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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陶瓷是指在电子技术中用于制备各类电子元件
和器件的陶瓷材料，以氧化物或氮化物为主要成分
进行烧结，通过结构设计、精确化学计量、合适成
型方法和烧成制度而达到特定的如绝缘屏蔽、介电、
传感超导、磁性等新功能，经过加工处理使之符合
要求尺寸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电子陶瓷是先进陶瓷
的一种，具有机械强度高、绝缘电阻高、耐高温高
湿、抗辐射、介质常数宽、电容量变化率可调整等
优良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通信、汽车工
业、新能源、航空航天、军事等领域。 

热点一：电子陶瓷粉体进口依赖度仍较高 

热点二：电子陶瓷领域行业缺乏头部规模性企业 

热点三：企业规模化量产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 

电子陶瓷粉体成本占电子陶瓷累产总价格的区间约为
10%-30%，对电子陶瓷生产及其成本影响较大。中国山东
国瓷、东方锆业陶瓷粉体制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可实现规模化量产，但仍有许多重要的电子陶瓷粉体无
法达到高品质生产要求，依赖进口。 

中国电子陶瓷领域的企业共有 300 家以上，数量虽多，
但规模普遍较小，行业内中小微企业约占 70%左右，多
数中小微企业的核心技术基本依靠引进，其产品单一，
制备成本较高，缺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电子陶瓷应用领域广，产品规格型号多，只有实现大规
模生产，才能提供不同型号及规格产品，满足不同类型
客户需求。电子陶瓷企业的的规模化生产不仅可以有效
降低材料采购成本并摊低单位产品设备折旧成本，还可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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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

累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新材料、信息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着手，

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

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

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

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

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

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

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06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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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谐振器：指产生谐振频率的电子元件，主要起频率控制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

良好的特点，所有电子产品涉及频率的发射和接收都需要谐振器。 

 MLCC：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被广泛应用于包括

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通讯在内的 3C 产品及其他电子行业等。 

 先进陶瓷：指相对于普通陶瓷相对而言，采用高度精选或合成的原料，具有精确控制的

化学组成，按照便于控制的制造技术加工，便于进行结构设计，并且特性友谊的陶瓷。 

 AEC-Q200：被动元件汽车级品质认证，该标准是当前针对汽车上用的被动元器件

为严苛的监测标准，需要通过 11 项研发监测，对芯片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有极高的验

证要求。 

 LTCC：低温共烧陶瓷（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 LTCC）,指多层电路基板

利用低阻的银、铜等金属导体，在比导体金属熔点低（1000℃以下）的温度下共烧而

成的陶瓷，主要成分是氧化铝与玻璃的混合，也被称为玻璃陶瓷。 

 矿石品位：单位体积或单位重量矿石中有用组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 

 Massive MIMO 有源天线:是指多输入多输出（Multi-input Multi-output, MIMO）

技术和阵列天线技术，可以在不需要增加信道带宽或者总发送功率损耗的情况下大幅地

增加数据吞吐量以及发送距离，有效地提升了通信质量。 

 SAW： 声表面波滤波器（Surface acoustic wave），简称 SAW 滤波器，声表面波是

沿物体表面传播的一种弹性波,可被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 

 物联网：指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体，让所有能行使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体实现

http://ipoipo.cn/


7                                                                       报告编号[19RI0749] 

 

 

 

互联互通的网络，其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

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实现物物相息。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是通过计算机系统提供的信息增加用户对现实

世界感知的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并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场景或

系统提示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从而实现对现实的增强。 

 陶瓷套管：又称陶瓷套筒，是重要的光通信元件之一，由氧化锆粉体烧制并加工而成，

用于光纤之间的活动连接，两端插入带有电子陶瓷的光纤后，即可形成一条光通路。 

 4G：第四代移动通信及其技术，是集 3G 与 WLAN 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

的技术。 

 5G：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5G 通信网络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 8 秒 1GB，

比 4G 通信网络的传输速度快数百倍。 

 通信基站：是无线电台站的一种形式，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通过移动通信交换

中心，与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 

 国家 863 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高技术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以政府为主导，

以一些有限的领域为研究目标的一个基础研究的国家性计划。 

 国家火炬计划：是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于 1988 年 8 月经中国政

府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 

 氧化锆：又称二氧化锆，化学式 ZrO₂ 

 锆英石：又称锆英砂，是天然矿物质，用于耐火材料（称为锆酸盐火砖、如锆钢玉砖等），

铸型用砂（精型用砂（精密铸件砂型），陶瓷及搪瓷器具，此外也用于金属（海绵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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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玻璃以及化合物（二氧化锆、氯氧化锆、锆酸钠、氟锆酸钾、硫酸锆等）。 

 烧结炉：指使粉末压坯通过烧结获得所需的物理、力学性能以及微观结构的专用设备。 

 注塑机：又名注射机，是将热塑性塑料或热固性塑料利用塑料成型模具制成各种形状的

塑料制品的主要成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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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综述 

2.1 电子陶瓷的定义与分类 

电子陶瓷是指在电子技术中用于制备各类电子元件和器件的陶瓷材料，以氧化物或氮化

物为主要成分进行烧结，通过结构设计、精确化学计量、合适成型方法和烧成制度而达到特

定的如绝缘屏蔽、介电、传感超导、磁性等新功能，经过加工处理使之符合要求尺寸的无机

非金属材料。电子陶瓷是先进陶瓷的一种，具有机械强度高、绝缘电阻高、耐高温高湿、抗

辐射、介质常数宽、电容量变化率可调整等优良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通信、汽车

工业、新能源、航空航天、军事等领域。 

 电子陶瓷按照使用功能可分为结构陶瓷和功能陶瓷两大类（见图 2-1）。结构陶瓷的主

要指绝缘装置瓷，功能陶瓷按照不同细分使用功能可进一步分为微波介质陶瓷、半导体陶瓷、

压电陶瓷、离子陶瓷（见图 2-2）。 

图 2-1 中国电子陶瓷分类，按使用功能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绝缘装置瓷：是指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在电子设备中用于安装、固定、保护元件，

