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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及纳米晶--崛起中的高端制造核心

材料 

——有色金属专题报告 

 

◼ 非晶纳米晶材料对比普通金属材料性能更为优异：非晶合金又称为液态金

属，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材料科学界研发重点。与普通金属材料不同，

非晶合金长程无序，不存在晶粒、晶界结构，具有高强度、高弹性应变极

限、低弹性模量、磁性能优秀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电力变压器、感应器、

高强度结构件等领域。纳米晶材料是在非晶态的基础上，通过热处理形成

纳米级别的晶粒，与对应的非晶材料相比，纳米晶合金表现出更佳的强度、

硬度，更良好的韧性，更小的弹性模量和延展性，更优良的软磁性特点，

在无线充电领域应用广泛。 

◼ 非晶纳米晶制备加工技术有待突破  未来前景光明：非晶材料的制备需要

对熔体态进行急速冷却，使其在形成晶粒之前固化，对企业的技术设备要

求较高。目前非晶纳米晶带材技术较为成熟，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熔体态急

冷法实现 10 厘米宽度以上超薄带量产，满足软磁领域应用需求。但块状

非晶材料由于尺寸较带材更大，内部与外部同步冷却难度较大，目前仅有

宜安科技等少数公司能够做到小型块状非晶生产，用于高强度结构件制

备。除制备难度高以外，由于非晶合金硬度高、脆性高，同时高温下容易

晶化失去原有特性，因此加工难度较大，目前结构件主要采用近净成型技

术避免再次加工。我们认为随着材料研发不断推进，未来块状非晶制备有

望突破现有尺寸限制，实现非晶合金大型结构件的生产。 

◼ 磁性材料是非晶合金的主要应用 非晶电机或成新需求点：凭借优异的磁

性能以及极低的空损率，非晶合金变压器在配电领域具有强劲的竞争优

势，2014 年随着国家电网推广节能变压器，非晶材料迎来一波需求爆发，

但 2017 年起国家电网配网招标总量大幅下滑，非晶合金变压器随之陷入

低谷期。近年来随着研发推进，使用非晶定子铁芯的非晶电机已实现量产

化，其成本较高的问题有望随着规模化生产逐步解决，在节能减排的大环

境下，非晶电机未来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 折叠屏手机有望推动非晶结构件需求：折叠屏手机兼具便携性与娱乐性，

是近两年来市场关注的热点。为了实现手机折叠屏紧密贴合以及平面展开

等操作，折叠屏手机关键技术难点之一在于铰链的生产，而非晶合金可以

完美满足相应的要求。目前华为、柔宇等手机制造商已正式采用非晶合金

作为铰链的关键材料，随着未来折叠屏手机渗透率逐步提升，非晶合金在

结构件领域的需求有望稳步增长。 

◼ 无线充电小型设备接收端磁性材料 纳米晶材料为最佳选择：无线充电软

磁材料包括铁氧体、非晶、纳米晶，由于纳米晶综合性能更为优异，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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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做到柔软超薄，已成为手机接收端最佳选择，而铁氧体凭借成本优势在

对尺寸不敏感的无线发射端以及大型设备接收端领域仍占据领先。近年来

随着无线充电技术改进以及设备优化，困扰手机无线充电的两大难题：充

电速度慢、放置位置要求严苛已基本解决，无线充电领域有望迎来一轮爆

发，释放纳米晶材料需求。 

◼ 相关上市公司（未覆盖）-宜安科技-块状非晶龙头：宜安科技是目前国内

少数能够实现块状非晶材料生产的企业，也是唯一将非晶材料应用于汽车

行业的企业。根据公司公告，公司包括铰链在内的非晶合金产品已批量向

小米、OPPO、华为等国内知名手机厂商供应。随着折叠屏手机渗透率提

升，非晶小型结构件逐渐开发普及，公司业绩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安泰

科技-纳米晶材料龙头：安泰科技原是国内非晶板带材龙头，2014 年即拥

有板带材 4 万吨年产能。近年来通过缩减与调整，非晶产能下调至 2 万吨，

而纳米晶带材产能达到 3000 吨，产能位居全球首位。随着纳米晶下游逐

渐培育成熟，公司纳米晶业务有望推动业绩稳步增长。 

◼ 风险提示：非晶纳米晶材料技术陷入瓶颈、折叠屏手机渗透不及预期、非

晶电机普及不及预期、无线充电设备应用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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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晶纳米晶-崛起中的高端新材料 

1.1 非晶纳米晶材料对比普通金属材料具有更高强度和

可塑性 

非晶合金，也称金属玻璃、液态金属（由美国 Liquidmetal Technology 翻译而来），是由合

金材料熔体超急冷凝固（通常大于 100K/s），凝固时原子来不及有序排列结晶，得到的固

态合金是长程无序结构，组成它物质的分子(或原子、离子)不呈空间有规则周期性，没有

晶态合金的晶粒、晶界存在。这种非晶合金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由于它的性能优异，

从 80 年代开始成为国内外材料科学界的研究开发重点。 

图 1：晶体金属存在晶界  图 2：非晶态金属长程无序不存在晶界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金属材料讲解》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金属材料讲解》长城证券研究所 

 

通常情况下，熔液在低于 Tm（结晶聚合物熔点）温度时开始结晶，最终形成固态晶体结

构。但非晶材料是由熔液态在 Tg-Tm（过冷液相区）温度间进行超急冷凝固，从而快速

跳过结晶过程，在低于 Tg（晶化温度，玻璃态向高弹态开始转变的温度）温度时形成相

对稳定的非晶体结构。Tg-Tx 温度为非晶结构的过冷液相区：当非晶合金重新加热达到

Tg 时（晶化温度），会呈现超高塑性变形行为，延展性最高可达 150 倍，便于非晶合金进

行加工处理；而当温度达到 Tx（脆化温度）时非晶合金会开始晶化，失去非晶态的力学

特性。因此 Tg-Tx 区间越大，Tg 晶化温度越低，非晶合金的加工难度越低，但同时非晶

合金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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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非晶、过冷液体、液体、晶体间关系  图 4：非晶体形成过程 

