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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350 

行业总市值（亿元） 37,678.13 

流通市值（亿元） 36,405.21 

行业市盈率 TTM 22.93 

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4.2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化工行业周观点（7.13-7.17）：糊树脂、

DMC 价格上涨，关注化工龙头投资价

值  (2020-07-17) 

2. 化工行业：PVC 手套需求大增，糊树

脂价格步入上行通道  (2020-07-13) 
 

 

[Table_Summary]  新标限制脑干胆固醇，VD3 行业竞争格局优化 

NF 级胆固醇是 VD3 的主要生产原料，目前未有成熟的规模合成工艺，主要通

过动物脑髓提取和羊毛脂提取获得，前者工艺相对简单但存在风险，欧美普遍

抵制使用，2020 年 7 月 1 日起国内开始实施 VD3 新标准，规定 VD3 油起始

原料为羊毛脂胆固醇，限制脑干胆固醇在国内的使用。目前全球 NF 级胆固醇

生产企业主要有花园生物、印度迪氏曼、日本精化、新加坡恩凯四家，新国标

的实施有利于保障胆固醇和 VD3 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优化行业竞争格局。 

 供给影响价格大，底部孕育新周期 

维生素在饲料成本中占比极低，每吨猪饲料的添加量大约 6g，下游对维生素价

格变动相对不敏感，因此价格波动区间较大。VD3 在过去 15 年中共经历 7 轮

涨价周期，大部分原因是受到供给端的影响。最近一轮涨价周期是 2020 年 3

月，因为疫情导致的 VD3 供不应求，价格出现上涨，目前已回落至 150 元/kg，

当前价格处于相对底部位置，叠加上游胆固醇供给收缩，VD3 竞争格局优化，

新一轮长涨价周期正在孕育。 

 下游长期稳定增长，生猪产能触底反弹 

VD3 是人和动物体内骨骼正常钙化所必需的营养素，基本功能是促进肠道吸收

钙和磷，保障血液中钙、磷维持正常水平，促进骨骼钙化。VD3 下游需求饲料

占比 90%，医药占比 6%，食品占比 4%。国内生猪产能正快速恢复，2020 年

6 月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 3.6%，实现 27 个月来的首次同比正增长。预计三、

四季度大型养殖集团和规模养殖户继续释放产能，饲料需求持续向好。中长期

看，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医药、食品需求稳步向上。 

 维生素 D3 相关标的 

（1）花园生物：全产业链布局，国内 VD3、NF 级胆固醇产能第一，现有 VD3

产能 3000 吨、NF 级胆固醇 200 吨，公司金西科技园项目稳步推进。（2）新

和成：国内维生素龙头，拥有维生素品种上的绝对优势，VD3 产能 2000 吨。

（3）金达威：辅酶 Q10 龙头，VD3 产能 1000 吨。（4）浙江医药：维生素 A、

维生素 E 业绩弹性大，拥有 VD3 产能 800 吨。 

 风险提示 

VD3 新进入者导致竞争加剧；下游饲料需求低迷；产品价格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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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生素 D3 是不可或缺的营养添加剂 

VD3 又称胆钙化醇、胆骨化醇，化学分子式为 C27H44O，系白色针状结晶，易溶于乙醇、

丙酮、乙醚、氯仿，不溶于水，是人和动物体内骨骼正常钙化所必需的营养素，基本功能是

促进肠道吸收钙和磷，保障血液中钙磷维持正常水平，促进骨骼的钙化。目前广泛应用于饲

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营养保健品和医药等领域，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表 1：维生素 D3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名称、规格 用途 

饲料级 VD3 
饲料级 VD3 粉（50 万 I.U./g） 

主要用于生产饲料添加剂 
饲料级 VD3 油（100 万 I.U./g-4000 万 I.U./g） 

食品医药级 VD3 

食品级维生素 D3 微粒（10 万 I.U./g-100 万 I.U./g） 
主要用于生产食品添加剂、维

生素 D3 药品 
食品级维生素 D3 油（100 万 I.U./g、200 万 I.U./g、400 万 I.U./g） 

维生素维生素 D3 结晶（4000 万 I.U./g）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VD3 作为饲料添加剂：在规模化养殖中，动物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生长，VD3 缺乏带来