作为载流导体的绝缘支撑以及各种集成电路基片的陶瓷材料，可用作制造电子元件、器件、

部件和电路中的基体、外壳、固定件、绝缘零等件。绝缘装置瓷元件包括各种绝缘子、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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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电子管座、波段开关、电容器支柱支架、集成电路基片和封装外壳等。 

微波介质陶瓷：是指在微波频段(主要是 UHF、SHF 频段，300MHz～300GHz)电路中

作为介质材料的陶瓷，用作谐振器、滤波器、介质天线、介质导波回路等微波元器件，主要

用于移动通讯领域。 

 半导体陶瓷：是指具有半导体特性的陶瓷。半导体陶瓷的导电率因外界条件（温度、光

照、电场、气氛和温度等）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可以将外界环境的物理量变化转变

为电信号，制成各种用途的敏感元件，产品种类包括各类正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压敏电阻、

瓷型湿敏电阻器、气敏电阻器、半导体电容器、太阳能电池等，可用于移动通讯、卫星通讯

和军用雷达等领域。 

压电陶瓷：是指具有压电效应的陶瓷，是一种能够将机械能和电能互相转换的信息功能

陶瓷材料。用途极为广泛，在军事领域可用于制造水下雷达、鱼群探测器、可控制导弹飞行

的压电陀螺仪、声纳等。在工业领域，可用于制造调频滤波器、闪光灯触发器、压电变压器、

压电步进马达、电焊换能器、地震预报器等。在医疗方面，也可用来制造盲人助视器、人造

心脏起搏器、数字显示脉搏计、血压计等。 

离子陶瓷：是指在一定条件（温度、压力）下具有电子电导或离子电导特性的陶瓷。具

有在传输电荷的同时，可快速传递正离子的特性。用于制作固体电子器件、各类电池隔膜材

料、燃料电池、蓄电池、可变电阻器、电积分器、双层电容器、库伦计、气敏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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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中国电子陶瓷分类，按细分使用功能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经历了起步探索、初步发展、爆发增

长、成熟优化四个发展阶段（见图 2-1）。 

 起步探索期（1949-1990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子陶瓷行业进入起步探索期。1954 年中国科学院成

立陶瓷（硅酸盐）研究室，标志中国电子陶瓷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建立，主要服务于军事用电

子陶瓷研究。1958 年，西南无线器材厂（现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作为中国

“一五”时期 156 项重点建设工程，先后从苏联引进加工机械、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

509 项、3600 多台（套）和技术资料，并于 1964 年产出中国第一支正温度系数电阻，在

此期间，主要以为军品试制生产任务及国防建设提供配套电子元器件为主要目标。1970 年，

潮州市无线电元件一厂（现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进行陶瓷基体和固定电

阻器的制造和销售，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实现了电阻及瓷体的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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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参与者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相关企业数量较少。电子陶

瓷类产品品类单一、主要以满足国防配套电子元件需求为主，市场化程度不高。得益于国家

863 计划的专项支持，高性能低温烧结陶瓷电容器就成为该阶段电子陶瓷新材料主要研究成

果，整体研发进展缓慢，行业整体处于起步探索期。 

 初步发展期（1991—2000 年） 

1991 年-2000 年，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攻坚阶段，市场进一步放开，受大陆劳动力充裕、

生产成本较低等因素的吸引，全球电子产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中国内地转移，中国大陆电子元

器件产业得到初步发展，对电子陶瓷元件的市场需求初步显现。1991 年后，风华高科、三

环集团等企业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各类研发和生产开始以面向市场需求为主。1991 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成立“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搭建

电子陶瓷综合研发平台，致力于市场化电子陶瓷的研发。随后，1994 年至 1995 年，日本

村田和日本京瓷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子公司，标志着外资电子陶瓷生产企业正式进入中国

市场，和中国电子陶瓷生产企业展开竞争。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实行“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火炬计划等系列科技计划推进电子陶瓷各项技术研发。1997 年，国家 863

计划电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成立，电子陶瓷研发以及生产被纳入到国家高新技术研发规划课

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全面扶持。2000 年，风华高科被列为国家“863”计划新型元器件

及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国家基地。 

这一阶段，中国电子陶瓷市场参与主体扩大，外资企业不断加入，国营企业改制完成，

民营企业参与数量增多，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家多项科技计划的重点扶持，电子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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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了一定成果，研发实力有所增强，但中国本土电子陶瓷企业对日本企业

的原材料、技术及生产设备进口依赖性大，行业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爆发增长期（2001—2010 年） 

2000 年-2010 年，根据中国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基础电子产品制造业全社会投资加

速增长，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电子整机产品类市场的繁荣势头带动了上游基础电子的快速发

展，电子陶瓷行业迎来爆发增长期。随着市场对需求进一步增大，2000 年，深圳顺络电子

成立。2001 年，宇阳科技成立，并与 2003 年获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以及

国家信息产业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专项支持。2005 年，东营国瓷材料成立。同年，风

华高科增发 4000 万 A 股，筹资 11 亿建设新型电子陶瓷元器件基地，积极扩大产能。部分

电子陶瓷生产企业先后从美国、日本、瑞士、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引进了高品质瓷介圆片电容

器生产线、以及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全套生产线技术和部分关键设备、电子瓷料生产关键设

备、精密模具制造和零件制造设备，并进行了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技术实力得到迅速提升。 

这一阶段，电子陶瓷行业发展受益于基础电子产品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的红利和国家在

电子信息产业化方面的各项政策支持，进入爆发增长期，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多，产能进一步

扩大，自主核心技术还未形成，仍然以对引入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为主要技术

创新模式，处在自主技术的研发积累阶段。 

 成熟优化期（2011 年至今） 

2011 年 3 月，为促进我国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发改委会发布了《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该目录将“应用于工业、医学、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

的特种陶瓷生产及技术、装备开发”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频率元器件、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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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新型机电元件）制造”列入

国家鼓励类产业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提升核心元件的国产化率，标志着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在

