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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创新与危机下看好高端电子陶瓷发展 
 

苹果新机中孕育的陶瓷产业链投资机会：我们在 3 月 5 日发布《从 5G 
mmwave 看供应链机会（2）》新增关注陶瓷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预计今
年新的 5G终端中将采用陶瓷介质谐振天线设计，建议关注陶瓷材料厂商国
瓷材料和三环集团，预计陶瓷将成为 5G时代的重要电子材料。在目前全球
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企业有望弯道超车，加快对于日韩厂商高端材料的
进口替代。 

陶瓷介质谐振天线是什么？介质谐振器天线是由低损耗、高介电常数的介
质材料构成的谐振式天线。性能方面，DRA 除馈线以外无导体损耗和表面
波损耗、具有较高的辐射效率、公差要求较低，且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介电常
数材料，灵活控制天线尺寸和带宽、实现小型化设计，较微带天线相比更具
优势。 陶瓷介质谐振天线就是选用更高 Q 值(品质因数)的陶瓷作为微波介
质，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具有高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温度系数小等优良性
能，能满足微波电路小型化、集成化、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要求。 

为什么看好陶瓷材料? 高性能材料——高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温度系
数小、满足小型化集成化条件；原料成本占比大门槛高——海外主导、国
产化空间大，优先看好陶瓷材料厂商的发展；5G时代成长空间大，看好中
国陶瓷厂商突破——高 Q 低损耗特性陶瓷市场空间持续打开，看好陶瓷天
线/陶瓷滤波器/LTCC器件等产品成长；中国 5G发展主力，看好 5G时代国
产化下中国陶瓷材料公司卡位，有望突破海外材料市场的垄断。 

⚫ 5G高频下，高 Q低损耗特性陶瓷市场空间持续打开: 功能陶瓷具有电
/磁/光/声/滑雪/生物等特性，具备高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温度系数
小等优良性能，能满足微波电路小型化、集成化，看好 5G高频下陶瓷
天线、LTCC技术、陶瓷滤波器等产品的成长渗透。 

⚫ 原料成本占比大门槛高，海外主导国产化空间大，优先看好陶瓷材料
厂商的发展。以电子陶瓷为例看产业链的情况：陶瓷工序长门槛高，
原材料成本占比大(30%)，原料/成品供应商集中在日美欧（陶瓷粉
CR3=51%（日本 Sakai、NCI、FujiTi），纳米氧化锆 CR3=31%(法国圣戈
班、日本第一稀元素、日本东曹)），国内进口依赖严重国产化空间大。
国内看，粉体环节主要厂商有国瓷材料、东方锆业等，陶瓷产品供应
商主要有三环集团、比亚迪电子等。 

复盘过去的每一轮危机，都是中国企业向高端进发的机会。疫情的短期影
响终将过去，但是在日韩美欧全面需求经济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过去
借助海外并购及技术引进等多方面手段快速发展，预计这次也将是中国企业
弯道超车的机会。5G 的技术升级恰好又给了进口替代的机会，预计从“云
管端”全面国产化将在近几年大举向上游材料端演进。 

投资建议：陶瓷天线等新器件第一次进入终端产品内部供应链，预计未来随
5G 发展向多品类延伸。上游高端粉体等高壁垒领域，长期海外公司垄断，
国内企业借由国内 5G 发展有望弯道超车。5G 时代小型化趋势将带来陶瓷
器件的广泛应用，建议关注陶瓷粉体龙头国瓷材料，烧结成型相关三环集团、
比亚迪电子等。 

风险提示：5G 基站建设及终端换机不及预期，国产化进程缓慢，全球经济
需求下滑，产品拓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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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苹果新机中孕育的陶瓷产业链投资机会 

我们去年以来深度跟踪 5G mmwave的产业链投资机会，2019年 11月 20日发布《从 5G 

mmwave看供应链机会》重点推荐 LCP、AIP模组、中框变化等产业趋势，提出苹果 20年
5G新机（配置毫米波版本）中有望搭载三组天线模组，分别位于侧边、背面、上刘海处。
在持续跟踪后我们对 5G mmwave 及天线相关变化进一步梳理，20 年 3 月 5 号发布《从
5G mmwave看供应链机会（2）》，新增关注陶瓷相关产业链投资机会，提出刘海处天线方
案变化较大，增加陶瓷介质谐振天线设计，预计新增陶瓷天线供应商三环集团和比亚迪电
子，上游粉体供应商东曹和国瓷材料，天线模组不含射频 IC处理芯片，预计模组出货厂商
预计依旧为立讯精密和安费诺，高频信号传输下模组与主板的传输线依旧为 LCP，预计仍
有村田供货。 

1.1. 介质谐振天线是 5G高频小尺寸优势天线方案 

介质谐振天线是什么？在毫米波等高频段更高带宽的要求下，介质谐振天线是 5G高频段
下的小尺寸增益天线方案。介质谐振器天线（Dielectric Resonator Antennas， DRA）是由
由低损耗、高介电常数的介质材料构成的谐振式天线，一般通过微带线、微带缝隙或探针
等馈电结构对其馈电，其谐振频率取决于谐振器尺寸、形状和材料的介电常数。性能角度
分析，介质谐振器天线 DRA除馈线以外无导体损耗和表面波损耗、具有较高的辐射效率、
公差要求较低，且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介电常数材料，灵活控制天线尺寸和带宽，实现小型
化设计，与微带天线相比在 5G 高频段下具有特殊的优势。目前的介质谐振天线方案主要
有宽带／超宽带介质谐振器天线、圆／双极化介质谐振器天线、毫米波介质谐振器天线、
高阶模／高增益介质谐振器天线等，从形态上则有矩形、圆柱、多片、阵列等天线结构形
态。 

图 1：圆柱介质谐振天线的结构  图 2：介质谐振天线阵的结构 

 

 

 

资料来源：《介质谐振天线的发展》、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介质谐振天线的发展》，天风证券研究所 

在高频段中，介质谐振天线用作小尺寸的增益天线具有特殊优势： 

1. 通过选择不同介电常数材料，灵活控制天线尺寸和带宽：与一般天线相比，介质谐振天
线相对介电常数越大，介质尺寸越小。谐振频率率取决于谐振器尺寸、形状和材料的介电
常数，可选择高介电常数实现天线小型化设计。 

