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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受益 5G 建设需求、电动车渗透率提升，预计未来 5年全球 MLCC 行业年均需求增速约 9%，国内需求增速约 13%。目前全球 MLCC

市场空间约百亿美元。MLCC 的性能高度契合终端应用要求，不但直接受益于 5G 建设的需求带动，更会随着包括新能源汽车行

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电子产品性能升级的蓬勃发展而长期向好。我们预计未来 5年手机、汽车、新兴设备/生态将分别带动 MLCC

全球需求年均增长 4%、3%、2%。 

全球 MLCC 通用型产品产能向中国转移，中国企业市占率提升空间大。MLCC 行业供给端呈现典型的寡头垄断特征，包括日韩企

业在内的 CR4 高达 76%，中国大陆企业市占率合计仅有 8%左右。未来日韩企业将聚焦并扩产高端产品、削减通用型产品产能，

中国企业积极扩产承接通用型产品的产能转移。 

陶瓷粉体材料是 MLCC 的关键原材料，国产龙头将显著受益于产能转移。MLCC 陶瓷粉料的供应呈寡头垄断格局，主要市场份额

被日本、美国企业占据。中国龙头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产品性价比极高，在中低端 MLCC 陶瓷粉料领域逐渐实现了国产

化替代，有望显著受益于通用型号 MLCC 的产能转移趋势。 

长期看，国产龙头将在中国 MLCC 产业高端化中起到助力作用。虽然目前中国产业承担的主要是通用 MLCC 型号的转移产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中国在高端 MLCC 产业会长期受制于人。相反，在 MLCC 制造工艺不发生颠覆性创新的情况下，做好通用

型号、稳扎稳打地逐渐对高端产品逐个型号进行渗透，才是中国 MLCC 产业能够从小到大、进而从大到强的必然道路，而在此

过程中，我们预计本土 MLCC 陶瓷粉体材料龙头企业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并且充分受益。 

投资策略：国内 MLCC 陶瓷粉体材料龙头企业包括国瓷材料、三环集团等。国瓷材料是全球第二家掌握水热法工艺的企业，

产品性价比极高，在国内中低端 MLCC 陶瓷粉料领域逐渐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三环集团是国内主要的 MLCC 生产企业之一，

自产自用陶瓷粉料。 

风险提示：客户开拓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行业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评级 

简称 
EPS(元) PE 

PB 评级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国瓷材料 0.52 0.65 0.79 0.94 52.10 41.81 34.28 28.80 7.14 未评级 

三环集团 0.50 0.65 0.87 1.02 41.81 32.05 24.21 20.60 4.85 未评级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注：盈利预测采用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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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益 5G建设需求、电动车渗透率提升，未来 5年国内 MLCC 行业需求增速高

达 13% 

按照电子元器件是否对电信号进行激发放大、震荡甚至数据运算和处理，可将电子元器件分为主动元件和被

动元件。如果说主动元器件是电子产品的大脑，则被动元器件就是电子产品的肢体，是整个电子电路产业的

基石。2019 年，预计被动元器件的市场规模达 300 亿美元以上，而电容器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预计市场规模在 200 亿美元以上。 

对于 200 亿美元的电容器市场而言，又可以按照其构造主要分为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薄膜电容器和

钽电容器等，其中，陶瓷电容器由于使用场景最为广泛，占据主要地位，预计在电容器市场中的占比约五成，

超百亿美元的市场规模。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即 MLCC）由于具有寿命长、体积小、稳定性强等优点，预

计占据了陶瓷电容器中的九成市场，市场空间约百亿美元。 

图1：电子元器件分类及市场空间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产业信息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注：各元器件市场规模为 2019 年全球数据  

MLCC 的性能高度契合终端应用要求，发展趋势长期向好。MLCC 具有体积小、电容量大、高频使用时损失

率低、适合大量生产、价格低廉以及稳定性高等诸多特点，不但直接受益于 5G 建设的需求带动，更会随着

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和电子产品性能升级的蓬勃发展而长期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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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建设需求爆发在即，MLCC 行业加倍受益，未来 5 年预计手机端带动 MLCC 需求年均增长 4%。目前，