这一阶段将以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中国电子陶瓷企业采取多元化措施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

加值，推动企业自身产品结构升级。以风华高科为例，在此期间，风华高科与与清华大学、

西安交大、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科院新疆物理所等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成立了“风华高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介电材料联合研发中心。同年 9 月，

风华高科被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新型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与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多领

域的研发平台建设，促使风华高科开发出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2013 年，三环

集团成立三环研究院，为公司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并攻克了电子陶瓷系列核心技术，

部分产品占据全球重要市场份额。 

这一阶段，中国电子陶瓷企业在技术、工艺、产业链、大型企业认证方面均已成熟，部

分可量产核心技术产品在质量方便已经追赶上了日本产品，相比外资企业具有很强的规模成

本优势，本土市场份额占比将不断扩大。中国电子陶瓷行业技术实力提升，产品结构得以优

化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实现国产化替代进口奠定基础，中国电子陶瓷行业整体迈入成

熟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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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3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的产业链分析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产业链分为三部分：产业链上游参与者为电子陶瓷粉体、有色金属浆

料、化工原料、生产设备供应商。产业链中游主体为电子陶瓷生产企业。产业链下游为消费

电子、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工业等各类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见图 2-4）。 

图 2-4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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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分析 

电子陶瓷行业的上游是原材料及设备供应商。电子陶瓷的生产原材料包括三类：（1）

氧化铝、氧化锆等电子陶瓷粉体，部分已实现本土企业量产，代表企业有国瓷材料、东方锆

业、九江粉体。（2）银浆、贵金属等浆料，部分依赖向日本企业进口。（3）化学类物品，

向美国企业进口较多。电子陶瓷的生产设备，包括注射机、激光器、精密仪器、片式电容等

关键设备等，部分设备已经实现国产化，进口依赖度减小。 

电子陶瓷粉体成本占电子陶瓷累产总价格的区间约为 10%-30%，对电子陶瓷生产及其

成本影响较大。中国山东国瓷、东方锆业陶瓷粉体制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实现规模

化量产，但仍有许多重要的电子陶瓷粉体无法达到高品质生产要求，依赖进口。 

电子陶瓷粉体的化学成分、颗粒度、结构直接影响后续批量化制备的陶瓷产品性能和可

靠性。全球超过 70%的电子陶瓷粉体材料被 Sakai 化学、NCI 化学等日本企业垄断，尤其

是高端电子陶瓷粉体材料。伴随中国上游陶瓷粉末制备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部分本土企业

在高品质氧化物陶瓷粉末产业化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其中，山东国瓷和广东华旺利用水热水

解技术生产的纳米氧化锆粉在分散性、均匀性、结晶性、抗老化性方面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综合性能得到中游客户认可，价格优势明显，可逐步替代国外同类产品。部分中游厂商

三环集团、风华高科也在高端粉体领域进行技术研发，掌握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粉体配方技术，

但只用于自产自用，不对外进行销售。 

电子陶瓷粉体覆盖广阔，虽然部分粉体已经突破了外资企业垄断，但仍有一些重要电子

陶瓷粉体性能存在较大差距，依赖进口。例如半导体芯片封装用的高导热基板用氮化铝陶瓷

粉依赖于向日本德山曹达等公司进口。用于制造机械高精设备中的轴承、汽轮机叶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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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环的高品质碳化硅陶瓷粉需要向法国圣戈班公司进口。上游缺乏这些陶瓷粉体的头部供

应商，使得这些上游外资企业在拥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电子陶瓷主要生产设备为电子陶瓷粉体合成设备、精密电子陶瓷薄膜流延机、热压烧结

设备，激光切割机，大部分设备已经国产化并能够满足中游企业需要，将极大降低中游企业

的生产成本。 

 中游分析 

电子陶瓷行业产业链的中游主体是电子陶瓷生产企业，参与者包括外资企业、大型国有

企业以及中小民营企业，中游生产企业主要负责电子陶瓷类元件和产品的研发、加工和销售，

产品包含结构电子陶瓷和功能电子陶瓷元器件两大类，种类丰富，覆盖领域广阔。 

中国电子陶瓷领域的企业共有 300 家以上，数量虽多，但规模普遍较小，行业内中小

微企业约占 70%左右，多数中小微企业的核心技术基本依靠引进，其产品单一，制备成本

较高，缺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中游电子陶瓷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

企业。制备工艺复杂、技术突破以及规模效应需要大量的高精度自动化设备以及研发技术人

员作为支撑，组建一条完整的生产线需要用到的陶瓷膜片流延机、气氛烧结炉等设备，部分

单台购买价格可达千万元级别。全过程生产环节都会影响电子陶瓷材料性能，技术壁垒高，

对新进入行业者有极高的门槛，需要通过规模集约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行业龙头企业三环

集团、风华高科均向上游产业链延伸，建立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可实现部分原材料和关

键设备的自制，技术和成本优势明显，对下游的议价能力远高于中小企业，随着中游行业集

中度会不断提升，议价能力会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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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分析 

电子陶瓷产业链下游应用行业广泛，包括终端消费电子产品、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

工业、航天军事等领域（见图 2-5）。电子陶瓷作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

战略材料之一，应用领域还将不断扩展，下游需求将持续增长。 

电子陶瓷元件是基础电子工业基本的原材料，电子陶瓷应用 集中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依

然保持高速增长趋势。以国家工信部 2018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数据为例，2018 年通信设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8%，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

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由此可见，

下游产业高速增长将带动对电子陶瓷相关元器件的需求快速增长。 

图 2-5 中国电子陶瓷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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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的市场规模 

中国电子陶瓷经过长达 50 年的快速发展，已进入到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得益于下游

电子工业、光纤通讯、国防军工等众多行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2014-2019 年间，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规模从 346.6 亿元快速增长至 657.7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7%，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一阶段，电子陶瓷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主

要得益于电子陶瓷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下游需求旺盛以及国家利好政策支持。未来五年，

