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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工业气体全球市场超千亿美元，中国市场高增长。全球工业气体需求的主要市场仍然是北美和欧洲，但增速显著放缓；亚太

地区近年来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拉动全球市场增长的主要引擎。2018 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超过 1200 亿美元，中国工业气

体市场规模达到 1350 亿元，在全球市场的占比提高到 17%。 

工业气体全球供应“三足鼎立”，本土龙头初具规模。全球工业气体行业于 2018 年底呈现“三足鼎立”格局，林德集团、法液空、

空气化工产品公司合计市占率达 77%。国内则呈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品单一等特点，且多数企业从事于普通工业气体

零售、充装等低端项目，未来兼并整合预期强烈。国内本土龙头企业盈德气体和杭氧股份在现场制气领域已经初具规模。 

电子特气有望成为最早实现全面国产化替代的电子化工材料。电子用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由于其独特的产品特性（适

宜本地化生产）、较大的市场空间（是半导体制造中第二大材料）以及较快的国产替代进度，预计会成为电子材料国产化替代

大潮下最早实现全面国产化替代的细分领域。电子特气的发展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符合我

国高端制造行业自主可控的迫切需求，是国家产业基金的支持方向。 

寡头垄断是国内电子特气供应端的必然结果。出于成本控制、仓储管理、供应稳定等多方面考虑，客户更希望能在一家供应

商完成多种产品的采购，对气体公司所覆盖的产品种类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同时要求气体供应商能够根据其需求进行定制

化生产，对气体供应商的技术与工艺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客户更希望供应商能够提供气体包装物的处理、检测、维

修，供气系统、洁净管道的建设、维护等全面的专业性增值服务。 

与其他众多电子化工材料（ECM）类似，目前全球电子特气市场主要被几家海外龙头企业垄断，主要公司有德国林德集团（2018

年底与美国普莱克斯公司合并）、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美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日本大阳日酸株式会社等，合计占据全球市场

94%的份额，在中国的电子特气市场中，外资巨头目前也占有 85%的市场份额。 

国内企业已经在部分产品上实现了“从 0到 1”的突破，预计此后将实现加速替代。在电子特种气体领域，国内市场相对分散，

但部分产品已实现进口替代。相比较为成熟的大宗工业气体，国内达到电子级气体的产品仍然较少。部分国产产品已实现技

术突破，部分产品已经达到半导体生产用电子气体的技术水平和工艺要求，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投资策略：电子特种气体领域，推荐电子特气产品已开始替代进口、并进入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如华特气体、昊华科

技、南大光电，建议关注巨化股份等优质行业细分龙头。 

风险提示：市场竞争加剧；下游客户认证进度不及预期；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简称 
EPS(元) PE 

PB 评级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华特气体 0.57 0.61 0.92 1.17 118 110 72 57 6.6 强烈推荐 

昊华科技 0.59 0.59 0.69 0.78 31 31 27 24 2.7 强烈推荐 

南大光电 0.13 0.14 0.26 0.36 229 213 111 80 9.3 强烈推荐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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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气体全球市场千亿美元，全球供应三足鼎立 

1.1 全球市场超千亿美元，中国市场高增长 

工业气体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工业中，把常温常压下呈气态的产品统称为工业气体产品。工业气体是现代

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工业气体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机械、建筑建

材、电子、生物医药、环保、食品饮料等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及新兴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战略性的

支持作用。 

目前，工业气体的主要应用领域为冶金和化工行业，这两大领域对工业气体的需求占比近 60%。同时，电子

等新兴产业对工业气体的需求亦日益增加。 

图 1：中国工业气体下游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制备方式和应用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其中，大宗气体主要包括氧、氮、氩等空分

气体及乙炔、二氧化碳等合成气体，该类气体产销量比较大，但一般对气体纯度要求不高，主要用于冶金、

石化、煤化工、钢铁、造船、重工等领域；特种气体品种较多，主要包括高纯气体、混合气体等，主要用于

电子、光伏、医疗等新兴领域。 

图 2：工业气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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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特气体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全球工业气体行业规模已超过千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比 17%。2018 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约 1220 亿美

元，中国市场规模约 1350 亿元人民币，中国的市场份额约为 17%。 

中国工业气体市场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0~2018 年全球工业气体的市场规模年均增速约 9%，同期

中国市场的年均增速约为 16%。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的年均增速约 7~8%，中国市场规模

的年均增速在 10%以上。 

图 3：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4：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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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5：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气体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全球供应三足鼎立 