 

 

 

资料来源：《非晶态物质的本质和特征》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金属材料讲解》长城证券研究所 

块体非晶合金具有的强度是其对应晶体的 2-3 倍，有着较高弹性应变极限、较低的弹性模

量，在过冷液相区会出现超高塑性变形行为，其力学行为（如变形和断裂等）明显不同

于晶态合金材料，部分种类如 Fe 铁基非晶还具有优异的磁性能。等原子比多组元合金在

具有高混合熵的情况下可以形成简单的固溶体，具有高强度、高塑性的特点，该类合金

目前称为高熵合金。 

图 5：非晶合金与其他材料屈服强度对比  图 6：非晶合金与其他材料比强度对比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7：非晶合金与其他材料弹性对比  图 8：非晶合金杨氏强度及结构强度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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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晶合金种类繁多，从组成材料来看，可分为 Pd 基（钯基）、Mg 基（镁基）、稀土基、

Ti 基（钛基）、Fe 基（铁基）、Cu 基（铜基）、Ni 基（镍基）、Zr 基（锆基）、Al 基（铝

基）等多种非晶合金体系。从形态来看，非晶合金可以分为块状非晶（厚度>1mm）、非

晶板带材、非晶丝、非晶粉末、非晶镀层等。再详细划分来看，仅从力学性能看，块状

非晶又包含至少三种不同类型： 

1. 室温脆性的但弹性应变极限很大（2%）的块体非晶合金，如 ZrTiCuNiBe（锆钛铜镍

铍合金） 

2. 室温有塑性但是无加工硬化的块体非晶合金，如 PtCuNiP（铂铜镍磷合金） 

3. 室温有塑性又有加工硬化的块体非晶合金，如 CuZrAl（铜锆铝合金） 

 

 

表 1：非晶合金优点及应用领域 

非晶合金优点  应用领域 

优异的动力学性能 部分材料压缩强度、断裂韧性非常高，弹性模量较低 军用设备材料等 

良好的加工性能 在过冷液相区呈现不同程度的超塑性。延伸率可轻易达到 15000% 多应用领域 

优良的软磁、硬磁性能 Fe 基非晶合金的饱和磁化强度达到 1.5T 以上，而矫顽力低于 1A/。部分材

料经过后续热处理成为纳米晶合金后，软磁及硬磁性能更为优异 

电力设备 

抗腐蚀能力强 FeCrMoBP 非晶合金的耐蚀性比常规不锈钢强 10000 倍 军用设备、船舶、航空航天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部分 Ti 基、Zr 基、Fe 基、Mg 基、Ca 基非晶合金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 医疗器械 

良好的表面光洁度  手机外壳、智能表壳 

资料来源：《块体非晶合金》 长城证券研究所 

由于非晶合金的制备需要超急冷凝固，技术难度较高，设备成本较高，且若尺寸较大内

部难以实现非晶化，因此非晶合金的制造存在尺寸限制（最大临界尺寸）。大多数种类的

非晶合金最大临界尺寸均在 10mm 以内，1997 年发明的 Pd 基合金达到 72mm，但与其他

合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晶材料的应用。同时，由于非晶合金的制

备本质上是熵增的过程，热力学不稳定，受热有晶化倾向，因此使用条件也较为严格，

大多不适用于高温环境。同时，非晶合金硬度高、脆性高，也导致加工难度较其他材料

更大。 

 

纳米晶合金是在非晶态的基础上，通过特殊的热处理，让它形成晶核并长大，但控制晶

粒大小在纳米级别（100 纳米以内），不形成完全的晶体，这时形成的结构就是纳米晶，

实际上是非晶和纳米晶的混合结构。目前用作软磁材料的纳米晶主要是 Fe、Ni、Si、B、

P 等组成的合金。 

与对应的非晶材料相比，纳米晶合金表现出更佳的强度、硬度，更良好的韧性，更小的

弹性模量和延展性，更好的扩散性，更高的比热，更大的热膨胀系数，更优良的软磁性

特点。但由于纳米晶合金是在非晶合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保留了非晶合制造成本较

高、难以制造大尺寸合金、加工难度高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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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晶体、非晶、纳米晶形成原理 

 

资料来源：青岛云路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随着电子产品正在向高频、节能、小型、集成化方向发展，应用频率也在不断提高，带

材一代代更新。从最初的传统制带工艺（国内现有生产水平）厚度 22-30μm，到现在带

材发展到三代、四代，用先进制带工艺（国际先进生产水平）可做到 14-22μm。而且掌

握了更薄的制带技术。纳米晶带材的发展趋势就是超薄带。 

图 10：四代纳米晶带材 

 

资料来源：艾邦智造 安泰科技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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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非晶合金起步较晚发展快 目前已位居国际第一

梯队 

1934 年非晶合金材料问世，近百年来全球对非晶合金的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目

前已形成的非晶合金包括 Fe 基（铁基）、Zr 基（锆基）、Mg 基（镁基）等成百上千种合

金材料，冷却速率要求由最初的>106K/s 降低至部分材料的 1K/s，形成材料的尺寸也由最

初的薄薄的 nm 级非晶膜发展到如今 10mm 级乃至 100mm 级的块状非晶，性能上也呈现

出不同分化。 

 

图 11：非晶合金历史沿革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1980 年代美国非晶合金开始大规模产业化，主要集中在变压器领域的非晶带材。2000 年

前后日本非晶行业也开始产业化，主要代表企业为日本日立金属。与此同时，Liquidmetal 

Technology 作为小型块状非晶合金的生产商也实现上市。 

图 12：非晶合金临界尺寸的发展  图 13：非晶体高尔夫球杆击球头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 《非晶态金属材料讲解》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邦高分子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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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我国开始对非晶合金材料进行了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迅速。“七五”期

间建成了百吨级的非晶合金带材生产线，非晶合金带材宽达 100mm；“八五”期间实现了

非晶合金带材在线自动卷取技术，并实现了年产量 20 万条的非晶带材生产线；“九五”