随着 5G 通信技术革新、电子元器件、新能源燃料需求、智能装备、物联网等领域的需求增

加，国产替代进口速度加快，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规模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

到 2023 年，中国电子陶瓷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1,145 元。 

图 2-6 中国电子陶瓷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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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3.1 下游应用需求增长稳定 

电子陶瓷是当前电子产品元器件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下游应用领域非常广阔。 中

国是全球规模 大、增长 快的电子信息市场，伴随电子元器件领域对电子陶瓷产品的需求

不断增长，电子陶瓷元器件总体需求处于上升期。 

（1）应用行业分布广泛，受单一行业波动影响小。电子陶瓷性能优异、应用广泛，其

具备独特的电学、光学、磁学性质，在电子、通讯、自动化、能源转换和存储领域起到关键

作用，在下游领域如光纤通信、电子电器、新能源汽车、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军事设备等

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市场需求旺盛。 

（2）下游主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子产品市场是电子陶瓷下游 大应用市场。根据

头豹研究院数据显示，中国电子产品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4,209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4,758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1%。随着 5G 应用的落地，到 2023 年，中国电子产品

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5,800 亿美元。 

（3）应用场景扩大，激发新的需求增长点。汽车电子化升级、LED 照明的推广，将拉

动片式电阻的需求，扩大陶瓷基片类产品的市场空间。智能类手机、手表、穿戴式产品的出

现将直接增加对陶瓷外观件的需求量。5G 时代下，汽车电子、物联网、AR 等新场景的推

进，将带动 SAW 元件、石英晶体元件、CMOS 图像传感器封装及 3Dsensing 陶瓷封装基

座类元件的不断增长，产生大量的陶瓷封装需求。新能源汽车用量的增长，将增加对燃料电

池和对应的燃料电池隔膜版的使用量。在信息科技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新能源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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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逐步扩大的背景下，电子陶瓷下游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将激发行业新的需求增长点。 

下游应用需求增长稳定，为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 

3.2 自主技术体系升级 

电子陶瓷的制作原理是通过干压成型等工艺步骤将分离的陶瓷颗粒固结在一起以形成

具有一定尺寸、形状和机械强度的均匀坯体，随后，通过烧结工艺将坯体转化为制品。因此，

粉末原料的化学性质以及总组成、粉料的表面化学、颗粒形貌、成型工艺及成型条件、烧结

工艺以及条件等每个方面都将直接影响陶瓷材料的显微结构，进而直接决定电子陶瓷材料性

能。电子陶瓷制备工艺复杂，技术壁垒高。自主技术体系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行业的整体发

展。长期以来，高价值核心工艺掌握在日美等外资企业手中，中国电子陶瓷企业产品单一、

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但近几年，自主核心技术体系的不断升级为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陶瓷外壳、陶瓷基座等电子陶瓷配套器件国产化。

中国本土电子陶瓷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不断加大自主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从陶瓷粉料生

产到制备烧结等流程，都实现了自主技术的升级和突破，行业整体技术实力得到不断升级和

发展。例如，山东国瓷材料建立了省级电子创新平台，汇集海内外高技术研发人才，研发出

连续制备钛酸钡粉体的工艺、多层陶瓷电容器用钛酸钡基介电陶瓷材料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及

应用，并主持制定了《电子工业用高纯钛酸钡》行业标准、《纳米级二氧化钛》和《硅橡胶

用气相二氧化硅》国际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在电子陶瓷粉体领域的垄断，成为行业领军企

业。三环集团通过对电子陶瓷系列配方材料制备技术、微小及高精密产品挤压、注射、流延、

叠印制作技术、密堆积烧结和气氛保护高温龚少技术、陶瓷金属化、多种形式精密研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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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用设备。精密模具设计制作等核心技术，形成了自主生产和加工的工艺技术路线，打通

了材料、工艺、装备全方位技术水平，保证了产品高质量、高效率开发、规模化量产、低成

本优势，使多项产品占据全球重要市场份额。 

电子陶瓷企业、研究单位及高校对各类电子陶瓷研发的持续投入推动行业内电子陶瓷专

利技术持续更新。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务服务平台检索数据，电子陶瓷相关专利和技

术达 907 项，近 40 年来，电子陶瓷专利每年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见图

3-1）。自主核心技术体系逐渐形成，为全行业高效率、高质量健康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

用。 

图 3-1	 中国电子陶瓷专利数量，1986-2019 年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3 全产业链逐渐成熟 

全产业链逐渐成熟，主要体现在上游原材料受制于进口的局面被打破、以及中游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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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提升和下游需求稳定三方面。上、中、下游形成生态闭环，为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提

供了规模化、低成本、高质量的发展优势。电子陶瓷下游需求领域广泛，已形成稳定且庞大

的市场需求，在当前阶段，上游和中游是制约全产业链成熟的关键环节。 

（1）上游原材料国产化能力提升，逐渐摆脱受制于外资企业的局面。上游电子陶瓷粉

体生产企业在关键性粉体制备技术上已经逐渐打破日本、美国等企业的技术垄断，可以量产

钛酸钡、氧化锆材料、MLCC 介质介质材料、微波介质材料等系列高品质电磁陶瓷粉体材料，

成本远低于国外同类型产品价格，保证了对下游企业高质量原材料的供应。 

（2）中游企业规模化量产推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电子陶瓷应用领域广，产品规

格型号多，只有实现大规模生产，才能提供不同型号及规格产品，满足不同类型客户需求。

电子陶瓷企业的的规模化生产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材料采购成本并摊低单位产品设备折旧成

本，还可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中优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前，电子陶瓷行业处

于成熟优化阶段，行业龙头企业将凭借内部技术升级改造及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形成

绝对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而规模较小，产能较低且盈利空间较小的中小企业将会被淘汰，

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集中度与产能的有效利用率得到提高，推动电子陶瓷产业链进

一步升级发展。  

中国已经在大部分的电子陶瓷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闭环，这将会推动行业整体

快速发展，为实现进口替代、扩大市场规模、抢占国际市场创造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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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制约因素分析 

