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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微型报告 

 

一、微型报告之上游篇 

 

微型报告一： 

2015 年中国 LED 芯片竞争力 10 强企业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高工 LED 产业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LED 芯片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20

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同比增长 43%。其中，国内芯片厂商规模突破 100 亿元，台湾芯

片厂商规模 20 亿元。2014 年，国产 LED 芯片产值规模与台湾（含大陆工厂）持平。 

全年芯片行业增长超预期，究其主要原因，一、技术水平提高，光效提升，同面积外延

片切割芯片数量增加；二、蓝绿光芯片的 PSS 衬底使用率从七成提高到九成以上；三、MOCVD

总开机率和总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四、国内芯片客户接受度提升，国内芯片替代进口，国

产芯片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2014 年，本土 LED 芯片企业竞争激烈，投产扩建频繁。三安光电仍稳居行业龙头地位，

同方和德豪产能不断释放，产量得到提升，华灿光电犹如一匹黑马，营收规模飞速增长。 

 

数据范围说明： 

企业范围：选取本土 LED 芯片企业作为排名对象。 

数据范围：选取企业营收规模、技术实力、发展潜力作为评价标准。 

得分说明：总分 100 分，其中营收规模占 40 分，技术实力占 30分，发展潜力 30 分。其中，

规模得分依据为企业营收规模；技术得分依据为客户评价及企业专利数；潜力得

分依据是在企业规模增长率基础上，结合规模得分与技术得分评估得出。 

          规模得分=（目标企业规模-样本企业最小规模）*规模得分总分*40%/（样本企业

最大规模-样本企业最小规模）+规模得分总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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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得分=目标企业总星数/样本企业最大星数*技术得分总分*50%+技术得分总

分*30%+规模得分/规模总分*20%（星数为客户或竞争对手对企业产品技术的评价

打分之和） 

          潜力得分=目标企业规模增长率（如果增长大于 100%也只取 100%算）*潜力得分

总分*30%+规模得分/规模总分*40%+技术得分/技术总分*30% 

备    注：因部分企业不愿透露营收等相关数据或不愿进入排名，本次排名未将其纳入其中。 

图表 1 ：2015 年中国 LED 芯片企业竞争力 10 强 

排名 企业名称 规模得分 技术得分 潜力得分 综合得分 排名变化 

1 三安光电 40.0 29.8 27.8 97.6 → 

2 同方光电 27.0 27.5 27.3 81.8 → 

3 华灿光电 26.5 27.5 27.1 81.1 ↑2 

4 德豪润达 27.5 25.2 26.8 79.5 → 

5 乾照光电 24.5 25.6 24.5 74.6 ↓2 

6 圆融光电 24.8 23.9 21.6 70.3 新晋企业 

7 聚灿光电 24.5 22.6 21.3 68.4 新晋企业 

8 华磊光电 24.4 21.6 19.9 65.9 ↓2 

9 浪潮华光 24.0 21.0 18.2 63.1 → 

10 中科半导体 24.3 20.3 17.3 61.9 新晋企业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01.三安光电 

三安光电总得分 97.6 分，排名第一。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600703.SH）成立于 2000 年，是目前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

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外延及芯片产业化生产基地，公司 LED 业务主要产品涵盖蓝宝

石、外延芯片、封装器件、照明应用，产业化基地分布在厦门、天津、芜湖、淮南、泉州等

多个地区。 

三安光电目前成功申请并获得 600余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及专有技术。在收购美国流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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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携手首尔半导体公司后，三安以领先技术和海外企业成熟的销售体系为依托，迅速打开

海外市场，并逐渐成长为具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国际品牌供应商和全球 LED 产业分工的领军企

业。 

2014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4.8 亿元，同比增长 32.3%，预计全年公司总收入将

接近 50 亿元。 

GGII 认为，三安光电是国内产业链布局最为齐全的 LED 企业，其芯片以高性价比在国

内市场具备较高的生产竞争力，未来其市场份额将会进一步提高。 

02.同方光电 

同方光电总得分 81.8 分，排名第二。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600100.SH）成立于 1997 年，2008 年正式进入 LED 产业，目

前初步形成从材料、外延芯片、芯片、封装、光学设计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公司已布

局北京、江苏、广州、浙江四大生产基地。 

上游外延芯片方面，公司依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并结合中科院、部分台湾地区研发团