期间建成了国家非晶超微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我国万吨级带材生产线投产，拥有

配电用非晶宽带企业 11 家，设计产能 35 万吨；纳米晶企业 240 家，设计产能 4.6 万吨；

非晶粉末企业 6 家 ，块体非晶企业 11 家。 

 

1.3 非晶带材制备技术成熟 块状非晶生产难度较高 

非晶板带材制造主要依靠熔体态急冷法，分为单辊法和双辊法。经过数十年来的发展，

该技术已较为成熟，欧美及国内多家企业均已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图 14：单辊旋辊急冷法工艺  图 15：溅射法工艺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6：单辊旋辊急冷法设备  图 17：铁基非晶合金带材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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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非晶板带材制造工艺 

制备工艺 制备过程 技术特点 

熔体态急冷法 单辊法 将材料放入石英坩埚中，在氩气保护下高频感应加热使其

熔化，再用气压将熔融金属从管底部的扁平口喷出，落在

高速旋转的铜辊轮上，经过急冷立即形成很薄的非晶带 

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不理想，但宽度可达

10mm 以上，长度可达 100m 以上 

双辊法 精度好，但调节比较困难，只能制作宽度

10mm 以下的薄带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非晶态合金解析》 长城证券研究所 

非晶合金镀层是指通过特殊处理方式，在产品表面形成一层薄非晶合金薄膜，从而具备

高强度、高硬度、优异的耐磨性能、优异的耐腐蚀性能、优异的耐空蚀性能。国外已将

非晶合金镀层应用于钻井钻具、注水往复泵柱塞、水电站转轮室抗气蚀、船舶防腐、发

动机制造等多领域。非晶合金镀层（非晶合金膜）的制备方法包括电解法、化学镀法、

物理气相沉积法和化学气相沉积法等，其中目前使用较多的是物理气相沉积法，从原理

上可以分为真空蒸镀、离子镀、溅射镀等，从实现方式来看可以分成火焰喷涂、等离子

喷涂、超音速火焰喷涂、激光熔覆等。 

 

表 3：非晶合金镀层（非晶合金膜）制造工艺 

制备工艺 制备过程 技术特点 

电解沉

积法 

电解沉积法 通过外加电源使电流经阴极、电解液、阳极，在阴极表现还原金属 组成元素比例有较高要求，否则无法

形成非晶体 

化学镀

法 

化学镀法 依靠溶液中的还原剂使金属离子还原为金属沉积在制品表面，具有

自催化的特点 

目前仅适合制备含磷非晶合金及含

硼非晶合金 

物理气

相沉积

法 

真空蒸镀 将合金母材加热汽化，产生的蒸汽沉积在冷却的基板上而形成非晶

薄膜 

镀膜均匀性好，但与基材结合力较

弱，干锅材料可能蒸发成为杂志 

离子镀 真空条件下利用惰性气体辉光放电使金属或合金蒸汽离子化，经电

场加速产生轰击作用的同时沉积在带负电荷的基体上 

附着性好，可镀材料范围广，均镀能

力好，沉积速度快 

溅射镀 通过在电场中加速的粒子轰击用母材制成的靶（阴极），使被激发

的物质脱离母材而沉积在用液氮冷却的基板表面上而形成非晶态

薄膜 

操作简单可工业化，可实现较大面积

的均匀膜，但设备复杂价格较高，一

般沉积速率较低 

化学气

相沉积

法 

热分解法 一般在简单的单温区炉中，在真空或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基体至所

需温度后，导入反应物气体使之发生热分解，最终在基体上沉积出

固相涂层 

通常温度较高，对于尺寸要求精密的

工件不适合 

化学合成法 两种或多种气体物质在一热基体上相互反应 

化学传输反

应 

把所要沉积的物质当做源物质，借助于气体介质与之反应成为气态

化合物，经化学迁移或物理载带运输到与源区温度不同的沉积区，

再通过逆向反应重新沉积 

等离子体辅

助化学气相

沉积 

借助外部所加电场的作用引起放电，使原料气体成为化学上非常活

泼的等离子体状态，促进化学反应，在基材表面形成薄膜 

基材温度较低，不损伤基材 

激光化学气

相沉积 

在化学气相沉积过程中利用激光束的光子能量激发（光热解）和促

进化学反应（光化学）的薄膜沉积方法 

基材温度较低，不损伤基材，同时避

免高能粒子辐照在薄膜中造成损伤 

资料来源：《非晶态合金镀及镀层性能》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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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热喷涂技术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9：各类非晶合金涂层特点对比 

 

资料来源：《非晶态合金镀及镀层性能》长城证券研究所 

块状非晶合金是目前研究的重点领域。目前有多种工艺能够实现一定尺寸的非晶合金生

产，但目前能够规模化的较少。块状非晶合金龙头宜安科技采用真空压铸以及类注塑成

型技术。 

表 4：块体非晶合金制造工艺 

制备工艺 制备过程 技术特点 

金属模铸造法 将液态金属直接浇入金属模，利用金属模导热快实现快速冷却以获

得块状非晶 

尺寸有限 

水淬法 将母合金放入石英管中，将合金融化后连同石英管一起淬入流动的水中，实现快速冷却 

喷铸-吸铸法 用感应加热融化母合金，利用压力差将液态母合金导入水冷铜模型

腔，快速冷却 

适合大尺寸非晶合金 

非晶粉末挤压法 将预先制备的球状非晶粉末在低于晶化温度下挤压成型 过冷液相区宽度窄的合金挤压难度大，同

时强度有限 

高压铸造法 利用压力将熔体在几毫秒内完全充入铸型，快速冷却 冷却速率高，能够形成复杂形状的铸件 

真空压铸 压铸过程中抽除压铸模具型腔内的气体 消除或减少内部的气孔，提高机械性能和

表面质量；但模具密封结构复杂，制造及

安装较困难，成本较高 

挤压铸造法 与高压铸造法接近，全程保持 100MPa 高压 避免气孔和收缩等铸造缺陷 

资料来源：《块体非晶合金》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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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晶电机及无线充电有望拉动非晶及纳米晶材料需

