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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5G全球各产业市场规模（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IHS，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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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基建铸就万亿级制造业市场 

• 据IHS预计，到2035年，5G在全球范围内各产业的市场空间将达12.3万亿美元

。其中制造业达3.36万亿美元，将促进相关制造业企业的发展。 

http://ipoipo.cn/


图表2 5G建设产业链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方正证券研究所 4 

5G建设产业链 

• 制造业主要参与5G的建设和应用阶段，以无线设备、传播设备和终端设备为主。 

• 5G建设的核心在于基站和终端设备。 

http://ipoipo.cn/


图表3 5G基站机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IT之家，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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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基站结构 

• 5G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站建设。5G基站的成本，是由主设备、动力配套、土建施工共同组

成。BBU、AAU、传输设备属于主设备；电源、电池、空调、监控属于动力配套；机房属

于土建施工。 

http://ipoipo.cn/


图表4 5G新材料相关标的 

资料来源：CCID，电子发烧友，微波射频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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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新材料相关标的 

• 5G新材料部分是为了配合5G的高性能，保证使用的可靠性强，如PTFE、LCP；

部分是为了缓解5G高功耗带来的问题，如石墨散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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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电子产品之母 

• 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PCB），PCB是电子工业中重要的电子部件，

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有硬板和软板之分。 

• 硬板：通常简称为PCB，一般用FR-4材料做基材，不可弯折，挠曲，主要用作电子消费品

主板或通信设备。 

• 软板：虽然是PCB的一种，通常简称为FPC，一般用PI做基材，可弯曲，主要用于体积小

结构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 
图表5 PCB硬板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 FPC软板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8 

http://ipoipo.cn/


覆铜板：PCB的核心基材 

覆铜板 PCB 基站 

铜箔 

特殊树脂或陶瓷 

玻璃纤维布 

基材 

油墨等 其他元件 

图表7 PCB产业链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方正证券研究所 

• 覆铜板（CCL）是PCB制造的核心基材。覆铜板是将增强材料浸以有机树脂，一面或两面

覆以铜箔，经热压而成的一种板状材料，担负着导电、绝缘、支撑三大功能，覆铜板占

整个PCB生产成本的20%～40%，在所有PCB的物料成本中占比最高。玻纤布基板是最常见

的覆铜板类型，由玻纤布作为增强材料，树脂为粘合剂制成。 

• 覆铜板三大原材料为铜箔、特殊树脂和玻璃纤维布，由于CCL的厚薄不一样，三者成本比

例分别约为：铜箔30-50%，特殊树脂30%-25% ，玻璃纤维布：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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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不同材料的介电常数及介质损耗因子 

资料来源：CNKI，观研天下，方正证券研究所 

PTFE：介电常数最低的高分子材料 

• PTFE 树脂作为目前为止发现的介电常数最低的高分子材料，具有优良的介电

损耗和耐热性，在覆铜板中表现出优异的介电性能。 

材料 介电常数Dk（1MHz） 介质损耗因子Df（1GHz） 

PTFE 2.10  0.0004  

热固性塑料 2.20~2.60 0.0010~0.0050 

APPE 2.50  0.0010  

PPO 2.45  0.0007  

氰酸酯 2.70~3.00 0.0030~0.0050 

环氧树脂 3.60  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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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不同基材用树脂的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PTFE：5G时代CCL的理想基材 

• 4G时代基站大部分采用环氧树脂玻璃布基（FR-4基材）覆铜板，5G时代由于信号频率较

高、传输数据量等特点，FR-4材料无法满足5G基站要求。 

• 5G 领域主要为微波及毫米波应用领域，PTFE树脂作为目前为止发现的介电常数最低的高

分子材料，介质损耗因子Df值在0.002 以下，在覆铜板中表现出优异的介电性能，在高

频、高速工况下的介电损耗满足5G通信基站要求。 

基材应用领域 基材用树脂 
介质损耗因子Df

（1GHz） 
传输损耗/
（dB·m-1） 

传输速率/
（Gps） 

常规电路基材 环氧树脂 
>0.02  -44 <5 

0.01-0.02 - 5 
中等损耗、 
高速电路基材 

 
改性环氧树脂 

0.008-0.01 -35 10 

0.005-0.008 -25 25 

微波/毫米波
领域、 

高频电路基材 
 

PTFE、 
碳氢化合物树脂、 

PPE树脂 

0.002-0.005 
-10~-16 56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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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国内基站用PTFE市场空间估算 