2. 辐射频率高，介质损耗小：不存在表面波损耗，且处于谐振状态，所以 DRA 的辐射效
率很高（可达 95％）。 

3. 具有多种馈电机制：一般有口径耦合馈电，微带线耦合馈电，同轴探针馈电, 共面波导
馈电等方式。 

4. 谐振模式丰富：每种形状的介质谐振天线都具有不同的谐振模式，可以利用不同的谐振
模式提高天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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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更宽的阻抗带宽：通过除地面以外的整个谐振器表面辐射，且没有导体和表面波损
耗，因而具有较宽的阻抗带宽且介质谐振天线品质因数(Q 值)比较高，在微波波段可达
103-104，且振荡频率的稳定性好。 

6. 更易实现多频特性：相比传统天线，多频介质谐振器天线可以通过引入多个谐振单元、
优化馈电方式和利用谐振器本身多模谐振特性等方式实现。 

1.2. 陶瓷作为谐振天线微波介质的优势 

陶瓷介质谐振天线：为什么选取陶瓷材料？微波介质陶瓷是指应用于微波频率(主要是
300MHz〜30GHz频段)电路中作为介质材料并完成一种或多种功能的陶瓷材料，是制造谐
振器、滤波器、介质基片、介质天线等的关键材料。它具有高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温
度系数小等优良性能，适于制造多种微波元器件，能满足微波电路小型化、集成化、高可
靠性和低成本的要求。按照其介电性能大小的不同，微波介质陶瓷可分为低介、中介和高
介电常数类 3大类。从应用来看，以更高 Q值(品质因数)的陶瓷作微波介质，按照一定的
要求进行馈电和空间排列构成天线阵列的介质谐振天线叫做陶瓷介质谐振阵列天线，可在
手机中作内置天线，也可以广泛用于局域网系统等其它领域。 

图 3：微波介质陶瓷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天风证券研究所 

微波介质陶瓷优势： 

⚫ 高介电系数有利于实现小型化：谐振器的尺寸和电介质材料的介电常数的平方根成反
比，微波介质陶瓷材料的高介电常数有利于微波介质滤波器的小型化。 

⚫ 高稳定性：微波介质材料的谐振频率随温度变化较小，频率温度系数 τf较小稳定性高。 

⚫ 低损耗：微波介质材料 Q值与介质损耗 tanδ成反比关系 Q(=1/tanδ)。Q值越大，滤
波器的插入损耗就越低。 

2. 高性能陶瓷材料，持续受益 5G全周期建设 

2.1. 功能陶瓷：原料和加工门槛高，应用广阔国产化空间大 

功能陶瓷为多特性、能实现相互转化的高性能材料，电子陶瓷在功能陶瓷中占比最大。陶
瓷与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并列为当代三大固体材料，陶瓷分为普通陶瓷与先进陶瓷两大
类。其中先进陶瓷是采用高度精选或合成的原料，按照便于控制的制造技术加工生成的具
有精确控制的化学组成、便于进行结构设计的特性优异陶瓷，因其具备高硬、耐磨、耐腐
蚀、耐高温、导电、绝缘、磁性、透光、半导体以及压电、铁电、声光、超导、生物相容
等一系列优良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化工、电子、机械、航天、生物医学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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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特性和用途，先进陶瓷可分为结构陶瓷与功能陶瓷两大类，结构陶瓷具有机械/热/部
分化学功能；功能陶瓷具有电/磁/光/声/滑雪/生物等特性，具有相互转化功能，在先进陶
瓷中约占 70%的市场份额。从行业来看，电子工业是功能陶瓷产业最大的终端应用市场，
因此电子陶瓷是功能陶瓷的最大的细分分支，市场份额达到 80%。 

表 1：陶瓷的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主要产品 主要应用领域 

先进陶瓷 

 

 

 

 

 

功能陶瓷 

电子陶瓷 绝缘陶瓷、介电陶瓷、铁电陶瓷、压
电陶瓷、热释电陶瓷、敏感陶瓷、磁
性材料及导电、超导陶瓷等 

微波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信、广播
电视、雷达等 

热/光学功能陶
瓷 

耐热陶瓷、隔热陶瓷、导热陶瓷、吸
收陶瓷、陶瓷光信号发生器和光导纤
维等 

冶金行业、核工业、现代通信行业等 

生物/抗菌陶瓷 生物硬质组织的代用品、无机抗菌剂、
有机抗菌剂、光催化型抗菌剂等 

骨科、整形外科、口腔外科、眼科、家
庭用品、家用电器、玩具等 

多孔陶瓷 汽车尾气处理、工业污水处理、熔融
金属过滤、催化剂载体、隔热、隔音
材料等 

航空领域、电子领域、医用材料领域及
生物领域等 

 

 

 

 

结构陶瓷 

氧化物陶瓷 真空器件、装置瓷、厚膜和薄膜电路
基板、可控硅和固体电路外壳、火花
塞绝缘体、磨料磨具、纺织瓷件、刀
具等 

冶金、散热、绝缘等领域 

非氧化物陶瓷 化物陶瓷、氮化物陶瓷、硅化物陶瓷、
硼化物陶瓷等 

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飞机、火
箭、机械矿业、造纸工业、热处理、高
温构件、热交换材料、浇注模具材料等 

纳米陶瓷 防护材料、高温材料、人工器官的制

造、临床应用、以碳化硅为吸收剂的

吸收材料、以陶瓷粉末为吸收剂的吸

收材料等 

微包覆、超级过滤、吸附、除臭、触媒、

固定氧、传感器、光学功能元件、电磁

功能元件等 

资料来源：中国腐蚀与防护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陶瓷产品性能优势 

种类 产品 性能优势 

 

 

结构陶瓷 

高温陶瓷 800℃长期使用，超高温短期使用 

高强陶瓷 韧性大、强度高、抗冲击性良好 

超硬陶瓷 热稳定性高、化学稳定性好、弹性模量优良 

耐腐蚀陶瓷 化学稳定性优良、耐冲刷 

功能陶瓷 

电子陶瓷 具有压电、光电、热释电、铁电和绝缘性 

生物陶瓷 具备与血液、器官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光学陶瓷 具备透波性能、透明性、荧光性 