求增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非晶态金属以及纳米晶涉及的领域将越来越广，与之相

关的功能材料和特殊材料将不断涌现，对相关材料的需求量也将越来越高．发展潜力较

大的两个领域分别是磁性领域中的智能电网、光伏逆变器、非晶电机、无线充电应用以

及结构件领域中块状非晶的应用。 

磁性领域中，非晶、纳米晶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电网中的智能电表、太阳能并网发电的

光伏逆变器和小功率无线充电接收器。非晶合金研发的新产品主要有高性能纳米晶薄带

（带厚低于 22μm）、高端共模电感铁芯、高频功率变压器铁芯、Ｃ型铁芯和高效电机非

晶定子铁芯等。 

智能电表是实施智能电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智能电网的全面建设，智能电

表将逐步替代传统电表，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电表消费市场。紧密电流互感器是

智能电表的关键元件，目前性能较好的主要是纳米晶互感器铁芯，有望迎来需求爆发。 

在太阳能光伏产业中，非晶Ｃ型铁芯主要用于光伏逆变器中的滤波电感。衡量非晶Ｃ型

铁芯性能的主要指标是铁芯损耗，降低铁芯损耗对提高光伏逆变器的转换效率具有重要

意义。 

非晶材料应用的另一个新兴领域是非晶高效电机。非晶高效电机具有高扭矩密度、高效

率、小体积和大功率等特点，因而开发非晶高效电机对于我国工业电机系统有着巨大的

节能意义。在我国电力消费结构中，电机系统用电所占比例达 60％以上，而我国现行主

体系列电机的平均运行效率仅为 87.6％，而目前国际上采用非晶合金定子铁芯开发研制

的非晶高效电机，其运行效率可达到 95.0％。 

无线充电在医疗等领域应用较早，近年来随着材料端技术革新以及设备端升级加速，智

能穿戴设备以及智能手机无线充电逐渐成为市场热点，而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作为未来科

技也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目前非晶纳米晶材料已成为小功率无线充电设备接收端的主

流材料，随着无线充电手机及智能设备普及率提升，相关材料需求有望稳步增长；电动

汽车无线充电目前尚未产业化，且由于大功率设备领域铁氧体性价比高于非晶纳米晶材

料，目前设计方案多以铁氧体材料为主，但随着非晶纳米晶技术进步以及其他下游应用

规模化以后带来的成本缩减，未来非晶纳米晶或在电动汽车无线充电领域与铁氧体具有

一争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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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非晶合金材料小型结构件应用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非晶合金具有硬度大、耐磨耐腐蚀的优点，因此适合作为高强度结构件，但目前由于块

状非晶技术尚不成熟，仅部分品种的非晶合金能够在实验室实现 10 厘米以上的厚度，尚

无法实现规模化生产。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块状合金有望突破结构件尺寸限制，实现大

型超强结构件的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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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晶合金下游应用以磁性材料为主 结

构件需求有望受折叠屏手机推动 

2.1 磁性材料是非晶合金的主要应用 非晶电机或成新需

求点 

非晶是一种新型软磁合金材料。其原子排序的无序性使得其软磁性能兼备了各种传统软

磁材料的优点，如优异的磁性、耐蚀性、耐磨性、高硬度、高强度、高电阻率等。当铁

基材料具有超微细晶粒结构时，则具备很高的初始磁导率、高饱和磁感、低铁损和优良

的稳定性，满足了各类电子设备向高效节能、微型化、集成化方面发展的需求。 

 

表 5：铁基非晶合金与硅钢片主要性能对比 

性能指标 铁基非晶合金（2605SA1) 普通冷轧取向硅钢（Q 系列） 

饱和磁感应强度（T） 1.56 2.03 

矫顽力（A/m) <4 <30 

单位铁损（W/kg) 
≤0.20（50Hz,1.3T) ≤0.80（50Hz,1.4T) 

≤0.24（50Hz,1.4T) ≤1.20（50Hz,1.7T) 

单位励磁功率（VA/kg） ≤0.50（50Hz,1.3T 下) ≤0.83（50Hz,1.7T 下) 

最大磁导率（Cs/Os) 45×104 4×104 

磁致伸缩系数（10-6） 26 2 

电阻率（>μΩ●cm) 130 45 

居里温度（℃） 415 746 

抗拉强度（MPa） 1500 320 

硬度 900 210 

厚度（μm) 25 300 

叠片系数 >0.86 >0.96 

资料来源：《非晶合金变压器与硅钢变压器的技术性能研究》 长城证券研究所 

 

自 1980s 美国使用非晶铁芯的非晶变压器投产后，欧美日等国家大力发展非晶产业链，

21 世纪初美国有以 CE 公司为代表的 9 家以上的企业生产非晶合金变压器，每年的非晶

合金变压器生产能力已超过 30 万台。欧洲方面瑞士 ABB 公司，英国 CET-阿尔斯通公

司，西班牙 Bilbao-ABBTrofodld SA 公司，日本的大阪变压器厂、日立公司、东芝公司、

高岳制作所、爱知电机公司等以及东南亚等区域都在大力生产非晶变压器并广泛应用。 

 

国内方面，1998 年上海置信公司引进美国 GE 公司的非晶变压器制造技术和非晶变压器

生产线。中机联供于 2006 年投产 3000t 产能的非晶配电变压器铁心生产线，成为我国继

置信电气之后能够规模化生产非晶铁心的企业。目前国内配电用非晶板带材企业已达 11

家，产能设计产能达到 3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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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非晶干式变压器结构图  图 22：油浸式变压器结构图 

 

 

 

资料来源：《非晶合金变压器概述》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油浸式变压器结构图以及执行标准》 长城证券研究所 

 

根据爱采购网站数据，与 S13 型硅钢变压器相比，同规格 SH15 非晶变压器价格更高，且

价差随额定容量增加而扩大，30KVA 非晶变压器较 S13 硅钢变压器贵 1900 元左右，而

630KVA 非晶变压器较同规格 S13 变压器贵 18000 元左右。 

表 6：SH15 型非晶变压器与 S11、S13 型硅钢变压器空载损耗对比 

额定容量（KVA) 空载损耗（W） SH15 比 S11 空载损耗

降低幅度（%) 

