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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供应稳定，需有亮点，无线充电或成重要增长引擎。软磁材料可分为金属

软磁、铁氧体软磁、非晶软磁、纳米晶软磁四大类。我国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铁氧体软磁生产国，近年来供应总体稳定，规模在 21 万吨左右。2019

年软磁下游主要传统应用市场面临增长放缓甚至需求下滑，但云计算、大

数据、5G、物联网、无线充电等新兴市场领域需求方兴未艾。特别地，

无线充电是“从 0 到 1”的市场，有望成为软磁材料需求增长的重要引擎。 

 软磁是无线充电最关键的材料之一，技术、资质壁垒高。软磁在无线充电

中起导磁降阻、隔磁屏蔽作用，目前发射端为铁氧体，接收端铁氧体、非

晶、纳米晶并行，考虑到纳米晶综合磁性能更优，且能做到柔软超薄化，

预计将成为未来高端轻薄型手机的主流，而铁氧体在发射端和大功率接收

端的应用上将占主导。行业 1）技术壁垒高：无线充电追求高效率，产品

对材料饱和磁通密度和磁损要求比常规产品要求更高，对产品后道加工水

平也有很高的要求；2）资质认证壁垒高：下游客户对产品的一致性、稳

定性以及供货规模均有较高要求，定制化程度高，下游手机厂商的认证流

程包括样品前期设计认证、可靠性认证、模组整机验证，周期 6 个月以上。 

 消费电子+电动汽车：最具增长潜力和确定性的两大场景。1）消费电子：

智能手机出货量恢复增长+无线充电渗透率提升，手机无线充电用软磁材

料需求有望持续快速增长，无线充电在可穿戴设备的应用也有望迎来快速

扩张，我们预计 2019-2023 年消费电子用无线充电软磁片需求 CAGR 达到

30%以上，2023 年需求或超过 26 亿片。2）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应用有

望完美解决续航里程问题，与电动汽车需求增长形成正反馈。随着技术的

持续进步，未来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产业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想象空

间，电动汽车市场有望成为软磁在无线充电应用的下一个风口。我们测算

到 2025 年，电动汽车用无线充电软磁片需求有望超过 1000 万片。 

 全球供应商梳理：日本为技术领跑者，中国成长迅速。日本是磁性材料技

术的领跑者，我国软磁产业发展迅速，部分产品已达世界领先技术水平。

日本代表企业包括 TDK、TODA、日立金属（纳米晶软磁）。横店东磁是

我国磁性材料龙头，永磁/软磁铁氧体全球占有率 12%/7%，国内占有率

15%/9%，收购金川电子、扩产后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磁材业务毛利

率稳定在 30%左右，是苹果无线充电软磁片供应商，也已应用于无线耳机。

器件板块诚基电子是国内领先的振动马达企业，积极布局无线充电模组和

5G 基站隔离器/环形器，后续有望快速放量。新能源板块 1.6GW 高效晶硅

电池项目预计今年投产，进一步驱动业绩增长。天通股份“电子材料+高

端装备”双轮驱动，铁氧体软磁产品布局无线充电，是横店东磁重要竞争

对手，但产品毛利率略低于横店东磁。其他相关上市公司：安洁科技（铁

氧体、纳米晶）、东尼电子（纳米晶）、安泰科技（非晶、纳米晶）等。 

 风险提示：手机、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增长低于预期；无线充电在消费电子领域的

渗透率提升低于预期；电动汽车产销增长低于预期；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上应用

的推广进展缓慢；其他新材料的出现对铁氧体软磁、非晶、纳米晶软磁实现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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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1、软磁：供应稳定，需有亮点 

1.1、软磁材料经历了金属-铁氧体-非晶-纳米晶的发展历程 

 磁性材料是指具备强磁性的物质，按使用可分为软磁材料、硬磁材料和功能

磁性材料。软磁材料在磁场作用下非常容易磁化，同时取消磁场后又很容易

退磁化，具有较高的磁导率、较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较小的矫顽力，磁滞

损耗小，应用于变压器、继电器、电感铁芯、继电器和扬声器磁导体、磁屏

蔽罩、电机定子转子等。而硬磁材料通常难磁化、难退磁、剩磁高、矫顽力

大，主要作为磁场源用于储藏和供给磁能，应用于各种电机、仪表、设备等。 

 

图 1、磁性材料分类 

软磁材料

铁氧体软磁

金属软磁

纳米晶软磁

锰锌铁氧体

镍锌铁氧体

电工纯铁

硅钢

坡莫合金

其他软磁合金

铁基纳米晶

铁钴基纳米晶

淬火硬化性磁钢

析出硬化性磁钢

时效硬化永磁合金

有序硬化永磁合金

钡铁氧体

锶铁氧体

钐钴永磁

钕铁硼永磁

稀土铁氮永磁

金属永磁

铁氧体永磁

稀土永磁

硬磁材料

功能磁材
磁致伸缩材料、磁记录材料、磁电阻材料、
磁泡材料、磁光材料及磁性薄膜材料等

磁性材料

铁铝合金

铁硅铝合金

铁钴合金

SmCo5

SmCo17

烧结钕铁硼

粘结钕铁硼

注塑钕铁硼

电阻率低，在高频
和微波频率下产生
巨大的涡流效应

铁基非晶

钴基非晶

铁镍基非晶

非晶软磁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艾邦智造，《磁学基础与磁性材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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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软磁材料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金属软磁材料——铁氧体软磁材料——

非晶软磁材料——纳米晶软磁材料的过程，向综合性能更优化方向发展。 

 金属软磁：金属软磁是最早出现的第一代软磁材料，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使得以硅钢为代表的金属软磁材料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后二元系（铁镍、铁铝、铁钴等）、三元系（铁硅铝、