队，成功掌握了芯片的关键技术，并申请国内外专利近百个。公司中小尺寸芯片现已被各大

封装厂家认可，目前其芯片产值规模仅次于三安。 

2014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63.46 亿元，同比增长 2.87%，全年公司 LED 业务营

收有望超过 15 亿元，其中 LED 芯片业务收入将超过 9 亿元。 

GGII 认为，同方股份涉及业务领域较多，LED 业务收入占比不足 10%，成长空间较大。

同方光电是上市公司同方股份的子公司，资金背景雄厚，主营白光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生产基地主要在江苏南通（2013 年，北京基地机台已迁至南通）。目前公司 MOCVD 数量为

59 台，排名全国第五。 

 

03.华灿光电 

华灿光电总得分 81.1 分，排名第三。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300323.SZ）成立于 2005 年，是国内领先的 LED 芯片供应商。

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以 GaN 基蓝、绿光系列产品为主的 LED 外延材料与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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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公司的重大研发项目取得不断进展，倒装芯片“燿”系列，高压芯片“熠”

系列和背光芯片“灿”系列的开发成果显著，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

收 5.2 亿元，同比增长 153%。 

GGII 调研显示，截止 2014 年底，公司 MOCVD 设备 100 台左右，产能达到 45 万片/月。 

 

04.德豪润达 

德豪润达总得分 79.5 分，排名第四。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002005.SZ）成立于 1996 年，2009 年通过收购广东健

隆达的 LED 资产进入 LED 产业。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产业布局，形成了具有上游外

延片、芯片，中游封装，下游照明、显示屏、背光等应用的一体化产业格局。 

德豪润达旗下全资及控股企业共计 30 余家，员工 20000 余人，拥有八大研发与制造基

地，分别分布在珠海、深圳、中山、惠州、芜湖、扬州、蚌埠、大连。公司专利持有量达到

1300 余项。 

受益于 LED 芯片和应用业务快速发展，德豪润达 LED 业务营收占比已超过公司总收入的

50%。2014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22.7 亿元，同比增长 16.7%，预计全年公司营收超过

30 亿元。 

GGII 调研显示，目前，公司拥有 MOCVD 数量 90 多台，且设备均为 4 寸机，2014 年公

司 LED 芯片业务收入实现成倍增长，公司在国内芯片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得到提升。 

 

05.乾照光电 

乾照光电总得分 74.6 分，排名第五。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300102.SZ）成立于 2006 年，主营红、黄、橙四元系 LED

外延片、芯片以及高性能砷化镓太阳电池，是本土芯片企业中红黄光芯片规模最大的企业。

公司芯片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厦门和扬州。 

2014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3.26 亿元，同比减少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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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机台没有增加，受显示屏市场需求乏力影响，公司营收

规模增长缓慢。不过凭借公司深厚的红黄光芯片技术沉淀及其规模优势，公司仍稳据国内红

黄光芯片市场第一的地位。 

 

06.圆融光电 

圆融光电总得分 70.3 分，排名第六。 

圆融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底，注册资金 2.29 亿人民币，是国内专业从

事全色系发光二极管外延片、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未新增设备，不过，因产能利用率提升，公司外延片月

产量提升至 20 万片左右，公司营收实现快速增长。 

 

07.聚灿光电 

聚灿光电总得分 68.4 分，排名第七。 

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本 1.72 亿元，公司主要从事超高亮

度 LED 外延片、芯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公司产品主要用于通用照明、背光源和景

观照明等领域。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聚灿光电未新增设备，不过，受益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全年

公司收入实现高速增长。 

 

08.华磊光电 

华磊光电总得分 65.9 分，排名第八。 

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由湖南省煤业集团等公司控股，属国

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 3.7 亿元，公司目前主营蓝、绿光外延片和白光芯片，芯片产品以中

小功率为主。目前公司已形成了年产 GaN 基蓝绿光外延 120 万片，芯片 110 万片，灯具 220

万盏的生产能力。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没有新增设备，但公司设备开机率和产能利用率得到快

速提升。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2015年 3月研究动态报告》 

第 7 页 

  独立                   独断                  独行                  独到  

09.浪潮华光 

浪潮华光总得分 63.1 分，排名第九。 

山东浪潮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最早引进 MOCVD 设备的企业

之一，由山东浪潮集团控股。目前公司主营蓝光、红黄光芯片和 LD 芯片，以及激光器产品

和 LED 照明产品，现拥有两个外延芯片生产基地，分别在潍坊和济南。其中，公司激光器产

品销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国内第一。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 MOCVD机台数暂未增加，目前芯片月产能超过 10 万片。 