SH15 比 S13 空载损耗

降低幅度（%) S11 型 S13 型 SH15 型 

30 100 80 33 67.00 58.75 

50 130 100 43 66.92 57.00 

63 150 110 50 66.66 54.55 

80 180 130 60 66.67 53.85 

100 200 150 75 62.50 50.00 

125 240 170 85 64.58 50.00 

160 280 200 100 64.29 50.00 

200 340 240 120 64.71 50.00 

250 400 290 140 65.00 51.72 

315 480 340 170 64.58 50.00 

400 570 410 200 64.91 51.22 

500 680 480 240 64.71 50.00 

630 810 570 320 60.49 43.86 

资料来源：《非晶合金变压器与硅钢变压器的技术性能研究》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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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SH15 非晶变对比 S11、S13 硅钢变综合损耗降幅  图 24：非晶合金变压器和薄规格硅钢变压器应用优势对比 

 

 

 

资料来源：《非晶合金变压器与硅钢变压器的技术性能研究》  长城证券研

究所 

 资料来源：《配电变压器用非晶合金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长城证券研

究所 

非晶合金变压器的优点在于其极低的控制损耗（可以比普通硅钢片铁心变压器的空损下

降 60～70%）。但由于其材质非常薄，而且脆，加工困难，无法用于生产大型电力变压器，

目前只是在配电变压器领域有一定的应用。而且其成本相比普通硅钢片铁心变压器高不

少。通常要十年以上才能收回成本差价。 

 

图 25：非晶变压器在电力传输系统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国家电网 2014 年发布的《国家电网公司重点应用新技术目录（2014）年版》中规划，2014

年—2016 年，新增配电变压器中，S13 型及非晶变压器等节能型变压器占比不低于 60%，

自动调容调压变压器不低于 15%。2017 年—2019 年，新增配电变压器全部采用节能型变

压器。受国网招标推动，非晶变压器自 2014 年起经历了一轮爆发，但 2017 年随着国家

电网配网设备招标总量下降，非晶变压器的销量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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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国家电网配网设备招标总量 

 

资料来源：国网英大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根据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大数据中心，截止 2019 年底我国配电用非

晶宽带企业有 11 家，设计产能 35 万吨。但是从实际产量来看，由于主要下游非晶变压

器领域国网招标大幅下滑，自 2016 年以来国内非晶宽带年产量均不足 10 万吨，行业面

临严峻的洗牌压力。尽管 2016 年 8 月起，我国对原产于美国及日本的进口铁基非晶合金

带材征收反倾销税（日本 25.9%，美国 48.5%），非晶带材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但行业

洗牌压力仍较为巨大。 

 

图 27： 北极鸥非晶盘式轴向电机  图 28：湘电股份非晶电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尽管非晶变压器需求收缩较为明显，但使用非晶定子铁芯的非晶电机或成为非晶电力领

域的新需求。根据《高速电机用非晶、纳米晶定子铁心研究》，在相同的频率和磁密下，

非晶定子铁芯的损耗不到传统硅钢定子铁芯的 10%，纳米晶定子铁芯的损耗仅为硅钢定

子铁芯的 3% 左右（但纳米晶工作饱和磁密相对较低，适用于工作频率更高且对电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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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要求更高的应用场合）。影响非晶电机普及的主要是非晶材料加工工艺不成熟以及规模

化生产之前价格较高的问题，但随着近年来企业加大相关投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

北极鸥、湘电股份等企业已有可量产的非晶电机产品出现。未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

非晶电机或成为非晶材料在电力领域的新需求点。 

2.2 折叠屏手机有望带动非晶合金结构件需求提升 

自 2010 年全球顶尖块状非晶合金公司美国 Liquidmetal Technology 与苹果签署合作以来，

非晶合金在 3C 产品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Iphone4/4s 的 SIM 卡针最初即采用非晶合金材

料制作，OPPO、华为等品牌的部分智能手机的 SIM 卡针、卡槽以及转轴方面也应用了非

晶合金。2015 年图灵机器人工业发布的图灵手机采用锆基非晶合金外框，强度比不锈钢

和钛更高，能够保护手机免受强力冲击和屏幕破损。目前，华为、小米、OPPO 等国内主

要手机厂商 Face-ID 支架均已开始采用非晶合金材料，非晶合金在手机端的应用再度延伸。 

图 29：部分智能手机采用非晶合金 SIM 卡针  图 30：图灵手机采用非晶合金外框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长城证券研究所 

2017 年华为整合国内非晶合金生厂商，正式将非晶合金材质应用于手机部分硬件中。2020

年 2 月其推出的第二代升级版折叠屏手机 MateXs 铰链选用锆基非晶合金，2020 年 9 月

柔宇推出的 FlexPai 2 折叠屏手机也部分采用了非晶合金材质，与苹果手机采用的钛合金

材料相比强度更高更耐用，能够更有效地防止屏幕的过度机械伤害。 

图 31：华为 Mate XS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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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是折叠屏手机相对于传统智能机的最大创新，功能类似于笔记本电脑转轴，是折叠

屏手机核心部件，包含一百多个细小组件，价值高达数百元。为了实现手机折叠屏紧密

贴合以及平面展开等操作，铰链需要保证精密限位、多次开合（至少 10 万次）、阻尼保

护等功能，同时还必须兼具重量轻、尺寸小、性能稳定的特性，因此折叠屏铰链的制造

工艺非常复杂，是折叠屏手机的核心技术之一。传统 CNC 以及冲压技术已很难满足铰链

的精度和轻薄度的要求，金属注射成型（MIM 工艺）以及液态金属（非晶）工艺成为实

现铰链高性能的关键工艺技术。 

图 32：华为鹰翼铰链专利 

 