铁钴钒、铁镍钼等）等多元合金软磁材料相继问世，这些材料在高频应

用时的损耗情况相较于 Fe-Si 系软磁合金材料明显优化。但金属软磁材

料的电阻率总体较低，在高频下会产生较大的涡流损耗，随着使用频率

的提高，其应用逐步受到限制。 

 铁氧体软磁：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代软磁材料——铁氧体软磁出现，

最早由荷兰 Philip 实验室的 Snoek 研制成功，其电阻率高，相较金属软

磁可适用于更高频的应用。常见的软磁铁氧体包括锰锌（MnZn）铁氧体、

镍锌（NiZn）铁氧体和镁锌（MgZn）铁氧体，铁氧体软磁材料在 20 世

纪 50-80 年代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并广泛应用于偏转线圈、变压器、

电感器以及扼流圈等电子元件，逐步在电脑、办公自动化等电子信息技

术领域及视听设备、家用电器、绿色照明等终端产业领域实现快速渗透。

铁氧体软磁虽然在高频段应用时的损耗较金属软磁大大降低，但饱和磁

感应强度明显低于金属软磁材料，此外，铁氧体软磁的初始磁导率不高，

在磁能密度较高的低频强电和大功率领域的应用受到限制。 

 非晶软磁：非晶软磁材料的研发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80 年代美国

Allied Signal 公司建成 7000 吨非晶带材生产厂，并先后推出命名为

Metglas 的铁（Fe）基、钴（Co）基和铁镍（Fe-Ni）基系列非晶合金带

材，成为非晶合金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标志。非晶软磁材料是通过在某些

金属软磁（含铁、镍等铁磁性元素）的冶炼过程中加入玻璃化元素（硅、

硼、碳等），通过快淬技术使其成为非晶态。非晶软磁的饱和磁感应强度

高于铁氧体软磁，同时电阻率大大高于金属软磁材料，综合性能较第一

代金属软磁和第二代铁氧体软磁更优。但非晶软磁在部分性能上仍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铁基非晶初始磁导率相对不高，磁致伸缩系数较大，

弱场磁性较差；钴基非晶饱和磁感应强度相对较低，在磁性器件体积的

小型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且钴含量高导致价格较高；铁镍基非晶居里

温度相对较低一些，热稳定性较差。 

 纳米晶软磁：纳米晶软磁是在非晶合金的基础上通过特殊的热处理工艺

得到的晶粒在纳米级别的软磁合金，最早是在 1988 年由日本日立金属的

Yoshizawa 等人研发。纳米晶软磁相较于金属软磁、铁氧体软磁、非晶软

磁具备更加优异的综合软磁性能，因此成为高频电力电子应用的理想材

料，同时也更加适应小型化、集成化的发展趋势。以安泰科技的纳米晶

带材为例，纳米晶软磁材料具备以下特性：1）高饱和磁感、高磁导率：

铁基纳米晶软磁合金可同时具有高饱和磁感应强度（1.25T）和高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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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导率（＞80000），有利于铁芯向体积小、高精度发展。2）低损耗：相

当于铁基非晶 1/5 的铁损，100kHz，300mT 下损耗低至 50W/kg，更低的

温升；3）低矫顽力：静态下矫顽力低至 1.5A/m 以下；4）低磁伸：接近

于零的饱和磁致伸缩系数，因而可实现极低的工作噪音；5）优异的温度

稳定性：在-50℃~150℃温度区间内材料性能的变化率范围±10%；6）

优良的频率特性：在较宽频率范围内具有出色的磁导率特性及低的损耗；

7）磁性能的可调性：可通过施加不同强度的横磁、纵磁或不加磁场的热

处理获得不同类型的磁性能，如低剩磁型、高矩形比型、高磁导率型等。 

 

表 1、不同软磁材料的磁特性比较 

 

注：铁损的表示方法：如 P1/50代表频率为 50Hz，磁感应强度为 1T 时的铁损； 

资料来源：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2、纳米晶软磁综合性能优异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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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供应稳定，需有亮点，无线充电或成重要增长引擎 

 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铁氧体软磁生产国，2011 年以来规模总体稳定。

在几大类软磁材料当中，目前我国非晶、纳米晶软磁材料的产业规模相对较

小，软磁材料的生产以金属软磁和铁氧体软磁为主，其中金属软磁材料的高

频应用又受到其性能的制约，再加上数据可得性原因，我们仅统计了我国铁

氧体软磁的生产情况和需求结构。2011年以来我国铁氧体软磁产量总体稳定，

2018 年生产接近 21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77.77%。 

 新兴市场领域需求方兴未艾。根据横店东磁和天通股份公告，2019 年软磁材

料下游主要传统应用市场面临增长放缓甚至需求下滑：传统汽车市场持续低

迷，家电市场面临内需不足、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PC 出货量负增长；但新

兴市场领域需求方兴未艾：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无线充电、服务

器、NFC、新能源汽车、逆变器等领域需求保持较高增速。 

 特别地，无线充电是“从 0 到 1”的市场，有望成为软磁材料需求增长的重

要引擎。随着 2017 年 iPhone 8 和 iPhone X 的发售，苹果正式开启无线充电

时代，三星、华为、小米等各大手机品牌也纷纷加入到无线充电的行列，而

这仅仅是接收端市场，预计咖啡厅、餐厅、办公桌等发射端市场也将雨后春

笋般崛起。除此以外，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也有望带来汽车无线充电产业蓬

勃发展。无线充电有望成为未来几年软磁材料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图 3、全球及我国铁氧体软磁生产情况（万吨） 图 4、铁氧体软磁材料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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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磁性材料与器件分会，横

店东磁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新材料产业，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无线充电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艾邦智造，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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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磁是无线充电最关键的材料之一，技术、资质壁垒高 

2.1、无线充电技术涉及四大方式+两大标准 

 无线充电方式主要分为四种：电磁感应、磁共振、无线电波、电场耦合。无

线充电是通过在发射端和接收端采用相应设备，以发射和接收信号，进而实

现电能传输的技术，从技术原理来看，目前实现方式主要有四种：电磁感应、

磁共振、无线电波和电场耦合。 

 电磁感应：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发射端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充电时