资料来源：立鼎产业研究网，工信部，方正证券研究所 

基站用PTFE预计有十亿级市场空间 

• 据中国联通预计，5G建站密度将至少达到4G的1.5倍，预计建设我国5G宏基站数量将达

600万个，全球5G基站数量将超过800万个。由于2016年中国4G基站数量占全球约65%，

参考华为、中兴在5G部署方面的行业领先优势，我们假设5G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领先全球

，5G基站数量占全球70%，可推出全球将建设5G宏基站857.14万个。 

• 仅考虑AAU中PCB需求量，估计单基站PCB面积为0.65m2，PTFE单价为600元/m2，预计到

2024年我国5G基站用PTFE的增量市场空间超过22亿元，高峰期超过6亿元/年。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基站数量新增（万个） 68 105 130 115 67 

单个基站PCB面积（m2） 
（AAU天线底板+阵子） 

0.65 0.65 0.65 0.65 0.65 

单个基站PCB面积（m2） 
（考虑20%损耗） 

0.78 0.78 0.78 0.78 0.78 

PCB总面积（万 m2） 53.12 82.03 101.56 89.84 52.34 

PTFE单价（元/m2） 600 600 600 600 600 

国内基站用PTFE需求空
间(亿元） 

3.19 4.92 6.09 5.39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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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全球基站用PTFE市场空间估算 

资料来源：立鼎产业研究网，工信部，方正证券研究所 

基站用PTFE预计有十亿级市场空间 

• 预计到2024年全球5G基站用PTFE的增量市场空间超过32亿元，高峰期超过8亿元/年

。 

• 目前仅测算AAU中PTFE的用量（包括AAU天线底板PCB+天线阵子PCB，且假设单模组

含PCB块数为1，单基站模组数为3），加上BBU等对PTFE的需求，市场空间将更庞大

。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基站数量新增（万个） 97 150 186 164 96 

单个基站PCB面积（m2） 
（AAU天线底板+阵子） 

0.65 0.65 0.65 0.65 0.65 

单个基站PCB面积（m2） 
（考虑20%损耗） 

0.78 0.78 0.78 0.78 0.78 

PCB总面积（万 m2） 75.89 117.18 145.08 128.34 74.77 

PTFE单价（元/m2） 600 600 600 600 600 

全球基站用PTFE需求空
间(亿元） 

4.55 7.03 8.70 7.70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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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FE国内产能集中度高 

• PTFE国内产能超13万吨，占全球产能40%以上。 

• 前八大企业产能占比合计85%，东岳最大为占比34%，年产能4.5万吨，第二为昊华科技，

占比17%，年产能2.2万吨。 

• 预计未来两年国内新增产能5.53万吨，其中东岳化工占2万吨，进一步扩大产能集中度。 

图表12 PTFE产能分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3 PTFE新增产能情况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方正证券研究所 

单位 
产能 

（万吨/年） 
预计投产时间 

三农新材料 0.60  2020 

中氟化学新材
料 

0.55  2020 

巨化股份 0.60  2020 

东岳化工 2.00  2021.06 

海德氟新材料 0.28  2020Q4 

古永和氟化工 1.00  未定 

大川氟科技 0.50  未定 

合计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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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PTFE近年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PTFE国内产能结构性过剩 

• 据百川盈孚，2019年聚四氟乙烯全国开工率平均维持在67%，产能过剩开工率偏低。 

• PTFE进口数量远大于出口数量，原因在于我国的PTFE产品以注塑级中低端产品为主，

高端PTFE产能严重不足，依靠进口。由于较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高端产品缺口较大，我

国聚四氟乙烯行业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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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公司近年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公司近年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巨化股份（600160） 

 国内先进氟化工生产基地。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氟化工、氯碱化工综合配套的氟化工先进

制造业基地，主要业务为基本化工原料、食品包装材料、氟化工原料及后续产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拥有氯碱化工、硫酸化工、煤化工、基础氟化工等氟化工必需的产业自

我配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包括基础配套原料、氟致冷剂、有机氟单体、含氟

聚合物、精细化学品等在内的完整的氟化工产业链，并涉足石油化工产业。 

 氟化工全产业链优势。公司专精主业，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氟化工行业领先企业，形成了