缺钙问题突出，发生应激反应造成生长缓慢或经济性能下降，大量缺钙的动物极易出现软骨

病、瘫痪，对畜牧业生产效益影响很大，因此 VD3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饲料添加剂。 

VD3 作为食品添加剂：可以预防或治疗钙缺乏导致的佝偻病、软骨病、骨质疏松病、甲

状旁腺功能低下、小儿手足抽搐症、骨骼和肌肉疼痛等，老年人群普遍存在骨质疏松问题，

尤其需要补充一定量的 VD3。 

25-羟基 VD3，又名骨化二醇，是 VD3 的活性代谢物，具有更强的生理活性，并且不需

要经过肝脏的代谢，是肝功能不全患者治疗骨质疏松类疾病的主要有效药物，可以作为维生

素 D3 的替代产品在饲料领域和食品医药领域进行应用。当前需求规模很小，未来市场前景

广阔。全球仅帝斯曼和花园生物 2 家公司可以生产，25-羟基 VD3 主要原料是复合胆固醇，

是胆固醇生产过程中的伴生物。2016 年帝斯曼与花园生物签订了 10 年的 25 羟基维生素 D3

原采购协议。 

2 VD3 油新标准落地，优化行业竞争格局 

VD3 生产工艺先后有“溴化/脱溴化氢法”和“氧化还原法”，目前主要采用“氧化还原

法”。1942 年 Ziegler 发明“溴化／脱溴化氢法”生产工艺，人工合成大规模生产 VD3 在全

球展开，但该生产技术一直被荷兰苏威、瑞士罗氏、德国巴斯夫三大维生素巨头所垄断。直

到 1999 年，国内花园生物联合中科院理化所研发成功了独创性的“氧化还原法”中试成果

技术，形成“维生素 D3 生产新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工艺，提高产品收率，真正意

义上打破 VD3 国际垄断。 

“溴化/脱溴化氢法”：以 NF 级胆固醇为原料，先后经过酯化、溴化、脱溴化氢、皂化

后形成 7-去氢胆固醇，对其进行光化反应、热异构化反应生成 VD3。该工艺伴随溴化物、异

构体等副产物多，降低了 VD3 整体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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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溴化/脱溴化氢法制 VD3 工艺流程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氧化还原法”：同样以 NF 级胆固醇为原料，先后经过酯化、催化氧化、成腙、脱腙反

应合成 7-去氢胆固醇，然后采用光化学合成工艺对 7-去氢胆固醇进行光照反应、热异构反应

等步骤生成 VD3，整体收率高于“溴化/脱溴化氢法”。 

图 2：氧化还原法制 VD3 工艺流程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表 2：维生素 D3 生产工艺比较 

项目 氧化还原法 溴化/脱溴化氢法 

胆固醇制 7-去氢胆固醇收率 50-65% ≤50% 

7-去氢胆固醇制 VD3 收率 70-80% 60%左右 

VD3 总收率 40-50% 30%左右 

产品质量 无溴化物、甲苯等杂质 含溴化物、甲苯等杂质 

生产效率 
1、7-去氢胆固醇的光化学单程转化率 30% 

2、二元复合溶剂，7-去氢胆固醇溶解度达 3% 

1、7-去氢胆固醇的光化学单程转化率 9-11% 

2、醇类溶剂，7-去氢胆固醇溶解度<1% 

环境影响 废水中无溴化物残留 废水中有溴化物残留 

数据来源：花园生物招股说明书，西南证券整理 

VD3 主要原料是胆固醇，并且是纯度 95%以上的 NF 级胆固醇。胆固醇又名胆甾醇，主

要用于生产 VD3，低含量的胆固醇用于虾饲料，另外胆固醇还可用于医药领域生产胆甾醇酯、

甾类激素，化妆品领域中乳液、面霜等产品的油包水乳化剂。目前胆固醇还未实现大规模合

成生产，主要从天然产物中提取，当前工业化生产的方式主要是动物脑髓提取和羊毛脂提取。 

动物脑髓提取，工艺相对简单，先将动物干脑粉用丙酮浸渍，后经乙醇结晶、精制脱色

得到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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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动物脑干提取胆固醇工艺流程 