资料来源：CNIPA 长城证券研究所 

折叠屏手机从折叠形态来看大致有两种划分方式：横向、竖向折叠以及内折、外折。横

向折叠主要代表产品包括华为 Mate X、Mate Xs 等，旨在将手机与平板的功能合为一体，

折叠状态下是手机，展开之后成为平板；竖向折叠主要代表产品包括三星 Galaxy Z Flip

等，其目的在于追求设备的便携性，是将普通手机进行弯折变得小巧便于携带。从内折、

外折的角度看，内折折弯半径更小，对屏幕要求较高，需要使用寿命更长的柔性屏幕，

因此技术难度较大，成本更高；外折对屏幕要求相对较低，但需要承担保护玻璃或保护

膜强度不足带来的“碎屏”、“裂屏”风险。 

 

表 7：折叠屏手机分类特点 

类型 特点 

折叠方向 横向 将手机与平板的功能合为一体，折叠状态下是手机，展开之后成为平板 

竖向 追求设备的便携性，是将普通手机进行弯折变得小巧便于携带 

折叠方式 内折 折弯半径更小，对屏幕要求较高，需要使用寿命更长的柔性屏幕，因此技术难度

较大，成本更高 

外折 对屏幕要求相对较低，但需要承担保护玻璃或保护膜强度不足带来的“碎屏”、

“裂屏”风险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折叠屏是未来手机的重要卖点，折叠屏手机能够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大幅强化手机的娱

乐性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由于技术难度较高、工艺路线复杂，折叠屏手机目前

价格居高不下，基本均在万元级别，影响市场拓展进度，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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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三巨头”三星、华为和摩托罗拉总计销量仅 174 万台。但根据 IHS 预估，折叠屏手

机的出货量到 2025 年有望超过 5000 万台，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图 33：折叠屏手机将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功能合为一体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根据非晶中国数据，一个铝合金手机壳经 CNC 工艺加共需要 21 道工序，118 分钟，成本

大约 275 元；而用锆基非晶合金注射成型技术，只需要 4 道工序，时间 6 分钟，成本 138

元左右。以国内手机年产量 12 亿部，渗透率 10%估算，仅非晶手机壳市场即达到 150 亿

元以上，加上折叠屏手机铰链以及其他微小零部件，非晶手机市场规模可达 200 亿元以

上。 

表 8：铰链支撑件技术工艺 

 极限厚度 平面度 尺寸精度 

非晶合金压铸 0.80mm 0.03mm ±0.02mm 

精密 MIM 0.40mm 0.1mm ±0.2mm 

资料来源：非晶中国 长城证券研究所 

2.3 非晶合金在军工材料、体育器材等领域均有重要应用 

图 34：特斯拉鹰翼门锁扣  图 35：非晶合金在医疗器械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汽车在线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长城证券研究所 

利用非晶合金制造的动能穿甲弹穿甲深度较钨合金提高 10-20%（第四代非晶穿甲弹可击

穿 700mm 装甲钢），具备类似贫铀弹头的高绝热剪切敏感性、高强度和非常好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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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又避免了贫铀弹头的放射性危害。除了用作穿甲弹弹头外，非晶合金凭借极高的

强度和弹性也可用作复合装甲的夹层、轻量化和高强度结构件，如美国研发的

SAM2X5-630 铁基非晶合金弹性极限达到 12.5Gpa，几乎是传统碳化钨军用装甲的 3 倍，

使用 34mm 海军火炮发射铜片进行轰击仅造成少许形变且很快复原。航天领域中，非晶

合金凭借其无通道效应的特点已被用于制造太阳风搜集器，并被选作火星探测计划中钻

探岩石的钻头保护壳材料，未来随着制造工艺进步应用领域有望进一步拓展。 

非晶合金在体育器材中已广泛应用：Liquidmetal 公司已推广非晶体育器材多年，高尔夫

球杆球头的能量传递特性是一个重要指标，利用不锈钢能量传递率在 60%左右，钛合金

材料能够达到 70%，而利用块状非晶材料能够达到 99%，显著优于其他材料。 采用非晶

制造的滑雪板、棒球棒、网球拍、自行车也陆续开始商业化。 

 

图 36：非晶合金在军事航空领域应用  图 37：非晶合金在体育器材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材易通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材易通 长城证券研究所 

国内外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探索非晶合金作为高性能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研

究。根据金太阳(300606.SZ)2019 年 12 月公告，该公司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展航天器

用非晶合金反射镜样品试制和验证试验方面的技术合作，其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空间光

学遥感器，对成像卫星的成像质量起到关键作用。非晶合金作为反射镜及镜框一体化制

造的新型材料，能大幅缩短航天器反射镜制备工艺流程，提升成像精度，相关技术落地

将进一步推动非晶合金在基础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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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米晶材料—无线充电小型设备接收

端主流材料 

3.1 无线充电目前多应用电磁感应技术 

无线充电技术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通过电磁感应进行短程传输，它的特点是传

输距离短、使用位置相对固定，但是能量效率较高、技术简单，很适合作为无线充电技

术使用。第二类是将电能以电磁波“射频”或非辐射性谐振“磁共振”等形式传输，它

具有较高的效率和非常好的灵活性，是目前业内的开发重点。第三类是“电场耦合”方

式，它具有体积小、发热低和高效率的优势，缺点在于开发和支持者较少，不利于普及。

第四类则是将电能以微波的形式无线传送——发射到远端的接收天线，然后通过整流、

调制等处理后使用，虽然这种方式能效很低，但使用最为方便，英特尔是这项方案的支

持者。 

图 38：常用无线充电方式及其特性 

 

资料来源：中研非晶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电磁感应方式：目前见到的无线充电技术，大多采用电磁感应技术。原理类似于分离式

变压器，将发射端的线圈和接收端的线圈放在两个分离的设备中，当电能输入到发射端

线圈时，就会产生一个磁场，磁场感应到接收端的线圈、就产生了电流，即实现无线电

能传输。该技术目前较为成熟，手机、牙刷、耳机等无线充电设备多采用该技术，但传

输距离有限，只能在数毫米至 10 厘米的范围内工作，对设备的摆放有一定的要求，加上

能量呈发散式，能源效率不高。 

磁共振方式：与电磁感应方式相比，磁共振技术在距离上有一定的宽容度，可以支持数

厘米至数米的无线充电，使用上更加灵活。磁共振使用两个规格完全匹配的线圈，一个

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另一个线圈因此共振、产生的电流就可以给设备充电。除了距离