在发射端输入电流，发射端线圈产生磁场，由于电磁感应效应，在接收

端线圈中产生一定的电流，从而实现电能的传输。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

具备结构简单、转换效率高等优势，适合短距离充电，是目前应用最为

成熟的无线充电技术，但该技术也面临一定的限制，包括水平方向的位

置自由度较低（需要特定的摆放位置才能实现精确充电）、金属感应接触

存在发热问题，目前市场上，包括无线连接感应壁灯、电动牙刷等产品

的无线充电基本都采用电磁感应这一方式，也是目前主流手机品牌实现

无线充电功能的主要选择。 

 磁共振：当发射端和接收端在某一特定频率上形成共振，通过共振效应

可以实现电能的传输。磁共振技术的优点在于其可以适用于远距离大功

率的充电，且能够实现对多个设备的同时充电，但目前存在充电效率低

的问题，传输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能量损耗，电路的调频、特定频段的保

护也是磁共振式无线充电在应用上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若能够有效解

决低效率、调频等问题，磁共振式无线充电技术有望成为电动汽车无线

充电的主流方式迅速铺展开来。 

 无线电波：传输系统包括微波源、发射天线、接收天线，主要的原理是

发送端导体中电流强弱的改变会产生无线电波，当接收端接收到通过空

间传播过来的无线电波的时候，由电波引起的电磁场变化会产生谐振效

应，进而在接收端导体中产生电流，从而实现电能的传输。这种方式也

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电能传输，同时可以自动随时随地实现充电，但传输

功率小，电磁波易受干扰，转换效率低，充电的时间较长。 

 电场耦合：通过沿垂直方向耦合的两组非对称偶极子而产生的感应电场

来传输电力，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电场将电能从发送端转移到接收端。电

场耦合技术同样适用于短距离充电，水平方向的位置自由度较电磁感应

方式更高，提高用户使用的便利性，转换效率较高，同时发热较低，但

目前电场耦合式无线充电还存在着体积较大、功率较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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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无线充电各种原理方案的比较 

无线充电方式 电磁感应式 磁共振式 无线电波式 电场耦合式 

英文 
Magnetic 

Induction 
Resonance Radio Reception Capacitive coupling 

原理 

电流通过线圈，线

圈产生磁场，对附

近线圈产生感应

电动势，产生电流 

发送端能量遇到共

振频率相同的接收

端，由共振效应进

行电能传输 

将环境电磁波转

换为电流，通过

电路传输电流 

利用通过沿垂直方

向耦合两组非对称

偶极子而产生的感

应电场来传输电力 

示意图 

    

传输功率（W） 数 W-5W 数 KW 大于 100mW 1-10W 

传输距离 数 mm-数 cm 数 cm-数 m 大于 10m 数 mm-数 cm 

使用频率范围 22KHz 13.56MHz 2.45GHz 560-700kHz 

充电效率 80% 50% 38% 70%-80% 

优点 
适合短距离充电；

转换效率较高 

适合远距大功率充

电；转换效率适中 

适合远距离小功

率充电；自动随

时随地充电 

适合短距离充电；

转换效率较高；发

热较低；位置可不

固定 

挑战（限制） 

特定摆放位置，才

能精确充电；金属

感应接触会发热 

效率较低 

安全与健康问题 

转换效率较低；

充电时间较长

（传输功率小） 

体积较大 

功率较小 

解决方案供应商 
Ti，Powermat，

Splashpower 等 

MIT，Intel 

日本富士通 
Powercast 

Murata 村田制作所

竹中工务店 

资料来源：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目前主流的无线充电主要有两大标准：Qi 标准和 AirFuel 标准，此外还有

iNPOFi 标准、Wi-Po 标准等。 

 Qi 标准：由无线充电联盟（WPC，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推出，

采用目前主流的电磁感应技术，具备便携性和通用性特征，重点关注低

功耗便携式电子设备，包括诺基亚、三星、华为等均为其联盟成员。 

 AirFuel 标准：由 PMA（Power Matters Alliance）和 A4WP（Alliance for 

Wireless Power）在 2015 年初合并而成，整合了电磁感应技术与磁共振

技术，致力于推动统一的无线充电标准，成为 Qi 标准的有力竞争对手，

关注产业涵盖手机、便携式电子设备（平板电脑等）和电动汽车，联盟

成员包括 Powermat、AT&T、Google、星巴克、高通、三星等。 

 iNPOFi 标准：由中国大连硅展公司推出，完全抛开电磁转换的方式，通

过在充电设备上植入一个 iNPOFi 芯片即可实现充电，使用时需要接收

设备与发射设备充分接触，主要可应用于手机、可穿戴设备等。 

 Wi-Po 标准：由宁波微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研发，参考国际无线充

电联盟 A4WP 的 Rezence 标准，使用 6.78Mhz 的谐振频率，并能通过蓝

牙 4.0 实现通讯控制，同时兼有过温、过压、过流保护和异物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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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无线充电两大标准 

标准 联盟 联盟成员和主要厂家 采用技术 关注方向和产业 

Qi 标准 
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 

NOKIA、三星、TI、LG、华

为、苹果等 
电磁感应 低功耗便携式电子设备 

AirFuel 标准 AirFuel Alliance 

Powermat、AT&T、Google、

星巴克、高通、三星、Ever Win 

Industries、Gill Industries、

Peiker Acustic、SK Telecom 

电磁感应

&磁共振 

手机 

便携式电子设备 

电动汽车 

资料来源：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软磁在无线充电中起导磁降阻、隔磁屏蔽作用 

 无线充电产业链包含方案设计、电源芯片、磁性材料、传输线圈、模组制造

环节，软磁材料是无线充电发射和接收两端与线圈相贴合的磁性片状辅材，

通常被称为“导磁片”或“隔磁片”，顾名思义，具备导磁降阻、隔磁屏蔽

功能，同时还能够防止发热。 

 发射端（Tx）：软磁片贴合于线圈下方，要求软磁片具有优异的导磁性

能，以加大线圈的磁通量，降低线圈损耗，使得磁感线更加集中于以软

磁片为中心的区域，增加电磁感应强度，提高电磁转换率。 

 接收端（Rx）：在线圈背面（线圈与手机外壳之间）贴上软磁片，可以

隔离其他金属物体与电磁信号的接触，避免涡流效应的产生（会削弱原

来方向的磁通），防止电磁信号的衰减，使感应磁场的磁通量聚拢集中，

增强磁感应强度，减少发热，提高无线充电器的转换效率。 

 

图 6、无线充电发射端软磁片+线圈 图 7、无线充电接收端软磁片+线圈 

  
资料来源：东莞有励电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东莞有励电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隔磁屏蔽：软磁片具有高的磁导率低的损耗，其存在能够为磁通量提供

