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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贸易战时间线梳理

3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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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2，美国宣布
对从中国进口的商
品大规模征税

18.4.16，美国制
裁中兴通讯

18.11.19 ， 美 国
商务部工业安全
署出台针对关键
技术和产品的出
口管制草案

18.7.13，美国解
除对中兴通讯的
出口禁令

18.12.2，中美领
导人会晤，约定
不加征新关税

19.5.5 ，美国提
升2000亿美元商
品关税至25%

19.5.15，特朗普宣
布进入国家科技紧
急状态，将华为列
入实体清单

19.11.7，中美磋
商，同意分阶段
取消关税

19.1.20 ，
流感爆发

持续谈判磋商

5次推迟华为禁令

20.3.27，媒体曝光
美国或将禁止台积
电等企业向华为供
应芯片和设备

20.4.9 ，
美国威胁
吊销中国
电信在美
经营许可

19.10.8 ，包括
海康、大华、
讯飞等28家中
国企业被列入
“实体清单”

美国对国内科技产业限制的影响：1）打击中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能力；2）打击华为和中
兴等在海外的通信布局；3）推动国内半导体供应链的国产化和去A趋势

图1：申万电子指数（2018.1.1-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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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或成为下一
步限制的重点

4
资料来源：路透社，新华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2017.1

美国发布《确保美国
半导体的领导地位》，
将中国半导体发展列
为“威胁”

2018.4

禁止美国企业向中
兴销售零部件，7月
达成和解，部分解
除禁令

2018.8

美国发布国防授权法
案，限制政府采购华
为，中兴，海康，大
华生产设备

2018.12

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
府司法互助要求逮捕
中国华为公司CFO孟
晚舟

2019.5

美国商务部以国家
安全为由，将华为
公司及其70家附属
公司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名单”

2019.7

美国部分恢复向
华为供货，安卓
等操作系统暂未
完全解除禁令

2019.8

美国延长华为禁
令90天至11月

2019.11

美国禁止美国农村地
区运营商使用通用服
务基金购买华为设备，
再次延长华为禁令90

天至2020年2月

2020.02

美国再次延长禁令45

天；美法院判决国会
有权禁止联邦机构从
华为购买产品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使美国在制裁华为的同
时本土企业也受到严重伤害，从美国连续五
次主动延迟对华为禁令的态度来看，这种双
方产业的互相依赖，在短期仍有可能为华为
在美国的制裁下赢的一定回旋空间

1、美国国内多个机构已商定同
意采取新的措施，或将禁止台积
电等企业向华为供应芯片和设备
2、美国延长华为禁令至4月22日

2020.03

图2：美国科技制裁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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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商，制裁后海外份额有所下降

5

资料来源：IHS Markit，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华为是全球通信设备的龙头厂商，也是5G通讯竞争中的领导厂商。截止2018年，华为全球主设备商无
线接入设备份额达到31%，大幅领先与竞争对手爱立信、诺基亚朗讯和中兴通讯等；而在5G竞争中，
华为处于领先地位，截止2018年底，华为拥有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1970件，约占全球的17.2%。

美国的制裁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华为的发展，使得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受益。爱立信2019年营收增长8%，
高于华为运营商业务的增速3.8%；其毛利率为37.3%，增长4.9个百分点；诺基亚2019年网络业务增长
5%。但整体上，两者的营收规模与华为差距较大，短期难以撼动华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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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TSI，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3：2011-2018年全球主设备商无线接入设备份额 图4：2018年底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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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海外出货量下滑较大

6

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逐年提升，已发展为其最大的收入来源。华为消费者业务产品全面覆盖手机、
移动宽带及家庭终端，其中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逐年提升，2017-2019年分别为9.7%、12.9%和14%。

手机海外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国内市场持续扩张。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包括禁用谷歌的GMS、禁售美系
芯片等，海外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国内市场持续扩张，使得从2019Q2开始华为手机海外出货量和海外
收入有所下滑。

资料来源：IDC，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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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华为海外手机出货量情况（万台） 图6：华为海外手机销售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IDC，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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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为业绩仍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各项业务收入均有增长，
国内收入占比提升

7

面对美国制裁和需求不景气的影响，华为海外市场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保持了较强的韧性。营收增长
19%，净利润增长5.6%；消费者业务增长34%，占比提升；海外收入有所萎缩，国内收入提升至59%。

1.5%
2.3%

4.0%
4.8%

5.5%

7.3%

8.9%
9.7%

12.9%

14.0%

0%

2%

4%

6%

8%

10%

12%

14%

16%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运营商业务 企业业务 消费者业务
其他 YoY

资料来源：华为年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业务 2018 2019 YoY 18占比 19占比

运营商业务 2858 2967 3.80% 39.63% 34.55%

企业业务 826 897 8.62% 11.45% 10.45%

消费者业务 3489 4673 33.95% 48.37% 54.41%

其他 39 51 30.60% 0.54% 0.60%

合计 7212 8588 19.08% 100.00% 100.00%

业务 2018 2019 YoY 18占比 19占比

中国 3722 5067 36.16% 51.60% 59.00%

欧洲中东非洲 2045 2060 0.72% 28.36% 23.99%

亚太 819 705 -13.90% 11.36% 8.21%

美洲 479 525 9.59% 6.64% 6.11%

其他 147 231 57.01% 2.04% 2.69%

合计 7212 8588 19.08%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华为年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华为年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1：华为收入拆分（按业务） 表2：华为收入拆分（按地区）

图7：华为2011-2019年收入构成 图8：华为手机全球市占率

资料来源：IDC，中信建投证券
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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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应对制裁，分别做出短中长期布局以应对持续经营风险

9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从中长期看，美国压制中国科技企业的趋势不会改变，面对美国持续的制裁压力，华为从短中长期分
别作出决策保证其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短期：提前备货关键元器件，库存周转由半年拉长至两年
中期：要求台积电、日月光等供应商在大陆布局产线
长期：加大研发提高芯片自给率，大力发展鸿蒙系统生态，加强国产替代，寻求国内优质供应商

关键元器件提前备货

• 向村田制作所、东芝
存 储 器 、 京 瓷
（ Kyocera ） 和 罗 姆
（ROHM）等日本芯

片和元器件供应商提
出增加智能手机零部
件供给的要求

• 除了日本供应商之外，
华为也在增加台湾地
区的采购量，如大立
光等订单明显增加

要求部分供应商在本土
布局

• 华为要求台积电、日
月光等中国台湾供应
链合作伙伴将其产线
迁往大陆，并在今年
底之前完成

• 华为开始考虑海思半
导体芯片制造的大部
分产能移往大陆的可
能性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芯
片自给率

• 2018年海思发布了多款

针对数据中心、高速网
络、固态硬盘、人工智
能及高效能运算新芯片，
全力提升芯片自给率，
并采用16nm及7nm等先
进制程

• 2019年华为发布全球首
款5G SOC芯片麒麟990

寻求替代的供应商

• 华为加强国内供应链
选择，加大对国内供
应商的购买力度，令
其采购团队寻找更多
的潜在供应商，以谨
防被禁止选择美国零
部件

• 自2018年下半年起，

华为开始放宽对供应
商认证资格的条件，
以应对出货量增长的
局面

短期 中期 长期

图9：华为应对策略分析

http://ipoipo.cn/


2.1 华为应对措施一：加速国内半导体投资布局

10

日期 投资公司 主营业务 哈勃占比

2019年08月 山东天岳 半导体材料 10%

2019年08月 杰华特微电子 电源管理芯片设计 6%

2019年09月 深思考 人工智能 3.67%

2019年11月 苏州裕太车通 车载核心通讯芯片 10%

2019年12月 上海鲲游光电 晶圆级光芯片 6.58%

2020年01月 无锡好达 声表面波器件 5.66%

2020年01月 庆虹电子 连接器 32.14%

2020年04月 新港海岸 高速传输芯片 8.57%

2020年04月 中电仪器 通信部件 8%

资料来源：天眼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2019年4月，华为成立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勃”），注册资本17亿元。