完整的氟化工产业链，并积极布局电子化学材料产业，与氟化工产业链交织成网状结构

产业布局，形成协同、集约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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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9 公司主要原材料均价（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8 公司主要产品均价（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7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巨化股份（6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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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 公司近年归母净利润情况（2018年收贩中国昊华）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1 公司近年收入情况（2018年收贩中国昊华）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昊华科技（600378） 

 国内先进氟化学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分为氟材料、特种气体、特种橡塑制品、精细化学

品及技术服务五大板块，产品服务于多个国家军、民品核心产业，形成多领域的“高技

术产品+技术服务”多维协同的业务模式，打造以氟化工为核心业务，同时发展特种气

体、特种橡塑制品等成长产业的立体化产业结构。 

 PTFE情况。公司晨光院产品PTFE信号传输速度快、耐腐蚀、热稳定性好、阻燃性好，已

成功配套5G线缆，公司5000吨/年电子行业用高端PTFE产线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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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5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昊华科技（600378） 

图表24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3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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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公司近年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27 公司近年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东岳集团（0189.HK） 

 氟硅材料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在新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掌控了

大量自主知识产权，在新型环保制冷剂、氟硅高新材料、离子膜等方面打破了多项国外

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化替代，是格力、美的、海尔、海信、大金、三菱、长虹等国内

外著名企业的优秀供应商。 

 PTFE情况。公司利用产业链优势向下延伸，含氟高分子材料发展迅速。拥有全国最大

PTFE产线，年产能4.5 万吨，目前还有在建产能2.0万吨，预计2021年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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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东岳集团（0189.HK） 

图表30 公司高分子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PTFE在2018、2019年分别占公司高分子业务总收入的52.97%、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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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5G通讯新材料 

• 液晶高分子（Liquid Crystal Polymer，LCP）是一种各向异性的、由刚性分子链构成的

芳香族聚酯类新型高分子材料。根据形成液晶相的不同，LCP可分为LLCP和TLCP。LLCP主

要应用于纤维和涂料，TLCP具有更高的成型加工性 ，在下游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 商用的TLCP主要有三种：I型是多苯环刚性分子单体之间通过共聚而成；II型是在分子结

构中导入萘环；III型是在分子链中使用脂肪族链段。就耐热性而言，I型>II型>III型。 

图表31 三种TLCP分子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方正证券研究所 

类型 分子结构 DTUL 

Ⅰ型 
 

260℃～ 

Ⅱ型 
 

210～260℃ 

Ⅲ型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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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5G手机天线首选材料 

• 5G全频段范围内，LCP综合性能远优于PI和MPI。 

• 聚酰亚胺（PI）是4G时代手机主流的天线基材，但是其高频传输损耗严重、结构特性较

差，尤其是不能用于10Ghz以上频率，因此已经无法适应5G时代的高频高速趋势。 

• MPI就是改进配方的聚酰亚胺天线，加工成本较低。目前经氟化物配方改善的MPI在15GHz

以下的信号频段上的表现已经大致与LCP相当。 

• LCP具有优异的低吸潮性、低介电常数和低损耗因子，正切损耗为0.002，即使在110 GHz

时也只增加到0.0045，在毫米波范围内表现相当优异，是5G时代理想的天线基材。 

图表32 三种TLCP分子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方正证券研究所 

材料 传输损耗 可弯折性 尺寸稳定性 吸湿性 成本 

PI 较差 较差 较差 较高 低 

MPI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中 

LCP 较好 较好 较好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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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iPhone率先采用LCP天线 

• iPhone X/Xs上率先使用LCP天线。华为Mate 30系列也开始采用LCP天线。 

图表33 iPhone X天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iFixit，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34 iPhone Xs系列天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iFixit，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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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 LCP天线结构 

资料来源：拓墣产业研究院，方正证券研究所 

LCP天线结构 

• 为了避免讯号的流失与衰弱，5G天线通常将射频元件与毫米波阵列天线尽可能的接近摆

放在一起，除了必须使用先进的封装技术外(如覆晶、硅穿孔、系统级封装等)，还需填

充LCP材料于内部层中，作为FPCB板(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使用，以降低

讯号干扰、提升讯号的传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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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手机销量拉动LCP天线需求 