一条低阻抗通路，可以有效降低向外散发的磁力线，进而大大减少能够

影响周围金属物体的磁力线数量，防止产生涡流和信号干扰。 

 导磁降阻：通过在发射端和接收端线圈上分别贴合软磁片，可以使发射

端和接收端之间的磁力线更多地收拢集中，加大线圈的磁通量，增加电

磁感应强度，提高耦合系数，提升磁电转换效率，使用更少的匝数来实

现更高电感的线圈，降低线圈电阻（一般匝数越多，电阻越高），减少发

热带来的效率降低，从而实现转换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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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磁性材料在无线充电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应用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艾邦智造，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3、发展趋势：轻薄化 Rx 看纳米晶，Tx&大功率 Rx 看铁氧体 

 当前无线充电软磁材料的选择：铁氧体与非晶、纳米晶并行。目前无线充电

产业软磁材料的选择上，包括铁氧体（锰锌铁氧体、镍锌铁氧体）、非晶、纳

米晶均有应用。非晶、纳米晶材料的优势在于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纳米晶

具有更高的磁导率和更低的磁损，同时能够做到柔软超薄化，这是铁氧体材

料难以实现的。铁氧体软磁的优势在于成本，特别是在大功率的发射端选材

时，纳米晶软磁成本可能是铁氧体软磁的 2 倍以上，这时铁氧体软磁材料的

性价比优势就凸显出来。铁氧体中，锰锌适用中低频，镍锌适用高频谐振。 

 发射端：铁氧体为主流，不同类型发射端对软磁材料的要求存在差异。目前

市场上发射端磁性材料的选择全部采用铁氧体方案。按照接收端放置方式，

发射端可分为固定位置型、单线圈自由位置型和多线圈自由位置型，不同类

型对软磁材料的性能有不同的要求。如：单线圈自由位置型设备通过自动检

测终端设备放置位置，移动线圈至合理位置，从而实现高效率充电，由于线

圈需要移动，就要求隔磁片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一般采用流延工艺制作的柔

性磁片。多线圈自由位置型充电设备则要求发射端软磁材料拥有高的饱和磁

感应强度和低的损耗，一般可选用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 

 

------------------------------------------------------------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12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表 4、不同磁性材料差异对比 

项目 铁氧体 非晶 纳米晶 

成分 镍锌 锰锌 铁基非晶 铁基纳米晶 

应用 接收端 接收端和发射端 接收端和发射端 接收端和发射端 

磁导率 130-200H/m 130-250H/m 200-800H/m 200-1000H/m 

优势 

高阻 

频带宽 

适应水平高 

应用更早 

技术相对成熟 

柔软超薄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 

高磁导率 

低磁损 

不足 
易脆较厚 

难制造 

易脆较厚 

难制造 
难穿孔 难穿孔 

资料来源：东尼电子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接收端：手机领域非晶、纳米晶逐步占优，对软磁材料的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未来持续向高频化、小型化、薄型化发展，但大功率应用上铁氧体为绝对主

导。无线充电的接收端一般都内置于终端设备当中，对于手机、智能手表等

低功率便携式电子设备，随着电子元器件向高稳定、高可靠、轻薄短小、宽

适应性等方向发展，很多电子类产品转向集成模块及芯片技术发展，软磁材

料也不断向高频化、小型化、薄型化方向发展，以满足磁性元件的日益薄膜

化和小型化，甚至集成化的趋势，因此在软磁片的选择上逐步从铁氧体向纳

米晶方案切换，目前追求轻薄化的高端机型基本都已经切换至纳米晶方案。

但在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等大功率应用上，目前仍是铁氧体绝对主导。 

 

图 9、软磁材料向节能与小型化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未来无线充电用软磁市场的结构演变：高端轻薄化接收端向纳米晶切换，发

射端和大功率接收端以铁氧体主导。从市场演变趋势来看，虽然非晶、纳米

晶软磁性能优势明显，但如果不能通过技术进步等实现成本上的突破，铁氧

体的性价比优势更为显著，且铁氧体软磁相较非晶、纳米晶软磁的初始磁导

率更低，更适合于大功率应用，预计未来铁氧体在发射端和大功率接收端的

应用上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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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壁垒：技术、资质缺一不可 

 工艺技术壁垒：无线充电追求高效率，产品对材料饱和磁通密度和磁损要求

比常规产品要求更高，对产品的后道加工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 

 铁氧体软磁材料：铁氧体软磁片的生产工艺环节包括制粉、球磨、流延、

切割、烧结等，最后再与相应的胶材贴合，其中制粉工艺是影响产品稳

定性、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制粉主要分干法（氧化物法）和湿法（化学

共沉淀法、溶胶-凝胶法、水热合成法、超临界法等）两大类。磁性材料

的成分配比、生产工艺、形状、尺寸大小、尺寸精度和电磁性能，共同

决定了产品能否符合客户的要求，这就需要在原料配方、模具设计、工

艺流程、生产管理和品质控制等方面都具备优势，而这些没有长期的技

术积淀和经验积累是难以实现的。此外，不同客户的需求存在个性化差

异，发射端、接收端对磁性材料也有不同的要求，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

摸索出合适的原料成分配比、调整工艺技术。 

 

图 10、铁氧体软磁片制粉后道工序 

 

 
资料来源：艾邦智造，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5、主要铁氧体软磁制粉工艺比较 

 
制备工艺 简介 优点 缺点 

干法 氧化物法 

目前工业生产锰锌铁氧体的主要方法，以纯

度较高的氧化铁、氧化锰（或碳酸锰）、氧

化锌作为原料，按一定配比要求混合后烧结

成型制得 

工艺简单，易于大规

模工业生产 

高纯原料价格昂贵，固

态氧化物反应活性不

高，混合不能做到微观

均匀，影响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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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 

化学共沉淀法 

将金属盐溶解，并以离子状态混合均匀，加

入沉淀剂将金属离子均匀沉淀或结晶出来，

再将沉淀物脱水或热分解而制得铁氧体微粉 

颗粒细小，均匀，纯

度高，化学活性好 

粉体的团聚难以克服，

成本高，污染重，生产

规模小 

溶胶凝胶法 

将金属有机化合物如醇盐等溶解于有机溶剂

中，加蒸馏水等使其水解、聚合，形成溶胶，

再采取适当方法形成凝胶，并在真空下低温

干燥，最后高温煅烧处理 

纯度高，均匀性好，

化学组成准确，合成

温度低，活性好 

工艺条件不易控制，在

控制酸度方面要求较高 

水热合成法 

加热、加压使氢氧化物溶入水中的同时析出

氧化物，可直接得到结晶良好的粉体，无需

作高温灼烧处理和球磨 

热分解温度低，分散

均匀，反应活性好，

粉体结晶良好 

高压釜中进行，工艺复

杂，可操作性差 

超临界法 
以有机溶剂等代替水作为溶剂，在水热反应

器中，超临界条件下制备纳米级微粉 

反应过程中液相消

失，更有利于微粒的

均匀成长和晶化 

对设备要求高，投资大；

体系活性差，难控制颗

粒形貌 

资料来源：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非晶软磁材料：非晶软磁材料的制备是通过喷嘴包将融化的母合金喷射