• 截至4月10日，哈勃共投资9家企业。华为一直重视芯片等核心器件的研发，尤其在受到以美国为主
的海外限制的时候，对核心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尤为重要，从哈勃的阶段性投资布局来看，半导体产
业链对华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投资特点：1）半导体产业链公司；2）9家中有6家与汽车电子有关；3）自主研发的技术。

• 投资方向：哈勃的投资基本围绕华为的主业，涉及通信、芯片、器件、半导体材料等，有利于培养
国产产业链，另一家为AI技术公司，在智能手机、智能车等方向有广泛应用，不偏离华为业务方向

• 投资规模：目前哈勃均为前五大股东，且部分项目持股比例更高，可见战略投资目的明确。

• 从长远来看，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可能是华为哈勃的最终目的。

表3：华为旗下投资公司哈勃科技投资一览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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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岳：半导体碳化硅材料制造商，主要产品有4H-导电型碳化硅衬底材料、6英寸-导电型碳化硅衬底材
料、4英寸高纯半绝缘衬底材料等，产品具有耐高压耐高频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大功率高频电子器件、半导
体发光二极管、通讯、物流网等领域

• 杭州杰华特：致力于功率管理芯片的研究，为电力、通信、电动汽车等行业用户提供众多先进、可靠、系
统的解决方案与产品服务，目前公司拥有电池管理，LED照明，DC/DC转换器等产品

• 深思考人工智能（iDeepWise）：专注于类脑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核心科技的AI，最突出的技术是“多模态

深度语义理解引擎技术”，可实现对长文本的机器阅读理解技术、自由跨域的多轮人机对话技术、对多种
模态信息的语义理解

• 裕太车通：车载核心通讯芯片研发商，专注于车载以太网芯片研发，其产品在在参数和功能上逐步超越国
外同类芯片

• 鲲游光电：专注于晶圆级光学，专注“光芯片”层级，做精做深核心元件。目前鲲游光电重点关注三类产
品：3D传感微纳光学元件、全息光栅AR光波导、光通信高速光链路

• 好达电子：声表面波器件制造商，拥有0.25um微线条芯片生产线，能CSP倒装产品封装的生产线，主要产品

有中频声表滤波器、声表谐振器、双工器及其它射频滤波器等，应用于手机、通信基站、汽车电子及其它
射频通讯领域。（表面波器件的产量国内名例前茅，质量及技术指标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 庆虹电子：致力于连接器，公司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要产品有工业用连接器。产品适用于
通讯网络﹑计算机﹑服务器﹑通信交换机等领域

• 新港海岸：成立于2001年，主要从事高速传输芯片的研发，产品包括高清显示领域芯片和高速光通信芯片
两大类。该公司在高清显示领域已发布11款产品，应用于4K电视、广告机、车载显示器、LVDS视频卡、多
屏显示器、POS、平板电脑、VR等设备，其中7款已进入生产或量产阶段

• 中电仪器：成立于2015年5月，是中国电科集团下属二级企业，公司以中国电科第四十、四十一研究所为核
心，主要从事微波/毫米波、光电通信、数字通信、基础通用类测量仪器以及自动测试系统、微波毫米波部
件等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

2.1 华为应对措施一：加速国内半导体投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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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为应对措施二：推出HMS应对谷歌禁令

• GMS生态无法使用，开发推广HMS生态。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加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2019年9月Mate 30系列及之后发布的新机型将无法得到Google的授权更新。缺少Google的授权并不
仅仅是无法使用Google App系列产品，最重要的是无法调用Google 的APIs 套件，Uber 、Line 、
Facebook 及 Airbnb 等热门App因为需要调用Google APIs 套件，也同样无法使用，在此背景下，华为
推出HMS以应对由于无法使用GMS的情况。

资料来源：谷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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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GMS全家桶（部分应用）

http://ipoipo.cn/


2.2 华为应对措施二：推出HMS应对谷歌禁令

• 应对GMS，HMS做了什么？

※ HMS是对标谷歌GMS服务的产品，包含一整套开放的 HMS Core、HMS Apps（包括华为云空间、华
为智能助手、华为应用市场、华为钱包、华为视频、华为音乐、华为阅读等组成的核心应用）、HMS

Capabilities、HMS Connect，及相应的开发、测试IDE工具。

※ GMS的核心应用有Google Play、Chrome、Google Search、Gmail、Google Map、YouTube等，其中
Google Play及Google Map最难替代。

1）对于Google Play，华为已储备10亿美元全球基金激励开发者，并对移植到华为HMS的App提供2

万美元的补助与奖励，此前华为在俄罗斯投入1000万美元吸引当地的开发者；华为在英国和爱尔兰
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投资2000万英镑（2600万美元）奖励给开发者；华为与印度150个应用科技公
司进行谈判，以使其在HMS上使用，MakeMyTrip和Gaana 等印度软件厂商已在平台上发布应用。

2）对于Google Map，华为已与荷兰导航和数字地图公司TomTom达成协议，将为华为的智能手机软
件提供TomTom地图服务，有望弥补华为新手机无法使用Google Maps的缺陷。
3）其他核心应用将通过自研或合作进行替代；非核心应用层面，华为将广泛与众多软件厂商合作。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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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HMS Core服务一 图12：HMS Core服务二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
证券研究发展部

http://ipoipo.cn/


2.2 华为应对措施二：推出HMS应对谷歌禁令

• 目前HMS Core已更新至4.0版本，在用户规模、开发者接入数量以及App数量等各方面实现快速增长:

※ 月平均用户数由2018年6月的4.2增至2019年6月的5.3亿；

※ 注册开发者由2018年6月的45万增至2019年6月的91万；

※ 在HMS Core体系的App数量由2018年6月的2万增长至2019年6月的4.3万；

※ 截至目前在17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全球开发者超过130万，接入HMS Core的应用数量有5.5万款。

GMS服务 HMS服务 备注

Goole Play 华为应用商店
Google Play是海外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应用商店，华为已经储备10亿美
元全球基金，鼓励开发者将App移植到华为HMS。

Chrome 华为浏览器
华为浏览器为华为手机用户提供集搜索、智能资讯推荐、导航于一体的优质
上网体验，同时根据用户偏好，更安全、个性化地呈现多元丰富的资讯，由
360和百度提供技术支持。

Google Search

YouTube 华为视频
内容提供方是芒果TV、优酷、腾讯视频，用户可畅享万部好莱坞及热门院
线大片

Gmail 华为邮件
支持邮件通用协议，比如imap、pop3、smtp以及eas；支持QQ邮箱、Gmail、
163邮箱、hotmail、outlook等多种个人邮箱，支持企业邮箱及高校邮箱

Google Map 华为地图
华为已与荷兰导航和数字地图公司TomTom达成协议，将为华为的智能手机
软件提供TomTom地图服务，有望弥补华为新手机无法使用Google Maps的缺
陷

资料来源：华为，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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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针对GMS核心应用领域，HMS解决方案

http://ipoipo.cn/


2.3 华为应对措施三：推出鸿蒙OS，发展物联网，性能具备替
换安卓能力
• 推出鸿蒙推进物联网战略。华为鸿蒙系统（HongmengOS）是华为开发的自有操作系统，鸿蒙操作