4.1 短期内制备技术瓶颈难以突破 

中国部分电子陶瓷的理论研究和实验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超过日美企业，

部分电子陶瓷产品已基本实现大批量量产，产品质量稳定，可占据一定全球市场份额。但总

体而言，在上游制造装备及高端粉体制备技术方面与日美企业水平存在差距。短期内，制备

技术瓶颈对行业发展形成一定制约。当前面临的技术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电子陶瓷制造装备加工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电子陶瓷企业制造装备已经部分实现了国产化，但是国产化制造设备以仿制居多，

与国外研发的制造设备具有一定的加工水平差距，导致部分电子陶瓷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暂时无法与国外产品相比，市场竞争力不强。 

（2）高端粉体制备技术发展不均衡 

中国部分高端粉体制备技术还未取得突破，依赖进口。例如碳化硅、氮化铝等多种陶瓷

粉体尚无专业化生产企业，使得三环集团、风华高科等龙头企业不得不“自产自销”。例如：

高纯氧化铝粉，日本企业 99.99%氧化铝粉烧结温度只需 1300℃，而中国本土企业需要到

1600℃以上。高纯氮化硅粉仍受到日本 UBE 和德国 H.C.Stark 的限制，本土企业在粉体质

量上仍存在较大的波动。 

综上，短期内存在的两大技术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子陶瓷行业的部分领域的均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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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游原材料受限带来风险 

电子陶瓷原材料的化学成分包括氧化锆、氧化铝、氮化硅、碳化硅、氮化铝、钛酸钡，

以上几类化学成分主要涉及的原材料矿产资源以铝矿石、锆矿石为主。两类矿石的产量、质

量和价格波动影响电子陶瓷原料生产水平。 

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到 2017 年末中国已查明铝土矿资源储量 50.9 亿吨，其

中基础储量约 10.1 亿吨，中国铝土矿资源静态保障年限仅不到 10 年。中国铝土矿受到环

保督查、矿山整顿、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等的政策限制产量以及基础条件差的影响，供给产

量和质量低。为保证生产的稳定性，氧化铝企业被迫增加高品位矿石采购，2018 年高品味

矿石的矿价已涨到 1000 元/吨。中国高品位铝土矿稀缺，严重依赖进口，进口依存度高达

40%-50%，这将使中国电子陶瓷上游的原材料企业面临价格波动以及供应量逐渐减少的现

实压力。 

中国锆矿石资源稀缺，储量仅有 50 万吨，占全球锆矿资源的 0.6%，且矿石品质较差，

长期依赖进口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锆英砂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 90%。受到需求拉动、矿企

减产、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影响，国际锆英砂巨头报价不断提高。中国国内价格涨价幅度较

大，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由 4.1 万元/吨上升至 6.4 万元/吨，电子陶瓷上游氧化

锆市场价格也同步上升，增加了电子陶瓷行业的生产成本。 

铝土矿和锆矿石资源是电子陶瓷上游原材料的主要来源，由于进口依存度高，受国家

贸易摩擦、进出口政策、供给减产等影响，长远来看，将会对电子陶瓷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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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5.1 电子陶瓷行业支持政策 

电子陶瓷属于基础电子产业，基础电子产业是电子整机产品发展的基础，其发展质量和

追评直接影响电子信息产业的综合竞争力，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

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基础电子产业发展动力及战略性得以更加凸显。由此中国政府颁布一系

列措施，推动中国电子陶瓷行业转型升级（见图 5-1）。 

 宏观政策助力行业转型升级。2015 年 5 月，中国工信部发布《<中国智造 2025>重点

领域技术路线图》，明确将电子陶瓷列入关键战略材料。2016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

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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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现中国从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战

略性转变。以上两项政策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新材料行业发展的整体性目标。以上两项政策理

清了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的宏观目标，对电子陶瓷国产化扶持力度加大，刺激了电子陶瓷

行业研发和投资力度，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 

细分政策指明行业发展重点。2016 年 12 月，中国工信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信息产

业发展指南》，该项指南明确提出，以半导体材料为重点，加快功能陶瓷材料、低温共烧陶

瓷（LTCC）多层基板等量大面广电子功能材料发展。大力发展满足高端装备、应用电子、

物联网、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需求的核心基础元器件，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以

信息产业领域运用为目标，明确了电子陶瓷在信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2017 年 4 月，

中国科技部发布《“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重点发展陶瓷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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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陶瓷材料、功能陶瓷材料等制备及应用的关键共性技术。该项规划从技术发展路径、未

来发展防向明确了电子陶瓷行业以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发展目标。同时提

出了以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创新政策、组织实施机制四项具体配套政策支持措施，为

行业整体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2017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新材料关键技术产业化

实施方案》，将电子陶瓷—高性能氮化硅陶瓷材料列入重点发展对象，并制定了产业化项目

配套指标要求。 

图 5-1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支持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2 电子陶瓷行业监管政策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目前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政府着力通过提高新材料行业政务服

务水平，以服务为导向，为行业发展提供应用示范、测试评价、资源共享三大平台服务方

案。同时，积极着手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建立起国家推荐性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导（见

图 5-2）。 

国家级新材料三大平台建设将为电子陶瓷行业高水平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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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相继在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4 月发布了新材料三大平台建设方案，包括《国

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建设方案》、《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建设方案》和《国家新

材料产业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方案》。其中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将为电子陶瓷行业填补生产应

用衔接空缺，缩短电子陶瓷产品开发应用周期。测试评价平台将有助于解决电子陶瓷在行

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评价短板，提升中国电子陶瓷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业资源共享平台

将为电子陶瓷行业搭建资源开放共享的专业化网络平台，为电子陶瓷行业发展集合企业、

用户、科研院所、互联网机构力量，提供仪器设施共享、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标准、

认证、融资、人才等全方位的服务。 

国家标准体系逐渐完善促进了电子陶瓷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根据行业标准备案 新信