在一个高速旋转的冷却辊上，瞬间冷却形成薄带。整个工艺的难点在于：

1）高温：液态合金的温度一般在 1400℃~1500℃，要实现瞬间凝固，就

需要有极高的冷却速度，通常达到每秒百万度的级别。2）高速：需要带

材喷出的速度也非常快，一般达到 30m/s，要实现在带材喷出的瞬间将

其抓住并实现自动卷取，也是非晶带材生产的一大难点。3）高精度：喷

出带材的厚度 20-30μm，这就需要通过喷嘴包下面的狭缝及辊嘴间距的

设计来实现高精度的控制。这些对工艺和设备均是极大的挑战，没有长

时间的研发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很难建立起完整的生产体系。 

 纳米晶软磁材料：纳米晶软磁材料主要是在非晶软磁材料的基体上，进

一步加热晶化得到，除了前端非晶工艺的难点，热处理是核心步骤，关

系到纳米晶产品最终磁性能的优劣，因此对材料晶化退火过程中的退火

温度、退火时间、冷却速度都需要精确的控制。此外，不同的原料配比，

不同的应用条件，对晶化退火各项工艺参数的选择也都有不一样的要求。

随着纳米晶材料技术向超宽超薄的方向发展，也对其生产工艺持续提出

新的要求。 

 

图 11、非晶带材生产装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研非晶公开转让说明书，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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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壁垒：准入门槛高，定制程度高，认证周期较长。下游客户对产品的一

致性、稳定性以及供货规模均有较高要求，决定了行业准入门槛高。同时，

接收端的应用定制化程度高，需要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特殊的设计和匹配。

最终生产出的产品需要通过下游手机厂商的认证，认证流程主要是模组的整

体可靠性认证，包括样品前期设计认证、可靠性认证（高低温试验、盐雾试

验、跌落试验等）、模组整机验证，整个项目认证周期在 6 个月以上。 

 高的技术和资质壁垒，决定了应用于无线充电的高性能磁性材料具有较高的

附加值，磁性材料在无线充电产业链中的利润占比达到 20%左右。 

 

图 12、无线充电产业链各环节利润占比 

方案设计
32%

电源芯片
28%

磁性材料
20%

传输线圈
14%

模组制造
6%

 
资料来源：东尼电子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消费电子+电动汽车：最具增长潜力和确定性的两大场景 

3.1、消费电子：手机、可穿戴设备掀起无线充电热潮 

 5G 时代拉动换机需求，智能手机市场有望重返增长轨道。全球智能手机进

入 2015 年以来，已经属于存量市场，市场日趋饱和，终端创新力度下降，消

费者换机周期拉长，出货量持续下滑。全球来看，根据 IDC 数据，2018 年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13.95 亿部，同比下滑 4.8%，但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出

现复苏迹象，预计下半年出货量同比降幅收窄至 0.4%，全年出货量预计达

13.711 亿部，同比下滑 2.2%。国内来看，2018 年全年国内手机出货量 4.14

亿部，同比下滑 15.6%，2019 年前三季度出货量 2.87 亿部，同比下滑 5.7%，

降幅已经有所收窄。我们认为，伴随 5G 的推进，消费者换机升级的需求会

受刺激，智能手机出货量颓势有望扭转。根据 IDC 预测，预计 2020 年全球

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止跌转升，同比增长 1.6%，到 2023 年，预计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达到 14.845 亿部，2018-2023 年 GAGR 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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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图 14、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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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智能手机无线充电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磁性材料的更新优化。无线充电在智

能手机上的应用最早是在 2012 年诺基亚推出的 Lumia 920 上实现，该机型采

用硬质铁氧体作为隔磁材料，但当时无线充电三大标准尚未统一，咖啡厅、

餐厅等也没有及时配置无线充电的发射端应用，因此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2015 年，三星推出首款无线充电旗舰手机 Galaxy S6，除柔性铁氧体外，首

次使用非晶磁性材料。2016 年，三星推出的 Galaxy S7，创造性地完全采用

纳米晶软磁材料，充电效率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这几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智

能手机特别是高端机无线充电用磁性材料逐渐从铁氧体向非晶、纳米晶过渡。 

 高端机引领，手机无线充电市场有望驶入快车道。除三星外，2017 年 iPhone 

8 和 iPhone X 的发售，标志着苹果正式开启无线充电时代，此外，包括华为、

小米的高端机也加入了无线充电功能，这些高端机的引领作用，有望带动整

个无线充行业的快速发展，无线充电在智能手机市场有望实现快速渗透。 

 

图 15、智能手机无线充电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安泰科技，艾邦智造，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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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手机出货量恢复增长+无线充电渗透率提升，手机无线充电用软磁材料

需求有望持续快速增长。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统计，Qi 认证设备和充电器

2018 年全球出货量超过 3.66 亿台，同比增长 77%，其中，Qi 认证手机出货

量预计 2018 年超过 2.7 亿部，同比增长了 68.64%。 

 

图 16、电磁感应和磁共振技术智能手机无线充电市场规模预测(2018-2024) 

 
资料来源：Yole，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7、Qi 认证设备和充电器发货量(全球，百万台） 图 18、全球无线充电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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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配件以及车内和公

共空间嵌入式充电器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WP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

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P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无线充电在可穿戴设备的应用也有望迎来快速扩张。可穿戴设备市场自问世

以来需求保持持续增长，2018 年全球出货量 1.722 亿部，同比增长 27.5%，

特别的，随着部分品牌开始在手机上移除耳机插孔和可穿戴耳机价格的逐渐

亲民化，今年可穿戴耳机这一细分领域需求迎来井喷，第三季度可穿戴耳机

出货量达到 4070 万部，同比增长 242.4%，推动三季度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创