较远外，磁共振方式还可以同时对多个设备进行充电，并且对设备的位置并没有严格的

限制，使用灵活度在各项技术中居于榜首。在传输效率方面，磁共振方式可以达到 40%～

60%，仅次于电场耦合方式。 

电场耦合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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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传统的电磁感应方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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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耦合具有充电时设备位置水平自由度较高、电极可以实现轻薄化、传输过程中发热较

低、电力利用效率较高的优点。 

电波接收方式：类似于常用的 WiFi 无线网络，该方式采用电波作为能量的传递信号，接

收方收到能量波后，再通过共振电路和整流电路将其还原为设备可用的直流电。电波接

收方式的缺点在于能量利用效率非常低，传输功率极小，如果用于手机充电耗时将非常

长；但其优点在于可实现远距离传输电能，做到随时随地充电。 

 

3.2 无线充电手机软磁材料中纳米晶材料为最优选择 

 

图 39：无线充电设备中软磁材料的应用 

 

资料来源：艾邦产业通 艾邦智造 长城证券研究所 

无线充电场景涉及电生磁与磁生电的过程，磁场的改变会在金属中形成感应电流（涡流

效应），从而弱化磁场强度并产生热量。而隔磁材料的加入可以使得大部分磁力线聚集并

通过磁性材料而非通过金属层，从而提高磁场强度，并降低热量。目前较为常见的隔磁

材料包括铁氧体、铁基非晶及铁基纳米晶材料等。 

图 40：隔磁材料原理 

 

资料来源：中研非晶官网 长城证券研究所 

软磁铁氧体：生产成本低，磁导率虽然较低，但在不同频率下磁导率相对稳定。缺点在

于加工成薄片容易断裂破碎，成品率低。同时其饱和磁感应强度不高，需要更大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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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大电流充电时磁片饱和导致的失效及发热，难以满足手机等电子设备小型化对材料

超轻超薄的需求，通常用作发射端或大功率设备的接收端。 

非晶合金：很高的磁导率、低的矫顽力和磁损耗以及高的饱和磁感强度；同时强度高、

耐磨损。缺点在于热处理后材料韧性下降，后续加工难度较大，生产效率难以保证。 

纳米晶：兼备了铁基非晶合金的高饱和磁感应强度 Bs 和钴基非晶合金的高磁导率特性。

虽然纳米晶合金的 Bs 值低于铁基非晶和硅钢，但其在高磁感下的高频损耗远低于后者，

并具有更好的耐蚀性和磁稳定性。纳米非晶材料的磁导率、充电效率要高于铁氧体，而

且可以做到柔软超薄，是目前小型无线充电设备的主流材料。缺点在于磁导率随频率上

升降低的较快、材料容易破碎后续加工难度大、价格相对铁氧体更高。 

 

表 9：铁氧体和非晶及纳米晶合金材料主要参数对比  

软磁材料 饱和磁感应强度 

Bs/T 

矫顽力 

Hc/A·m－1 

初始磁导率 

μi 

饱和磁致伸

缩系数 λs/10

－6 

居里温度 

TC/℃ 

电阻率 

ρ/μΩ·cm 

损耗 Pc/mW·cm－3 

软磁铁氧体 PC40 0.5 15 2300 -0.6 200 650×106 70   (0.2T，25 kHz) 

420   (0.2 T，100 

kHz) 

软磁铁氧体 PC90 0.54 13 2200  250 600×106 68   (0.2 T，25 kHz) 

320 (0.2 T，100 kHz） 

软磁铁氧体 PC95 0.53 9.5 3300 -0.6 215 600×106 280（0.2 T，100 kHz） 

软磁铁氧体 

HS72 

0.41 6.0 7500  130 20×106 1500（0.2 T，100 kHz） 

铁基非晶合金 

2605SAI  厚度

0.025mm 

1.59 3.2 45000 27 392 130 180（0.4 T，10 kHz） 

钴基非晶合金 

2714A  厚度

0.015mm 

0.57 0.2 170000 1 225 142 91.1（0.5 T，20 kHz） 

303.6（0.2 T，100 kHz） 

铁基纳米晶合金

FeCuNbSiB  厚

度 0.018 mm 

1.24 0.53 157000 2.1 843 120 15.4（0.2 T，20 kHz） 

280（0.2 T，100 kHz） 

资料来源：《无线充电用磁屏蔽材料》长城证券研究所 

 

随着厚度的增加，充电效率在不断提升，但纳米晶不是越厚越好，到 0.1mm 时基本饱和，

因此，在设计无线充电模块时，纳米晶导磁片不需要做的太厚，会增加材料成本。铁氧

体的规律与纳米晶类似，磁导率越高，充电效率越高，厚度越厚，充电效率也越高，但

在同等充电效率下，纳米晶磁片的厚度仅为铁氧体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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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纳米晶材料对比铁氧体材料同充电效率下更轻薄 

 

资料来源：艾邦产业通 艾邦智造 长城证券研究所 

3.3 无线充电市场发展迅速 有望带动纳米晶需求 

近年来，随着无线充电技术逐渐发展，无线充电在手机已经有普及的趋势，在穿戴领域

也有很多产品融入日产生活，未来在家居、办公室、公共场所、出行工具、交通等多种

场合都有望迎来无线充电产品的普及。 

 

图 42：无线充电应用广泛 

 

资料来源：艾邦产业通 艾邦智造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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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无线充电此前推广速度较慢，原因主要在于充电速度与有线相比过慢、放置位置要