超导陶瓷 具备超导特性、耐低温 

磁性陶瓷 具备磁导率、矫顽力大、硬度高 

资料来源：新材料，天风证券研究所 

以电子陶瓷为例看产业链的情况：工序长门槛高，原材料成本占比大、进口依赖严重，成
品供应商同样集中在日美欧。电子陶瓷产业的上游包括电子陶瓷基础粉、配方粉、中游包
括电子陶瓷材料及其元器件、下游包括 3C/通讯/汽车等； 工艺环节主要包括：前端粉体
→浆料→成型→烧结→后加工等，从成本占比来看，原材料、成型与烧结、后期加工分别
占比约 30%、20%、35%。具体分析，上游：陶瓷原材料包括氧化铝、氧化锆等，陶瓷粉产
能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日本，国内进口依赖严重，电子陶瓷粉 CR3=51%（日本 Sakai、NCI、
FujiTi），纳米氧化锆 CR3=31%(法国圣戈班、日本第一稀元素、日本东曹)。从下游供应商
格局来看，全球电子陶瓷供应商集中在日美欧，日本、美国及欧洲市场份额分别为 50%、
30%、10%。国内看，粉体环节主要厂商有国瓷材料、东方锆业等，陶瓷产品供应商主要有
三环集团、比亚迪电子等，两家均能实现粉体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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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电子陶瓷制备  图 5：电子陶瓷产业链 

 

 

 

资料来源：niccic，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先进陶瓷展，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6：全球主要电子陶瓷粉厂商市场份额  图 7：全球纳米复合氧化锆主要厂商格局（%） 

 

 

 

资料来源：上海硅酸盐工业协会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新材料，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8：全球电子陶瓷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3：陶瓷产业链（氧化锆）各环节覆盖情况 

 粉体 浆料 成型 烧结 后加工 

三环集团 √ √ √ √ √ 

国瓷材料 √ √ √ √ √ 

顺络电子  √ √ √ √ 

蓝思科技   √ √ √ 

12%

12%

7%

3%
1%

2%

6%

1%

56%

法国圣戈班 日本第一稀元素 日本东曹

比利时索尔维 日本住友大阪水泥 日本昭和电工

东方锆业 国瓷材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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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光学   √ √ √ 

比亚迪电子 √  √ √ √ 

东方锆业 √     

资料来源：金智创新，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5G高频要求下，高 Q低损耗特性陶瓷市场空间打开 

应用广泛，陶瓷下游领域涵盖七大新兴领域；高 Q低损耗特性陶瓷市场空间打开，有望持
续受益 5G 全周期建设。凭借硬度高、耐磨损、断裂韧性高等优点，陶瓷材料下游应用范
围广阔，涵盖 3C 电子、机械、光通讯、化工、医疗、航空、汽车七大领域。展望未来，
我们认为 5G高频要求下，高 Q低损耗特性陶瓷市场空间打开，看好陶瓷天线、LTCC、陶
瓷滤波器等持续受益 5G 全周期建设，下游行业有望迎来多维度成长，2014-2018 年，我
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规模由 346.6亿元增长至 576.9亿元，预计 2023年中国电子陶瓷行业
市场规模达到 1145.4亿元。 

图 9：陶瓷下游应用领域  图 10：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华研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头豹科技创新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 3C电子领域：我国已进入 5G全面建设阶段，2020年 5G手机将加速普及，同时叠加
可穿戴市场兴起，电子陶瓷市场需求打开。在 3C 电子领域，陶瓷主要应用于手机及
智能手表等场景中。预计陶瓷市场空间随着下游应用的成长而持续提高——手机：
2019年为 5G手机元年，随 5G建设进度推进，预计 2019-2023年全球 5G手机渗透
率由 0.9%增长至 51.4%；可穿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智能可穿戴市场，预计 2020-2022

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由 8847万台增长至 11380万台，市场规模由 473亿元增长
至 607亿元。 

表 4：陶瓷在 3C电子领域中的应用 

 陶瓷部件 产品 

手机 

陶瓷背板  

 

 

陶瓷中框  

 

 

指纹识别陶瓷盖板  

 

 

摄像模组陶瓷 FC封装  

 

 

陶瓷按键  

 

 

陶瓷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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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 

陶瓷表圈  

 

 

陶瓷表盘  

 

 

陶瓷表带  

 

 

 

陶瓷盖板  

 

 

资料来源：中国钟表网，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11：2019-2023年全球手机渗透率（%）  图 12：2017-2022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及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mobile，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 陶瓷天线满足小型化需求：与 PCB天线等相比，陶瓷天线介电常数高，同时可以
有效缩小天线尺寸，提升手机内部空间利用效率，同时能助力手机实现轻薄化。
具体可分为块状陶瓷天线和多层陶瓷天线。块状天线是使用高温将整块陶瓷体一
次烧结完成后再将天线的金属部分印在陶瓷块的表面上。多层陶瓷基板(LTCC 天
线)采用低温共烧的方式讲多层陶瓷迭压对位后再以高温烧结，天线金属导体可以
印在每一层陶瓷介质层上，从而有效缩小天线尺寸。 

 

图 13：块状陶瓷天线和 LTCC工艺陶瓷天线 

 

资料来源：中国制造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 LTCC技术从单器件到集成模块应用广泛，5G高频化、小型化、一体化有望驱动

LTCC 产品成长。低温共烧陶瓷技术（LTCC）是一种多层陶瓷微波材料技术，可

以将无源元件内埋置到基板内部同时将有源元件贴装在基板表面、实现三维结构，

在制成无源/有源器件、功能模块集成等方面有灵活性，具有操作简单、技术成熟、

低损耗、优良的高频 Q 值、小型化等优势，可用于制作基板、器件及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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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其性能优势，未来我们持续看好 5G高频化、小型化、一体化下 LTCC产品的

成长——LTCC优良的介电特性决定其将是 5G高频天线的最佳方案。随着频率提

高，电磁波传播过程中的衰减也会增大，毫米波频段下金属天线的导体损耗重、

天线辐射效率大幅下降。相比看，LTCC制造高频通讯模组具备高 Q、允许大电流

及耐高温、热传导性更好、可将被动元器件埋入多层电路中增加电路密度、小 CTE

等优点，更适于 5G高频天线的应用。 

 

图 14：LTCC工艺流程  图 15：LTCC基板 

 

 

 