 

10.中科半导体 

中科半导体总得分 61.9分，排名第十。 

扬州中科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注册资本 3.38 亿元，由中国中材集团控

股，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共同出资组建。是从事 LED 高端外延片、芯

片和照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中科半导体未新增设备，全年产能利用率提升至 90%左右，整

体营收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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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型报告之中游篇 

 

微型报告一： 

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白光封装竞争力 10 强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受益下游照明行业高速增长，2014 年 LED 封装行业呈现较为快速的增长态势。高工产

研 LED 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LED 封装行业规模达到 568 亿元，同比

增长 20%。全年 LED 封装出货量增速超过 70%，受价格快速下降影响封装产值增长较少，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 LED 封装均价同比降幅仍高达 30%。 

2014 年，SMD 仍是最为主流的封装形式，型号主要为 2835、4014、5730、3535、3030

等，其中，2835 市场占比超过五成，3528 和 3014 则逐步淡出市场。 

2014 年照明市场特别是室内照明市场高速增长，从而拉动照明白光封装需求快速提升，

封装市场上白光封装比例进一步提升。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通过对国内 LED 照明白光封装厂商进行深入调查，从各个

公司照明白光封装营收规模、技术实力和发展潜力三个角度，评选出 2015 年国内最具竞争

优势的 LED照明白光封装企业 10 强。 

 

数据范围说明： 

企业范围：选取本土 LED 照明白光封装企业作为排名对象。 

数据范围：选取企业营收规模、技术实力、发展潜力作为评价标准。 

得分说明：总分 100 分，其中营收规模占 60 分，技术实力占 20分，发展潜力 20 分。其中，

规模得分依据为企业营收规模；技术得分依据为客户评价及企业专利数；潜力得

分依据是在企业规模增长率基础上，结合规模得分与技术得分评估得出。 

          规模得分=（目标企业规模-样本企业最小规模）*规模得分总分*40%/（样本企业

最大规模-样本企业最小规模）+规模得分总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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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得分=目标企业总星数/样本企业最大星数*技术得分总分*50%+技术得分总

分*30%+规模得分/规模总分*20%（星数为客户或竞争对手对企业产品技术的评价

打分之和） 

          潜力得分=目标企业规模增长率（如果增长大于 100%也只取 100%算）*潜力得分

总分*30%+规模得分/规模总分*40%+技术得分/技术总分*30% 

备    注：因部分企业不愿透露营收等相关数据或不愿进入排名，本次排名未将其纳入其中。 

图表 2：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白光封装竞争力 10 强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规模得分 技术得分 潜力得分 综合得分 排名变化 

1 木林森 60.0 14.5 17.4 91.9 ↑2 

2 鸿利光电 46.4 17.6 17.5 81.5 ↓1 

3 长方照明 47.7 14.2 12.6 74.4 ↑1 

4 天电光电 42.9 13.9 14.9 71.6 新晋企业 

5 瑞丰光电 42.7 14.3 13.9 70.9 ↓3 

6 国星光电 37.8 15.0 14.1 66.9 ↑1 

7 杭科光电 39.6 14.6 12.2 66.4 ↓2 

8 斯迈得光电 37.3 14.0 14.4 65.7 ↓2 

9 晶台股份 37.1 13.0 13.7 63.8 ↑1 

10 旭宇光电 36.0 12.4 14.5 62.9 新晋企业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01.木林森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002745.SZ）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国内领先的集 LED 封装及

LED 应用产品为一体的综合性光电新技术产业公司。目前已在中山小榄和江西吉安设有两大

生产基地。 

LED 封装器件方面，公司是国内产能规模最大的企业，公司在国内较早引进先进的 LED

自动化生产、研发设备与制程控制技术，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研发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木林森

封装产能在业内占据绝对领先的优势，月芯片使用量已突破 200 亿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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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照明方面，公司目前产品主要为室内照明以及户外路灯，其中，球泡灯和灯管为其

拳头产品。近两年，受益渠道建设、品牌建设等因素推动，公司照明业务得到迅速发展。2014

年，公司实现总营收 40亿元，同比增长 39.25%。 

GGII 认为，木林森的成功上市必将带来中国 LED 封装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上升，规模