全球工业气体行业在 2018 年底实现了“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2018 年，林德集团（与美国普莱克斯合并）

收入占整体市场的 36%，法液空占 30%，美国空气化工占 11%，CR3 达到 77%，行业呈寡头垄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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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集团：于 1879 年成立于德国，1992 年在纽交所上市，2018 年与气体行业巨头美国普莱克斯公司

合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气体供应商。林德集团气体业务遍布全球，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布局最多

的气体行业外资巨头。公司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 6 万名员工。 

 法国液化空气集团：于 1902 年成立于法国，2007 年在巴黎股票市场上市，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气体供应

商。公司目前在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6.7 万名员工，服务客户超过 370 万家。 

 美国空气化工产品集团：于 1940 年成立于美国，1980 年在纽交所上市，是全球第三大气体供应商。公

司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7 万余名员工。 

图 6：全球工业气体企业 2000~2018 年主要兼并收购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7：2018 年全球工业气体企业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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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8：全球工业气体 3 大寡头经营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注：空气化工产品为 2019 财年数据（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国内市场中，外资几家主导，内资百舸争流。国内工业气体市场中，几家跨国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包

括林德、法液空、空气化工、德国梅塞尔、日本大阳日酸等。国内本土工业气体企业有数千家，普遍规模小，

且多为从事普通工业气体零售、充装的气体公司，业务单一、区域限制明显，同时又受限于设备、技术、资

金、物流等方面因素，企业发展存在较大瓶颈，行业竞争激烈。 

国内普通工业气体市场存在较大的市场整合空间。一方面，随着市场规范要求越加严格，大量不规范的小型

企业将面临整改或关停；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工业气体存在运输半径限制，区域内规模较大、综合服务能力

较强的气体公司将主动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行渠道、客户等的整合，不断完善区域内网络布局，同时拓展

业务区域，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图 9：中国工业气体供应厂商竞争梯队  

36.2%

29.8%

10.7%

2.4%
0.8%

20.1%

林德 法液空 美国空气化工 盈德气体 杭氧股份 其他企业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毛利率 营业利润率 EBIT利润率 净利率

林德 1064亿美元 282亿美元 28亿美元 23亿美元 41.04% 9.81% 10.91%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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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气体圈子，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内本土龙头企业盈德气体和杭氧股份在现场制气领域已经初具规模。 

 盈德气体集团：成立于 2001 年，集团总部位于上海浦东自贸区，并在香港与杭州分别设立了投资总部

与设计研发中心。公司以现场管道与液体供气等方式，供应氧、氮、氩等高品质工业气体产品，并提供

基于氢气及一氧化碳的合成气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公司已在国内投资建设百余套空分装置，总装机容量

（氧）250 万立方米/小时，合成气（氢、一氧化碳）产能达 40 万立方米/小时。公司于 2009 年在港交

所上市，于 2017 年 8 月退市并完成私有化。 

 杭氧股份：于 1950 年建厂，2010 年在深交所上市。公司为国内冶金、化肥、石化、煤化工、航天航空

等领域提供成套空分设备 4000 多套，产品遍布全国，并出口到美、欧、亚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型、

特大型空分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 50%以上。公司自“十二五”以来，大力进军工业气体领域，

目前已在国内投资设立 35 家专业气体公司，总投资额超 100 亿元，总制氧容量突破 200 多万立方米/

小时，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工业气体供应商之一。 

图 10：国内主要工业气体企业经营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Wind，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第一梯队（3家）

国际3大巨头：林德、法液空、美国空气化工

第二梯队（5~7家）

国内龙头盈德气体、杭氧股份，还包括外资厂
商如德国梅塞尔、日本大阳日酸

第三梯队（20~30家）

国内领先气体厂商，包括金宏气体、和远气
体、侨源气体、黎明气体、开封空分等

第四梯队（1000多家）

众多内资小厂商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毛利率 营业利润率 ROE 净利率

盈德气体 n.a 128.37亿元 n.a 12.29亿元 n.a n.a n.a 9.57%

杭氧股份 120亿元 79.01亿元 9.61亿元 7.95亿元 23.28% 12.16% 13.96% 10.06%

公司 市值
2018年经营数据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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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行业引领特种气体高增长，电子特气有望成为最早实现全面国产化替代的

