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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Author] 重要数据： 

1.1 [Table_IndustryInfo] 上市公司总家数 198 

总股本(亿股) 2010.48 

销售收入(亿元) 7620.41 

利润总额(亿元) 493.73 

行业平均 PE ∞ 

平均股价(元) 12.36 

 

行业相对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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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通威股份：盈利能力处于底部区域，期待

下半年的回升》2020.04.20 

《光伏掺镓硅片-Perc 路线的又一次跨越》

2020.04.15 

 投资概要： 

受疫情影响叶片芯材供应紧张。由于意大利、厄瓜多尔新冠疫

情加剧、全国封锁，风电叶片上游的轻木、PVC 泡沫供应紧张。 

叶片芯材是风电叶片的关键材料。芯材通常安装在叶片的前缘、

后缘以及腹板等部位，一般采用夹层结构来增加结构刚度，防

止局部失稳、提高整个叶片的抗载荷能力。芯材占叶片材料成

本的 10%到 15%，巴沙轻木和 PVC泡沫是叶片芯材的主要品种，

其中巴沙木为主、PVC泡沫为辅。 

巴沙轻木依赖厄瓜多尔，PVC泡沫依赖意大利。全球 90%以上的

轻木都是来自于厄瓜多尔，需要 5-7年的生产周期，供给受限，

每立方米售价已由 4000元上涨到 1万元以上。PVC泡沫方面，

国内虽有部分工厂，但仅限于简单的后加工环节，PVC 泡沫的

原板基本依靠来自瑞典的戴铂（在意大利有主力工厂）和意大

利的 Maricell 两家公司，国内工厂如联洋新材、科拉斯均从

Maricell采购 PVC泡沫原板。 

如何解决芯材的供应紧张？ 

各叶片厂商都会备有一定数量的芯材库存，今年上半年叶片的

供应没有太大问题，对国内风电装机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下

半年的供应取决于三个因素： 

（1）疫情的好转：意大利将于 5月 4日逐步解除全国封锁，厄

瓜多尔 60天的全国紧急状态至少持续到 5月中。 

（2）替代产地：除厄瓜多尔外，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

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有部分轻木种植园。 

（3）替代产品-PET 泡沫：PET 泡沫耐热性好、可 100%循环利

用污染少、成本也更低，未来五年渗透率将翻番、从第三大芯

材走向第一大芯材，替代轻木和 PVC泡沫。 

投资建议： 

叶片持续供应紧张，作为产业链中的首要瓶颈环节，我们认为

其仍将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且受到疫情扩散的影响，海外的

TPI、LM 等叶片厂商大量减产，或将带来海外供应链整体向国

内迁移的情况，国内叶片厂商的出口业务将迎来发展契机，继

续推荐中材科技、天顺风能。 

近期多家叶片厂商启动了较大规模的扩产计划，如上海艾郎、

时代新材、洛阳双瑞等，对叶片模具的需求量加大，继续推荐

天顺风能，重点关注双一科技。 

 

风险提示：  

风电新增装机量不达预期；意大利和厄瓜多尔疫情恶化；国内

并网考核政策趋于严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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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疫情影响叶片芯材出现供应紧张 

根据中国能源网的报道，在 4 月 17 日中国农机行业协会风力机械分

会举办的全球疫情下中国风电产业应对策略研讨会中提到，由于意大

利、厄瓜多尔新冠疫情加剧，风电叶片上游的轻木、PVC 泡沫供应紧

张。 
 

那么轻木、PVC 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紧张、后续是否会持续紧张，

我们将在本篇报告中做出分析和判断。 

2 叶片芯材是什么？ 

叶片芯材（结构泡沫）是风电叶片的关键材料，在叶片的前缘、后缘

以及腹板等部位，一般采用夹层结构来增加结构刚度，防止局部失稳、

提高整个叶片的抗载荷能力。根据中材叶片的文献：叶片最常用的两

种芯材是 PVC泡沫和巴沙轻木，其中 PVC泡沫应用于叶片蒙皮和腹板、

巴沙轻木应用于叶根部位，另外一种新型芯材 PET 泡沫近年来也开始

得到应用。 
 

图表1： 常见的叶片内部结构 

 