化效应、成本管控模式也将成为中国 LED 封装企业未来的必由之径。 

02.鸿利光电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300219.SZ）成立于 2004 年，资本 2.46 亿元，拥有 10

万多平方米工业园，近 5 万多平方米生产车间，是国内 LED 照明用白光封装领军企业之一。 

公司主营业务是封装器件和 LED 照明灯具，产品主要应用于通用照明、背光源、汽车信

号/照明、特殊照明、显示屏等领域。 鸿利光电 LED 器件在显指、光效、稳定性等方面的指

标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国内率先通过美国环保总署（EPA）认可的第三方 IES LM-80 测试

的 LED 封装企业。 

2014年，公司实现营收 10.17亿元，同比增长 38.38%，净利润 0.9亿元，同比增长47.62%。 

GGII 调研显示，截至 2014 年底，公司封装月产能已超过 1500KK。公司积极布局照明业

务，照明业务占比进一步提升，未来将实现封装、照明双轮驱动，将带动公司业绩持续快速

发展。 

此外，公司于 2014 年成功收购斯迈得光电，布局 EMC 封装，在产品、客户资源等方面

与公司形成互补，实现强强联合，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白光封装市场的领先地位。 

 

03.长方照明 

深圳市长方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300301.SZ）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金 2.7 亿元，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 LED 光源及照明灯一流厂商。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 LED 照明光源和 LED 成品照明灯两大类，2014 年，公司实现营收 9.21

亿元，同比增长 13.32%，净利润 0.51 亿元，同比增长 84.6%。 

GGII 调研显示，目前公司封装产能约为 3500KK/月，公司封装目前主要为贴片式和直插

式。公司通过投资建设 SMD 支架项目，合作封装硅胶项目等向封装材料延伸来实现成本控

制，支架月产能已达到 3000KK，部分支架产品实现组件单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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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天电光电 

深圳市天电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公司专注于照明级大功率 LED器件封装，

为客户提供 LED 照明光源、LED 照明模组、LED 灯具解决方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GGII 调研显示，公司目前在深圳和福建安溪两个地方建有工厂，公司 80%都是 EMC 封

装，目前的产能约 800KK，天电光电为国内最大的 EMC 封装企业。 

 

05.瑞丰光电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300241.SZ）成立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2.16 亿元。

公司是国内 LED 背光、照明用白光封装领军企业之一，主营 LED 背光器件、LED 照明器件产

品。 

瑞丰光电的 LED 背光器件性能在国内拥有较大优势，在光电参数上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台

湾地区一线封装厂商，现已成功进入国内一线电视机品牌厂商供应链，在大尺寸背光领域，

已经拥有康佳、创维、长虹等大客户。 

2014 年，瑞丰光电实现营收 9.07 亿元，同比增长 32.97%。 

GGII 调研显示， 2014年 8 月，公司完成募投项目“中大尺寸 LCD 背光源 LED 技术改造

项目”和“照明 LED 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目前公司整体封装产能达到 1500KK/月。 

 

06.国星光电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002449.SZ）建于 1969 年，成立初期主营半导体原料。

1976 年，公司开始涉足 LED 行业，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 LED 及

LED 应用产品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014 年，公司产业链整合的优势进一步增强，上游 LED 外延芯片已实现量产，除部分

供应自身的封装业务外，还有部分外销；中游封装领域，SMD LED 的产能达 1800KK/月；下

游照明应用领域，目前国星光电 LED 照明在全国各地设有 10 多个运营中心，5 个直营办事

处，经销网点超 1000 个，并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公司实现营收15.43亿元，同比增长35.07%，净利润1.45亿元，同比增长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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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II 认为，国星光电凭借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一体化成功整合了公司的品牌优势和规模

优势。 

 

07.杭科光电 

杭州杭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LED 光电子元件研发、生

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中大功率照明白光封装器件，目前封装产能超过 200KK/月，

其 COB 封装器件主要使用陶瓷基板，产品具有光效高、散热好、光衰低的优势。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在发展自身封装业务的同时，增加灯丝灯业务，目前公

司整灯产能已达 200 万只/月。 

 

08.斯迈得光电 

深圳市斯迈得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EMC LED（3030、3020、

3014）、SMD LED （2835） 、COB 及 360°发光灯丝、透明陶瓷等型号产品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月产能达 800KK，EMC 月产能 200KK，是国内 EMC 封