电子化工材料 

2.1 电子等新兴领域带来大量特种气体新增需求 

特种气体市场规模大。据卓创资讯统计，2017 年全球特种气体的市场规模达 241 亿美元，其中电子领域（包

括集成电路、显示面板、光伏能源、光纤光缆等）的特种气体市场规模预计超过 100 亿美元；中国特种气体

的市场规模约 178 亿元，其中电子领域的特种气体市场规模约 100 亿元。 

电子等新兴领域的气体应用不断深化，为工业气体带来了大量新增需求。电子气体在电子产品制程工艺中广

泛应用于离子注入、刻蚀、气体沉积、掺杂等工艺。电子气体在电子行业的地位日益凸显，电子元器件的性

能优劣与电子气体的质量息息相关。基于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地区半导体、显示面板等主要电子元器件的新增

产能较多，以及电子化工材料的进口替代需求强烈，国内电子气体行业将迎来高速增长。 

 

2.2 电子特气高度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资源汇聚效应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特种气体导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特种气体行业已经经过了 30 年的发展和沉淀，随着

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技术进步，业内领先企业已在部分产品上实现突破，达到国际通行标准，逐步实现了进口

替代，特种气体国产化具备了客观条件。在需求层面，国内近年连续建设了多条 8 寸、12 寸大规模集成电路

生产线、高世代面板生产线等，为保障供货稳定、服务及时、控制成本等，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特

种气体国产化的需求迫切。 

特种气体国产化势在必行，近年来在技术进步、需求拉动的同时，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家相继发

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指南》等指导性文件，旨在推动包括特种气体在内的

关键材料国产化，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多部门相继出台多部新兴产业相关政策，均明确

提及并部署了气体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特种气体确立了其新材料产业属性，将有力推动气体产业的发展。 

图 11：国家关于推动半导体材料/电子特气的政策密集颁布 

http://ipoipo.cn/


P10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基础化工行业：电子特气：有望最早实现全面国产化替代的电子化工材料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资料来源：国家各部委，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家大基金助力我国半导体研发水平提升，资源汇聚效应显著。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要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重要举措。同年 9 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

大基金主要是通过国家基金领投，有意识地在一级市场（各种私募资金和融资机构）和二级市场（股市）向

半导体企业注入资金，推动其研发及其落地。具体而言，国家大基金参与了半导体产业各个领域的投资，但

并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经营，以保持市场化竞争的活力和公司的独立自主性。首期大基金原计划募集资金 1200

亿元，实际募集资金达到了 1387.2 亿元。2019 年 7 月，国家大基金第二期募资完成，获得 2000 亿元资金

入场。2020 年 4 月，国家大基金二期完成首个项目：紫光展锐与国家大基金二期、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和上海盛迎映展（上海国盛）签订增资协议，三方向紫光展锐合计增资 50 亿元。 

 仅单纯依赖重视短期收益的社会资本，对提升半导体研发水平帮助及其有限，在国家意志主导下的中长

期、大规模投资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商业特征此前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导

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短期、分散的资金一哄而入。在资金耗尽后，投资者未能见到足够的产出和经济

效应，便不再跟投，随后项目夭折。例如，在 1980 年代应用传统的“产学研模式”，搞运动式的集中攻关，

突破其中一两个关键技术，对解决军工领域的部分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市场化方面基本上以失

败告终；在 1990 年代靠引进技术开拓市场，但引进技术先进程度不足，反而出现了著名的汉芯造假丑

闻。因此仅单纯依赖重视短期收益的社会资本，对提升半导体研发水平帮助及其有限。 

政策名称 颁布时间 颁布单位 主要内容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
范指导目录(2019版)》

2019.12 工信部

将用于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的电子气体的特种气体：高纯氯气、
三氯氢硅、锗烷、氯化氢、氧化亚氮、羰基硫、乙硼烷、砷烷、
磷烷、甲硅烷、二氯二氢硅、高纯三氯化硼、六氯乙硅烷、四氯
化硅等列为重点新材料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

2018.11 国家统计局

在“1.2.4集成电路制造”的重点产品和服务中包括了“超高纯度气体

外延用原料”，在“3.3.6专用化学品及材料制造”的重点产品和服务

中包括了“电子大宗气体、电子特种气体”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
范指导目录(2017年版)》

2017.6 工信部

在“先进基础材料”之“三 先进化工材料”之“(四)电子化工新材料”之

“20 特种气体”中将特种气体明确列示，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 2017.1
工信部、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
财政部

在重点任务中提出“加快高纯特种电子气体研发及产业化，解决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材料制约”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
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2017.1 国家发改委 在“1.3.5关键电子材料”中包括“超高纯度气体等外延材料”