资料来源：电子发烧友，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动易网络，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5：LTCC自单器件向模块化发展 

应用 简介 

LTCC单器件 包括各类片式电感、电阻、电容、磁珠等 

LTCC集成元器件 以 LC滤波器为代表，在同一芯片内制造了多个和多种元器件的模块 

LTCC集成模块 
在同一 LTCC 电路板中制造有多个和多种无源器件，以及多层布线，

以及有源模块的接口等 

集成裸芯片的 LTCC

模块 

在集成模块的基础上制造一个电路板上有一个或多个裸芯片，并封装

成一个模块 

资料来源：材料科学与工艺，天风证券研究所 

2) 通讯：基站建设：预计 5G 基站数目将是 4G 基站的 1.5 倍；光纤铺设稳定增长：
2010-2018年，我国光纤布设长度复合年增速在 20%以上，2018年，我国光纤接入用
户达 3.68亿，占全部互联网宽带用户的比例同比增加 6.1%，光纤铺设长度达 4358公
里，同比增加 16.31%；IDC市场随流量增加而扩大：2012-2018年，我国 IDC市场规
模已由 210.8亿元增长至 1277.2亿元，CAGR达 35.02%。上述三个细分领域将直接拉
动相关陶瓷产品如光纤陶瓷插芯、陶瓷介质滤波器需求。 

表 6：陶瓷在通讯领域中的应用 

 产品 图片 

光通讯 

套管  

 

 

 

插芯  

 

 

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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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A/ROSA  

 

 

连接器 

 

基站 

陶瓷滤波器 

 

资料来源：华研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 光通讯：光纤陶瓷插芯将直接受益于 5G 建设。陶瓷在光通讯领域中的应用有套
管、插芯等，其中陶瓷插芯将在 5G 时代需求提升。陶瓷插芯的主要应用领域为
光纤连接器（72%）、其他光无源器件（25%）、光有源器件（3%）。与其他光纤插
芯材质如氧化铝、玻璃、模塑等相比，光纤陶瓷插芯与石英光纤热匹配性更好，
理化性能更稳定，因此成为主流材质。光纤陶瓷插芯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基站建设、
光纤到户、IDC搭建等，将直接受益于 5G建设。 

⚫ 基站：微波介质陶瓷滤波器有望成为未来 5G基站主流解决方案。5G时代，与传
统金属腔体滤波器相比，微波陶瓷粉体较金属腔体具有更高 Q值的材料特性，大
幅减小了插损，具有高带外抑制、温度漂移特性好、温度适用范围宽泛、多种形
式的封装结构和输出接口形式的特点，满足了基站滤波器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判
断微波介质陶瓷滤波器有望成为未来 5G基站主流解决方案。中国 5G建设的推进
+微波介质陶瓷滤波器技术的成熟，微波介质陶瓷滤波器空间持续提高，预计
2019-2023年中国 5G基站介质滤波器市场容量超过 336亿元，CAGR为 80.32%。 

表 7：不同滤波器特性对比 

类型 优点 尺寸 前景 

金属同轴腔体滤波器 成本低、技术成熟 大 3G/4G时代主流方案 

陶瓷介质谐振滤波器 

高 Q值、高抑制、插入损耗小、
温度漂移特性好，功率容量和无
源互调性能优 

大 
高端射频器件的发展
方向 

陶瓷介质滤波器 
高 Q值，选频特性好，工作频率

稳定性好，插入损耗小 

小 
未来 5G主流方案 

资料来源：新材料，天风证券研究所 

3) 汽车、航空领域：陶瓷在汽车、航空领域中应用主要为锂电池隔膜、氧传感器、固体
燃料电池和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其中锂电池隔膜及固体燃料电池市场规模将随新能
源汽车渗透加速而增长。固体燃料电池：目前，燃料电池主要分为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SOFC）、磷酸盐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CFC)、碱性燃料电池
(AFC)与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其中作为清洁高效的能源系统，SOFC 为今
后新能源应用的主要方向。陶瓷电解质薄膜能在高温、氧化和还原气氛中保持良好的
化学稳定性，并在很大氧分压范围内具有纯氧离子导电特性，成为 SOFC电解质材料
首选。锂电池隔膜：锂电池隔膜作用是防止两极接触而造成短路，陶瓷涂覆隔膜可显
著提高锂电子电池的热稳定性，提高其耐刺穿能力，同时陶瓷涂层的孔隙率大于隔膜
的孔隙率，利于增强隔膜的保液性和浸润性，因此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出
多部法律法规推动燃料电池市场发展，同时叠加新能源汽车渗透加速，预计我国燃料
电池 2020-2024年市场规模将由 11.2亿元增长至 27.65亿元，我国锂电池隔膜 2020

年需求总量达到 27.33亿平方米。 

 

表 8：陶瓷在汽车、航空领域中的应用 

 产品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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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航空领域 

锂电池隔膜  

 

 

 

氧传感器膜  

 

 

SOFC电解质  

 

 

叶片涂层 

 

资料来源：华研科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9：中国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目标 

产业目标 近期目标（2020-2025） 中期目标（2026-2035） 远期目标（2036-2050） 

燃料电池系统 

比功率：3.5KW/L 

寿命：>5000h 

环境适应性：-30℃ 

成本：4000元/KW 

比功率：4.5KW/L 

寿命：6000h 

环境适应性：-30℃ 

成本：800元/KW 

比功率：6.5KW/L 

寿命：10000h 

环境适应性：-40℃ 

成本：300元/KW 

燃料电池法律法规 
标准已经基本形成，需要持续
完善细化 

根据交通、工业和建设等终端领域，持续完善标准体系，及时
拓展并跟进新应用场景标准 

燃料电池补贴 

现有法律法规集中于车用领

域购置环节，补助单一且缺乏

系统性 

保持对燃料电池产品购置补贴力度至 2025年；增加对终端用户

的运营及税收补贴；增设除车用外其他领域的重点科技转型 

资料来源：新能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6：2011-2020年锂电池隔膜需求（亿平方米）  图 17：2014-2024年中国燃料电池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新能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天风证券研究所 

 