装代表企业之一。 

GGII 调研显示，2014 年公司被鸿利光电全资收购，通过鸿利光电强劲的技术实力、客

户资源以及上市公司背景，公司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得到了较大支持。2014 年，公司封装营

收超过 3 亿元，营业额得到翻番。 

 

09.晶台股份 

深圳市晶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 SMD LED 的高新科技

企业。 

公司以显示屏器件起家，随着显示屏行业增长放缓，公司大力拓展照明白光封装业务。

目前公司照明白光封装业务占比超过 20%。 

GGII 调研显示，晶台自成立以来，营收规模逐年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 80%以上。目前

公司共有生产线 300 余条，照明白光产能达 600kk/月，显示屏封装产能达 1000kk/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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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旭宇光电 

深圳市旭宇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金 6000 万元，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LED 光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实用型专利，产品

通过了 CE、RoHS、EN62471、LM-80 等多项国际品质认证。 

GGII 调研显示，公司封装产线共计 50 条，主要封装形式为 COB 集成封装和 SMD 封装，

COB 目前占比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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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报告二： 

 “萌芽”中的 LED 光引擎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LED 光引擎指包含 LED 封装（组件）或 LED 数组（模块）、LED 驱动器、以及其它亮度、

热学、机械和电气组件的整体组合，最早由飞利浦、欧司朗、松下、东芝等九家国际照明企

业发起，并于 2010 年成立的 LED 产业合作组织——Zhaga 国际联盟提出，旨在促成照明产

品的标准化，进而实现不同厂商 LED 光源产品的可互换性。 

近年来国内诸如鸿利光电、新力光源、美亚光电、埃菲莱、长运通、光脉电子、中昊光

电、立洋光电等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 LED 光引擎市场。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LED 光引擎

市场规模并没有快速成长，目前市场整体接受度偏低，市场规模较小，LED 光引擎市场暂时

还处于“萌芽”中。 

据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调研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LED 光引擎市场规模仍不

足 1 亿元。GGII 抽样调查显示，国内主流 LED 照明厂商中，八成左右主流 LED 照明企业暂

未使用 LED 光引擎产品，两成左右企业也只是部分产品开始使用。 

图表 1：国内主流 LED 照明厂商 LED 光引擎产品应用情况调查（单位：%）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GGII 认为，目前 LED 光引擎市场接受度较低、市场规模偏小，最主要原因是产品稳定性

较差，产品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在：1）窄电压问题：大部分企业仍未有效解决

此问题，电压波动致使功率漂移严重；2）产品效率较低：多数企业 LED 光引擎产品转换效

未使用企业 
80% 

已使用企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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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有 70-80%；3）部分产品频闪严重。 

GGII 认为，未来两三年将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 LED 光引擎市场，届时产品性能均有望加

速提高，再者受益 LED 照明市场持续快速发展，LED 光引擎市场拥有着不错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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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型报告之下游篇 

 

微型报告一： 

LED 照明市场：中小企业艰难前行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2015 年 3 月 17-21 日，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简称：古镇灯博会）在中山开展。

主展馆共有三个展区，分别为 LED 生产设备与配件展区、LED 专业照明区及 LED 照明区。从

LED 专业照明和 LED 照明展区展览产品来看，与 2014 年春季古镇灯博会所展产品对比，2015

年春季古镇灯博会所展照明产品整体呈现出“三多一单”的特点：1、产品形状多样化；2、

产品功能多样化；3、产品智能控制方式多样化；4、企业产品种类单一化。 

2015 年春季古镇灯博会上，众多企业主要展示一类或两类产品，而所展示产品表现出

形状各式各样、功能各不一样的特点。部分企业主推 LED 智能照明，智能控制方式有调光调

色、2.4GHz、WiFi、ZigBee+网关、APP 远程控制等。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调研了解，众多参展照明企业认为，尽管 LED 照明行业在

快速发展，可是他们却感觉市场正不断离他们远去，拼价格已经不敌部分大厂，而今只有在

产品外观和功能上下功夫，才能来吸引消费者眼球，从而获得一定的收入。而未来的 LED

市场他们还能占据多大的市场份额，多表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GGII 认为，中国 LED 照明产业正在向成熟期迈进，未来的市场将逐步规范，市场认知程

度也会大幅提高。企业只有依托自身的品牌效应和产品质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小企业