《“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
2016.11 国务院

提出优化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环境，提高新材料应用水平，推进
新材料融入高端制造供应链，到2020年力争使若干新材料品种进

入全球供应链，重大关键材料自给率达到70%以上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目录》(2016)

2016.2 科技部
在“四、新材料”之“(五)精细和专用化学品”之“2、电子化学品制备

及应用技术”中明确指出包括“特种(电子)气体的制备及应用技术”

《中国制造(2025)》 2015.5 国务院 中国芯片自给率2020 年达到40%，2025 年达到7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
进纲要》

2014.6 国务院
到2020年，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到2030年，集成

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2013修订)

2013.2 国家发改委
将电子气等新型精细化学品的开发与生产列入“第一类鼓励类”产

业
《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

五”专项规划》
2012.8 科技部

提出开发高纯特种气体材料等，提高有机发光显示产品上游配套
材料国产化率

《电子基础材料和关键元器
件“十二五”规划》

2012.2 工信部
将超高纯度氨气等外延材料、高纯电子气体和试剂等列入重点发
展任务

《国家火炬计划优先发展技
术领域》

2009.1 科技部
将“专用气体”列入优先发展的“新材料及应用领域”中的电子信息

材料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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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大基金的资源汇聚效应显著，大基金一期撬动 5145 亿元地方和社会资金，投资于集成电路行业及

相关配套环节，保守按照 1：3 的撬动比，大基金二期预计可撬动约 6000 亿地方和社会资金，一二期合

计撬动预计超万亿。 

 相较于一期侧重于 IC 制造为主，二期资金或将更侧重于完成在国产装备、材料等上游产业链环节，重

点向上游设备和材料领域加大投资倾斜，预计包括电子特气、光刻胶、抛光材料等在内的电子化学品新

材料有望收益。 

图 12：大基金一期投资比例  图  13：大基金一期直接投资芯片领域上市公司列表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3 电子特气一马当先，预计是引领电子化工材料全面国产化替代的旗舰 

虽然电子化工材料（Electronic Chemical Materials，简称 ECM）整体市场空间广阔，而且正处于加速替代

进程中，高速增长的确定性很强，但是 ECM 品类繁杂，且不同品类间的发展情况差异较大，成为困恼投资

者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全产业的梳理，我们认为电子用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领域由于市场空间大且

国内优势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和销售上的实质性突破，有望成为最早实现全面国产化替代的细分领域。 

电子用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是特种气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集成电路（IC）、显示面板（LCD、OLED）、

光伏能源、光纤光缆等电子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原材料，广泛应用于薄膜、光刻、刻蚀、掺杂、气

相沉积、扩散等工艺，其质量对电子元器件的性能有重要影响。 

气体的产品种类丰富，电子元器件在其生产过程中对气体产品存在多样化需求。例如集成电路制造需经过硅

片制造、氧化、光刻、气相沉积、蚀刻、离子注入等工艺环节，仅需要使用的纯气就超过 50 种，混合气体

种类更多，且每一种气体仅应用在特定的工艺步骤中。此外，在显示面板、LED、太阳能电池片、光纤光缆

等器件的制造中的不同工艺环节均会用到多种特种气体。 

图 14：电子气体在不同电子元器件制造工艺中的应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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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NKI，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15：下游应用中电子特种气体与电子大宗气体的占比 

 

资料来源：金宏气体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电子气体会成为电子化工材料（ECM）进程中的旗舰，主要是基于产品特性、市场规模和国产化进

度而做出的判断。 

电子特气的产品特性决定其适宜本地化生产。与国外公司相比，国内电子特气公司在运输成本、产品价格、

核心环节技术水平均具备竞争优势。①运输成本方面，特种气体作为危险化学品，其产品包装和运输均有严

格的规定，部分产品的进出口受相关国家管制，而国内企业物流成本低，可以做到供货及时；②产品价格方

面，国产高纯气体产品均价只有国际价格的 60%；③核心环节技术方面，国内企业部分产品的容器处理技术、

气体提纯技术、气体充装技术和检测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通行标准。 

电子用特种气体（电子特气）市场规模较大。电子特气在半导体制造的材料成本中占比高达 13%，是半导体

制造成本中仅次于硅片的第二大材料。电子特气全球市场超过 100 亿美元、中国市场超过 100 亿人民币。仅

从集成电路用电子气体来看，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2018 年全球集成电路用电子气体的市场规模达到

4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中国集成电路用电子特气的市场规模约 4.89 亿美元。 