 

数据来源：《胆固醇生产格局及维生素 D3 的安全性》，西南证券整理 

羊毛脂提取胆固醇，传统工艺是柱分离生产法和萃取生产法，2008 年花园生物联合浙

江大学研发出“分子蒸馏法”，打破生产技术的国际封锁。1）柱分离生产法（印度迪氏曼）：

将粗羊毛醇过柱，得到富含胆固醇的部分，然后进一步提纯得到 NF 级胆固醇。2）萃取生产

法（日本精化、新加坡恩凯）：羊毛粗脂进行皂化，再利用萃取技术逐步分离胆固醇。3）分

子蒸馏法（花园生物）：羊毛脂经转酯化反应将胆固醇从羊毛酸胆固醇脂中解离出来，再经

分子蒸馏得到胆固醇粗品，经提纯、结晶后得到精制 NF 级胆固醇。 

图 4：羊毛脂提取胆固醇工艺流程 

 

数据来源：《胆固醇生产格局及维生素 D3 的安全性》，西南证券整理 

总体而言，羊毛脂胆固醇提取工艺更复杂，投资和生产成本更高，但动物脑干提取胆固

醇存在风险，欧美国家普遍抵制使用，欧盟明令禁止动物脑干作为原料使用。 

2019 年 12 月 1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 D3 油国家标准（GB7300202—2019），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标准规定

了维生素 D3 油的起始原料为羊毛脂胆固醇，限制了脑干胆固醇在国内的使用。 

2007 年以前，全球 NF 级胆固醇被印度迪氏曼、日本精化、新加坡恩凯 3 家公司垄断，

2008 年花园生物凭借“分子蒸馏法”溶剂消耗少、成本低、收率高的优势逐步站稳全球市

场，目前全球胆固醇主要由花园生物、印度迪氏曼、日本精化、新加坡恩凯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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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球 NF 级胆固醇供应格局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因此掌握重要原料胆固醇是 VD3 生产企业的关键，目前国内仅花园生物一家可以生产

和销售胆固醇，国内其他 VD3 企业需要从花园生物采购胆固醇，原料胆固醇供需格局远好

于下游环节 VD3，叠加 VD3 油新标实施，原先脑干胆固醇退出市场，国内羊毛脂胆固醇行

业话语权将得到提升。 

此外，虾饲料添加剂对低纯度胆固醇需求有望增加。虾本身不能合成胆固醇，需要从食

物中合成该种营养素。在集约化饲养条件下，虾饲料中的胆固醇添加量应占全日粮的 0.5%

为宜。我国国内对虾饲料年产量约为 130 万吨，如未来胆固醇被列为虾饲料的强制添加剂，

预计我国饲料级胆固醇的市场需求将达到 6500 吨，饲料级胆固醇的市场容量巨大。 

3 长期需求平稳增长，饲料需求触底反弹 

VD3 下游需求饲料占比 90%，医药占比 6%，食品占比 4%。 

图 6：VD3 下游需求占比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全球饲料产量 11.27 亿吨，中国饲料产量 2.6 亿吨，受中国非洲猪瘟影响，2019 年全球

饲料产量下滑 1%。随着国内非洲猪瘟逐步控制，加上政策支持、饲料龙头积极扩产，能繁

母猪存栏持续改善，2019 年 9 月以来能繁母猪环比连续正增长，同时 2020 年 6 月能繁母猪

实现 3.6%正增长，VD3 下游饲料需求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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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球饲料产量及增速  图 8：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奥特奇，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农村农业部，西南证券整理 

VD3 在食品中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在医药中作为维生素补充剂，相对饲料需求占比不

