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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一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柏乔

天风证券电新 王纪斌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陈明雨

时间 2020 年 5 月 27 日 14:00-17:00

地点 长沙天祥水晶湾西座 6楼 638 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廖寄乔先生

董事、总经理：王冰泉先生

董事：李永恒先生

董事：胡晖先生

董事会秘书：童宇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公司就业务开展情况、未来发展战略、行业竞争优势、经营

模式等内容做了介绍，并回答了投资者相关问题。

一、热场（主要是坩埚）目前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内国外）？

答：（1）西格里（SGL）集团

德国西格里集团成立于 1992 年，是全球领先的特种石墨及复

合材料制造商之一。西格里集团拥有特种石墨及复合材料的

加工能力，其中产品应用领域包括汽车、航空航天、太阳能

和风能行业，以及半导体、LED 和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西格里



集团还为各种化学和工业应用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2）东洋炭素株式会社

日本东洋炭素株式会社成立于 1947 年，主要从事高性能碳产

品的制造，销售和相关加工业务，是世界上最大的等静压石

墨的生产企业之一，产品应用于半导体、光伏、光纤、冶金、

有色金属、家用电器、模具、石油、化工等行业。

（3）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

成立于 1999 年，其主要从事石墨制品、铁矿粉的生产与销售。

（4）西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现为陕西中天火箭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火箭”）的全资子公司，主

要从事碳/碳、碳/陶复合材料制品的生产。

二、客户订单情况如何？

答：目前阶段，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主要为单晶拉制炉热场

系统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晶硅制造领域。公司光伏领

域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95%。

根据下游客户隆基股份（601012）、中环股份（002129），2020

年一季报显示，其营业收入、净利较 2019 年都有较大幅度增

长，订单较为充足。

三、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有多大？

答：由于疫情导致的春节假期延期复工，公司及主要客户、

主要供应商的生产经营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原材料

的采购、产品的生产和交付受到延期复工影响，相比正常进

度有所延后；下游客户受延期复工的影响，对公司产品的安

装、调试及验收周期也会相应延后。但由于公司及主要客户、

主要供应商的生产基地均不在主要疫区湖北，疫情对公司的



采购、生产和销售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目前客户的具体结构，未来的结构？

答：（1）公司主营产品为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系列产品，主

要应用于光伏晶硅制造领域，主要客户包括隆基股份

（601012）、中环股份（002129）、晶科能源（NYSE：JKS）、

晶澳科技（002459）等行业内主要公司。

（2）公司产品现阶段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半导体行业的高

纯晶硅制造系统，主要下游客户目前为光伏晶硅制造企业，

公司已拓展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在半导体、密封、耐腐蚀等领

域的应用，已具有在上述领域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和生产能力。

未来，公司将在维持其市场地位，增加其营业收入水平的同

时，进一步拓宽碳基复合材料在其它领域的应用，改善客户

结构。

五、如何估算行业坩埚，导热筒的需求？如何计算公司的市

占率?

答：由于未有权威机构针对该细分行业产品的需求、市场占

有率的统计，计算产品的需求和市场占有率可将坩埚、导流

筒折算为单晶拉制炉炉台数，再将炉台数折算为单晶硅片的

出货量，计算其占全球光伏用单晶硅片的出货量的比例。

六、半导体业务坩埚的进展情况？售价有何差异？

答：（1）半导体领域对于热场系统材料部件的纯度要求较光

伏领域略高，除此之外，其他生产标准、技术门槛不存在差

异。

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在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锦州神工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半导体厂家得到了应用。

公司产品目前阶段未大规模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原因主要包



括：

1）受行业背景与产业布局影响

2）受行业特点影响

3）受认证门槛、验证周期影响

半导体领域的高附加值、认证门槛较高等特点短期内限制和

制约了公司在半导体晶硅制造热场领域的市场开拓。但随着

国家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投入和大硅片国产化进程的加快，

公司产品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并能够为

国产大硅片提供高性能、国产化热场部件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支撑。

（2）因技术要求更高，应用于半导体领域的热场系统材料部

件的价格高于光伏领域。

七、不同尺寸坩埚的重量差异多大，不同尺寸坩埚售价?各自

毛利率水平差异？

答：公司产品为定制产品，各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不同，

产品重量也不相同。

公司实行以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研制并生产的生产模式，产

品定制化程度较高，在考虑不同产品制造成本及公司综合研

发投入成本的基础上，采取具备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定价。由

于客户对产品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交付时效性等方面的

要求不同，使得同规格产品对不同客户的销售价格存在一定

差异。同时，公司出于提高市场占有率、树立企业形象及产

品品牌等战略的考虑会适当调整销售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以“个、件、套”为单位且按照产品尺寸分