3. 全球企业发展及复盘，看好陶瓷材料进口替代加速 

3.1. 复盘日本东曹，优先看好陶瓷原材料厂商 

19年世界化工第 46强, 产品覆盖下游广泛。 东曹于 1935年成立，历年来持续深耕化工
领域，重点贯彻实施以通用化工产品和功能产品为两大核心的发展战略，旗下四大业务分
别为石油化学、氯碱、机能商品、工程材料，主要产品有高机能材料、水泥、氯碱、烯烃、
聚合物等。目前，公司在全球共设有 130多家分支机构，拥有员工 11,000多人，为世界化
工第 46强 (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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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主营业务与产品 

主营业务 主要分类 主要产品 

石油化学 链烯烃、聚合物 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橡胶等 

氯碱 化学品、聚氨酯、水泥 硅酸盐水泥、高炉水泥、MDI等 

功能性产品 
生物科学、有计划成品、高机能材料 电池材料、溅射靶材、氧化锆注塑成型复

合料等 

工程 工程材料 工程塑料等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陶瓷氧化锆材料头部厂商，梯次化布局+纳米陶瓷产业化技术，持续推动功能陶瓷种类延
伸。在陶瓷领域，公司于 1983 年成为世界首家成功产业化纳米复合氧化锆的企业，是陶
瓷后盖所用的纳米氧化锆粉体领域实力最强的厂商之一，可提供 33 种彩色氧化锆粉料，
适应多维度产品需求。目前主要产品为氧化锆注塑成型部件、氧化锆注塑成型复合料、氧
化锆研磨粉碎介质、氧化锆微珠、氧化锆粉末，产品应用范围涵盖通信、电子电器、医疗、
环保等领域，已切入苹果 apple watch 陶瓷盖板供应链。  

表 11：东曹氧化锆粉体相关产品 

 主要内容 

氧化锆注塑成型部件 使用自主研发的光纤连接器套圈的注塑成型技术，提供各种复杂形状的部件。 

氧化锆注塑成型复合料 

有三种标准型复合料：PXA100P：用于空气中脱蜡的复合料，可广泛用于套圈胚料；PXA201P：
用于在氮气中脱蜡的复合料，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工艺易操作；PXA211P：用于在空气中脱蜡
的复合料，脱蜡性能与流动性与 PXA201P相当。 

氧化锆研磨粉碎介质 

具有高强度、高耐磨性、密度大等优点，可以更有效地应用于几乎所有的水基加工工艺，并且无需
频繁进行处理，从而实现低耗的环保生产。主要用途：绝缘材料、各种压电陶瓷和磁性材料；颜料、
油墨和涂料；先进的高纯度陶瓷材料、化妆品、食品；农药、碳酸钙和其他矿产品 

氧化锆微珠 具有耐磨、强度大、韧性高、抗冲击性、开裂率低等优点，主要用途：表面喷砂处理、垫砂等 

氧化锆粉末 具备优异的烧结性、较高的抗老化性等优点，主要用途：工业用品、日常消费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 梯次化布局：持续进行技术突破带动陶瓷种类由热/光学功能陶瓷逐步扩展至生物/抗
菌陶瓷等多种类：热/光学功能陶瓷（光纤连接组件和精密工具）——多孔陶瓷（分
子筛等减排产品）——电子陶瓷（电子元件）——生物陶瓷（义齿）。 

⚫ 掌握水解法氧化锆粉体制作工艺，技术门槛高。氧化锆粉体的制备方法有共沉淀法、
水解沉淀法、水热法、溶胶法和微乳液法。不同的制备方法最终将会影响氧化锆粉体
的性能，日本东曹采用水解法，水解法优点是反应速度快，粒子大小均一，纯度高，
工艺复杂具备很高的技术门槛。 

⚫ 覆盖粉体及成型环节：陶瓷材料生产工艺：前端粉体→浆料→成型→烧结→后加工等
一系列工艺，东曹重点放在于粉体与成型两个环节。 

⚫ 产能充足+高端化，市占率处第一梯队：全球每年年产能约为 4 万吨，其中一多半以
上是中低端粉体（无法用于生产手机后盖）; 其中 1 万多吨产能的高端粉体，占比较
小。公司产能约 3000 吨/年，价格超过 100 万/吨，国瓷产能 3500 吨/年，价格约为
30-40万/吨，相较来说公司产能结构更为高端。17年，东曹产量份额达到 6.34%，位
居全球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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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017年全球氧化锆主要厂商产量市场份额  图 19：东曹陶瓷材料梯次化布局与功能陶瓷应用领域延伸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12：世界氧化锆粉体主要厂商对比 

 
业务范围 主要氧化锆产品 纳米复合氧化

锆产能（吨/年） 
主要客户 

DKKK 

催化剂、电子材料和氧传感
器、精细陶瓷、耐火材料和制
动材料 

氧化锆、复合氧化物、锆化合物、铯
化合物、稀土化合物、硅酸锆等 

5000 

—— 

圣戈班 
磨料磨具、陶瓷材料及玻璃纤
维 

ZirGrip 粉末、CY3Z 氧化锆粉体、
ColorYZe氧化锆粉体等 

5000 
华为等 

东曹 

新材料、生物科学、水泥、氯
碱、烯烃、有机化学品、聚合
物 

氧化锆注射模组件、氧化锆注射模塑
料、氧化锆研磨和分散介质、氧化锆
细珠、氧化锆粉末 

3000 

苹果、蓝思等 

昭和电工 
石油化学、化学品、无机材料、
铝、电子材料、高新电池材料 

研磨剂、研削材料、耐火材料、陶瓷
电容器 

数百吨 
希捷、西数等 

东方锆业 

锆系列制品 海绵锆、复合氧化锆、二氧化锆、电
熔氧化锆、硅酸锆、氯氧化锆、研磨
介质与锆结构件、Y-TZP陶瓷刀 

6000 
茂名粤桥、国富锆钛、
鸿源稀土等 

国瓷材料 

电子材料、生物医疗材料、催

化剂 

电子陶瓷材料、氧化锆陶瓷材料、氧

化铝陶瓷材料、陶瓷墨水、催化材料、

电子浆料 

3500 风华高科、深圳宇阳、

潮州三环、韩国三星

电机、韩国三和、美

国 JDI、台湾禾伸堂等 

苏维罗迪亚 
应用化学品、特种材料与服

务、精细化学品 

表面活性剂、聚合物、医药活性成分、

香精香料添加剂 

1000 
—— 

资料来源：中国粉体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从京瓷看陶瓷厂商成长：全球第二大电子陶瓷厂商，一体化+下游拓展 