全球 MLCC 的需求量预计为 3.5 万亿只，手机为最大的单一下游应用，占比超过三成。在 4G 手机中，单机

MLCC 使用量约为 800 只，而 5G 手机中，平均单机的 MLCC 使用量超千只，预计单机增长幅度为 30-40%。

因此，仅 5G 手机换机需求，预计就将给 MLCC 行业带来 10%的需求增量。此外，考虑到 4G 基站中使用

MLCC 约为 3750 只，但在 5G 基站中，MLCC 使用量预计能够增长 3 倍，达到万只以上。未来 5 年，假设

全球 5G 基站建设数量将为 700 万座，产生 MLCC 新增需求预计超过 700 亿只，约有 2%的增量。因此，5G

产业的建设将为 MLCC 带来大约 12%的可观直接增量，折合 2.3%的年复合增速。此外，考虑到手机性能本

身的增长对于 MLCC 需求量的带动，预计手机端将贡献 MLCC 年均 4%的复合增速。 

图2：MLCC 下游应用领域结构  图3：未来 5 年手机端应用对 MLCC 的需求增速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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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5 年预计汽车端带动 MLCC 需求年均增长 3%。目前，汽车在 MLCC 中的终端占比约为 20%。根据预

测，平均每台纯电动车需要 1.7 万~1.8 万只，比一般燃油车 3000~3700 只增加 5 倍。随着特斯拉等优秀企

业重塑了人们对于电动汽车的认识，以及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电动汽车的渗透率预计仍将持续提升。假设

未来 5 年，电动车渗透率提升 8%，则对应 MLCC 的增长空间约为 7%，对应年增速约为 1.4%。此外，由于

汽车电子系统的复杂度也会随着车载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与娱乐系统的功能增加也将带动 MLCC 需求的增长。

预计汽车将贡献 MLCC 年均 3%的复合增速。 

预计未来 5 年全球 MLCC 行业年均需求增速约 9%，国内需求增速约 13%。由于 MLCC 的体积小的结构和

稳定性强的性能特征高度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趋势，未来随着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新兴设备和生态的发展，

预计未来五年全球 MLCC 行业需求量将保持 9%左右的复合增长，国内的需求增速预计在 13%左右。 

图4：MLCC 下游应用领域结构  图5：未来 5 年手机端应用对 MLCC 的需求增速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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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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LCC 新增产能结构性分化明显，通用型产品产能向中国转移 

MLCC 市场规模 MLCC 为电子产品的关键零组件之一，据 Paumanok 预测，2019 年 MLCC 全球出货量约

为 4.5 万亿只，市场规模超过 120 亿美元。 

图6：全球 MLCC 市场规模  图7：全球 MLCC 出货量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MLCC 行业供给端呈现典型的寡头垄断特征，目前主要由日本村田、韩国三星电机、中国台湾国巨和日本太

阳诱电四家主导，CR4 高达 76%。前十大企业的生产规划和经营战略，对于 MLCC 的供给端具有直接影响。 

图8：全球 MLCC 行业供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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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钜亨网，Tonetec，Digitimes，东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制造难度，MLCC 产品可以分为高端产品和通用型产品。 

 高端产品：在耐高压、大容量和轻薄度上具有很高技术要求，要求在有限的体积内尽量提升电容量，同

时保持性能的高度稳定，因此目前的主要工艺手段为尽量降低介质密度，同时增加内部堆叠层数，高端

产品普遍要求能够将薄膜介质的厚度控制在 1~2μm之内，并将其堆叠到千层，具备较高的制造难度。 

 通用型产品：生产企业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市场的影响力主要由规模效应决定。 

日韩企业聚焦并扩产高端产品、削减通用型产品产能。目前以村田为代表的日韩企业，无论在高端产品的制

造水平还是通用产品的生产规模上，均具有显著优势，但是由于其在通产品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且

在对高端产品供应上的产能瓶颈愈发明显，因此日韩企业近年已经明确做出了聚焦高端产品生产、积极扩大

高端产品规模的经营策略，同时纷纷削减通用型产品产线的产能。从 2018 年 3 月开始，日本村田就发出停

产通知，对包含 0402、0603、0805、1206 等 MLCC 通用型号的停产计划进行告知，而此前日本 TDK 和日

本京瓷也都已经做出了削减甚至停产部分通用型号的决定。 

图9：日本企业淘汰低端产能，聚焦高端领域的扩张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中国企业积极扩产，通用型产品产能向中国转移。在日本企业选择战略性收缩通用型号的同时，中国台湾国