只有专注于特色照明领域，区别于规模化企业才能占据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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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报告二： 

中国 LED 植物照明成长势不可挡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据 GGII 发布的《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出口月度监测报告（第二版）》数据显示，2015

年 1-2 月份中国 LED 植物照明出口规模超过 500 万美金，同比增长 524%，呈现爆发性增长

态势。 

传统植物照明主要有高压钠灯、金卤灯等灯具产品，近年来随着 LED 照明行业不断发展，

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持续下降，相较于传统植物照明，LED 植物照明优势越趋明显，市

场亦给予了良好的反馈。具体来看，LED 植物照明优势主要体现在： 

 节能，LED 植物照明可以直接制造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产生相同流明的光子，耗

能少，节电明显； 

 高效，LED 植物照明是单色光，可以贴合植物生长的需要，制造与之相匹配的光波，

而传统植物灯做不到；再者，LED 植物照明波长类型丰富，不仅可以调节作物开花

与结实，而且还能控制株高和植物的营养成分； 

 LED 植物照明系统发热少，占用空间小，可用于多层栽培立体组合系统，实现了低

热负荷和生产空间小型化，而传统植物照明一般只适用于温室、大棚。 

 其他：LED 植物照明寿命更长，传统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不适合苗期，LED 植

物照明适合植物生长的各个阶段。 

GGII 认为，未来 3-5 年中国 LED 植物照明行业将呈现快速成长态势，一方面是因海外市

场需求快速增长，而目前中国 LED 植物照明 90%左右出口海外；另一方面，受国内农业作业

人口不断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等因素刺激，未来中国植物工厂数量将快速增加，进

而刺激 LED 植物照明需求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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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报告三： 

市场回顾之 LED 驱动电源：2014 年市场规模达 178.5 亿元 

文/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2014 年，LED 照明市场向好，全年中国 LED 照明营收 2226 亿元，同比增长 41.3%。受

益于照明市场需求带动，2014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发展良好，全年市场规模达 178.5

亿元，同比增长 35.7%。 

从近几年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规模来看，可以发现近几年市场规模增速均在 30%以上，

较 LED 其他配套和辅料行业发展要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LED 照明驱动电源原材料价格

相对比较稳定，其次对于技术的要求也较高，所以电源价格相对平缓，需求量的上升直接带

动销售额的快速增长。 

图表 1：2014 年中国 LED 户外照明驱动电源 10 强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1 英飞特 

2 茂硕电源 

3 石龙富华 

4 上海鸣志 

5 华微元能 

6 中恒派威 

7 崧盛电子 

8 赢新光电 

9 凯盛科技 

10 华耀电子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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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4 年中国 LED 室内照明驱动电源 10 强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1 莱福德 

1 科谷电源 

3 伊戈尔 

4 德力普 

5 赛尔富 

6 暗能量电源 

7 润格莱 

8 恒流源 

9 深聚源 

10 朗科智能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 

 

图表 3：2010-2014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单位：亿，%） 

 

数据来源：GGII-《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行业调研报告》 

从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产品结构来看，2014 年室内照明驱动电源市场需求量大幅上

升，市场销售占比由 2013 年的 51%增长至 59%。而与此同时，景观照明用驱动电源市场销

售占比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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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室内照明用驱动电源需求快速增长主要受室内照明需求大幅提升所致。2014 年，中

国 LED 室内照明营收规模达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73%。而景观照明用驱动电源市场占比下

滑主要是景观照明市场已发展的比较成熟，市场增长缓慢，因此市场规模占比出现下滑。 

GGII 预计，未来几年，室内照明用驱动电源市场占比仍将进一步上升，户外照明用驱动

电源市场占比也将会有所提升，而景观照明用驱动电源市场占比将会逐年下降。 

图表 4：2013-2014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应用市场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GGII-《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行业调研报告》 

 

从全球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规模来看，2014 年全球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规模达 277

亿元，同比增长 33.8%。结合中国 LED 驱动电源市场规模来看，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

在全球的占比达 65%，中国是全球主要的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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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010-2014 年全球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GGII-《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驱动电源行业调研报告》 

从 LED 照明驱动电源行业盈利能力来看，目前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特别是中大功率电

源依然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毛利。LED 照明驱动电源产品质量和性能逐年提升，且产品技术不

断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到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比如近两年正式进入市场的中恒派