大，同时增速相对稳定，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人类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持续增加，维

生素 D3 下游饲料行业长期需求将不断增长。同时，受现代食品工业发展、人口老龄化及全

民健康意识增强等因素驱动，食品添加剂、营养保健品和生物医药产品的需求也呈持续增长

态势。 

图 9：全球人口数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供给影响价格大，底部孕育新周期 

全球 VD3 产能约 1.46 万吨（50 万 IU），VD3 需求约 6000 吨，中国供应约 5000 吨，

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德国、荷兰、法国和巴西。主要生产企业有帝斯曼、巴斯夫、花园生

物、新和成、金达威、浙江医药、威仕生物、海盛化工、印度 Fermenta，国内出口企业主

要有花园生物、新和成、金达威，未来新增产能有花园生物、天新药业、惠鑫源生物、格林

赫思生物、元泰生物等，从历史经验看，新进入者从投产到产能真正释放仍需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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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VD3 主要出口国家  图 11：VD3 行业国内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博亚和讯，西南证券整理 

维生素在饲料成本中占比极低，每吨猪饲料的添加量大约 6g，因此维生素供给端波动往

往导致价格巨大变化。在过去 15 年中 VD3 总共经历大约 7 轮涨价周期。 

2009 年以来，国内 VD3 价格经历了多次大幅波动。2009 年 8~12 月，VD3 价格由第二

季度末的 40 元/kg 上涨至最高 480 元/kg，其主要原因是多家 VD3 企业技改停产，短期内有

效供给相对不足，同时原料羊毛脂价格大幅上涨，导致 VD3 供不应求。2010 年 11 月~2012

年 4 月，受到 VD3 企业产品检出氯霉素超标停产以及原料供给受限影响，VD3 报价出现较

大幅度上涨，由 82 元/kg 涨至最高 300 元/kg。2014 年 7 月~12 月，龙头花园生物宣布启动

胆固醇扩产项目并停产一年半，VD3 价格突破 200 元/kg。2016 年 3 月~7 月，由于面临环

保治理压力 VD3 企业产能减少，价格再度上涨，从 65 元/kg 涨到最高 180 元/kg。2017 年 6

月~2019 年 8 月，受益于产能出清、需求改善以及环保督察，VD3 价格保持高位，在 2017

年 6 月最低价格为 68 元/kg，2018 年 6-7 月，产品最高价格创下 600 元/kg 的历史记录。2020

年3月开始，国外疫情叠加国内厂家由于环保议题生产供应受限，VD3价格出现新一轮上涨。

截至 7 月，VD3 价格为 150 元/kg。当前价格处于相对底部位置，叠加上游胆固醇供给收缩，

VD3 竞争格局优化，新一轮长涨价周期正在孕育。 

图 12：2007 至今 VD3 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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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生素 D3 相关标的 

（1）花园生物：全产业链布局，国内 VD3 产能第一、 NF 胆固醇产能第一，也是国内

其他 VD3 公司原料胆固醇的供应企业，公司现有 VD3 产能 3000 吨、NF 级胆固醇 200 吨，

公司金西科技园项目稳步推进，拟定增投建“年产 1200 吨羊毛脂胆固醇及 8000 吨精制羊

毛脂项目”、“年产 18 吨胆钙化醇项目”、“年产 3600 吨饲料级 VD3 粉及 540 吨食品级 VD3

粉项目”、“年产 26 吨 25-羟基维生素 D3 原项目”、“年产 40.5 吨正固醇项目”、“年产 15.6

吨 25-羟基维生素 D3 结晶项目”。 

（2）新和成：国内维生素龙头，拥有维生素品种上的绝对优势，VD3 产能 2000 吨。 

（3）金达威：辅酶 Q10 龙头，VD3 产能 1000 吨。 

（4）浙江医药：维生素 A、维生素 E 业绩弹性大，拥有 VD3 产能 800 吨。 

6 风险提示 

VD3 新进入者导致竞争加剧；下游饲料需求低迷；产品价格大幅下滑。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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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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