全球第二大电子陶瓷生厂商，覆盖原材料到系统整机的全球综合性企业。1959 年，日本
京瓷成立，公司成立至今，以陶瓷技术为核心，通过外延内生、垂直一体化、技术纵向深
入及下游拓展等战略，成功从单一材料供应商转变为覆盖原材料到系统整机的综合性厂商，
产品全方位覆盖零部件、终端产品、机器设备、系统产品、服务贸易五大领域，下游涵盖
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信息设备、环境能源、医疗健康七大领域，
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电子陶瓷生产厂商。目前，公司旗下六大业务板块分别为汽车等工业零
部件、半导体零部件、电子设备、信息通信、办公文档解决方案、生活与环保，主要产品
包括 LED蓝宝石基板、液晶显示屏、ICT业务、人工关节等。 

6.34%

DKKK 圣戈班 江西晶安 东曹

东方锆业 山东国瓷 苏威 宣城晶瑞

Innovnano 广东华旺 昭和电工 KCM

MEL Chemicals 江苏立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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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京瓷产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具体产品 产品图片 

零部件 

 精密陶瓷零部
件 

工业设备用陶瓷零部件、超高真空设备用零
部件、LED蓝宝石基板、半导体极液晶生产
设备用零部件、铁氧体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摄像头模块、陶瓷预热塞、氧传感器用加热
器、燃料喷射装置用积层型压电元件 

 

 

 

 

汽车等工业
零部件 

液晶显示屏 工业用液晶显示屏、车载用液晶显示屏  

 

 

 机械工具 切削工具、气动工具、电动工具  

 

 

 光学零部件 非球面镜片、车载及扫描仪用镜头、FA/医
疗用光学组合 

 

 

 

 

 陶瓷封装、基
板 

电子零部件用表面贴装型陶瓷封装、图像传
感器用陶瓷封装、光纤通信用零部件、LED

用陶瓷封装、车载 ECU用陶瓷多层基板 

 

 

 

 有机封装、印
刷电路板 

倒装芯片封装、模块基板、积层电路板  

 

 

半导体零部
件 

有机化学材料 半导体环氧树脂封装材料、钻石粘胶、绝缘
清漆 

 

 

 

 电子零部件 功率器件、连接器、水晶元件、SAW元件、
电容器、电子零部件 

 

 

 

 

 

电子设备 打印器件 热敏打印头、喷墨打印头、非晶硅感光磁鼓  

 

 

设备与系统 

 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  

 

 

信息通信 功能手机 ——  

 

 

 信息通信服务 ICT业务、通信工程业务、节能环保业务、
经营咨询业务 

 

 

 

 

 打印机、复合
机 

ECOSYS打印机、复合机、TASKalfa复合
机、PSLP※感光磁鼓、非晶硅感光磁鼓 

 

 

 

办公文档解
决方案 

解决方案业务 HyPAS、ECM（企业内容管理）  

 

 

 太阳能相关产
品 

住宅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公共、产业用太阳
能发电系统、HEMS（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锂电子蓄电系统 

 

 

 

生活与环保 医疗产品 人工关节、人工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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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宝饰品、厨

具 

珠宝饰品、陶瓷厨具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贯彻垂直一体化+市场横向扩张战略，六大板块持续驱动公司成长。垂直一体化：公司一
方面利用先进的技术工艺，不断深入研发实现技术纵向深入，从而将产业链逐步由精细陶
瓷、单机能零部件等延拓至系统整机、服务解决方案，完成由单一材料供应商到综合性厂
商的转变；市场横向扩张：产品多元化且优质化催化公司业务领域拓宽，1970s进军电子、
工业行业、90 年代进军有机材料、信息通讯领域、21 世纪开发液晶、生活环保、机械等
业务，目前已基本实现全领域业务布局，产品下游涵盖材料、半导体零部件、电子元器件、
通信设备、信息设备、环境能源、医疗健康七大领域。公司基于垂直整合战略真正实现产
品下游及销售网络的全领域、全方位覆盖，持续驱动板块发展成长。 

 

图 20：京瓷技术纵向深入+垂直一体化+市场横向拓展战略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1：京瓷产品品类拓宽持续驱动公司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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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营收能力稳健，各业务板块占比均衡。2015-2019 年，公司销售净额由 1,526,536 百万日
元波动增长至 1,623,710百万日元，CAGR 15.55%，归母净利润由 115,875百万日元下滑至
81,789百万日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并购活动较为频繁对当年营收及利润影响较大。从营收
结构看，公司营收结构稳定，2019年，办公文档解决方案收入占比最高，为 23.1%；其次
是电子设备（22.5%），汽车等工业零部件（19.4%），信息通信（15.5%）、半导体零部件（15.3%），
最后是生活与环保（5.0%）。 

 

图 22：2015-2018年公司销售净额与税前收入（百万日元）  图 23：2017-2019年公司各业务销售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3.3. 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国内企业发展 

复盘过去的每一轮危机，都是中国企业向高端进发的机会。疫情的短期影响终将过去，但
是在日韩美欧全面需求经济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过去借助海外并购及技术引进等多
方面手段快速发展，预计这次也将是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5G 的技术升级恰好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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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口替代的机会，预计从“云管端”全面国产化将在近几年大举向上游材料端演进。 

复盘危机后中国海外并购扩张之路：寻求新技术的引入以及产业链的补充成为并收购主线。
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 09-12 年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给予中国企业出海收购扩张
的时间窗口，持续蔓延的金融危机导致 1) 海外经济持续不景气，企业债务加重、现金流
收紧、急需开拓中国市场；2) 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行，海外企业估值下降，在此背景时
间窗口叠加政策“十一五”“十二五”的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寻求海外并购，寻求新技术
的引入以及产业链的补充成为并收购主线，且可以以优惠合理的价格进行并购扩张，典型
案例包括：10年吉利收购福特旗下沃尔沃、11年联想收购德国消费电子制造企业Medion 

AG 约 37%的股权、12 年三一重工并购全球混凝土机械领域龙头德国普茨迈斯特等。整体
来看，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从 08 年的 126 起上升至 12 年的 191 起，金额从 103

亿美元上升至 652亿美元。 

 

图 24：08-12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  图25：按投资行业中国大陆企业境外并购交易数量按2012 vs. 2011 

 

 

 

资料来源：pwc、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wc、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14：危机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时间 收购方 被收购方 被收购方方国

家 

被收购方背景 

2008.2.1 中国铝业 力拓 美国 全球第二大矿业集团、世界第三大铁

矿石供应商 

2008.5.31 招商银行 永隆银行 香港 香港中小类型银行 

2008.3.14 中钢集团 Midwest 澳大利亚 铁矿资源开发 

2008.9.22 中海油服 Awilco 挪威 海洋石油钻井业务 

2008.9.23 中联重科 CIFA 意大利 意大利最大的混凝土输送泵、混凝土

泵车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制造商 

2009.4-2009.