息公示，1985 年至 2016 年，现行电子陶瓷国家标准 38 项，行业标准 28 项，覆盖名词

术语、技术条件、材料性能测试方法、产品规范四类主要内容。经过 20 年的发展，电子

陶瓷国家及行业标准体系基本建立，标准数量增多，覆盖范围扩大，为电子陶瓷行业技术

体系的完善和推进提供了基础支撑，提升了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2002 年，中国信息产业部电子标准化研究所参照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结合已有

国家标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子和电气陶瓷性能试验方法(GB/T 

18791-2002)》，为电子陶瓷在体积密度、显气孔率、绝缘强度、介电常数、体积电阻率

等方面提供了共有的基本参数测试方法。2016 年 1 月，国家质量监督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正式实施了六项电子陶瓷标准，包括《电子元器件结构陶瓷材料》、《电子元器件

结构陶瓷材料性能测试方法第 3 部分：平均线膨胀系数测试方法》、《电子元器件结构陶瓷

材料性能测试方法第 4 部分：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角正切值的测试方法》，标志着电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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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细分领域结构陶瓷测试方法在原 1985 年发布标准基础上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电子

陶瓷标准体系逐渐完善和发展为电子陶瓷行业企业在产品质量严格把控、对标国际标准方

面提供了可参考的指导性标准规范。 

图 5-2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监管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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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1 产品集成微型、绿色环保化发展 

电子陶瓷是一类可广泛应用于光电子工业、微电子及电子工业制备的基础元件，是关系

到电子工业发展关键高新材料。随着现代通讯、智能制造、光电子和微电子向集成化、微型

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为了满足新技术对电子陶瓷元件的要求，研发高性能复合型的电子

陶瓷成为了必然发展趋势。其中新型电子陶瓷元器件及相关材料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技术集成化和结构微型化联合运用 

高性能电子陶瓷的开发依赖现代新型复合电子陶瓷材料制备技术。纳米陶瓷制备技术及

纳米级陶瓷原料、快速成形及烧结技术、湿化学合成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化极大推动了电

子器件的微型化、功能集成化、片式化进展。 

随着电子元器件的微型化技术的发展，电子陶瓷微型化和高性能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例

如：（1）微型化技术和陶瓷薄膜化的联合运用，可以生产用于信息控制的高效微装置。（2）

高性能、高品质多层陶瓷电容器以高纯度介电陶瓷为原料，采用薄层化与高精度技术，使得

产品小型化与大容量化兼容性良好，不仅用于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等无线通信终端、液晶显

示屏等数码设备，还广泛用于工业与车载设备。（3）宇阳科技研发的超微型 MLCC 适合 SMT

高密度贴装，可以匹配智能手机、智能穿戴产品等移动终端日益轻薄化、多功能化的需求。

技术集成化和结构微型化联合运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技术趋势。 

（2） 绿色环保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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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发布的 RoHs 指令和 WEEE 指令《关于在电气设备中禁止使用

含铅等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规定所有电子电器生产商、进口商

支付 10 大类 145 种报废产品在欧盟回收、处理及再循环的费用，形成了电子元器件环保无

害化的国际型标准。 

以电子陶瓷中被广泛应用于微机电系统和信息领域压电陶瓷为例，压电陶瓷含有大量的

氧化铅，氧化铅属于易挥发的有毒物质，在生产、使用、和废弃后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为了减少污染，中国相关部门和电子陶瓷行业协会已经采取各种规定措施，组织各企业压电

陶瓷无铅化方面的研究，优化无铅压电陶瓷的机电耦合系数。例如，淄博宇海已经在该类环

保无铅陶瓷取得了技术突破，可以生产各类多层压电变压器、多层压电驱动器、片式化压电

频率器件、声表面波(SAM)器件、薄膜体声波滤波器等压电陶瓷器件。以宇阳科技为例，从

设计研发开始导入环保管理，采用环保材料和环保工艺，保证产品符合 RoHs 指令和 REACH

法规要求。 

6.2 5G 红利将刺激行业资本热度提升 

5G 高频时代下，中国 5G 中频段规划将达到 3.3-5.0GH，高频段将达到 26GHz，对应

的载波波长减小，相应的覆盖范围减小，高速率的实现要求更密集的宏基站和微基站，预计

5G 基站数将是 4G 时代的 4-5 倍，中国基站数量可达到 600 万站。5G 基础通信设施以及

5G 智能手机将成为通信技术更新换代的红利领域，推动其上游相关电子陶瓷需求数量的迅

速增长，引发 5G 用电子陶瓷行业的资本投资热度。 

5G 时代下，陶瓷滤波器被大规模广泛应用将带动微波介质陶瓷的用量大幅提升，吸引

大量资本的投入。滤波器是基站射频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通信基站、终端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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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模块中。4G 时代，通信设备商主要采取金属腔体滤波器，5G 时代，陶瓷滤波器

在同等频率下，产品的体积小、重量轻且成本低。5G 采用了 AAU 射频单元集成化与 Massive 

MIMO 大规模天线阵列等通信技术，对滤波器的小型化与轻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

微波介质陶瓷滤波器成为 5G 时代滤波器的主流选择。。5G 商用时代，手机需要支持的无线

通信频段将会由 4G 时代的的 41 个增加至 91 个，手机每增加一个频段，则需要增加 2 个

滤波器。而陶瓷滤波器的性能和结构更能满足 5G 智能手机生产需要。2017 年，东山精密

1.71 亿元收购艾福电子 70％股权，切入陶瓷介质新材料业务，实现 5G 产品的全方位整合，

已经取得了华为 5G 陶瓷介质滤波器的订单。 

另外，陶瓷智能手机背板具有无信号屏蔽、硬度高等特点，更加符合 5G 高频通信时代

要求，增长迅速。2019 年，工信部已经向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发放 5G 商用牌照，华为、