领域 环节 主要气体品种

集成电路

硅片制造 HCl、H2、Ar

氧化 Cl2、HCl、TCA(三氯乙烷)、DCE(二氯乙烯)

光刻 F2、Ar、Ne、Kr

气相沉积 WF6、TEOS(四乙氧基硅烷)、N2O、C2F6、NH3、NF3、PH3、SiH4、SiH2Cl2

干刻蚀 C4F8、HBr、BCl3、CF4、Cl2、CHF3

掺杂 含硼、磷、砷等三族及五族原子的气体，如B2H6、AsH3

离子注入 SiF4、SF6

TFT-LCD

成膜 Ar、SiH4、NH3、PH3、N2O、NF3

干刻蚀 CF4、O2、Cl2

LED

外延片制造 H2、N2、NH3、PH3、AsH3

芯片蚀刻 BCl3、Cl2

太阳能电池片

——晶体硅电池片

扩散 POCl3、O2

刻蚀 CF4

减反射膜PECVD SiH4、NH3

——薄膜电池片

LPCVD沉积制造TCO DEZn(二乙基锌)、B2H6

PECVD沉积 SiH4、PH3、H2、CH4、NF

领域 电子特种气体 电子大宗气体

液晶面板 30%-40% 60%-70%

集成电路 约50% 约50%

LED、光伏 50%-60%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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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18 年全球半导体制造材料成本结构  图  17：全球集成电路用电子气体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SEMI，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2.4 电子特气国内企业已经在部分产品上实现了“从 0 到 1”的突破 

电子特气的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数客户在其生产过程中对电子特气产品亦存在多样化需求，例如集成电路制

造需经过硅片制造、氧化、光刻、气相沉积、蚀刻、离子注入等工艺环节中，需要的特种气体种类就超过 50

种。出于成本控制、仓储管理、供应稳定等多方面考虑，客户更希望能在一家供应商完成多种产品的采购，

对气体公司所覆盖的产品种类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 

随着下游行业的产品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客户所需的产品定制化特点明显，要求气体供应商能够根据其需

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对气体供应商的技术与工艺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由于气体产品的特殊性，其使

用过程中的包装物、管道以及供气系统的处理均会对最终使用的产品性能产生影响，因此客户更希望供应商

能够提供气体包装物的处理、检测、维修，供气系统、洁净管道的建设、维护等全面的专业性增值服务。因

此在经历了前期的充分竞争后，寡头垄断是国内电子特气供应端的必然结果。 

与其他众多电子化工材料（ECM）类似，目前全球电子特气市场主要被几家海外龙头企业垄断，主要公司有

德国林德集团（2018 年底与美国普莱克斯公司合并）、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美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日本大

阳日酸株式会社等，合计占据全球市场 94%的份额，在中国的电子特气市场中，外资巨头目前也占有 85%

的市场份额。 

国内企业已经在部分产品上实现了“从 0 到 1”的突破，预计此后将实现加速替代。在电子特种气体领域，国

内市场相对分散，但部分产品已实现进口替代。相比较为成熟的大宗工业气体，国内达到电子级气体的产品

仍然较少。部分国产产品已实现技术突破，部分产品已经达到半导体生产用电子气体的技术水平和工艺要求，

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图 18：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格局  图  19：国内电子特气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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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相比海外公司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国内电子特气产能相对分散，细分领域公司数量较多。相对海外巨头每家

公司都有众多电子特气产品类别批量进入半导体制造产业链，国内企业目前每家公司仅有个别电子特气产品

打入本土半导体产业链。 

 华特气体：公司已实现了近 20 个产品的进口替代，是国内首家打破高纯六氟乙烷、高纯三氟甲烷、高

纯八氟丙烷、高纯二氧化碳、高纯一氧化碳、高纯一氧化氮、光刻气（Ar/F/Ne 混合气、Kr/Ne 混合气、

Ar/Ne 混合气、Kr/F/Ne 混合气）等产品进口制约的气体公司，上述产品均已实现量产并逐步规模化供

应给 8 吋以上集成电路厂商，其中公司的光刻气产品于 2017 年通过全球最大的光刻机供应商 ASML 公

司的产品认证。公司对国产 8 吋以上集成电路制造企业的客户覆盖率超过 80%，并已打入全球领先的半

导体企业供应链体系。公司特种气体产品获得了下游相关产业一线知名客户的广泛认可，并实现了对国

内 8 吋以上集成电路制造厂商超过 80%的客户覆盖率，解决了中芯国际、华虹宏力、长江存储、武汉新

芯、华润微电子、台积电（中国）、和舰科技、士兰微电子、柔宇科技、京东方等客户多种气体材料制

约，并进入了英特尔（Intel ）、美光科技（Micron）、德州仪器（TI）、海力士（Hynix）等全球领先的半

导体企业供应链体系。 

 昊华科技：①黎明院：电子级三氟化氮、六氟化硫产能规模国内领先，其中六氟化硫产品纯度已达到 5N5

级；②光明院：高纯硒化氢、硫化氢可用于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绿色四氧化二氮主要用于航天卫星推