下单季度新高，同比增长 94.6%。2019Q3 可穿戴耳机在可穿戴设备中的份额

大幅提升至 48.1%的水平，而 2018Q3 份额仅 27.4%。根据 IDC 预测，2019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预计达 3.052 亿台，同比增长 70%以上，其中耳戴

式设备预计达 1.394 亿台。随着越来越多的手机开启无孔化时代，可穿戴耳

机需求有望保持高增长，且 TWS 热潮有望带动无线充电在可穿戴设备领域

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无线充电用软磁材料在可穿戴设备市场的需求有望迎

来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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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18Q3(左)4340 万部，19Q3(右)8450 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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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以上还仅仅是接收端的规模，预计发射端（餐厅、咖啡厅、车载无线充电、

智能家居等）也将以星火之势快速铺展。我们预计 2019-2023 年消费电子用

无线充电软磁片需求 CAGR 达到 30%以上，2023 年需求超 26 亿片。根据

WPC 预测，2018 年接收端和发射端规模预计分别为 5.5 亿和 2 亿只，到 2020

年预计分别增长至 10 亿只和 4 亿只，到 2025 年预计较 2020 年再实现翻倍。 

 

表 6、全球消费电子用无线充电软磁需求测算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智能手机 

出货量（百万部） 1371.1  1393.0  1427.9  1457.8  1484.5  

YOY -2.2% 1.6% 2.5% 2.1% 1.8% 

无线充电渗透率 26% 36% 50% 60% 66% 

无线充电手机（百万部） 360.6  501.5  713.9  874.7  979.8  

可穿戴设备 

出货量（百万部） 305.2 471.9  666.1  886.5  1114.2  

YOY 

 

54.6% 41.1% 33.1% 25.7% 

  其中：可穿戴耳机 139.4  239.8  359.7  503.5  654.6  

            YOY 

 

72% 50% 40% 30% 

          无线充电渗透率 58% 68% 75% 80% 85% 

        其他（智能环、智能手表等） 165.8  232.1  306.4  383.0  459.6  

            YOY 

 

40% 32% 25% 20% 

          无线充电渗透率 86% 89% 92% 94% 96% 

无线充电可穿戴设备（百万部） 223.4  369.6  551.6  762.8  997.6  

无线充电消费电子产品合计（百万部） 584.0  871.1  1265.6  1637.5  1977.4  

对应接收端软磁片需求量（百万片） 584.0  871.1  1265.6  1637.5  1977.4  

接收端软磁材料需求量（吨） 876.1  1306.7  1898.3  2456.3  2966.0  

接收端 CAGR 35.65% 

发射端软磁片需求量（百万片） 230.0  312.8  422.3  532.1  638.5  

发射端软磁材料需求量（吨） 4600.0  6256.0  8445.6  10641.5  12769.7  

接收端+发射端合计需求量（百万片） 814.0  1183.9  1687.8  2169.6  2615.9  

合计软磁材料需求量（吨） 5476.1  7562.7  10343.9  13097.8  15735.8  

合计软磁材料需求 CAGR 30.20% 

数据来源：IDC，WP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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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全球无线充电市场规模预测（分发射端和接收端） 

 
资料来源：IH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2、电动汽车：软磁在无线充电应用的下一个风口 

 新能源汽车长期发展趋势明确，无线充电的应用有望完美解决续航里程问

题，与电动汽车需求增长形成正反馈。汽车行业未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发展趋势明确，目前电动汽车电能的补给方式主要有三种：换电、传导充

电和无线充电。其中无线充电又包括静态充电和动态充电两大类方式，相较

于换电和传导充电方式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安全性，在硬件上的标准也相对

更容易统一。尤其是动态充电模式，能够对行驶过程中的电动汽车进行实时

充电，更能满足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续航的要求。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上的应

用，有望解决其续航里程问题，促进电动汽车需求的增长，而电动车需求的

增长又将进一步带动无线充电应用规模的扩张，两者有望形成良好的正向反

馈效应。虽然目前在传输效率、异物检测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难点，高

昂的成本也限制了其应用的扩张，但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未来

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产业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想象空间，电动汽车市场有

望成为继消费电子之后，软磁在无线充电应用的下一个风口。 

 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产业已经有所应用。早在 2014 年，高通就将其将无线充

电技术引入到了 Formula-E 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中，其搭载的 Halo 无线充电技

术主要应用磁共振技术原理实现发射端向接收端的电能传输，充电效率达到

90%以上。同时，高通也在持续研发电动汽车动态充电（DEVC）技术，2017

年 5 月，在长达 100 米的 FABRIC 测试车道上进行动态充电演示，车速 100 

km/h 时，最大充电功率可达 20 kW，使得未来电动汽车在行驶的同时实现无

线充电将成为可能。2018年 5月，宝马推出首款搭载无线充电技术的全新 530e 

iPerformance 车型，实际输出功率 3.2 kW，仅需 3.5 个小时即可使车上高压电

池充满电，充电效率约 85％。此外，包括沃尔沃、奥迪、奔驰、保时捷、北

汽、长安等主流厂商都纷纷加入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的大潮，未来几年预

计会有更多的搭载无线充电的电动汽车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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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基本原理 图 22、宝马将无线充电技术应用于汽车 

 
 

资料来源：电子工程世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汽车之友，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标准搭建逐步成型，为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全球来看，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于 2016 年批准发布针对 EV/PHEV 的国际无线

充电标准 SAE TIR J2954，频率采用 85kHz 频带（81.38~90kHz），kHz；输出

功率分 3 个等级：WPT1 为 3.7 kW，WPT2 为 7.7 kW，WPT3 为 11 kW 和 22 

kW。我国在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的标准化上也持续部署，2019 年，完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 2 部分：特殊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报批，启动

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互操作性要求及测试 第 1 部分：地面端》、《电动

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商用车应用特殊要求》、《立体车库无线供电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规范》等标准的编制。今年年初，由中电联牵头行业 13 家单位共同编

制的《2019 年度中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技术发展白皮书之二：无线充电》发

布，涵盖全球及中国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产业格局、中国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产

业路径和规模预测等方面，着重分析了充电安全、充电效率、互联互通、设

备成本、充电频率等当前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为促进我国电动汽车无线充

电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预计到 2025 年电动汽车用无线充电软磁需求有望超过 1000 万片。根据中兴