系统可以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等设备打通，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 物联网操作系统目前分为三大阵营：1）终端厂商，例如华为鸿蒙、三星Tizen；2）互联网巨头，例
如阿里AliOS-Things、谷歌Fuchsia；3）软件开发商，例如微软Windows10 IoT Core，ARM公司的
mbed OS。目前多数终端还是沿用手机端安卓操作系统，例如智能电视、智能手表，但是安卓系统
在物联网端应用存在众多问题，例如碎片化问题严重、卡顿问题严重、大屏设备表现差等，因此基
于微内核架构的操作系统将在物联网端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谷歌本身也在开发专门基于物联网端的
操作系统（Fuchsia）。

阵营 公司 操作系统名称 操作系统简介

终端

华为 鸿蒙
可以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汽车、智能穿戴等设备打通，统一
成一个操作系统，兼容全部安卓应用和所有Web应用

三星 Tizen
基于HTML5的开源软件平台，面向智能手机、平板、车载信息、智能
电视等设备

互联网

阿里 AliOS-Things
是面向IoT领域的轻量级物联网嵌入式操作系统，可应用在智能家居、
智慧城市、新出行等领域

谷歌 Fuchsia
基于Zircon内核，对存储器还是内存之类的硬件要求都大幅降低, 面向
物联网应用领域

软 件 开
发商

微软 Windows10 IoT Core
面向智能设备的Windows 10版本系列，有两个版本分别针对有显示屏
和无显示屏设备

ARM mbed OS 专门围绕IoT设备构建，具有安全性、连接性、可管理性、高效等特性

资料来源：IT之家，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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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物联网操作系统

http://ipoipo.cn/


• 当前虽然物联网领域有众多操作系统，但仍以安卓为主，通过将鸿蒙系统与安卓进行对比，我们认为鸿
蒙将会是未来物联网领域的较好选择。华为鸿蒙跟安卓有三大差异：

※ 针对领域不同，鸿蒙针对物联网，安卓以手机为主；

※ 鸿蒙采用的方舟编译器使得运行性能大幅提升，比在安卓系统上运行性能提升60%，但需重构生态
才能达到此效率；

※ 鸿蒙采用微内核，安卓采用宏内核。从拓展性来看，微内核可以多套系统服务并存，因此横向拓
展能力强；从可靠性来看，由于宏内核代码庞大，因此出现漏洞的可能性相对微内核高，微内核
的代码更加精简，可以进行形式化验证，利用数学证明内核的安全性。

• 综上对比，我们认为鸿蒙系统更适合物联网场景，但在性能上具备替换安卓的能力，未来不排除将鸿蒙
操作系统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手机。我们认为操作系统最关键的是需要建立生态，预计至少需要2-3年左右
时间完善生态建设。

资料来源：CSDN，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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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鸿蒙操作系统用方舟编译器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图14：微内核与宏内核对比

2.3 华为应对措施三：推出鸿蒙OS，发展物联网，性能具备替
换安卓能力

资料来源：CSDN，中信建投证
券研究发展部

http://ipoipo.cn/


2.4 华为应对措施四：推进鲲鹏生态

• 鲲鹏产业链核心内容是华为携手生态伙伴为各行业提供基于鲲鹏处理器的IT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华为

是目前IT计算上自主可控最完善，技术最强的厂商之一，核心技术已经可以不依赖海外厂商完全做到独

立：芯片端CPU（鲲鹏）；AI芯片（昇腾）；操作系统鸿蒙、欧拉；数据库高斯。几大最为核心的IT计

算领域均实现了国产化突破。

• 华为鲲鹏产业链目标：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鲲鹏大会上表示，华为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30亿元来

发展鲲鹏产业生态，生态合作伙伴包括服务器、存储、数据库、中间件、大数据平台、云服务、管理服

务、行业应用等。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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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鲲鹏生态合作伙伴

http://ipoipo.cn/


2.4 华为应对措施四：推进鲲鹏生态

• 唯一市场化应用的国产芯片：2019年1月，华为正式发布了鲲鹏920数据中心高性能处理器应

用在华为云，该处理器为ARM架构，采用7纳米制造，最高支持64核，主频达到2.6GHz。

• 国产服务器专业测试评分最高：华为云KC1实例和阿里云G5实例对比跑分结果不相上下，甚

至在整型计算上的优势更加明显。

资料来源：IT之家，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CPU性能

服务器 测试项目 1 2 3 4 5 6 AVG

华为云KC1实例
多核整型 8807.6 8761.9 8756.5 8779.5 8802.7 8784.8 8782.2

多核浮点型 2575.8 2575.7 2575.6 2575.8 2575.8 2575.8 2575.8

阿里云G5实例
多核整型 7466.1 7469.1 7367.0 7449.1 7453.6 7353.1 7426.3

多核浮点型 2627.4 2627.1 2626.6 2619.4 2619.4 2617.5 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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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基于鲲鹏芯片的华为云和基于intel芯片的阿里云测试对比

http://ipoipo.cn/


2.5 华为应对措施五：“云管端”全面布局，打开智能汽车
及物联网业务增量空间

19

图16：华为IOT战略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IoT战略，转型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入口、连接、生态三个层面构建生态。华为消费者

BG在2015年底启动Hilink智能家居战略，今年形成了“1+8+X”的布局思路，计划投入60-70亿美元的

技术研发费用，进行硬件全场景的突破，另外则是AI，即在内容、服务上的突破：

 “1”是核心入口手机；“8”是辅入口，包括音箱、耳机等；“X”则是所有可连接的产品；

 年初发布“智选”品牌，“华为+伙伴=华为智选”，加速“X”的发展；渠道上加速布局，方舟实验室全面推

进研发；

 去年公布AIOT生态战略，从入口、连接、生态三个层面去构建产品生态，以“HiLink+HiAi”作为支撑产品生

态的技术使能。

http://ipoipo.cn/


2.5 华为应对措施五：“云管端”全面布局，打开智能汽车
及物联网业务增量空间

20

图17：华为智能汽车战略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华为提出“不造车”，聚焦ICT技术，帮助企业坐好车，致力于成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具体而

言，华为基于三十多年来在ICT领域的积累，继续聚焦ICT技术，为汽车企业提供：

 基于MDC（移动数据中心）的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驾驶子系统解决方案；

 基于华为云的自动驾驶（训练、仿真、测试）云服务Octopus；

 4G/5G车载移动通信模块和T-BOX及车载网络；

 HUAWEI HiCar 人-车-家全场景无缝互联解决方案。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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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思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2.6 华为应对措施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芯片自给率

监控

移动摄像头

机顶盒

展示

家庭网络

物联网

麒麟芯片

巴龙芯片

AI计算平台

昇腾芯片

鲲鹏芯片

解决方案

芯片系列 型号 芯片系列 型号

AP 麒麟系列 990（4G/5G）、 AI芯片：昇腾系列 310、910

基站芯片：天罡系列 凌霄系列 5651、1151

BP 巴龙系列
700、710、720、750、

5000
服务器芯片：鲲鹏系列 920

主要产品

主要应用

凌霄5651、凌霄1151 巴龙5000 昇腾310

荣耀路由Pro2 5G CPE Pro AI加速模块Atlas 200 AI加速卡Atlas 300 AI智能小站Atlas 500 AI一体机Atlas 800

移动数据中心MDC 

600

• 海思致力于提供全面的连接和多媒体芯片组解决方案，产品涵盖手机芯片、移动通信系统设备芯片、传输网络设备芯片、
家庭数字设备芯片、AI芯片、服务器芯片、基站芯片等