类的销售毛利率如下：

产 品 名 主要型号 2019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坩埚

26 英寸以下 57.69% 59.51% 51.76%

26 英寸 61.88% 67.02% 62.83%

26 英寸以上 58.39% 67.62% 66.77%



导流筒

26 英寸以下 65.43% 68.22% 68.31%

26 英寸 62.29% 75.08% 72.52%

26 英寸以上 67.97% 78.26% 75.36%

保温筒

26 英寸以下 76.37% 60.23% 55.55%

26 英寸 66.23% 53.53% 41.45%

26 英寸以上 66.09% 57.50% 59.60%

八、热场的出货不同尺寸的各自占比？热场的出货演变历

史？

答：26 英寸以上坩埚销量逐年增加，销售占比逐步提升，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对应销售占比分别为 13%、63%、

68%；26 英寸以上导流筒销量逐年增加，销售占比逐步提升，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对应销售占比分别为 11%、

57%、78%。

随着光伏行业经济效益改善和技术更新，下游客户对先进碳

基复合材料产品的需求逐步向大尺寸的方向发展。

九、目前隆基 166&180/中环 210，晶科坩埚尺寸的变化？

答：理论上，硅片尺寸越大，对应的热场产品尺寸也越大，

两者之间有一个合理比例（坩埚直径：硅棒直径约为 3:1），

在这个比例范围内，成本最低，品质最好。从目前硅片尺寸

的发展来看，未来硅片主流尺寸应该是 166、180 或者 210，

对应的热场尺寸分别为 28、32 和 36 吋。

十、热场的应用场景及业务比例、技术难度？公司产品生产

流程及工艺？坩埚未来几年的尺寸趋势？

答：（1）热场的应用场景及业务比例、技术难度？

1）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

单晶拉制炉主要用于光伏行业、半导体行业中的单晶硅长晶、

拉制过程，是制备单晶硅的关键设备。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多种规格的坩埚、导流筒、保温筒、加热

器等，是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的关键部件。公司大尺寸热场

部件产品对单晶硅棒的直径大型化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同

时，碳基复合材料热场部件大幅度提高了拉晶热场系统安全

性，提升了拉晶速率，显著降低了单晶拉制炉的运行功率，

对晶硅制造环节降本起到较大促进作用。

公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品部件的主要优势如下所示：

序

号

产 品 名

称

产 品 部 件

样图
产品优势

1 坩埚

承载硅料，保持液面稳定，具有安全、

经济和可设计等特点，能最大限度提

高装料量

2 导流筒

引导气流，形成温度梯度，具有安全、

节能和高效等特点，能提高单晶硅生

长速率

3 保温筒

构建热场空间，隔热保温，具有节能、

可设计特点，大幅度提高使用寿命和

节能

4 加热器
提供热源，熔化硅料，具有安全、经

济和可设计等特点

5 板材
导流筒定位与承载，具有安全、节能

等特点

6 电极
连接发热体与水冷铜电极，具有节能

等特点

2）多晶铸锭炉热场系统

多晶铸锭炉热场系统是光伏行业多晶铸锭的关键设备，公司

产品主要包括顶板、发热体、盖板、护板等部件。

公司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品部件的主要优势如下所示：



序

号

产 品 名

称

产品部件样

图
产品优势

1 顶板
密封保温材料，定位电极，安全、

节能

2 发热体
提供热源，熔化硅料，安全、经济

和可设计

3 盖板

防止杂质污染硅料，引导气流，均

化温度，具有保温性能好，使用寿

命长等优点

4 护板

支撑石英坩埚，具有安全、经济和

可设计特点，能最大限度提高装料

量

5 紧固件

产品主要包括螺栓、螺柱、螺母及

异形件等，具有强度高、使用寿命

长等优势

6 保温条
隔热保温，具有节能、高效、使用

寿命长等优势

3）业务比例

热场系统系列产品主要为晶硅制造热场系统系列产品，包括

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产品、多晶铸锭炉热场系统产品、真空

热处理领域产品，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晶拉制炉热

场系统产品

23,059.49 98.75% 16,805.58 96.67% 13,190.22 96.43%

多晶铸锭炉热

场系统产品

118.73 0.51% 412.92 2.38% 405.78 2.97%

真空热处理领 172.91 0.74% 166.13 0.96% 82.93 0.61%



域产品

合计 23,351.14 100.00% 17,384.62 100.00% 13,678.93 100.00%

2017-2019 年，公司热场系统系列产品收入主要来自单晶拉制

炉热场系统产品，其收入占热场系统系列产品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96.43%、96.67%以及 98.75%。