巨公司和中国大陆的风华高科等纷纷选择扩产，以弥补日本企业退出后的产能缺口。因此，通用型号 MLCC

产品产能向中国转移的产业趋势明显。 

图10：中国企业积极扩产通用型产品 

企业 总部所在地区
产能（亿只 /月）

（2019年底）
市占率 主要工厂所在地

村田 日本 1500 32% 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无锡

三星电机 韩国 1000 22% 韩国，菲律宾，中国天津（新建）

国巨 中国台湾 550 12% 中国苏州、东莞，中国台湾

太阳诱电 日本 450 10% 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东莞、厦门、成都

华新科 中国台湾 400 9% 墨西哥，马来西亚，中国苏州、东莞，中国台湾

宇阳科技+微容科技 中国大陆 170 4% 中国东莞

达方 中国台湾 160 3% 中国苏州

风华高科 中国大陆 150 3% 中国肇庆

TDK 日本 100 2% 日本，中国珠海、苏州

AVX 美国 100 2% 中国温州

三环集团 中国大陆 40 1% 中国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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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0805/0603高介电常数型、静电容量1uF以下

50%，2020年之前逐步停产0603、0402以上大部

分规格。

扩充高端产品，目标是手机和汽车市
场。预计每年扩产10%。

TDK 日本 2016
2016年发函客户淡出一般型MLCC，产能转向车

用、工业类小型化高规产品。

京瓷 日本 2018 2018年2月底停产0603/0402部分规格。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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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3. 陶瓷粉料对于 MLCC 极为重要，国产龙头显著受益于产能转移 

陶瓷粉体材料是 MLCC 的关键原材料。从生产成本上而言，MLCC 主要由原材料、包装材料、人工和设备

折旧构成，其中原材料在成本中的占比接近一半。而在原材料之中，陶瓷粉料的占比又超过六成，随着 MLCC

等级的提高，陶瓷粉料的成本比重会更高，而且差异化也更加明显，因此对于 MLCC 企业而言，在确保性能

的同时，陶瓷粉料的成本也极大地影响了终端产品的成本，因此，对于产品性质差异不大的通用型号产品，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降低陶瓷粉体材料的采购成本对于 MLCC 生产企业至关重要。 

图11：MLCC 内部结构  

 

资料来源：风华高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MLCC陶瓷粉体材料的生产工艺可以分为物理法和化学法两个大类，其中化学法由于涉及到材料合成的本质，

具有显著优势。化学法根据其中合成原理，又可以分为水热法、水解法、沉淀法等，而水热法由于产品品质

稳定均一且性能优良，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企业 总部所在地区 扩产计划

国巨 中国台湾
针对日系厂商退出的中大尺寸高容值MLCC，同时扩产手机产品。

规划2019年底扩产至600亿只/月、2020年扩产至700亿只/月。

华新科 中国台湾 过去两年每年以15%~20%速度扩产

风华高科 中国大陆
2019年产能150亿只/月，预计2020年扩产至220亿只/月、2022年扩

产至近350亿只/月。

三环集团 中国大陆
2019年产能由20亿只/月扩至40亿只/月，预计2020年底达到100亿

只/月，定增项目达产后预计总产能有望超过200亿只/月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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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MLCC 成本结构   图13：MLCC 陶瓷粉料生产工艺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粉体圈，东兴证券研究所 

MLCC 陶瓷粉体材料的供应呈寡头垄断格局。陶瓷粉料制造的核心技术在于对纯度、颗粒大小和形状的精准

控制，相关的纳米分散制造技术和工艺具有很高的门槛，因此 MLCC 陶瓷粉料供应端市场呈寡头垄断的格局。 

 日本村田：全球第一大 MLCC 生厂企业，自产自用陶瓷粉料。日本村田的陶瓷粉料仅供自用，并不对

外出售。 

 日本堺化学：全球第一大电子陶瓷粉料生产企业。日本堺化学是全球第一家掌握水热法生产陶瓷粉料的

企业，且充分发挥日本制造的匠心精神，在产品的完整度和品质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生产成本较高。 

 国瓷材料：市占率持续提升的中国材料企业。公司是全球第二家掌握水热法工艺的企业，不但突破了水

热法的技术壁垒，而且进一步优化了生产工艺，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产品性价比极高，在中低端 MLCC

陶瓷粉料领域逐渐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三环集团：国内主要的 MLCC 生产企业之一，自产自用陶瓷粉料。公司掌握了抗还原瓷料及与其匹配