资料来源：天晟新材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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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叶片芯材核心材料系数和主要供应商 

核心材料 密度（kg/m3）) 剪切强度（n/mm2） 剪切模量（n/mm2） 主要供应商 

PVC 泡沫 60 0.85 22 
戴铂、联洋、科拉斯、固瑞

特等 

PET 泡沫 110 0.8 20 
固瑞特、戴铂、Armacell、

3A、米德、Nida-core 等 

巴沙木 148 2.6 187 
3A、固瑞特、戴铂、科拉斯

等 
 

资料来源：天晟新材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3： 叶片芯材核心材料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材叶片，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下图为中复连众某风电叶片的成本结构表格，可见巴沙轻木和 PVC 泡

沫的物料成本大约占叶片物料成本的 11%、重量占 7%左右，是叶片

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据中材叶片的分析，大致也是这样的比重，芯

材占叶片材料成本的 10%到 15%，其中以巴沙木为主、PVC 泡沫为辅。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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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叶片材料成本构成-Ⅰ  图表5： 叶片材料成本构成-Ⅱ 

 

 

 

资料来源：中材叶片，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材叶片，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6： WEI74-7000G 叶片具体参数、材料质量和主要材料成本 

 具体参数  

叶片 WEI74-7000G  

长度（m） 74  

风轮直径（m） 153  

额定功率 7  

外壳材料 环氧树脂浸渍无碱玻璃纤维  

主梁材料 浸渍玻璃纤维  

主梁设计 盒式梁（2腹板）  

材料质量（Kg）  

主梁干玻纤+浸渍树脂 14,281  

所有其他玻纤+树脂 23,413  

巴沙木 2,125  

PVC泡沫 920  

粘合剂 620  

合计    41,360  

叶片主要材料每 Kg成本和总成本（美元）  

干玻纤 3/Kg      82,517  

环氧树脂 7/Kg      80,490  

芯材 15/Kg     23,800  

粘合剂 12/Kg     11,590  

根部紧固件 13.5/Kg    10,415  

总计 208,812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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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碳纤维叶片设计和玻纤叶片设计成本结构图 

 

资料来源：TPI业绩发布会演示材料，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 为什么叶片芯材不够用了？ 

为什么叶片芯材会出现供不应求呢？我们来看巴沙轻木和PVC泡沫的

供应链情况。 
 

首先是巴沙轻木，轻木是天然生长的，盛产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全

球 90%以上的轻木都是来自于厄瓜多尔，厄瓜多尔肥沃的土壤、年均

90 英寸的降雨量及热带雨林的充裕日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巴

沙轻木快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巴沙轻木是世界上最轻的树木，每

立方米仅重 150 公斤，一个成年人可以抬起约等于自身体积 8 倍以上

的轻木。同时巴沙轻木还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树种，需要 5-7 年即可

由树苗长为 90 英尺的高大树木。由于树木的生产周期限制了供应，

每次风电需求爆发，巴沙轻木都会供不应求。 
 

作为自 2019 年起全风电产业链最紧张的环节，巴沙轻木自然发生了

涨价。假设每台风机有 3 片叶片，每片叶片使用 4 立方米的巴沙轻木，

则 1 台风机对应 12 立方米。2019 年国内新增风电装机 26.7GW，按照

每台风机 2.5-3MW 计算，则约对应 10000 台风机，则国内一年对巴沙

轻木的使用量大约在 12 万立方米左右。在涨价之前，每立方米价格

在 5000 元左右，则价值量约 6 亿元。目前每立方米巴沙轻木的单价

已经升到 10000 到 15000 元，价值量上升到了 12 到 18 亿元，相当于

每 kW 的风机成本增加了 30 元左右。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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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巴沙木实体示意图 