4）技术难度：

产品重点关注强度、纯度、导热性能和电性能，由于热场对

产品性能的差异化需求，要求各性能之间能有机统一。

公司开发的高温纯化技术，大尺寸、形状复杂部件的结构和

功能一体化制造技术，、温热场系统设计与优化技术能解决这

些问题。

十一、公司在半导体领域做的产品与光伏有什么联系和区

别？半导体进展如何？未来如何给半导体业务定位？

答：（1）光伏、半导体领域对于热场系统材料部件的生产标

准、技术门槛存在差异，半导体领域对于热场系统材料部件

的纯度要求较光伏领域略高，除此之外，其他生产标准、技

术门槛不存在差异。

（2）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在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锦州

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半导体厂家得到了应用。

（3）半导体领域的高附加值、认证门槛较高等特点短期内限

制和制约了公司在半导体晶硅制造热场领域的市场开拓。但

随着国家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投入和大硅片国产化进程的加

快，公司产品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并能

够为国产大硅片提供高性能、国产化热场部件的关键技术和

产品支撑。

十二、从客户下单，到交货的时间周期，付款方式是如何？

在手订单能见度如何？



答：公司从客户订单排产到发出产品平均间隔天数70天左右。

付款方式以月结为主，部分客户会预付货款。在手订单充裕。

十三、对于 20、21、22 的单晶热场市场空间如何判断，公司

的目标市占率?现有产能？

答：（1）在光伏行业晶硅制造领域，我国无论技术还是规模

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前十名的光伏晶硅制造企业均为中国

企业，中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80%。

公司典型核心技术产品在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约 30%左右。

随着公司产品的性能优势凸显、光伏行业晶硅制造热场系统

其他部件的升级换代，预计公司将在更多产品品类上替代特

种石墨产品，进一步提高主营业务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公司现有产能约 200 吨。

十四、大尺寸坩埚的难度？主要客户除了我们是供应商之外，

其他供应商？

答：坩埚尺寸越大，工艺难度和对设备的要求也大，其它供

应商有西安超码等。

十五、公司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

答：（1）公司产品的单位重量销售均价高，从而提升了公司

毛利率，由于技术路线和产品结构影响，公司单位重量销售

均价高于同行业单位重量销售均价，具体分析如下：

1）技术路线不同使得公司同种型号、满足同样性能要求的产

品重量较轻。

2）技术优势产品进一步提升公司单位重量销售均价。

（2）公司自制碳纤维预制体和快速化学气相沉积工艺路线降

低了公司产品单位重量成本，从而提升了公司毛利率。

1）公司自制碳纤维预制体带来一定的成本优势。



2）技术路线的差异导致成本差异。

由于公司掌握了碳纤维预制体编织技术、快速化学气相沉积

技术等核心技术，使得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毛利率水平。

十六、近年来价格持续下滑，影响价格的因素包含哪些？公

司定价模式如何？

答：（1）公司坩埚、导流筒、保温筒等产品以“个、件、套”

为单位的平均销售价格受客户对产品的高度、样式等定制化

设计差异的影响，使得产品的工艺难度、材料使用等不同，

进而使得不同客户同尺寸产品价格存在一定差异。整体而言，

产品尺寸越大，单价越高。

（2）公司产品定价模式

公司产品定价以重量为基础，结合成本加成与市场竞争等因

素制定，公司实行以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研制并生产的生产

模式，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在考虑不同产品制造成本及公

司综合研发投入成本的基础上，采取具备一定市场竞争力的

定价。由于客户对产品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交付时效性

等方面的要求不同，使得同规格产品对不同客户的销售价格

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公司出于提高市场占有率、树立企业

形象及产品品牌等战略的考虑会适当调整销售价格。

（3）不同尺寸硅片拉制的单晶、多晶炉不同，总体而言，硅

片越大，热场设备越大，公司产品定价以重量为基础，故热

场部件价格越高。

十七、技术进步（CCZ，非硅下降等）对公司业务的影响？现

在隆基等企业推 180 硅片，对应需要的坩埚尺寸？

答：（1）公司主要产品为晶硅制造热场系列产品，主要用于

单晶硅拉制炉热场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单晶硅的生产工

艺从原来的 CZ 工艺演变出了 RCZ、CCZ 等，总体上原理都是



直拉法生产单晶硅棒，但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带动了太阳能光

伏行业的成本急速下降，推动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带动太

阳能光伏行业快速发展，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开展。

（2）隆基 180 硅片对应的坩埚尺寸为 32 吋。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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