• 华为公司继续加大海思的投入力度，并开展PA、滤波器等射频芯片的研发，补齐公司的供应短板

图表19：华为海思主要产品及型号

图表20：华为海思芯片主要应用

麒麟990 5G 麒麟990 麒麟820 麒麟810 麒麟710 麒麟650 麒麟960 麒麟970 鲲鹏920

图18：海思芯片解决方案和产品应用

http://ipoipo.cn/


22

资料来源：Techinsight，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历代华为手机拆机情况来看，自给化率在不断提高，部分组件（天线开关/Wifi芯片等）逐步实现海思替代，部分组件
（OLED/DRAM/NAND等）逐步减少对单一厂商的依赖程度。

• 但一些关键器件仍来自于美国供应商：PA供应商是美国Skyworks和Qorvo，滤波器 /双工器供应商是TDK/村田
/Skyworks/Qorvo。在最新发布的P40手机上实现了除RF PA其他零组件完全去A化

Components Mate10 Pro P20 Pro Mate20 Pro P30 Pro Mate30 Pro P40 Pro

AP /BP 海思Kirin970 海思Kirin970 海思Kirin980 海思Kirin980 海思Kirin990 海思Kirin990 5G

PA Skyworks Skyworks/Qorvo Skyworks/Qorvo Skyworks/Qorvo Murata/Qualcomm Skyworks/Qorvo

Switch Qorvo Qorvo 海思 海思 海思 海思

Wifi Broadcom Cypress 海思 海思 海思 海思

NAND Toshiba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DRAM 三星 Micron SK Hynix Micron 三星 三星

OLED 三星 三星 京东方/LGD 京东方/LGD 京东方/三星
三星/LGD/京东

方

Power 

Management IC
海思/安森美 海思/安森美 海思/IDT 海思/IDT 海思/SMT 海思/SMT

表7：华为手机零部件供应商对比

2.6 华为应对措施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芯片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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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料来源：华为海思，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Chipset Kirin 970 Kirin 710 Kirin 980 Kirin 810 Kirin 990 Kirin 990 5G Kirin 820

Launch date 2017.1 2018.7 2018.8 2019.6 2019.9 2019.9 2020.3

Process 10 nm 12nm 7nm 7nm 7nm 7nm+ EUV 7nm

CPU 4x A73 +4x A53

4×A73 

2.2GHz+4×A53 

1.7GHz

2xA76 2.6GHz+ 

2xA76 1.92Ghz + 

4xA55 1.8Ghz

2×A76 

2.27GHz+6×
A55 1.88GHz

2xA76-

Based@2.86GHz + 

2xA76-

Based@2.09GHz + 

4xA55@1.86GHz

2xA76-

Based@2.86GHz + 

2xA76-

Based@2.36GHz + 

4xA55@1.95GHz

A76 

2.36GHz+3xA76 

2.22GHz+4xA55 

1.84GHz

GPU Mali-G72 MP12 Mali G51 Mali-G76 MP10 Mali G52 16 core Mali-G76 Mali-G76 MP16 Mali-G57

Highlights

首款内置独立
NPU SoC，Mate 

10首发搭载

Nova 3首发搭载，
广泛用于畅享、畅

玩系列
旗舰4G芯片

首款AI SoC

芯片，首发
搭载nova 5

旗舰4G芯片，
Mate 30首发搭载

旗舰5G SoC，
Mate 30 5G首发

搭载

高端5G SoC，荣
耀30S首发搭载

其他厂商的5G芯片进展
三星：2019年10月，三星推出首个8nm 5G集成SoC样品Exynos980，并将于年内正式投产
联发科：2019Q 3联发科基于7nm工艺的基带芯片M10推向市场，2019年11月份发布SoC芯片天玑1000（MT6889）
高通：2019Q4发布（20Q1量产）中端5G SoC SDM765/765G,旗舰5G芯片SDM865以及调制解调器SX55

• 海思麒麟系列分别推出定位旗舰的9系芯片、定位高端的8系芯片，以及定位中端的7系芯片。近年来华为及荣耀手机
中海思SoC的占比逐年提高。

• 凭借领先的5G优势，海思推出全球首款5G SoC 麒麟990 5G，具有自研芯片平台，华为手机具有更好的成本优势，同
时在功耗和散热上能够实现更好的性能优化。

表8：华为手机零部件供应商对比

2.6 华为应对措施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芯片自给率

http://ipoipo.cn/


24
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芯师爷，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美国核心供应商（共计33家）

英特尔 赛灵思 Marvell

美光科技 高通 亚德诺

康沃 安费诺 莫仕

甲骨文 安森美 是德科技

美国国际集团 思博伦 红帽

希捷科技 西部数据 迅达科技

新思科技 思佳讯解决方案 微软

新飞通 Qorvo 赛普拉斯

高意 Inphi 迈络思

风河 LUMENTUM 菲尼萨

铿腾电子 博通 德州仪器

中国大陆核心供应商（共计24家）

生益电子 中利集团 中国外运 沪士电子

比亚迪 立讯精密 华勤通讯 京东方

阳天电子 中航光电 蓝思科技 中远海运

顺丰速递 舜宇光学 亨通光电 天马

光迅科技 华工科技 航嘉 长飞

深南电路 瑞声科技 中芯国际 歌尔股份

其他供应商（共计13家）

德国
罗德与施瓦茨 罗森伯格

英飞凌 SUSE

瑞士 灏讯 意法半导体

韩国 SK海力士 三星

中国香港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伯恩光学

荷兰 恩智浦

法国 耐克森

新加坡 伟创力

中国台湾共计供应商（共计10家）

富士康 大立光电 欣兴电子

晶技股份 华通电脑 南亚科技

旺宏电子 台积电 日月光集团

联发科

日本核心供应商（共计11家）

富士通 广濑 村田

索尼 住友电工 东芝存储

古河电工 联恩电子 三菱电机

松下 Sumicem

2.7 华为应对措施七：核心供应链去A，引入更多本土供应商

表9：华为各区域核心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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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echinsight，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10：华为主要供应商和替代供应商

关键组件 主要供应商 替代供应商（标*为非上市公司）

CPU Intel AMD 海思*

FPGA 赛灵思 Altera 海思* 紫光同创 上海安路*
高云半导体

*
京微齐力*

GPU 英伟达 海思* 景嘉微

Modem 高通 联发科 海思* 紫光展讯

ADC/DAC TI 韦尔股份 圣邦股份 24所* 矽力杰 杰华特*
苏州云芯微

*
思瑞浦*

PA Skyworks Qorvo 海思 Murata 信维通信 唯捷创芯
慧智微电子

*
汉天下* 国民飞骧 中普微 锐石*

滤波器 Muruta Broadcom Qorvo 麦捷科技 无锡好达* 德清华莹* 26所* 信维通信 华远微电 卓胜微

基站射频 Qorvo Muruta Broadcom 大富科技 13所* 55所* 海特高新 三安光电

DSP 德州仪器 飞思卡尔 14所* 38所* 湖南进芯*

光器件 Lumentum II-VI NeoPhotonics 光迅科技 华工正源 新易盛 中际旭创

NAND Flash 美光 三星 海力士 兆易创新 长江存储*

DRAM 美光 三星 海力士 合肥长鑫* 紫光西安* 福建晋华*

Nor Flash 美光 三星 海力士 兆易创新

交换芯片 博通 海思* 盛科网络*
源杰半导体

*

连接器 安费诺 莫仕 中航光电 立讯精密 得润电子 电连技术 长盈精密 信维通信 永贵电器

电源管理 安森美 韦尔股份 圣邦股份 杰华特*

盖板 康宁 蓝思科技 伯恩光学

PCB TTM 深南电路 沪电股份 鹏鼎控股 景旺电子

摄像头芯片 索尼 三星 意法半导体 豪威科技 华科光电* 理念光电* 新旭光学* 精龙达*

晶圆代工 台积电 中芯国际 华虹半导体

操作系统 微软 诚迈科技 中国软件

数据库 Oracle 华为* 武汉达梦* 人大金仓* 南大通用*

ERP Oracle Sap 用友网络 金蝶国际

中间件 IBM Oracle 东方通 金蝶天燕* 普元信息 宝蓝德 中创软件*

办公软件 微软 金山办公

EDA Synopsys Cadence 华大九天* 概伦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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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验证测试、部分光器件和软件、CPU、GPU、数据库等暂无国产替代
• 高端领域CPU和GPU研发难度极大，国内企业中，海思在该领域较其他公司处于领先地位，预计华为在未来