6 

中国五矿 OZ Minerals 澳大利亚 澳洲矿业公司 

2009.3.27 吉利 DSI 澳大利亚 全球第二大汽车自动变速器公司 

2009.7. 中海油和中石化 安哥拉一石油区块 20%的权益 美国 —— 

2010.3. 吉利 沃尔沃 美国 福特旗下豪华汽车品牌 

2010.12 苏宁 LAOX 日本 LAOX为家电连锁卖场 

2010 中海油 泛美能源 英国 能源企业 

2011.1 联想 NEC电脑业务 日本 —— 

2011.1 海尔 三洋电器 日本 —— 

2011.6 联想 Medion AG 37%股权 德国 消费电子制造企业 

2011.11 中石化 Galp能源公司 葡萄牙 能源企业 

2011.12. 海航集团 GESEACO 英国 全球第 5大集装箱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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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 三一重工 普茨迈斯特 德国 全球混凝土机械领域龙头企业 

2014.7 福耀玻璃 PPG公司Mt.Zion工厂资产 美国 PPG公司占据美国汽修玻璃市场

28.1%份额，拥有浮法玻璃生产线能满

足福耀美国公司俄亥俄州原材料需

求 

资料来源：金融界，天风证券研究所 

 

4. 产业链建议关注 

4.1. 国瓷材料：国内领先新材料平台型企业 

内生+外延式发展，多维度成长的国内领先新材料平台型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5年，是从
事新材料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领先创新企业，2012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通过内生+外延式发展，国瓷材料掌握了功能陶瓷材料、电子浆料、纳米粉体
材料、催化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的制备技术，生产出众多电子信息设备、通讯基站、高导
热基板等领域产品的关键原材料，通过内生和外延式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集
群。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截至 2019年 12月 9日，公司股权结构第一、二大股东分别为张
曦、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股通持股)，持股分别为 19.96%、7.98%。 

表 15：国瓷材料发展历程 

年份 发展历程 

2005 公司成立，生产、销售电子陶瓷粉体材料 

2008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 ISO14001 认证；创建山东省电子陶瓷材料
工程实验室 

 

2012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 300285） 

  

2013 
荣获第 15届中国发明专利金奖；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有潜力上市公司第
六名；锆材事业部成立 

2014 
国瓷科技（美国）公司成立；铝材事业部成立；合资成立山东国瓷康立泰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产品纳米级复合氧化锆投产 

2015 
上海涌铧国瓷投资合伙企业成立；战略入股深圳爱尔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氧
化锆下游牙齿领域) 

2016 

上海国瓷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全资收购泓源光电(太阳能电子浆料)、戍
普电子(催化用 MLCC电极浆料)、江西国瓷博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催化剂 

用铈锆固溶体)；控股江苏天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用分子筛) 

2017 

全资收购宜兴王子制陶有限公司(催化剂蜂窝陶瓷)；全资收购江苏金盛陶瓷科
技有限公司；与蓝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蓝思国瓷，研发、生产、
销售干压成型的氧化锆陶瓷 

2018 
全资收购深圳爱尔创科技有限公司(氧化锆下游牙齿领域)；合资成立宜昌华昊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9 
成立山东国瓷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入选工信部第四批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入选山东省 5G产业方向试点示范企业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产品结构丰富，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公司四大产品类别分布如下：1. 电子材料类：MLCC

配方粉类、纳米级复合氧化锆、电子浆料、氧化铝。2. 生物医疗类：义齿氧化锆瓷块及其
他氧化锆齿科材料等。3. 催化材料类：蜂窝陶瓷系列、汽车尾气净化材料、分子筛、
MTO/MTP。4. 其他材料类：陶瓷球、陶瓷结构件、伯陶墨水、色料系列等。公司下游为
MLCC 行业，与韩国三星、风华高科、比亚迪、蓝思科技、威孚高科、潍柴动力等国内外
知名厂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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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公司产品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历年业绩高增长，盈利能力强。公司14-18年营收CAGR 47.98%，归母净利润CAGR 71.34%，
19年业绩预告营收 21.53亿元，YoY+19.76%，归母净利润 5.01亿元，YoY-7.77%；收入结
构方面，18年主营业务板块为电子材料板块、生物医疗材料板块、催化材料板块和其他主
营业务板块，占比分别为 37.17%、18.66%、10.9%、33.26%；盈利方面，14-18年净利率均
值为 22.25%，毛利率均值为 39.59%。 

 

图 27：国瓷材料 2014-2019Q3营业收入及同比  图 28：国瓷材料 2014-2019Q3归母净利润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9：国瓷材料 2014-2019Q3净利率、毛利率  图 30：国瓷材料 2018年营业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2. 三环集团：垂直一体化的国内电子陶瓷龙头 

3.75
5.33 6.84

12.18

17.98

15.37

40.71%
42.09%

28.35%

78.90%

47.65%

21.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5

10

15

2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Q3
营业收入(亿元) YoY(%)

0.63 0.86
1.3

2.45

5.43

3.59

-19.45%

35.73%

51.76%

87.75%

121.81%

-9.18%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1

2

3

4

5

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Q3
归母净利润(亿元) YoY(%)

19.31% 18.45% 21.15%
21.30%

31.05%25.48%

38.68% 38.19% 37.64% 38.62% 44.82%
47.98%

0%

10%

20%

30%

40%

50%

6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Q3

净利率(%) 毛利率(%)

电子材料板

块

37.17%

催化材料板

块

10.90%

生物医疗材料板块

18.66%

其他主营业

务

33.26%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1 

 