的电子浆料配方和制备技术，可有效降低 MLCC 产品成本。 

图14：MLCC 陶瓷粉料全球供应格局（仅针对产品对外销售的企业） 

低容MLCC 高容MLCC

陶瓷粉料 20~25% 35~45%

内电极 5% 5~10%

外电极 5% 5~10%

包装材料 20~30% 1~5%

人工成本 10~20% 10~20%

设备折旧及其他 20~35% 20~30%

成本结构
成本比重

MLCC陶瓷粉

料生产工艺
具体方法

物理法
球磨法、气体蒸发法、熔融金属反应
法、真空加热法、真空沉积法、溅射
法、混合等离子体法等

化学法
水热法、水解法、激光合成法、沉淀
法、喷雾法、冻结干燥法、溶胶-凝胶

法、火花放电法、氧化还原法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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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MLCC 陶瓷粉体材料供应商与下游客户间的粘性较强。由于陶瓷粉料的质量对于 MLCC 产品的性能影响极

大，MLCC 生产企业对陶瓷粉料的性能参数和产品一致性的要求很高，对于 MLCC 电子陶瓷材料供应商的

认证严格，主要生产企业的验证周期通常要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同时，对于通过了验证的原料供应商，生产

企业倾向于与其长期紧密合作，以降低品质风险。 

MLCC 陶瓷粉体材料国产龙头企业的客户优势显著，有望显著受益于通用型号 MLCC 的产能转移趋势。 

 国瓷材料：经过多年努力，国瓷材料与风华高科、深圳宇阳、三环集团、韩国三星电机等众多客户建立

了稳定供应关系。目前国瓷材料的通用型 MLCC 基础粉（250 纳米以下的钛酸钡）产品市占率高达 80%，

具有绝对的竞争力，预计将显著受益于通用型号 MLCC 的产能转移趋势。 

 三环集团：公司于 2001 年引进 MLCC 生产线，于 2007 年拓展多种型号产品，目前已经实现了多规格、

多品类 MLCC 产品的量产，未来仍有扩产计划。公司是我国 MLCC 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是美的、康

佳、格力、TCL、创维等业界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4. 预计未来国产龙头将在中国 MLCC 产业高端化中起到助力作用 

国产 MLCC 陶瓷粉体材料龙头企业有望引领中国 MLCC 高端化发展。虽然目前中国产业承担的主要是通用

MLCC 型号的转移产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中国在高端 MLCC 产业会长期受制于人。相反，在 MLCC 制

造工艺不发生颠覆性创新的情况下，做好通用型号、稳扎稳打地逐渐对高端产品逐个型号进行渗透，才是中

国 MLCC 产业能够从小到大、进而从大到强的必然道路，而在此过程中，我们预计本土陶瓷粉料龙头企业

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并且充分受益。 

国产龙头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有助于国产 MLCC 高端产品的技术突破。决定 MLCC 产品质量的核心因素主

要有三项：电介质陶瓷粉料的材料技术、介质薄层化技术、陶瓷粉料和金属电极的共烧技术，其中每一项都

日本堺化学(Sakai), 

28%

美国Ferro, 

20%
日本化学(NCI), 14%

国瓷材料, 

10%

日本富士钛(Fuji 

Titanium), 9%

日本共立(KCM), 

8%

日本东邦(Toho), 6%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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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瓷粉料密切相关。例如，MLCC 所用电子陶瓷粉料的微细度、均匀度和可靠性直接决定了下游 MLCC 产

品的尺寸、电容量和性能的稳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电子陶瓷作为新材料之一，具备新材料典型的“三高三

长”特征，即高投入、高难度、高门槛，长研究周期、长验证周期、长应用周期。因此，在前期数年的探索之

中，国产龙头企业积累了电子材料制造中大量的“know-how”，在反复的探索中奠定了对于材料制造全环节

的深入理解，可以根据下游 MLCC 客户的具体要求，通过定做加工特种生产设备、更改控制节点、改变材料

成分等多种手段，生产出来适合国内 MLCC 高端产品生产所要求的陶瓷粉料，而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因此，我们预计国瓷材料、三环集团等企业作为国内 MLCC 陶瓷粉体材料龙头，将在中国 MLCC 产业高端

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产业壮大和产业升级之中尽享增长红利。 

 

5. 投资建议 

国内 MLCC 陶瓷粉体材料龙头企业包括国瓷材料、三环集团等。国瓷材料是全球第二家掌握水热法工艺的

企业，产品性价比极高，在国内中低端 MLCC 陶瓷粉料领域逐渐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三环集团是国内主要的

MLCC 生产企业之一，自产自用陶瓷粉料。 

 

6. 风险提示 

客户开拓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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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深度报告 基础化工 2020 年市场展望：新材料精彩纷呈，新模式改天换地 2020-01-09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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