苹果、小米等手机厂商加紧 5G 手机研制，吸引了众多企业布局陶瓷手机背板领域，河北汇

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已投资 5 亿元用于建设陶瓷手机背板生产线。 

5G 红利激发移动通讯及消费电子领域对电子陶瓷元件的需求，激发资本投资热度提升。 

6.3 国产替代进口将成为主流 

电子陶瓷是电子元器件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与日本、美国电子陶瓷企业相比，在

生产规模、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中低端产品居多，附加值较低、很

多电子整机中技术含量高的陶瓷元件仍然依赖进口。中国电子陶瓷产业已建立起以潮州三环、

火炬电子、风华高科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电子材料和元器

件公司，但中国本土企业只占有中国市场不到 20%的市场份额，剩余市场份额依然被日本、

美国等外资企业占领（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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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中国电子陶瓷企业占大陆市场份额，2018 年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在中国电子陶瓷技术升级、产品价格优势及质量提高的背景下，国产替代进口将成为未

来发展浪潮。2017 年起，日韩企业退出部分中低端电容陶瓷生产，向小型、大容量高端类

产品升级，所释放的部分中低端市场将会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厂商承接，为国产替代提供了机

遇。 

根据对潮州三环、风华高科等行业龙头企业年报中的战略部署，持续扩大产能及引入新

客户，填补外资企业产能不足的缺口成为各公司未来发展的首要方向。例如，三环通过垂直

一体化生产链布局，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在进口替代的过程中，多款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占据

了极高的市场份额，其中光纤陶瓷插芯及套筒、陶瓷基片、半导体陶瓷基座三款产品的全球

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60%、50%、20%。风华高科新增月产 56 亿只 MLCC 技改扩产项目，

释放新增新增产能。火炬电子 2017 年新建多层瓷介电容器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2018 年

收购主打单层电容器、陶瓷介质基片产品的广州天极电子 60%股权，进一步扩大电子陶瓷

类产品产能，抢占市场份额。 

电子陶瓷材料产能进一步扩大以及自主核心技术提升，使中国电子陶瓷产业逐渐具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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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替代进口的能力，电子陶瓷国产替代进口将成为未来发展主流。 

7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7.1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全球电子陶瓷市场已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主要参与者集中在日本、美国、欧洲、

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村田、京瓷、德山化工、住友化学、富士钛、TDK 等日本企业占

据世界电子陶瓷市场约 50%市场份额，Ferro、CeramTec、罗杰斯等美国企业占据约 30%

市场份额，以上国家电子陶瓷产业起步早、技术积累深厚，依然垄断全球高端电子陶瓷产品

市场产品。 

2017 年，中国市场上约有至少 300 家电子陶瓷生产企业，数量较多，包括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和众多民营企业，其中以日本、美国为主的企业占据 80%的市场份额，中国电子

陶瓷企业占据整体市场份额较低。由于技术和资金壁垒比较高，中国电子陶瓷市场形成风华

高科、潮州三环、火炬电子等一批龙头企业（见图 7-1），占据本土市场 8.0%，6.5%、5.0%

市场份额。由于电子陶瓷种类繁多，产品应用范围广，每家企业会在某些细分品类上占据一

定市场份额。 

不同类别的电子类陶瓷产品细分市场中，市场格局呈现一定差异。由于中国在绝缘装置

瓷、半导体陶瓷、电容陶瓷、光电陶瓷方面技术积累深厚，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已经逐渐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可实现规模化量产，并出现了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龙头企业。在中国，

三环集团是 大的电子陶瓷龙头企业，产品基本覆盖了所有的电子陶瓷类别，在光纤陶瓷插

芯、燃料电池陶瓷隔膜板、陶瓷电容器、陶瓷封装基座等多个细分市场都有较为明显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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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宇阳科技在陶瓷电容器领域、佳利电子在微波介质陶瓷领域都占据了重要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高端陶瓷封装、压电陶瓷、离子陶瓷市场基本被外资企业垄断，各种核心零部件

的陶瓷外壳、陶瓷基座依赖于进口，中国本土企业占据市场份额极少。 

图 7-1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主要竞争者介绍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7.2 中国电子陶瓷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南京科敏电子有限公司 

南京科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敏电子”）成立于 1995 年，位于南京南京市江

宁滨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热敏电阻器及温度传感器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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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高新企业。科敏电子拥有专门研发机构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主要产品包含压敏电阻

器、热敏电阻器、光明电阻器、瓷介电容器等，经过在质量把控、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改造、

工艺优化等多方面改造，实现了多品种、高质量、系列化、规模化生产，产品销售量逐年递

增。科敏电子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与行业口碑，积累以创维集团、山特电子、长城电子、科

士达、康冠电子等大批稳定客户，产品远销到香港、台湾、日本、欧洲及北美，与国际客户

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 

科敏电子的电子陶瓷类产品包括 NTC、PTC 热敏电阻系列、MYG 压敏电阻系列、CDS

光敏电阻系列、瓷介电容器系列、温度传感器系列等。其中 NTC 热敏电阻系列可适用于转

换电源、开关电源、各类电加热器、各种电子装置电源电路的保护以及彩色显示像管、白炽

灯及其它照明灯具的灯丝保护。MYG 压敏电阻系列包括 MYG 压敏电阻和 MYG 型氧化锌

压敏电阻器两类，具有体积小，通流量大，保护能力强等特点。瓷介电容器系列包括圆片介

质电容器、温度补偿性圆片瓷介电容器、CS1 半导体瓷型圆片介质电容器在内的各类电容

器产品。 

 核心优势 

（1） 规模化生产，销售网络覆盖全球 

科敏电子为应对下游电子产品市场持续旺盛的需求，相继建成南京、深圳、杭州研发和

生产基地，规模化生产能力雄厚，销售网络覆盖全球。科敏电子进驻滨江经济开发区、建立

了占地 10 亩的新生产基地，年电阻器生产能力可达 1.5 亿只，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深圳

市科敏传感器有限公司，为规模化生产储备行业技术研发团队和专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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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生产基地的建立分别融合了技术研发、规模生产、销售网络建立等不同的战略布局

重点，使得科敏电子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实力、30 多项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和 KBS 管