会继续加大海思研发投入，加快实现相关产品的替代

美国供应商 产品范围
2018年在华为

市场份额
同类其他厂商 份额趋势预判 替代程度

思博伦通信 验证测试 安捷伦 - 暂无替代

是德科技 5G技术的测试工作 >50%
泰克、lecroy力科、美国国家

仪器有限公司
5G后份额可能维持或

者上升
暂无替代

II-VI 光电产品 Lumentum、Finsar - 暂无替代

Oclaro 光器件
Acacia, Finisar, 古河，富士通，

Lumentum, 新飞通，住友
- 暂无替代

红帽公司 开源软件和技术 微软 - 暂无替代

Microsoft 翻译技术 新思科技、甲骨文 - 暂无替代

铿腾电子 EDA软件 明导、新思 - 暂无替代

康沃系统
数据保护解决方

案
- - 暂无替代

WIND RIVER 

SYSTEMS 

INC

提供VxWorks操
作系统

QNX软件系统公司 - 暂无替代

甲骨文 Oracle数据库12c 微软、新思科技 - 暂无替代

Intel CPU 90% AMD
暂时国产替代困

难
不可替代

NVIDIA GPU >80% Intel、IBM、AMD 暂时无法国产替代

AMD 手机、笔电 <10% Intel，Nvidia 暂时无法国产替代

表11：美国零件供应商及国产替代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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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整体状况

硅晶圆

国产化率：10~15%

6英寸及以下基本实现国产，
大尺寸日台厂商垄断严重
关注沪硅产业立昂微电

检测设备

国产化率：5%

国内龙头已布局测试机和分
选机，积极研发探针台
关注长川科技华峰测控

IC封测

市场份额：30%

大陆厂商影响力强，市占率
高，龙头企业规模不断提升
关注长电科技通富微电

IC制造

市场份额：10%

代工头部效应显著集中东亚，
国产有望实现技术超越
关注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IC设计

市场份额：10%

国产技术突破提速显著 与美
日韩一线厂商仍存较大差距
关注海思 紫光展锐中兴微

生产设备

单晶炉

氧化炉

PVD

PECVD

MOCVD

检测设备

光刻机

涂胶显影机

干法刻蚀机

CMP

湿制程设备

引线缝合机

其它

上游原材料

硅晶圆

光刻胶

掩模版

特种气体

CMP

抛光材料

溅射靶材

晶圆
封装材料

其它

湿电子
化学品 集成电路产业

制造设计 封测

半导体支柱产业

单晶炉

国产化率：15~20%

国外龙头仍占主流，国内厂
商屡获大订单市场份额提升
关注晶盛机电北方华创

氧化炉

国产化率：10%

国产设备已通过国内厂家验
证并批量供应
关注北方华创屹唐半导体

PVD设备

国产化率：5~10%

AMAT一家独大，国产厂商
不断突破打破垄断
关注中微公司北方华创

CVD设备

国产化率：15~20%

市场集中度较高，国内厂商
实现小批量生产交付
关注沈阳拓荆北方华创

光刻机

国产化率：0%

ASML占据EUV等设备绝对优
势，国产仍处研制阶段
关注上海微电子

涂胶显影机

国产化率：5%

国外厂商占比高，芯源微成
功实现主流机型进口替代
关注芯源微

干法刻蚀机

国产化率：5~10%

部分技术在世界前列，已在
一些先进工艺产线得到应用
关注中微公司北方华创

CMP设备

国产化率：5~10%

被美日企业高度垄断，国产
已实现出厂销售并等待验证
关注华海清科电科装备45所

光刻胶

国产化率：10%

技术门槛极高，中端已有突
破，获资金和政策双重支持
关注上海新阳飞凯材料

掩模版

国产化率：15%

国内厂商起步较晚，清溢光
电行业领先但技术仍需突破
关注清溢光电

特种气体

国产化率：12%

国外龙头垄断国内市场，进
口替代进程较快、空间广阔
关注华特气体雅克科技

抛光材料

国产化率：15~20%

被美日企业垄断，国产品牌
在成熟制程已实现规模销售
关注安集科技鼎龙股份

溅射靶材

国产化率：20%

国内制造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但规模和体量尚小
关注江丰电子有研亿金

湿电子化学品

国产化率：25%

进口替代已有实质性突破，
部分内资技术达到国际一流
关注晶瑞股份江化微

离子注入机

国产化率：10%

由美国厂商垄断，国产厂商
主要在光伏领域有一定优势
关注电科装备万业企业

资料来源：FerroTac,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19：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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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半导体国产化率较低，本土替代加速

主要产品 海外厂商 本土厂商 国产化情况

上
游

半导
体材
料

靶材、封装基板、CMP抛光材
料、湿电子化学品

霍尼韦尔、陶氏化学、三
菱化学、住友化学

江丰电子、安集科技、
晶瑞股份

部分产品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本土产线已大规模供货

硅片、电子特气、化合物半导
体、掩膜版

Global Wafer、空气化学、
HOYA、TOPPAN

上海新昇、中环股份、
南大光电

个别产品与技术已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本土已经小批量供货

光刻胶 JSR、信越化学、陶氏化学 苏州瑞红、北京科华
技术与全球一流水平仍存在较大

差距

半导
体设
备

光刻机 ASML、Nikon、Canon 上海微电子
中高端被国外垄断，国产工艺制

程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刻蚀机 LAM、TEL、AMAT
中微半导体、北方华

创
部分产品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薄膜沉积设备 AMAT、LAM、TEL 北方华创、沈阳拓荆 主要产品快速突破

中
游

芯片
设计

存储器、逻辑电路、模拟电路、
射频、功率半导体

博通、高通、英特尔、英
伟达、AMD

海思、紫光展锐、韦
尔股份、汇顶科技

部分细分领域产品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通用芯片设计较弱

芯片
制造

晶圆生产、芯片代工
台积电、三星、联电、格

罗方德
中芯、华虹

先进制程工艺快速追赶，中芯已
经实现14nm量产

芯片
封测

封装、测试 日月光、安靠、矽品
长电、华天、通富微

电
传统封装份额不断提升，先进封

装尚待发展

• 上游半导体材料与设备起步较慢，在光刻机、光刻胶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受益国产
逻辑电路与存储芯片快速发展，国产设备材料验证试用机会增加，部分优势企业已初步具备进口替
代能力。芯片设计领域竞争激烈，国产IC设计商在Nor Flash、指纹识别、AI芯片、NB-IoT等领域竞
争力较强，但CPU、存储器、FPGA等通用芯片设计领域占有率较低。芯片制造与封测领域本土厂商
加速追赶，未来将以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作为主要突破方向。