威以及其他许多由传统电源转型的企业。此外，中国偌大的市场需求也使得不少国外电源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不乏国际电源巨头的身影，如锐高、飞利浦等。 

GGII 预计，随着进入企业的不断增加以及企业产能产量的不断提升，LED 照明驱动电源

市场竞争将不断加剧，眼前的蓝海市场将变成一片红海。然而这并不代表着电源企业未来处

境会很艰难，GGII 认为，在目前 LED 照明驱动电源市场标准未定，市场乱象丛生的情况下，

电源企业若能明确自身的产品定位，做好服务，依然可以得到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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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型报告之台湾篇 

 

微型报告一： 

2015 年台湾蓝宝石行业开年受挫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台湾 6 家蓝宝石基板上市上

柜厂商总营收 1.56 亿元（单位：人民币，下同），同比减少 1.8%；7 家芯片上市上柜厂商总

营收 7.08亿元，同比增长 6.1%；14家 LED封装上市上柜厂商总营收 12.29亿，同比增长 15.5%。 

2014 年 6 家蓝宝石基板厂总营收同比减少 1.8% 

据 GGII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台湾 6 家蓝宝石基板厂实现总营收 1.56 亿，同比

增长减少 1.8%。具体来看，6 家蓝宝石基板企业中兆远科技、鑫晶钻、兆鑫科技营收略有增

长，而锐捷科技、晶美应用和佳晶科技营收出现下滑。 

从近两年开年首月业绩增长情况来看，2014 年 1 月台湾蓝宝石基板前三企业营收增长

均相当可观，与之对比，蓝宝石基板企业在 2015 年开年的发展则相当暗淡。这一方面与企

业的产能释放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行业的增速放缓。 

图 1：2013-2015 年台湾 6 家蓝宝石基板厂 1 月份营收情况（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GGII 整理 

2015 年 1 月 7 家 LED 芯片厂总营收同比增长 6.1% 

据 GGII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台湾 7 家芯片厂总营收 7.08 亿，同比增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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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台湾 7 家芯片中晶电、璨圆和光鋐外，其余四家企业营收均出现下滑，且下

滑幅度较大，均在 17%以上，特别是光磊，营收同比降幅达 67%。7 家芯片中，璨圆在晶电

订单的支持下，1 月营收可观，同比增长 61%。 

图 2：2013-2015 年台湾 7 家 LED 芯片厂 1 月份营收情况（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GGII 整理 

2015 年 1 月 14 家 LED 封装厂总营收同比增长 15.5% 

据 GGII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台湾 14 家 LED 封装厂总营收达 12.29 亿，同比增

长 15.5%。相比蓝宝石和 LED 芯片行业，台湾 LED封装行业开年呈现出较好的开端。 

具体来看，2015 年 1 月，台湾 14 家 LED 封装企业只有宏齐、弘凯光电和连营营收出现

下滑，其余 11 家企业营收均有所增长。其中，亿光、东贝和艾笛森净值增长较多，东贝和

艾笛森营收增幅均在 40%以上。 

图 3：2013-2015 年台湾 14 家 LED 封装厂 1 月份营收情况（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公司公报 GGII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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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常规报告 

一、 GGII 权威发布：《2015 年中国 LED 荧光粉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中国 LED 封装行业具备了相当的产值规模，已经成为全球主

要的 LED 封装生产基地之一。与 LED 封装配套的 LED 荧光粉行业，最近几年发展迅

速。据高工 LED 调查，截止 2014 年底，中国 LED 荧光粉企业约 55 家左右，主要分布

在各类中资、台资、美资等荧光粉企业内。有一定规模的 LED 荧光粉企业约 15 家，部

分企业 LED 荧光粉企业月销售量已超过 1 吨。 

受技术及专利限制，中国本土 LED 荧光粉在质量及性能上与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

然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国产 LED 荧光粉产品整体质量已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从 LED

封装企业需求来看，本土 LED 荧光粉已能满足大部分封装市场需求，然一些高端荧光

粉仍需要依靠进口。 

2014 年高工 LED 通过对全球主要 LED 荧光粉供应商、LED 封装企业的实地调查，

结合对 LED 荧光粉行业领军人物的面对面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本报告

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编制了《2015 年中国 LED 荧光

粉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本报告对 2014 年中国 LED 荧光粉行业的发展特点、主要

产品、产量产值、投资机会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分析。高工产研LED研究所(GGII)