 

资料来源：思瑞安复合材料，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其次是 PVC 泡沫。PVC 泡沫不等于 PVC，PVC 是 PVC 泡沫的原材料之

一，除了 PVC 之外，PVC 泡沫还需要其他的原材料比如发泡剂、交联

剂等塑料助剂等，经过投料、共混、模压、后处理、模压等复杂的工

序制成。 
 

图表9： PVC泡沫的加工程序 

 

资料来源：天晟新材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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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也有不少 PVC 泡沫的工厂，比如全球最大的 PVC 泡沫供应商

瑞典的 DIAB 戴铂公司在昆山和张家港都有工厂，新三板上市公司联

洋新材（832047.OC）在嘉兴、德州均有工厂，科拉斯在青岛亦有工

厂，但是这些工厂只是从事后加工的环节，也就是上图中结构泡沫原

板之后的环节，只是采购来泡沫原板后，进行简单的打磨、切割、打

孔、开槽而已。在原板方面，国内基本不具备相应的制造能力，上市

公司天晟新材（300169.SZ）曾经与龙头企业思瑞安复合材料（3A 

Composites）合作，联合生产和销售 PVC 泡沫芯材，但从财务报表上

看并不成功，2016 年之前天晟新材的结构泡沫材料收入还在 2 亿元以

上，2017 年大幅下滑到 1.37 亿元，2018 年之后公司业务重心转移，

不再单独披露结构泡沫材料的收入。 
 

实际上 PVC 泡沫原板的两大供应商分别是瑞典的戴铂 DIAB 公司和意

大利的 Maricell 公司，而且戴铂在意大利拥有一家主力工厂，因此 PVC

泡沫原板的供应高度依赖意大利这个国家。例如国内的 PVC 泡沫芯材

供应商联洋新材、科拉斯都是向 Maricell 采购 PVC 泡沫原板的。科拉

斯直接参股了 Maricell，并且拥有 Maricell 全系列产品全球供应权和中

国独家销售权，相当于其国内的总代理。 
 

Maricell 公司是一家老牌的 PVC 泡沫生产商，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

始了 PVC 泡沫的研发和生产，但该公司的知名度远不如 3A、戴铂、

固瑞特，原因是该公司一直通过和其他公司的合作来进行产品的推

广。其早期和 3A composites 合作，为 3A 的 AIREX 品牌提供 PVC 产品，

不使用自有品牌在中国市场上进行推广，所以知名度不高。由于 3A 

composites 开始和天晟新材进行合作，所以在 2012 年 Maricell 即终止

了 3A composites 对其产品的独家代理权。2013 年，Maricell 和叶片芯

材和模具的另一家全球龙头企业 Gurit 固瑞特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固瑞特开始在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地区独家代理 Maricell 公司的 PVC 泡

沫产品，成为 Maricell 的全球总经销商，中国地区的代理权仍属于科

拉斯公司，这一合作将至少延续到今年年底。 
 

4 有哪些解决办法？ 

（1）等待厄瓜多尔和意大利疫情好转 
 

首先各个叶片厂商都会备有一定数量的芯材库存，可供 1-2 个月之用，

因此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叶片的供应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国内的

风电装机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下半年的供应则需要等待厄瓜多尔

和意大利的疫情好转以及封锁措施逐渐解除。 
 

意大利：自 3 月 9 日起开始实行“全国封锁”至今，据 BBC 21 日报道，

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意大利政府将从 5 月 4 日开始逐步解除“全国

封锁”，目前实行的“全国封锁”将在 5 月 3 日结束，进入“第二阶

段”，但封锁解除将是逐步的，而不是一次性全部解除。 
 

厄瓜多尔：厄瓜多尔是拉美地区新冠确诊病例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

总统莫雷诺于3月16日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应对疫情，

即紧急状态将延续到 5 月中旬。目前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的医院和殡

仪馆已经不堪重负，遗体的处理跟不上死亡人数的增加速度。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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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意大利每日疫情确诊人数  图表11： 厄瓜多尔每日疫情确诊人数 