表12：半导体产业链主要厂商和国产化情况

资料来源：产业信息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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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由于高端产品技术壁垒高,国内企业长期研发投入和积累不足,我国半导体材料在国际
分工中多处于中低端领域,高端产品市场主要被欧美日韩台等少数国际大公司垄断。国内大部分产品自
给率较低,基本不足30%,并且大部分是技术壁垒较低的封装材料,在晶圆制造材料方面国产化比例更低,

主要依赖于进口。另外,国内半导体材料企业集中于6英寸以下生产线,目前有少数厂商开始打入国内8英
寸、12英寸生产线。

资料来源：SEMI，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材料类别 用途 相关企业 国产材料市场占比

硅晶片

全球95%以上的半导体芯片和

器件是使用硅片作为基底功

能材料生产出来的

有研硅、 浙江金瑞泓有研硅、 浙

江金瑞泓有研硅、 浙江金瑞泓合晶

、 国盛合晶、 国盛合晶、 国盛上

海新傲 、上海 新昇

主要以 6寸及以下为主，

少量 8寸， 12 寸基本靠进

口

光刻胶

用于显影、刻蚀等工艺，将

所需要的微细图形从掩膜板

转移到代加工基衬底

北京科华、苏州瑞红为主、飞凯材

料&强力新材

产品以LCD、PCB为主,集

成电路用光刻胶主要靠进

口,对外依存度80%以上

电子气体&MO源
广泛应用于薄膜、刻蚀、掺

杂、气相沉积、扩散等工艺

苏州金宏、佛山华特、大连科利德

、巨化股份、南大光电(MO源)
对外依存度 80%以上

CMP抛光液
用于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硅片的抛光
上海新安纳、安集微电子 国产率不到10%

CMP抛光垫
用于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硅片的抛光
时代立夫、鼎龙股份 国产率不到5%

电镀液 上海新阳 小部分实现国产替代

超纯试剂

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的关

键性酒套材料,主要用于芯片

的清洗、蚀刻

江化微、晶瑞股份、华谊、上海新

阳、凯圣氟等

部分品类国产可满足,国

产化率3成

溅射靶材 用于半导体溅射 江丰电子 、有研亿金 大部分进口

表13：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对半导体原材料产业的部分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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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国内各个半导体材料行业均有了国内厂商的身影。在国家产业政策车大力扶持和国内半导体市场
稳定增长等利好条件下，特别是国家“02专项”等专业化科研项目的培育下，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将涌现更多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公司和产品，在更多关键半导体材料领域实现进口替代，打破国外厂商的垄断。

• 目前我国不同半导体制造材料的技术水平不等，但整体与国外差距较大，存在巨大的国产替代空间。对于国内半导体材
料厂商来说，现在就是抓住机遇实现自我突破的重要时机。

产业类别 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硅衬底 中环股份、上海硅产业集团等
昆山中辰矽晶、浙江金瑞泓科技、南京国盛电子、洛阳

单晶硅集团等

掩模版 菲利华、中芯国际等 中科院微电子所、路维光电、深圳清溢光电等

电子特气 南大光电、中环装备、雅克科技等
中核红华特种气体、科利德化工科技开发、绿菱电子材

料、广东华特气体、金宏气体等

湿化学品
江化微、晶瑞股份、光华科技、强

力新材、巨化股份等

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多氟多化工、浙江凯圣氟化学

、杭州格林达化学、湖北兴福电子、上海华谊微电子材

料、昆山艾森半导体材料、江阴市化学试剂厂等

光刻胶
晶瑞股、南大光电、飞凯材料、容

大感光、永太科技、强力新材等

潍坊星泰克微电子材料、苏州华飞微电子、常州华钛化

学、无锡市化工研究设计院、北京科华等

靶材 江丰电子、有研新材、阿石创等
江西睿宁高新技术材料、江苏比昂电子材料、北京格林

东辉真空科技等

CMP抛光材料 鼎龙股份、安集微电子等 上海新安纳电子科技、天津晶岭微电子材料等

化合物半导体 三安光电、天通股份等 物理所天科合达、山大天岳、CETC 二所、苏州纳维等

资料来源：Wind，前瞻产业研究院，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梯队 具体领域 国产化情况

第一梯队

靶材、封装

基板、CMP

抛光材料、

湿电子化学

品、引线框

等部分封装

材料

部分产品技术

达到全球一流

水平，本土产

线已实现中大

批量供货

第二梯队

电子气体、

硅片、化合

物半导体、

掩模版

个别产品技术

标准达到全球

一流水平，本

土产线已小批

量供货或具备

较大战略意义

因此政策支持

意愿强烈

第三梯队 光刻胶

技术和全球一

流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目前

基本未实现批

量供货

表14：国内半导体材料公司情况简表 表15：半导体材料国产化情
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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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家通过多项政策支持扶持国产半导体材料厂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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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通过多重政策补贴帮助半导体企业发展。当前国内半导体材料的发展正在快速迎来突破，在过去十年，以02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和专项补贴推动了半导体材料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本土半导体材料企业数量大幅
增长，以江化微的超纯试剂、鼎龙股份的CMP研磨垫、江丰电子的靶材、安集微电子的研磨液、上海硅产业集团的大硅
片为代表的国产半导体材料进入主流晶圆制造产线进行上线验证，部分产品实现了批量供应。

• 同时，大基金的进入，大力推动了本土材料产业的资源整合和海外人才引入的加速。虽然目前产业总体正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认为，未来5-10年即将成为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

公司名称 涉及领域 投资时间 投资金额

上海硅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2 寸大硅片 2015年11月
由大基金、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武岳峰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上海新微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出资20 亿元

雅克科技 电子特气 2017年10月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共投资5.5 个亿，交易完成后将成为雅克科技第三

大股东

巨化股份 湿化学品 2017年12月
该公司联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深圳远致富海、衢州盈川基金、厦门盛

芯、上海聚源聚芯共同出资设立中巨芯科技大基金出资3.9 亿，持股39%

上海新阳 大硅片 2016年5月
子公司上海新昇获由大基金等合资成立的上海硅产业有限公司增资3.085 亿元，上

海硅产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新昇42.31%的股权

安集微电子 抛光液
2016年及之

前

江苏中能集团
电子级多晶硅

材料

2016年及之

前

烟台德邦科技有限公司
特种功能高分

子界面材料

2016年及之

前

晶瑞股份 光刻胶 2018年8月

2018 年南海成长与上海聚源聚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南海成长将

其直接持有的755.1095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给上海聚

源聚芯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16：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对半导体原材料产业的部分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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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产半导体设备局部有所突破，整体较为落后，相比国
内市场，自给率不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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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设备环节 国产化率 国产设备企业
大基金是否已

投资

大基金一期

持股比例
国际对标企业

龙头市占率

(%）

晶圆制造工艺设备 8%-12%

光刻机 0% 上微 否 ASML 89

涂胶显影 接近0% 沈阳芯源 否 TEL 88

中科信 AMAT 70

凯世通 Axcelis 18

上海精测

上海睿励

中科飞测

CMP 15% 华海清科 否 AMAT 70

PVD 10%-15% 北方华创 北方华创 10.03% AMAT 85

AMAT 29

TEL 21

Lam Research 21

ALD 0% 北方华创 北方华创 10.03% ASM Intl

北方华创 Lam Research 47

中微半导体 TEL 26

屹唐半导体 AMAT 19

PSK 30

Lam Research 28

盛美半导体

沈阳芯源

至纯科技

北方华创

屹唐半导体

沈阳拓荆 35.30%

KLA

AMAT

Screen

否

7%

10.03%

万业企业

上海精测

上海睿励

盛美半导体

北方华创

北方华创

 中微半导体

15.4%

12.12%

10.03%

17.45%

4.58%(普通

股)
40

49

50

CVD 2%-5%

15%-20%刻蚀设备

离子注入机 接近0%	

量测设备 1%-2%

单片清洗设备 20%

热处理 20%

沈阳拓荆

去胶设备 80% 屹唐半导体

• 本土半导体设备厂商在光刻、刻蚀、镀膜、氧化扩散、清洗、抛光、离子注入等环节布局

资料来源：半导体综研，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17：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对半导体原材料产业的部分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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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内设备厂商已实现28nm产线小批量供应，与客户共同
研发14nm设备，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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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类型 厂商 技术节点 主要应用工艺 当前状态