求严苛导致有时手机无法顺利充电。随着近年来技术进步，这两年障碍已基本实现突破。 

无线充电速度过慢的问题已得到解决：2019 年 9 月小米推出的小米 9 Pro 无线充电速度

达到 30W，2020 年 8 月推出的小米 10 至尊纪念版无线充电速度更达到 50W，超过大多

数有线充电速度。苹果最新推出的 iPhone12 一改此前 7.5W 的无线充电效率，达到 15W

的充电速度，也接近上一代有线充电速度。 

放置位置严苛的要求可通过设备改进优化：苹果 iPhone12 采用磁吸式无线充电，在手机

保护套及 MagSage 充电器中均内置磁铁，使得手机在充电时自动校正位置，不必担心放

置错位导致无法顺利充电，实现苹果定义中的随意放置充电。安卓机只有平躺式充电器

容易出现放置错位的情况，立式无线充电器在宽度一定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可以实现随

意放置即可充电的效果。 

图 43：iPhone12 采用磁吸式无线充电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随着无线充电手机逐渐普及，预装无线充电设备的新车种类也不断增加。截止 2020 年 10

月，全部 1275个车系中已有 331个车系拥有预装无线充电设备的车型，总车型也达到 1435

个，占全部车型的 11.9%。 

图 44：预装无线充电设备车型比例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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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充电头网统计，截止 2019 年 11 月，市场上已有 252 款手机支持无线充电。随着手

机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目前无线充电手机或已超过 300 款，小米、华为、三星、苹果等

手机巨头均在旗舰机型实现无线充电。 

根据智研咨询数据，2019 年无线充电市场规模已达到 86 亿美元，2024 年市场规模有望

达到 150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 12%。从市场拆分角度看，消费电子及汽车占比较高，

分别达到 36%、29%，工业、航空军工（如无人机无线充电）、医疗（植入式医疗器械）

分别占 17%、10%、8%。 

图 45：无线充电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 长城证券研究所 

2019 年无线充电手机销售量接近 4 亿台，到 2024 年有望超过 12 亿台。随着无线充电市

场规模不断增长，纳米晶材料有望迎来需求爆发，相关生产企业如宜安科技、安泰科技

等企业有望从中显著受益。 

 

图 46：无线充电将在智能手机中快速渗透  图 47：无线充电市场拆分（按价值）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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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的公司 

4.1 宜安科技：块状非晶龙头 

公司是一家集轻合金材料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液态金属、生物可降解医用镁合金、镁铝合金汽车产品为公司三大重点板块业务。产品

范围包括消费电子、高端 LED 幕墙、医疗器械、汽车配件、通讯设备、大型结构件（车

门、电视幕墙等）等。根据公告，公司是行业内进行液态金属研发的先驱，具备从材料

到设备和设计一体化的制造能力，也是全球唯一将液态金属应用在汽车行业的企业，公

司 2012 年开始研发，2018 年块状非晶开始批量化生产，随着应用场景的逐渐拓展，市场

空间大。 

表 10：宜安科技产能情况 

产品类别 现有产能情况 

镁铝合金汽

车产品 

铝镁合金压铸机超过 100 台，包括大型 4200T 铝镁合金压铸机，多台 650T 进口东芝压

铸机为笔记本外壳专用；日本进口 CNC 加工机台超过 300 台 

液态金属 2017 年公司拥有不同型号非晶生产加工设备 34 台，拥有 60 吨/月材料生产能力 

生物可降解

医用镁合金 

2020 年 5 月 18 日可降解镁骨内固定螺钉获 CE 认证，目前正在国内临床试验阶段，具

有量产能力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长城证券研究所 

拥有多个科研平台 研发能力支撑公司竞争力：公司先后建有“宜安科技-中科院金属所

非晶态材料研究联合实验室”、“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省轻合金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省企业技术中心”、“广东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广东省企业重点试验室”、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多个科研机构，研发能力强大。2019 年公司取得 21 项授权专利，

累计拥有 101 项，其中多项为非晶合金领域专利。 

营业收入连续七年增长 公司净利润稳步提升：2019年公司实现营收10.25亿元（+3.98%），

连续七年保持正增长，归母净利润 1.03 亿元（+90.20%）创历史新高，2019 年净利润大

增主要在于收到高铁拆迁款 4976 万元，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2020 年 H1 公司实

现营收 4.20 亿元（-20.09%），归母净利润 0.08 亿元（-73.05%）。 

 

图 48：宜安科技 2015-2020H1 营业收入情况  图 49：宜安科技 2015-2020H1 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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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泰科技: 纳米晶材料龙头 

公司是国家科技部及中科院联合认定的国家高技术企业，以“先进功能材料及器件、特

种粉末冶金材料及制品、高品质特钢及焊接材料、环保与高端科技服务业”四大板块作

为核心业务板块，产品涉及非晶/纳米晶带材及制品、难熔材料及制品、粉末材料及制品、

磁性材料及制品、焊接材料及制品、高速工具钢及人造金刚石工具等。 

图 50：安泰科技架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国内非晶板带龙头 2019 年缩减非晶业务 现为纳米晶行业龙头：安泰科技拥有直属非晶

制品分公司，同时通过子公司安泰南瑞以及江苏扬动安泰非晶等子公司延伸非晶板带材

以及纳米晶等非晶业务，2014 年公司即拥有非晶带材产能 4 万吨，同年启动 1.2 万吨新

产能建设，是国内非晶板带材龙头企业。但 2016 年后国网配电变压器招标总量下滑，同

时非晶带材企业扩张项目大量投产，导致行业急剧恶化，公司新项目投产后始终处于亏

损状态。2019 年国网电科院通过减资缩股退出与公司合营的安泰南瑞，公司减资缩股退

出江苏扬动安泰非晶，通过缩减部分亏损非晶业务实现业务板块优化调整，目前公司拥

有非晶带材产能 2 万吨，纳米晶产能 3000 吨，纳米晶产能位居全球首位。 

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47.8 亿元（-5.42%），归母净利润 1.65 亿元（+175.7%），实现扭亏

为盈，2019 年净利润增长主要在于公司剥离亏损业务，非经常性损益达到 1.13 亿元，较

2018 年增加 1.52 亿。2020 年 H1 公司实现营收 23.56 亿元（-5.14%），归母净利润 0.50

亿元（-31.42%）。 

图 51：安泰科技 2015-2020H1 营业收入情况  图 52：安泰科技 2015-2020H1 归母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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