• 根据中国移动，2019年国内5G手机销量1376.9万台。 

• 根据5G手机发展白皮书估计，2020年5G手机销量为6500万台，开始迅速增长，将为LCP材

料带来新的需求刺激。 

图表36 国内5G手机出货量预测 

资料来源：5G手机发展白皮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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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 LCP产能分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方正证券研究所 

LCP材料全球产能日美领先 

• 目前LCP产能主要分布在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比34%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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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8 行业集中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LCP材料全球产能日美领先 

• 美国的塞拉尼斯、日本的宝理塑料和住友化学三家企业约占了全球产能的60%。 

企业 产能（吨） 国别 

塞拉尼斯 22000 美国 

苏威 4000 美国 

宝理塑料 15000 日本 

住友化学 10000 日本 

新日石 4700 日本 

东丽 2500 日本 

上野 2500 日本 

德众泰 1000 中国江门 

沃特新材料 3000 中国江苏 

聚佳新材料 6200 中国宁波 

普利特 2500 中国上海 

长春 1800 中国台湾 

金发科技 3000 中国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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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9 LCP全球产量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方正证券研究所 

LCP材料需求稳定增长 

• 2019年全球LCP材料产能规模为7.4万吨，保守估计到2022年全球产能将达到8.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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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0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金发科技（600143） 

 国内改性塑料龙头。公司是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企业之一，同时是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改性塑料生产企业。在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特

种工程塑料和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板块，公司产品技术及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LCP情况。公司开发了LCP基低介电损耗LDS材料和极低介电损耗LCP材料，在天线振子和

终端设备厂商开始了应用评估，进展良好。另外还成功开发了不同介电常数和低介电损

耗的系列LCP材料，在高频通信连接器上的应用推进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有LCP产能3000

吨/年，另有3000吨/年产能已完成土建，预计于2020年8月LCP产能将达到6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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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3 公司原材料均价（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金发科技（600143） 

图表44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5 LCP产能情况（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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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7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6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普利特（002324） 

 国内大型改性塑料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改性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普利特现有六大类、近千种产品被广泛应用与汽车、军工、通讯、电器等行业，公司

与宝马、奔驰、奥迪、路虎等众多国内外汽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

宝马、奔驰全球认可的第一家中国原材料供应商。 

 LCP情况。公司通过持续自主开发，TLCP已获得1项PCT专利。公司已经建立TLCP材料从

树脂聚合到复合改性的完整技术与生产体系。公司成功开发出超高流动、超低翘曲、高

强度、抗静电等一系列高性能TLCP材料，并实现较好的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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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9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48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沃特股份（002886） 

 国内大型改性塑料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工程塑料、改性通用塑料以及高性能功能

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产品主要包括特种及新型工程高分子、高

性能复合材料、碳纤维及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含氟高分子材料。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为电

子、家电、办公设备、通讯、汽车、水处理、电气、航空等领域。 

 LCP，PTFE情况。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拥有连续法生产I型、II型、III型全系列LCP树

脂及其复合材料制备技术的企业，LCP产品在5G高速连接器、振子等方面已得到成功推广

和应用。公司通过收购德清科赛51%股权，扩大LCP、布局PTFE，在5G产业领域形成了从

基站到终端的齐备的高分子材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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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5G时代的机遇 

聚四氟乙烯（PT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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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材料和导热材料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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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 

• 电磁屏蔽，就是通过特殊材料制成的屏蔽体，将电磁波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电磁

辐射受到抑制或衰减。 

• 5G毫米波穿透力差，衰减大，覆盖能力会大幅度减弱，对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要求很高，

需要大量的电磁屏蔽材料。 

图表50 电磁屏蔽器件在通讯机柜和手机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飞荣达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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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材料类型 

• 电导率、磁导率及材料厚度是屏蔽效能的三个基本因素。 

• 根据材料的不同，主要分为金属类、填充类以及表面敷层及导电涂层类。 

图表51 电磁屏蔽材料类型 

资料来源：拓墣产业研究院，方正证券研究所 

材料类别 特点 

金属类 直接选择金属材料，如铍铜、不锈钢等 

填充类 
在不导电的基材中添加一定比例的导电填料从而使得材料导
电，基材可采用硅胶、塑料等材料，导电填料可以是金属片、
金属粉末、金属纤维或金属化纤维等材料 

表面敷层及导电涂层类 对基材进行电镀，如导电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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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 电磁屏蔽材料产业链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方正证券研究所 