介质刻蚀机 中微半导体 65-10nm AIO/PASS ETCH 已采购>50

硅刻蚀机 北方华创 65-28nm STI ETCH 已采购>20

PVD设备 北方华创 65-28nm HM DEP、AI DEP 已采购>20

单片退火设备 北方华创 65-28nm Anneal 已采购>20

清洗设备 北方华创 65-28nm Post-ET clean 已采购>20

立式炉 北方华创 65-28nm Poly DEP、AA OX 已采购>10

清洗机 上海盛美 65-28nm Wafer recycle 已采购>20

离子注入机 北京中科信 65-28nm WELL IMP 已采购>10

光学尺寸测量 睿励科学仪器 65-28nm Film Thickness 已采购>10

PECVD设备 沈阳拓荆 65-28nm PEOX DEP 已采购>10

光罩清洗设备 瑞泽微电子 90nm Mask Clean 已采购>10

化学机械研磨 华海清科 Wafer reclaim 已采购>5

类型 厂商 主要应用工艺

硅刻蚀机 北方华创 STI ETCH

HM PVD设备 北方华创 HM DEP

单片退火设备 北方华创 Anneal

LPCVD 北方华创 SiO2 Film Deposition

AI PVD设备 北方华创 AI DEP

ALD 北方华创 Hi-K insulator

介质刻蚀机 中微半导体 AIO ETCH、PASS ETCH

光学尺寸测量仪器 睿励科学仪器 Film Thickness/OCD

清洗机 上海盛美 Wafer recycle

• 北方华创的28nm刻蚀机落户中芯和华力微；28nm PVD被中芯北京厂指定为28nm制程Baseline机台、
AI Pad PVD被用于武汉新芯NAND产线关键制程环节；12英寸单片清洗机、氧化炉、单片退火设备
等均已进驻中芯28nm生产线。中微16nm介质刻蚀机已经在诸多客户产线上运行，是唯一进入台积电
7nm制程蚀刻设备名单的大陆设备商。未来中微也将与台积电合作5nm制程，与联电合作14nm制程。

• 目前国内代工厂14nm工艺处于研发和导入阶段，在设备研发到小批量生产阶段，不会大规模采购国
产设备，后期会逐渐加大国产比例。看好国产设备在长周期节点属性的28nm产线中份额提升，此外
中芯国际/华力微也有望在2019年-2020年量产14nm，提前布局14nm的设备商占据先机。

表18：本土已有10类设备小批量供应28nm产线 表19：国内已有9项装备进入12nm产线验证

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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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之后，美国硬件企业已逐步全部或部分恢复供货，为华为生存争取了时间

35 资料来源：路透社，新华网，华尔街日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 美国科技企业通过证明产品无关国家安全、申请临时许可等方式，目前 大部分已全部或部分恢复供货。
• 已取得特别许可的包括微软、美光，尚未取得许 可但被认定可以全部或部分供货的包括英特尔、高通、
赛灵思、Skyworks、Qorvo、TI 等。

关键组件 美国供应商 供货情况

软件 谷歌
516之后华为手机无法得到GMS授权，但此前已在使用的设备不受影响，Mate30开始华为手机无

法安装谷歌全家桶APP及GMS，荣耀V30/P40开始华为手机搭载HMS及华为App Gallery

软件 微软
516之后Windows 也宣布暂停华为新订单，之后华为PC搭载Linux操作系统但提供额外购买的

Windows系统安装服务；2019 年 11 月 21 日，美国商务部批准了微软向华为出售大众软件的许可
申请，此后华为PC均配Windows+Office

处理器芯片 英特尔 516之后暂停供货，7月开始英特尔旗下部分符合规定的产品再度恢复出货，已提交许可证申请

高通 516之后暂停供货，7月开始高通旗下部分符合规定的产品再度恢复出货，已提交许可证申请

FPGA 赛灵思
516之后暂停供货，7月开始恢复对华为出口 28nm 及以上制程的非 5G 用途产品，公司尚未获得许

可证，目前来自华为的收入非常少

PA Skyworks 516之后暂停供货，10月开始恢复出货
Qorvo 516之后暂停供货，10月开始恢复出货

存储 美光
516之后短暂暂停，两周之后即恢复供货，目前已经已获得向华为供应某些产品的所有许可证，包

括移动和服务器业务

模拟 TI 516之后暂停供货，7月开始恢复出货，已提交许可证申请
ADI 516之后暂停供货，目前据了解已经恢复

光通信 lumentum 516之后暂停，两周后即恢复正常供货
IIVI 516之后暂停，两周后即恢复正常供货

finisar 516之后暂停，两周后即恢复正常供货
inphi 516之后暂停，两周后即恢复正常供货
新飞通 516之后暂停，两周后即恢复正常供货

代工厂 伟创力 516之后即停止生产华为产品，已生产产品停止发货，目前与华为的合作关系中断

表20：美国供应商供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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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未来“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可能的影响和应对方案

36 资料来源：台积电，路透社，华为业绩发布会，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路透社 2019 年 12 月 23 日报道，美国计划将“源自美国技术
标准”从 25%比重调降至 10%，以全力阻断台积电等非美 企
业供货给华为。路透社报道称台积电内部评估，台积电 7 纳米
及以下制程源自美国技术含量不到 10%，可继续供货，但 14 

纳米美国技术含量在 15%以上，或将受到限制

• 14纳米加速向7纳米迁移
• 14纳米转单中芯国际（中芯国际也有可能受

到限制）
• 加速扶持国内fab厂、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厂商
• 从MTK、高通等其他芯片厂采购

华为可能的应对策略未来可能实施“更严格”的措施

路透社 2020 年 2 月 18 日报道，除美国最低含量标准规则之外，
美国商务部正在起草对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 则”的修改，
该规则限制了跨国公司将美国专有技术用于军队或国家安全产
品。美国将迫使所有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必须
在发货前寻求美国许可证

• 转单中芯国际等其他国内fab厂
• 转单三星LSI代工
• 加速扶持国内Fab厂加大从日韩系及国产半导

体设备采购比例
• 从MTK、高通、三星等其他芯片厂采购

美国怎么说？

华为怎么说？

美国正在起草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通过的提案，以通过要求设备许可制造先进芯片来限
制台积电向华为高硅芯片部门的供应。特朗普2月18日发推特表示不会因为虚假的”国

家安全”，牺牲美国公司的利益，而有些人太过“执迷于国家安全”。

徐直军表示，如果美国这种措施能够得以实施，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就算华为长
期不能生产芯片而做出牺牲，相信大陆也有很多芯片公司能够起来。华为还能够与其他的
如日本、韩国、欧洲、中国台湾公司合作。期待这是一条假消息，否则将会后患无穷