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为投资者、业内人士、证券公司以及想了解 LED 荧光粉行

业的人，提供最准确最优参考价值的报告。 

报告目录：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8024-.html 

  

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8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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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GII 权威发布：《2015 年中国 LED 芯片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LED 芯片行业产值规模达

到 120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42.9%，增速较 2013 年明显加快。进入 2015 年，受益于

下游 LED 照明市场需求持续高涨，且国产替代不断提高，GGII 认为，中国 LED 芯片

行业仍将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 LED 芯片行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技术提升

光效水平提高，同面积外延片切割芯片数量增加；二、蓝绿光芯片的 PSS 衬底使用率

从七成提高至九成以上；三、MOCVD 总开机率和总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四、国产芯

片客户接受度提升，国内芯片替代进口，国产芯片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MOCVD 保有量方面，2014 年中国 LED 行业 MOCVD 保有量增加至 1172 台，全

年净增加 155 台。2014 年中国 LED 行业 MOCVD 总开机率和总产能利用率更上一个台

阶，总开机率已由 2013 年的 70%提高至 80%，总产能利用率已由 2013 年的 52%提升

至 60%。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结合对全国上游外延芯片企业的实际调查情况，编制

了《2015 年中国 LED 芯片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报告对中国上游 MOCVD、外延片、

芯片、企业、产业政策、投资风险、投资前景等方面进行详细了分析和预测。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为投资者、业内人士、证券公司以及想了

解 LED 芯片行业的人士，提供最准确最有参考价值的报告。 

报告目录：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860-.html 

  

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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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GII 权威发布：《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出口月度监测报告（第二版）》 

受益于海外诸多国家实施白炽灯淘汰计划等利好政策影响，再者价格持续下降，质

量不断提升，LED 照明产品性价比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国 LED 照明产品出口市场得到

持续快速发展，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海关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 LED 照明出口规模达

到 92.2 亿美金，同比增长 68.6%。 

出口市场是中国LED照明的主导市场，中国历年LED照明产品出口规模占比颇高，

LED 室内照明领域尤为如此。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 LED

室内照明领域出口占比超过 70%。GGII认为，企业通过LED照明出口情况的详细了解，

可以非常好地认识和了解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市场发展速度、LED

照明细分产品出口情况等，甚至可以借此窥探整个 LED 照明行业的发展趋势。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通过对中国 LED 照明各月度海关出口数据的详细整理

和分析，编制了《2015 年中国 LED 照明出口月度监测报告(第二版)》(报告格式：

EXCEL/PPT)，该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 LED 照明总出口规模、出口区域分布、出口企业

竞争，以及 LED 室内照明、LED 户外照明等主要产品出口情况。 

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希望通过切实的整理、研究和分析，梳理行业的发展

脉搏，挖掘行业的发展规律，为企业决策层、投资机构以及想了 LED 照明行业的人士，

提供最准确最有参考价值的报告。 

报告目录：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721-.htmll 

  

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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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GII 权威发布：《2015 年中国 LED 室内照明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 LED 应用生产基地，据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统计，

全球 70%以上 LED 应用产品集中在中国生产。2014 年中国 LED 室内照明总产值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LED 灯管市场产值 260 亿，同比增长 68%；球泡灯市场

产值 330 亿，同比增长 127%；射灯市场产值 177 亿，同比增长 58%；筒灯市场产值 91

亿，同比增长 47%。 

2014 年，中国 LED 室内照明保持高速发展趋势，随着 LED 应用技术的不断成熟、

品质得到不断提升，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加上众多 LED 企业的努力耕耘，预计未来

几年 LED 室内照明市场将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 

2014 年，高工 LED 通过对国内几百家主要 LED 室内照明企业的实地调查，结合

对国内外 LED 室内照明行业领军人物的面对面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本

报告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依据。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高工产研 LED 研究所(GGII)编制了《2015 年中国 LED 室内

照明行业调研报告（第六版）》。本报告对 2010-2014 年及未来几年，中国 LED 室内照

明行业的发展特点、主要产品、产量规模、价格变动、投资机会及建议、市场发展趋势

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高工 LED 希望通过切切实实地调查，深入研究分析，为

企业、投资者、证券公司以及想了解 LED 产业的人士，提供最准确最优参考价值的 LED

行业数据及调查报告。 

报告目录：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348-.html  

http://news.gg-led.com/asdisp2-65b095fb-57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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