 

 

 

资料来源：丁香医生，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丁香医生，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12： 意大利累计疫情治愈和死亡人数  图表13： 厄瓜多尔累计疫情治愈和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百度疫情大数据，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百度疫情大数据，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2）替代产地：印尼、巴布亚几内亚等 

见效相对缓慢的方法之一是寻找替代产地。目前除了厄瓜多尔外，在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所罗门群岛等热带地区都可以

找到部分轻木种植园。全球排名第二的巴沙轻木供应商固瑞特在 2017

年就与印尼当地私营企业主合资，成立了专营巴沙木生产的合资公

司，该合资公司享有从私营企业主名下巴沙木种植园购买木材的独家

购买权、加工权和经销权。 
 

（3）替代产品-PET 

另一个中长期效果较好的方法是寻找巴沙轻木和 PVC 泡沫的替代材

料。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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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PVC 和 PET 材料性能对比 

 特点 价格 应用 生产工艺 

PVC 泡沫 
（1）具有很好的静、动力性能 

（2）使用温度：-240℃-80℃ 
性价比高 靠近叶尖部位 真空渗透工艺（Gurit） 

PET 泡沫 

（1）在同样密度时强度和硬度比

PVC 泡沫低，PET 无法提供显著的

减重效果 

（2）比轻木的一致性好 

（3）可 100%回收再利用 

性价比更高 
叶片壳板的尖端

10 米 
熔融挤出法 

 

资料来源：中材叶片，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三种芯材中，热固型泡沫的 PVC 属于“一次性”产品，其在制造、使

用及废弃处理时，无论是焚烧或者掩埋，都会对土壤、空气和水源造

成一定的污染，PVC 泡沫的供应商也比较少，此外 PVC 泡沫的最高耐

温只有 90 度，在叶片制造过程中容易出现变色或是烧糊的现象。从

环境的方面考虑，巴沙轻木是首选，因为其取材于大自然，但是轻木

的密度最大，选用时要考虑对风电叶片重量的影响，它还是世界上最

轻的树种、易吸水，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要做密封防潮处理，最最重

要的是其取材于自然环境，供应会受到生产周期的限制。PET 泡沫的

密度高于 PVC 泡沫但低于轻木，具有较好的耐热性、最高耐温可以到

150 摄氏度，最重要的是其可以 100%循环利用，可减少污染、由于可

再生其成本也更低。PET 还有优异的闭孔结构，对整个叶片生产过程

中的树脂吸收量可以做到更低，也有助于降低成本。 
 

图表15： 2019 年叶片芯材中各材料占比 

 

资料来源：wood mackinzie，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根据 Wood Mackenzie 的数据，巴沙轻木仍是最主要的芯材，占比近

40%，第二是 PVC，第三的 PET 仅占 25%。但是 PET 的需求会在未来

五年翻番，到 2023 年份额提升到 55%以上，年需求量达到 33.2 万立

方米，同期轻木的消耗量将从 25 万立方米左右下降到 21.4 万立方米，

下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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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叶片持续供应紧张，作为产业链中的首要瓶颈环节，我们认为其仍将

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且受到疫情扩散的影响，海外的 TPI 等叶片厂

商大量减产，或将带来海外供应链整体向国内迁移的情况，国内叶片

厂商的出口业务将迎来发展契机，继续推荐中材科技、天顺风能。 

近期多家叶片厂商启动了较大规模的扩产计划，如上海艾郎、时代新

材、洛阳双瑞等，对叶片模具的需求量加大，继续推荐天顺风能，重

点关注双一科技。 
 

6 风险提示 

风电新增装机量不达预期；意大利和厄瓜多尔疫情恶化；国内并网考

核政策趋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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