垂直一体化的国内电子陶瓷龙头。 三环集团成立于 1970 年，于 14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挂
牌上市，是从事电子陶瓷类电子元件及其基础材料的研发、生产、与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
业。经过五十几年深耕发展，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道路，具备广泛的技术积累和产品
解决方案，产品结构由单一的电阻拓展到形成以先进材料为依托的多门类产业，多项产
品(如光纤陶瓷插芯、PKG陶瓷封装基座、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隔膜板、陶瓷外观件等产品)

已做到全球领先；此外公司坚持垂直一体化战略，掌握了上游陶瓷粉体从粉体到浆料、成
型、烧结、加工垂直一体化的制备工艺，持续搭建全产业链平台。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
截至 2019年三季报，第一、二股东为潮州市三江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陆
股通持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37.02%、4.42%。 

表 16：三环集团发展进程 

年份 发展进程 

1970 公司创建，从事陶瓷基体及固定电阻器的制造和销售 

1996 
投资生产片阻用氧化铝陶瓷基片，公司进入片式化元

件制造领域 

2001 

投资生产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LCC)；生产光通讯用

陶瓷部件，公司产品由电子应用领域向光通信领域拓

展 

2004 
研发生产燃料电池电解质基片(SOFC)，公司产品进入

新能源应用领域 

2007 
 独立研发、量产陶瓷封装基座(PKG)，为晶振器件提

供核心材料配套 

2008 
研发生产玻璃与金属封装部件(GTM)，为制冷行业提

供高压、密封的电连接部件 

2009 
研发生产氮化铝陶瓷基片，为半导体功率模块提供高

效散热解决方案 

2010 研发生产光电子晶体封装外壳(TO)部 

2014 三环集团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 

2015 
生产陶瓷机身；集团公司荣获中国电子元件行业百强

综合实力第七名 

2017 

 集团公司喜获小米最佳战略合作伙伴奖；入选手机行

业最佳材料供应商十强；收购德国 VERMES；手机陶

瓷外观件应用于小米5、小米MIX、小米6、小米MIX2、

一加 X、Essential Phone等机型；发布了最新研发的

用于智能终端陶瓷结构件以及手机陶瓷后盖产品的

“三环火凤凰”钻晶锆陶瓷材料； 

2018 
集团公司获小米最佳创意奖；召开“三环火凤凰 2.0

发布会” 

2019 集团公司荣获中国电子元件行业百强综合实力第九名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多元化产品结构，优质客户资源。公司主要产品类别如下：1. 电子元件及材料类：电子元
件材料如氧化铝陶瓷基板、氮化铝陶瓷基板等，应用于片式电阻器、厚膜电路；电子元件
如电阻器产品(陶瓷保险丝、线绕电阻等)、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MLCC)。2. 通信部件类：
移动终端部件产品如陶瓷手机后盖板、指纹识别模组用陶瓷盖板、智能穿戴外观件；光通
信产品如陶瓷插芯、光纤快速连接器等。3.半导体部件类：指纹识别系统用功能陶瓷片、
陶瓷封装基座(PKG)。4.新能源陶瓷：电堆、阳极支撑 SOFC单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电解质隔膜片。公司下游客户集中在手机、电子、通讯、机械、电气、新能源等应
用领域，各系列产品均拥有众多优质客户，如日本松下部品、韩国三星、美国泰科、台湾
国巨、中航光电、格力电器、风华高科、美的、长虹、TCL等。 

    表 17：国瓷材料主要产品 

业务领域 细分产品 产品图 下游应用领域 

http://ipoipo.cn/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2 

 

电子元件及
材料类 

 

 

 

电子元件：电阻器产品(陶瓷保
险丝、线绕电阻等)、多层片式
陶瓷电容器(MLCC) 

 

 

 

 

 

 

 

    

移动通信、电
脑、家电、电源、
LED 照明等领
域 

 

 

 

 

电子元件材料：氧化铝陶瓷基
板、氮化铝陶瓷基板 

 

 

 

 

 

 

 

      

 

片式电阻器、厚
膜电路 

通讯部件类 

 

 

移动终端部件产品：陶瓷手机
后盖板、指纹识别模组用陶瓷
盖板、智能穿戴外观件 

 

 

 

 

 

 

 

 

智能手机、智能
手表、笔记本电
脑、耳机等装饰
部件 

 

 

光通信产品：陶瓷插芯、光纤
快速连接器等 

 

 

 

 

 

 

 

     

 

半导体部件
类 

 

 

 

指纹识别系统用功能陶瓷盖
板、陶瓷封装基座(PKG) 

 

 

 

 

 

 

          

 

高频片式电感
器、片式变压
器、陶瓷密封等 

新能源陶瓷 

 

 

 

电堆、阳极支撑 SOFC单电
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电解质隔膜片 

 

 

 

 

 

 

 

 

大型数据中心、
医院、通信基站
及分散式供电
及供暖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业绩稳步增长，盈利能力行业领先。公司 14-18年营收 CAGR 14.26%，归母净利润 CAGR 

19.44%，19年业绩预告营收 27.29亿元，YoY-27.23%，归母净利润 8.72亿元，YoY-33.89%；
收入结构方面，18年主营业务板块为电子元件及材料、光通信部件、半导体部件、接线端
子和其他主营业务，占比分别为 36.39%、36.15%、15.48%、3.27%和和 8.71%；盈利方面，
14-18年净利率均值为 34.28%，毛利率均值为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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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三环集团 2014-2019Q3营业收入及同比  图 32：三环集团 2014-2019Q3归母净利润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3：三环集团 2014-2019Q3净利率、毛利率  图 34：三环集团 2018年营业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 5G基站建设放缓风险：5G基站建设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目前，5G基站已进入全面
建设阶段，但受疫情影响，建设进度存在延缓的概率； 

2. 终端换机不及预期风险：智能手机行业受宏观经济运行及产业政策影响较大。厂商开
工率受到疫情影响而下滑；叠加部分线下门店关闭，5G手机渗透率存在增速放缓或下
滑的风险； 

3. 国产化进程缓慢风险：国内外技术存在一定差距，可能国产化替代仍需要一定时间； 

4. 全球经济需求下滑风险：目前，疫情已蔓延多个国家，导致各国经济活动停滞，从而
对全球经济需求造成一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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