电磁屏蔽材料产业链 

• 电磁屏蔽材料形式多样，有导电塑料、导电硅胶等形式。 

• 电磁屏蔽器件根据需求的不同，可生产为电磁屏蔽腔、电磁屏蔽膜等。 

• 终端产品为各类电子产品 

原材料 

塑料 

金属 

布料及其他 

电磁屏蔽材料 电磁屏蔽器件 下游终端用户 

导电硅胶 

吸波材料等 

导电塑料 

塑料屏蔽腔 

电磁屏蔽膜 

基站 

手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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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膜：消费类电子产品主流电磁屏蔽材料 

•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中，由于产品结构紧密，产品空间有限常使用电磁屏

蔽膜来阻断电磁干扰。 

• 电磁屏蔽膜主要是依附于FPC产品来使用的。 

• 金属合金型电磁屏蔽膜是目前最主流的电磁屏蔽膜。 

图表53 电磁屏蔽膜的类别及结构特点 

资料来源：微波射频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产品类别 结构 特点 

导电胶型电磁屏蔽膜 
绝缘层上一层仅为导电胶层（含导电
粒子，较厚） 

生产成本较高，屏蔽效能较低 

金属合金型电磁屏蔽膜 
绝缘层上一层为金属合金层（主要为
铜、银），金属合金层上一层为导电
胶层（含导电粒子，较薄） 

生产成本较低，屏蔽效能较高 

微针型电磁屏蔽膜 

绝缘层上一层为针状的金属合金层
（主要为铜），金属合金层上一层为
胶层（不含导电粒子），微针刺穿胶
层从而达到通导效果 

生产成本较低，屏蔽效能较高，
同时可大幅降低高频信号的衰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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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膜：增量市场，供需均快速提高 

• 2013-2019年国内电磁屏蔽膜产量复合增长率达20.94%，需求量复合增长率达14.72%。 

• 预计到2023年国内电磁屏蔽膜产量将达1940万平方米，需求量达1900万平方米。 

图表54 国内电磁屏蔽膜的产量和需求量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方正证券研究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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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电磁屏蔽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达92.5亿美元 

• 根据BCCResearch的预测，全球EMI/RFI屏蔽材料市场规模将从2013年的52亿美元提高到

2018年的70亿美元，预计2023年达92.5亿美元。 

图表55 全球电磁屏蔽材料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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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材料：5G时代刚需 

• 5G网络的覆盖将带动智能终端设备需求增长，但同时5G高功耗芯片以及折叠屏、全面屏

的发展等都使得终端设备发热量剧增。因此，对导热材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 以小米10系列为例，小米10系列在导热材料上采用了VC 均热板、石墨烯散热层以及石墨

片，手机内部石墨覆盖度达到整机的 70% 以上。 

图表56 小米10系列散热系统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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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9 石墨散热片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手机内部典型的几种散热材料 

图表58 石墨烯散热层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57 VC均热板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 VC 均热板：核心散热部件，直接

与SoC和其他芯片接触导热。 

• 石墨烯散热层&石墨散热片：辅助

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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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材料：石墨和相变材料是手机等主流散热材料 

• 导热材料主要分为合成石墨材料，导热填隙材料、导热凝胶、导热硅脂和相变材料等

。 

• 在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中，通常使用合成石墨材料和相变材料进行散热，常以石墨

片和VC均热板的形式使用。 

图表60 导热材料分类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合成石墨材料 导热填隙材料 导热凝胶 导热硅脂 相变材料 

各向异性和均热性
好，平面方向导热

方向较高 

导热系数范围广，
稳定性好，电绝缘

性好 

低热阻，质软且对
器件反作用力小，

电绝缘性好 

高导热系数，低热
阻，表面湿润性能

优良 

低总热阻，具有自
粘性、高可靠性，

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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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1 导热材料产业链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方正证券研究所 