新能源总经理在今年 1 月份电动车百人会议上的发言，预计 2017-2020 年为

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应用的探索期，2020-2023 年为渗透期，2023-2025 年将

进入推广期。伴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的高增长和无线充电渗透率的提升，

我们测算到 2025 年，电动汽车用无线充电软磁片需求有望超过 1000 万片。 

 

表 7、电动汽车用无线充电软磁需求测算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120  160  210  270  345  450  600  

海外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105  162  220  300  400  520  660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225  322  430  570  745  970  1260  

YOY 

 

43.1% 33.5% 32.6% 30.7% 30.2% 29.9% 

无线充电渗透率 2% 6% 12% 20% 32% 48% 60% 

全球无线充电汽车数量（万辆） 4.5  19.3  51.6  114.0  238.4  465.6  756.0  

发射端数量（万个） 1.5  6.4  18.4  45.6  103.7  221.7  378.0  

对应软磁片数量（万片） 6.0  25.8  70.0  159.6  342.1  687.3  1134.0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测算 

 

------------------------------------------------------------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21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4、全球供应商梳理 

 从技术水平来看，日本在磁性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上起步早，研究开发能力强，

是磁性材料技术的领跑者，在高端软磁材料领域竞争优势显著，我国虽然在

软磁材料产业发展迅速，但在高性能产品方面，总体相较日本仍有一定差距。

从产能分布来看，全球软磁材料产能主要集中于日本和中国，中国大陆在产

量上占据优势。随着技术的不断积累进步，我国在部分产品上已经达到世界

领先的技术水平，可实现对部分产品的替代。 

4.1、日本：技术领跑者 

 日本：主要的无线充电用软磁材料生产企业包括 TDK、Toda Kogyo 

Corporation、日立金属等。其中 TDK、TODA 以铁氧体软磁材料生产为主，

日立金属则主要生产纳米晶软磁。 

 TDK 是以磁性技术引领全球的综合电子元件制造商，以被动元件（电容

器、电感元件等）、传感器应用产品、磁性产品、能源应用产品为主营业

务，其铁氧体磁性材料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达到 20-25%，TDK 在无线充

电领域相关产品主要包括 Tx 线圈单元和模组、Rx 线圈单元和模组等，

2018-19 财年 TDK 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3,818 亿日元，同比增长 8.65%，

其中，磁性材料及产品的收入达 2728 亿日元，占总销售额的 20%。 

 TODA 拥有领先的湿法合成工艺，成立于 1933 年，主要生产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染色材料、磁性粉末材料、铁氧体材料和其它磁性材料，

在无线充电领域的相关产品主要为WPC用柔性铁氧体片，TODA在 2018

年度的累计销售额为 343 亿日元。 

 日立金属是目前海外最大的非晶带材供应商，成立于 1956 年，业务涵盖

金属材料和功能材料两大类，其中磁性材料属功能材料类，具体包括稀

土永磁、烧结铁氧体和纳米晶软磁，2018-19 财年日立金属合计实现营业

总收入 10,234 亿日元，同比增长 3.55%，其中磁性材料收入占比 13.4%。 

 

图 23、TDK 历年营业总收入情况 图 24、TDK 总销售额分产品构成（2018-19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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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TDK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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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日立金属历年营业总收入情况 图 26、日立金属分板块收入构成（2018-19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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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日立金属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除此以外，美国 Magnetics、美国 3M、韩国 Amotech、韩国梨树 ISU、德国

VAC 等海外企业在高性能软磁材料市场均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4.2、中国：后起之秀的力量 

4.2.1、横店东磁：铁氧体磁材龙头，器件快速放量，新能源产能扩张 

 横店东磁是全国磁性行业的龙头企业，目前全球最大的永磁铁氧体生产企

业、全球最大的软磁材料制造企业。横店东磁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四大产业：

磁性材料（12 万吨永磁、3 万吨软磁、2 万吨塑磁）、太阳能光伏（600MW

硅片、2000MW 电池片、800MW 组件）、新能源电池（圆柱型 18650）、器件

（振动器件、触觉反馈器件、无线充电模组）。2018 年，四大板块占营业总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8%、39%、3%和 6%，其中磁性材料业务贡献了将近 60%

的毛利，是目前四大产业板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部分。从磁性材料板块的历

史毛利率变化来看，基本也都稳定在 30%左右的水平。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

协会磁性材料与器件分会统计，2018 年横店东磁永磁铁氧体产量约占全国

15%，占世界 12%；软磁铁氧体产量约占全国 9%，占世界 7%。公司 2019

年收购金川电子（产能：铁氧体永磁料粉 1 万吨、铁氧体永磁元件 2 万吨，

铁氧体软磁料粉 1.2 万吨、铁氧体软磁元件 1 万吨），并计划在四川宜宾扩大

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铁氧体磁材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表 8、横店东磁磁性材料业务分为四大事业部 

 

产能 

永磁事业部 
喇叭磁 5.5 万吨，磁瓦 4.5 万吨，方块 1 万多吨，微波炉磁钢 2.2 万

吨，干压切割 1000 吨，粘结磁 200 吨，电机机壳、定子 5000 万套 

软磁事业部 年产铁氧体软磁 3 万吨（截至 2018 年末） 

磁材事业部 铁氧体预烧料 15 万吨，占到国内市场份额总量的 70%以上 

塑磁事业部 
颗粒料 1500 多吨，磁环 8000 多万只，注塑转子 300 多万只以及电

机用马达磁条 2000 多吨，橡胶磁片 12000 多吨 

资料来源：横店东磁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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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软磁铁氧体产能 3 万吨，2019H1 结构优化盈利逆势增长。无线充电方

面供货苹果，同时诚基电子布局无线充电模组增强协同效应，是磁材业务重

要的增长动力。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软磁铁氧体产能 3 万吨，公司在软磁领域聚焦高端