进剂。 

 南大光电：①全椒南大光电：高纯磷烷、砷烷不仅在 LED 领域规模出货，且在半导体离子注入环节取

得客户认证通过并实现批量供货；②飞源气体：电子级三氟化氮、六氟化硫技术实力较强，批量供应台

积电、中芯国际、京东方等一线大厂。 

 巨化股份：电子特气业务主要在参股公司中巨芯（直接持股 39%）体内，中巨芯的子公司博瑞电子已建

有高纯氯化氢、高纯氯气产能，在建含氟系列电子特气项目，包括八氟环丁烷、六氟丁二烯、八氟环戊

烯等先进工艺刻蚀气体；博瑞电子与日本中央硝子合资的子公司博瑞中硝在建电子级六氟化钨项目。 

 凯美特气：公司在建电子特气项目，产品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气、氩气、氢气、氪、氙、氖等。 

 金宏气体（新三板）：超纯氨产品纯度达到 7N 级，为国内首创，成功打破进口垄断。 

 硅烷科技（新三板）：高纯硅烷产品纯度可达 8N 级，成功打破进口垄断。 

 中船重工 718 所的子公司派瑞特气（未上市）：高纯三氟化氮、六氟化钨产品打破进口垄断，产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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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位居国内第一，国内市场覆盖率超过 95%、国际市场覆盖率达 50%。 

 博纯材料（未上市）：高纯锗烷产能已达到全球第一，在建电子级氘气、乙烷硅、三氟化硼等。 

 绿菱气体（未上市）：高纯电子级四氟化硅产品已对中芯国际、华润上华等批量供货；高纯电子级四氟

化硅产品已实现对美国、日本等地的半导体客户的大批量出口。 

 太和气体（未上市）：在国内率先自主研发生产高纯氯、氯化氢、乙硼烷等半导体行业用特种气体。 

图 20：国内电子特气行业标的梳理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注：标*的公司未评级  

 

3. 投资策略 

电子特种气体领域，推荐电子特气产品已开始替代进口、并进入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如华特气体、昊

华科技、南大光电，建议关注巨化股份等优质行业细分龙头。 

 

4.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加剧；下游客户认证进度不及预期；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深度报告 工业气体行业深度报告：渗入高精尖，老树发新芽 2020-03-25 

公司深度报告 华特气体(688268)深度报告：电子特气国产替代的先行者——电子化工材料(ECM)

进口替代实质性突破系列报告 

2020-01-20 

行业深度报告 电子特气行业深度报告：市场空间大，行业增速高，部分内资产品已实现进口替代—

—电子化工材料(ECM)进口替代实质性突破系列专题报告之一 

2020-01-14 

 

公司 代码
已实现进口替代

的优势产品
市值

（亿元）

2019年公司

整体营收
（亿元）

2019年公司

整体净利润
（亿元）

2018年电子特气业

务营收（亿元）

2018年电子特气业

务毛利率

PE

(TTM)

PB

(MRQ)

华特气体 688268.SH

六氟乙烷、三氟甲
烷、八氟丙烷、光
刻混合气等近20个

品种

79.81 8.44 0.73 3.60 33.59% 112.70 6.59

昊华科技 600378.SH
三氟化氮、六氟化

硫
165.16 47.01 5.37 3.87 32.55% 31.29 2.73

南大光电 300346.SZ
磷烷、砷烷、三氟
化氮、六氟化硫

117.18 3.21 0.62 1.64 49.98% 157.76 9.34

巨化股份* 600160.SH 氯化氢、氯气 184.12 155.95 9.18 3.34（中巨芯） n.a 34.28 1.44

凯美特气* 002549.SZ （在建） 44.66 5.15 0.92 n.a n.a 58.59 4.59

金宏气体* A16333.SH 氨气 37.31 11.61 1.83 4.60 54.78% n.a n.a

硅烷科技* 838402.OC 硅烷 7.04 4.14 0.18 1.01 n.a 38.57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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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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