台积电怎么说？
目前美国尚未宣布任何官方规定，美国半导体社区协会向白宫和商务部写了多封信，敦促
不要改变这一规则。我们认为行业迫切感受到更改规则会损害美国半导体界，我们也在采

取措施减少冲击并和设备供应商们共同然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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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未来发展路径推演：业绩U形反转，走上不依赖美国的自
主研发之路

37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2019年5月16日华
为被加入美国“实
体清单”

• 华为因制裁收入下行
• 华为支持国内供应商，逐步实现

部分去A化
• 开发自有操作系统 ，大力发展

“鸿蒙生态”“鲲鹏生态”
• 中国加大半导体投资

• 所有元器件实现完全去A化
• 自有操作系统推出
• 鸿蒙生态和鲲鹏生态形成规模

• 各项业务恢复增长

消费者业务

• 无法取得GMS授权，新机型
无法在海外市场发售

• 部分美国供应商受到限制，短
期会影响产品性能或增加成本

对华为的影响

• 推出鸿蒙+HMS生态
• 多品类全场景战略，布局智能大

屏，ARVR，IoT等
• 每个料耗至少引入一家国内供应

商

华为应对策略 对行业的影响

• 华为聚焦国内，国内手机市场
竞争加剧，盈利压力增大

• 国产供应商得到更到更多市场
和机会

运营商业务

企业业务

• 在海外运营商市场的份额有所
降低

• 部分美国供应商受到限制，短
期会影响产品性能或增加成本

• 基站侧的去A化版本已经完成，
国内争取更大份额

• 力推ARM架构服务器，大力发展
鲲鹏计划，建立合作伙伴和生态

• 简化供应链管理
• 增加终端芯片等防御性业务，考

虑海思芯片部分对外出售

• IT领域国产化率进一步提高
• 国内半导体厂商供应商得到更

多的市场和技术支持，迎来黄
金发展期

• 在政策推动下，中国区5G建
设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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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中美贸易战下，华为公司成为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筹码，美国对于华为的压制由关键

器件采购限制转向通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来限制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

• 美国对国内科技产业限制：1）打击中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能力；2）打击华为和中兴等在海外的通

信布局；3）推动国内半导体供应链的国产化；4）限制重点转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 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对于华为的影响：1）运营商业务海外份额下降，2）终端海外出货量下滑，

3）但2019年华为业绩仍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各项业务收入均有增长，国内收入占比提升

二、华为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禁令带来的持续经营风险
• 短期：提前备货关键元器件，库存周转由半年拉长至两年

• 中期：1）要求台积电、日月光等供应商在大陆布局产线；2）成立哈勃投资，加大战略投资力度，

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构建新的产业生态；3）扩张业务版图，减轻单一业务萎缩风险

• 长期：1）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芯片自给率，2）推出鸿蒙OS，HMS，鲲鹏服务器，打造自有生态，

3）加强国产替代，寻求国内优质供应商

三、华为未来的发展路径推演：以时间换空间下的业绩U形反转
• 禁令之后，美国硬件企业基本已逐步全部或部分恢复供货，为华为生存争取了时间

• 未来华为有望业绩U形反转，走上不依赖美国的自主研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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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标的

公司名称 总市值
EPS

2019

EPS

2020E

EPS

2021E

PE

2019

PE

2020

PE

2021

中芯国际 774 0.31 0.34 0.41 48 44 36

N沪硅 271 -0.13 -301

安集科技 79.77 1.23 1.49 2.16 107 101 70

江丰电子 112 0.29 0.3 0.43 148 170 118

北方华创 683 0.7 1.0 1.5 197 138 92

中微公司 862 0.35 0.50 0.65 460 322 248

至纯科技 85 0.46 0.80 1.35 72 41 25

表21：重点关注标的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http://ipoipo.cn/


投资逻辑

• 中芯国际：中芯国际是我国重要的Foundary厂商，代表了我国晶圆代工领域的水平，目前已支持14nm的先进逻辑

技术解决方案。在未来人工智能、云平台、智能家居等等趋势的推动下，对芯片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而中芯国际

已具备多年业务积累和规模效应的大平台，且晶圆代工路径难以被替代。考虑到当前半导体周期性在减弱，中芯国

际与国际大厂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在减小，我们预期未来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中芯国际面对的是大市场和

高成长空间。

• N沪硅：N沪硅成立于2015年，于2020年4月登陆科创板，是一家年轻的半导体硅片公司。但其具备强大的自主研发

能力，拥有340项研发专利并推动了我国300mm半导体硅片的规模量产。长期以来我国半导体自主化滞后于人的一

大原因就是半导体硅片严重依赖进口，N沪硅虽然目前处于负盈利状态，但考虑到其在前期技术研发投入了大量的

资金且目前半导体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我们预期N沪硅的有效布局将会在市场回暖时推高盈利。

• 安集科技：安集科技成立于2004年，2019年登陆科创板。主营业务为关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包括抛光液

和光刻胶去除液，应用于集成电路的制造和封装。安集科技在高壁垒的抛光液领域实现了国产替代，证明了其高质

量的研发能力。抛光液的市场规模较小，安集科技财务数据显示其光刻胶去除液的营收占比在逐年增加。随着公司

的布局改善、半导体产能向国内迁移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认为安集科技的营收和利润将保持稳定增长。

• 江丰电子：江丰电子成立于2005年，2017年登陆创业板。并于同年研发成功第一块中国制造靶材。是一家有丰富技

术积累的材料公司，由于其高纯溅射靶材已实现进口替代并应用于最先进半导体制备技术，其营收和利润一直保持

着稳定的增长。我们预期高纯靶材高壁垒高成长的性质将带给江丰电子大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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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逻辑

• 北方华创：北方华创由七星电子和北方微电子合并而来，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涉及领域最广、产品体系

最丰富的半导体设备龙头。在国家02专项统筹规划下，公司在光伏、LED、显示、封装等泛半导体应用领域发展快

速，其中IC设备加速追赶，与国际差距逐渐缩短，多项28nm产品已批量出货，在中芯国际等主流产线稳定运行，此

外14nm制程相关设备也在验证中。随着摩尔定律趋近极限，本土新建多条晶圆产线，公司技术有望逐渐赶上国际大

厂，工艺覆盖率不断提高，量产推广能力显著提升，借助本土优势，国产替代有望加速提升。

• 中微公司：公司主要业务是开发大型真空的微观器件工艺设备，包括等离子体刻蚀和薄膜积设备，产品分为电容性

等离子体刻蚀设备、电感性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深硅/MEMS 刻蚀设备、 MOCVD设备等，广泛应用于IC前道制造、

后道先进封装以及LED/MEMS制造等领域。等离子体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一线客户，覆盖从 65纳米到14纳米，

及7纳米/5纳米最先进制程的IC加工制造及先进封装。MOCVD设备在行业领先客户生产线上大规模投入量产，成为

世界排名前列、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氮化镓基LED MOCVD设备厂商。2017年开始晶圆厂建设投资潮，刻蚀设备行业

发展趋势向好，国内厂商实力初显，迎来本土配套良机。

• 至纯科技：至纯科技是高纯工艺系统龙头，下游涵盖了半导体、光伏、LED、医药等行业，客户包括中芯国际、长

江存储、南京台积电等。此外，公司切入半导体清洗设备打造新成长极，目前湿法工艺设备包括槽式及单片设备，

涵盖8/12寸工艺制程，已获得中芯、万国、TI、燕东、华润等用户的正式订单。未来，半导体制程的不断提高会持

续带动清洗步骤的增加，随着国内晶圆厂开始进入大规模投建期，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对高纯工艺需求迅速增长，至

纯等国内高纯和清洗设备企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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