客户，重点开发汽车电子、无线充电、电动汽车、NFC、5G 等新兴领域，

2019H1 在消费电子、PC、照明等行业需求低迷、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

下，公司软磁材料业务盈利实现逆势增长。 

 无线充电方面，公司是苹果无线充电软磁片的供应商，也已应用于无线

耳机，高性能产品得到下游高端客户的认可。 

 公司发展定位为“磁性材料—元件—器件—方案解决商”，2018 年收购

的诚基电子进行了无线充电模组的布局，有望与软磁业务板块，特别是

铁氧体软磁材料在无线充电领域的应用形成更好的协同效应，预计今年

开始将实现显著的放量。2012 年以来公司软磁铁氧体业务年收入规模基

本在 6-7 个亿左右，未来伴随着无线充电等新兴领域的放量，公司软磁

材料业务有望迎来持续的增长。 

 永磁方面，公司微波炉磁市占率 95%以上，电机磁瓦发展空间大，有望

实现稳健盈利。 

 

图 27、横店东磁历年营业总收入情况 图 28、横店东磁历年归母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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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29、横店东磁 2018 年收入和毛利构成 图 30、横店东磁磁性材料产品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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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件板块诚基电子是国内领先的振动马达生产制造企业，布局 5G 基站隔离

器、环形器，放量后预计驱动器件板块业务高增长。 

 2017 年诚基电子振动马达销量 1.5 亿只，国内市场占有率 30%，全球市

场占有率 12.2%；2018 年诚基电子振动马达销量预计达 2.2 亿只，国内

市占率达 51%，全球市占率达 18.6%，主要客户包括三星、华为、中兴、

OPPO、VIVO、小米、LG 等手机终端供应商及闻泰、中诺等手机 ODM

工厂。诚基电子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2 亿元，净利润 4081.28 万元，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8 亿元，净利润 2146.27 万元。 

 诚基电子目前主业集中于振动马达，同时也在积极拓展新兴业务领域，

除了布局无线充电模组进军无线充电蓝海以外，还在 5G 领域深入布局

5G 基站的隔离器/环形器业务。在 5G 基站中，隔离器主要用于去除反射

波造成的不良影响，例如整合放大器阻抗、保护终段中使用的晶体管以

及防止合成器互调等；环形器主要用于天线共用器，或与拥有迅速衰减

性的 BPF 组合用于分波电路中。一方面，5G 相较于 4G 传输距离缩短，

覆盖能力显著减弱，这一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建设更多的基站数量，即基

站数量确定性提升；另一方面，对于隔离器/环形器而言，5G 基站的单

位用量是 192 个，而 4G 仅 8 个，即单位基站用量确定性提升，相应地，

对隔离器/环形器的需求有望实现数倍的增长。公司隔离器/环形器尚处于

客户开发阶段，通过认证后，该业务有望快速放量。 

 

图 31、隔离器使用示例 图 32、环形器使用示例 

  
资料来源：TDK，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TDK，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新能源产业（太阳能光伏+新能源电池）新建产能预计 2020 年逐步释放。公

司于 2019 年下半年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光伏园区启动年产 1.6GW 高效晶硅

电池生产项目，预计 2020 年逐步建成投产，分步投资新型高效技术，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 140,000 万元，新增利润 13,900 万元。

届时，公司高效晶硅电池总产能将达到 3.6GW 左右，将进一步促进降本增效，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25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4.2.2、天通股份：电子材料+高端装备，多元布局增长可期 

 天通股份“电子材料+高端专用装备”两大业务板块协同并进。公司电子材

料板块主要包括磁性材料与部品、蓝宝石晶体材料、压电晶体材料。蓝宝石

晶体材料方面，Mini-LED、Micro-LED 为代表的新应用的逐渐兴起，为 LED

行业未来的持续增长注入新活力，公司具备行业领先的双抛片技术储备和生

产规模。压电晶体材料作为 SAW 器件基板材料，受益于物联网、智能手机、

5G 等先进电子通信技术普及，SAW 器件片式化、小型化、高频化步伐加快，

其需求也有望保持增长，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并量产 6 英寸声表级 LT 和 LN 晶

体及黑化抛光晶片产品。公司高端专用装备业务板块包括粉体材料专用设备、

晶体材料专用设备和半导体显示专用设备。高端装备板块深度受益新材料、

新能源、新型显示和半导体等行业景气度的提升，订单充足。 

 天通股份铁氧体软磁布局无线充电，是横店东磁在软磁领域的重要竞争对

手。磁性材料板块，天通股份主要产品包括锰锌铁氧体材料及磁心、镍锌铁

氧体材料及磁心、金属软磁材料及制品、满足 NFC 和 Qi 标准的无线充电用

磁片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云端服务器、通讯、消费类电子、计算

机及外部设备、新能源工业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是横店东磁的重要竞争对

手。从历年磁性材料产品的收入和毛利率变化来看，2015 年以来天通股份磁

性材料产品收入规模持续小幅提升，毛利率的变化与收入变化较为一致，总

体毛利率水平略低于横店东磁的软磁业务毛利率。 

 

图 33、天通股份无线充电用软磁铁氧体磁片 图 34、天通股份汽车车载无线充电用磁片 

 
 

资料来源：天通股份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天通股份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5、天通股份磁性材料产品收入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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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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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其他相关上市公司 

 安洁科技于 2018 年收购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军无

线充电磁性材料领域。威斯东山主要生产抗电磁干扰的软磁材料等产品，主

要运用于无线充电相关，铁氧体和纳米晶磁性材料均有，技术研发实力较强。 

 东尼电子早在 2014-2015 年开发无线充电线圈并配套苹果 Apple Watch 布局

无线充电产业，2018 年末计划非公开发行募资用于建设年产 3 亿片无线充电

材料（纳米晶）及器件项目，进军无线充电磁材产业。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79,550 万元，利润总额 18,026.13 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

益率 20.26%。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开始批量供货。 

 安泰科技为规模领先的非晶、纳米晶软磁材料生产企业，是三星无线充电手

机的供货商。安泰科技从 2012 年布局研发无线充电材料，2015 年实现非晶

软磁片的产业化，是国内最早从事无线充电用非晶、纳米晶导磁片产业化的

公司，从三星第一代无线充电手机 S6，到 S7、S8、Note8、S9 等旗舰机型，

安泰科技基本都在供货。 

 

5、风险提示 

 手机、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增长低于预期； 

 无线充电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渗透率提升低于预期； 

 电动汽车产销增长低于预期； 

 无线充电在电动汽车上应用的推广进展缓慢； 

 其他新材料的出现对铁氧体软磁、非晶、纳米晶软磁实现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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