理系统，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满足了客户非标准定制情况下的规

模化量产。以科敏温度传感器为例，目前科敏电子是中国唯一通过 AEC-Q200 认证的厂商，

使其成为新能源汽车温度传感器生产行业领导者，已占领新能源汽车领域 30%的市场份额。 

依托强大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和全方位销售服务体系，产品已销售到已远销到德国、土耳

其、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 

（2） 专业质检体系，质量控制对标国际水平 

科敏电子通过引进各类专项试验测量仪器、完善质量控制流程等措施，建立专业质检体

系，产品质量标准控制对标国际标准体系，产品质量可靠性形成了极强的市场竞争力。科敏

电子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 CQC 产品安全认证、ISO9000 和 ISO14001 国际标准质量

认证、SGS 环保认证、加拿大（C-UL）认证，正着手申请欧盟 VDE 认证。科敏电子在中

国和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方面的努力，促使本公司产品质量标准的提升，同时也获得了进入国

际市场的通行证。 

 淄博宇海电子陶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淄博宇海电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宇海”）成立于 1966 年，位于淄博市博

山开发区，是专注于生产压电陶瓷材料、敏感元件与传感器的民营高新企业，是中国电子元

器件行业协会电陶分会理事单位。淄博宇海拥有敏感元件与传感器的专用设备 150 多套，

具备干压、轧膜、等静压成型的先进工艺手段及加工平面、外圆、内圆、球体等其他异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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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高精度设备，主要产品包括压电陶瓷元件系列、压电陶瓷器件系列、无铅压电陶瓷系列

等产品，拥有 30 多个水声、电声、超声、计量、通讯、探测、自动控制、引燃引爆等用途

的成熟敏感元件材料配方，技术研发能力强，是压电陶瓷行业领域的标杆企业。 

 主要产品 

淄博宇海主要产品主要围绕“压电陶瓷”进行研发和生产，包括压电陶瓷主要材料、压

电陶瓷元件、压电陶瓷条/片/环/管/半球、压电陶瓷器件、无铅压电器件等各类型规格产品，

产品种类可达 1000 种，且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进行专业定制。 

 核心优势 

（1） 技术研发实力雄厚，产品附加值高 

淄博宇海依托发展历史长达 50 余年，行业资源积累丰富，已同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技术研发实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淄博通过从材料配方关键技术入手，采

用微量元素掺杂技术，突破了压电陶瓷材料的性能瓶颈，材料压电性能及产品稳定性超越了

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形成了 30 余个功能材料系列，形成了上千品种的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品

类。淄博宇海通过减少低附加值产品订单策略，增加高产品附加值策略，实现了公司利润的

大幅增长。  

（2） 销售网络遍布全球，客户资源丰富 

淄博宇海下游应用领域广泛，覆盖海洋探测、电子产品、卫星通讯等几十个行业，因此

拥有庞大的客户基数群，积累了大批客户资源，为中国数百个厂家和科研单位提供上千品种

产品。同时淄博宇海所为中国海上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通讯卫星发射重点工程配套的产

品服务，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的表彰，为其较高行业声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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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背书，提升了海内外企业知名度。淄博宇海通过长期的信誉、产品和技术积累，已经

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发过、德国等 26 个国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形成覆盖全

球的销售网络，为公司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销售渠道。 

 湖南省美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美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程陶瓷”）成立于 2010 年，位于新化

县经济开发区特种陶瓷产业园，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特种陶瓷民营高新技

术企业，是中南大学重点项目合作单位。公司建有专业的研发检测中心、模具制作中心和

原料配送基地，主要生产温控系列陶瓷、电光源系列陶瓷、电阻系列陶瓷、直发器陶瓷、

传感系列陶瓷。美程陶瓷拥有先进的陶瓷纳米金属化技术和陶瓷精加工能力，2012 年 8

月，公司产品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3 年，基于干压成型工艺制备复杂

结构高性能电子陶瓷技术于 2013 年 1 月通过了省科技厅的科技成果鉴定，技术水平达到

“国内领先”。  

 主要产品 

美程陶瓷主导产品包括 95 系列陶瓷、温控器系列陶瓷、新能源系列陶瓷、传感器系

列陶瓷，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通信互联、新能源汽车、城市轻轨、航空航天、机

器人等领域。同时公司建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已具备具备年产 1.2 亿件温控器

陶瓷生产线、年产 3000 万只真空封接陶瓷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核心优势 

（1）研发团队实力雄厚，自主研发能力强 

美程陶瓷自建立起就确立了自主研发、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以教授、专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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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研发团队，并与清华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长期产

学研合作关系，已经形成完善的研发及人才引入机制。美程陶瓷通过不断提升研发实力，

解决了温控器陶瓷开关盒、陶瓷粉料配方、金属化膏剂配方等技术性难题。2018 年，美

程陶瓷经湖南省科技厅批准创建湖南省电子功能陶瓷研究中心，技术研发实力得到进一步

加强。截止 2019 年，美程陶瓷已拥有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新申请专利

21 项专利正在受理中，自主知识研发实力雄厚。 

（2）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品牌优势显著 

  美程陶瓷位于中国 具规模的电子陶瓷产业陶瓷基地——新化县。新化县电子陶瓷产

业集群历史悠久，覆盖电子功能陶瓷、复合结构陶瓷、精细陶瓷和新型陶瓷材料等多个细

分产业链。电子陶瓷产业作为新化县 重要的经济发展支柱，新化县政府不仅出台了《关

于扶持特种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扶持特种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等具体扶持政策、

同时还整合政府资源优势，为电子陶瓷企业搭建电子陶瓷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等系列措施，大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美程陶瓷在产业政策支持及配套优势下，综合实力成长显著，品牌优势逐步凸显。

2014 年-2018 年，美程陶瓷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湖南省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湖南省工业品牌示范企业，并获得娄底市科技进步奖、湖南省创新创业

大赛优秀奖、湖南好产品称号、3A 质量信用等级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

国制造网金牌供应商等。此外，美程陶瓷凭借过硬的技术优势和产品质量，与比亚迪、特

斯拉、美的、海尔、格兰仕等知名企业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行业品牌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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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已

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站式

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专业、 完整、 省时的行业

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

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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