导热材料产业链 

• 电磁屏蔽材料形式多样，有导热石墨、导热胶等形式。 

• 电磁屏蔽器件根据需求的不同，可生产为VC均热板，石墨散热片等。 

• 终端产品为各类电子产品 

原材料 

PI膜 

硅橡胶、塑料 

石墨 

电磁屏蔽材料 导热器件 下游终端用户 

导热胶 

导热脂等 

导热石墨 

石墨散热片等 

VC均热板 

基站 

手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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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材料市场规模超百亿美元 

•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报道，全球热管理产品市场规模2016年的将近112亿美

元，2021 年将提高至147亿美元，2016-2021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5.6%。 

•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报道，全球热界面材料市场规模从2015年7.74亿美元，

预计将提高至2022年的17.11亿美元，2015-2022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12.0%。 
图表62 全球热管理产品和热界面材料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方正证券研究所 
46 

http://ipoipo.cn/


图表63 5G基站建设情况预测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5G基建带动电磁屏蔽材料和导热材料市场 

• 据中兴和华为数据，5G基站功耗平均是4G基站功耗的3倍左右。5G基站对导热
和电磁屏蔽材料的需求将更为迫切。 

• 我国5G基站建设预计2022年将达到高峰，年建设13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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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材料和导热材料国外企业占据绝对地位 

• 国际市场上，无论是电磁屏蔽材料还是导热材料均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稳定

的市场竞争格局，主要由国外的几家知名厂家垄断。 

图表64 电磁屏蔽材料和导热材料主要企业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美国 英国 日本 瑞典 

电磁屏蔽材料 Chomerics, 3M Laird   Nolato 

导热材料 
Chomerics, 
Bergquist, 
GrafTech 

Laird 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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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6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5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乐凯新材（300446） 

 国内信息记录材料龙头。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信息防伪材料包括热敏磁票和磁条等

产品，电子功能材料包括电磁波防护膜、压力测试膜等产品。公司是国内信息记录材料

行业中同时从事磁记录和热敏记录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在技术水平、销售规模、营销

网络、品牌知名度、管理水平等方面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电磁屏蔽材料情况。公司与四川成眉石化园签署投资协议，在成眉石化园投资5亿建设

电子材料研发产业基地，主攻电磁屏蔽膜，压力测试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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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7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0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信息防伪材料（平米）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9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68 主营业务毛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乐凯新材（3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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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1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碳元科技（603133） 

 国内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龙头。公司主要深耕于高导热石墨散热材料的开发、制造与销

售，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高导热石墨膜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散热。 

 导热材料情况。公司是全球少数几家具有大规模生产高导热石墨膜能力的企业，能够为

国内外大型智能手机制造商配套高导热石墨膜，在供货数量、产品稳定性、供货周期等

方面与其匹配。公司在超薄热管、超薄均热板、玻璃面板背板及陶瓷背板及五恒系统等

产品方面具备一定量产能力。公司客户有三星、华为、VIVO、OPPO 等手机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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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3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6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高导热石墨（万平米）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5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4 主营业务毛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碳元科技（6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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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8 公司近年归母利润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77 公司近年收入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石科技（300684） 

 国内技术解决方案专家。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智能电子设备可靠性的整体解决方法服

务商。核心产品包括热管理材料、屏蔽材料、EMC滤波器、EMC/EMP设计整改及解决方案

。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汽车电子、高端装备制造、医疗设

备、电力电子、消费电子、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领域。 

 电磁屏蔽及导热材料情况。公司在导电EMI屏蔽材料技术和EMC滤波技术等多个技术领域

，均建立了独立的研发团队和实验平台，均保有先进技术储备。公司 2017 年成为

iPhone X 并成石墨散热核心供应商，2018 年进入安卓手机市场，2019 年收购凯唯迪 

84%有望通过整合技术提供热管/VC 等组合方案。公司计划募集 8.31 亿用于 5G 高效散

热模组开发，主要为 5G 智能手机、服务器、5G 基站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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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9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2 公司主要产品销量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1 公司三费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80 主营业务毛利率—导热材料（%）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石科技（30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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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5G时代的机遇 

聚四氟乙烯（PTFE） 

液晶高分子材料（LCP） 

电磁屏蔽材料和导热材料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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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 国内 5G 基础建设速度不及预期； 

• 5G相关产品产业市场规模不及预期； 

• 5G相关新材料渗透率不及预期； 

• 宏观经济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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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方正证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未经本公司

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不得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
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且不得
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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