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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热管理材料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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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热管理材料是帮助产品提高散热效果的功能性材料，用于提高热传导效率，使得热量均匀分
散，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先进的热管理材料构成了热
管理系统的物质基础，而热传导率则是所有热管理材料的核心技术指标。根据材料分类，热
管理材料可以分为金属热管理材料和高分子热管理材料。
一、行业发展现状
2022年以来，5G技术迈向全面普及，消费电子产品向高功率、高集成、轻薄化和智能化方
向加速发展。由于集成度、功率密度和组装密度等指标持续上升，5G时代电子器件在性能
不断提升的同时，工作功耗和发热量急剧升高。据统计，电子器件因热集中引起的材料失效
占总失效率的65%~80%。为避免过热带来的器件失效，导热硅脂、导热凝胶、石墨导热片
、热管和均热板（VC）等技术相继出现、持续演进，散热管理已经成为5G时代电子器件的“
硬需求”。
1、市场规模
热管理材料是帮助产品提高散热效果的功能性材料，用于提高热传导效率，使得热量均匀分
散，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随着下游行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热管理行业保持持续发展态势，到 2021年，我国热管理材料市场达到 172.29 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细分市场分析
（1）消费电子
随看5G商用化基本普及，更多的导热材料将会运用到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据中心等
领域，行业规模有望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消费电子领域技术不断突破，对于设备散热能力
的要求也日益苛刻，消费电子领域热管理材料需求不断增长，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021
年达到了62.2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通信
消费电子走向小型化、轻薄化、 智能化， 5G商用带来的通信基站设备投入，以及动力电池
的蓬勃发展有望大幅拉动热管理材料需求。2017年我国通信行业热管理材料市场规模为36.
66亿元，到2021年达到了47.9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3）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是车体汽车电子控制装置和车载汽车电子控制装置的总称。在新能源、无人驾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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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逐步成为行业主流趋势的背景下，传统车厂开始普遍加码汽车电子化、联网化技
术，汽车在交通运输功能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之上，正加速向大型的移动终端这一定位迈进，
更自动化、更智能、更安全的消费需求正在形成。这就必须要求处理汽车内部由于智能化而
产生的热，以提高汽车的安全性和智能性。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热管理材料行业的产业链结构如下，其中上游行业包括高分子聚合物、硅橡胶、导电导热颗
粒以及金属制造行业，下游行业主要是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行业。
1、上游
（1）塑料颗粒
塑料粒子，是塑料颗粒的俗称，是塑料以半成品形态进行储存、运输和加工成型的原料。塑
料是一类高分子材料，以石油为原料可以制得乙烯、丙烯、氯乙烯、苯乙烯等，这些物质的
分子在一定条件下能相互反应生成分子量很大的化合物，即高分子化合物。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硅胶
硅胶，别名硅酸凝胶，是一种高活性吸附材料，属非晶态物质，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化
学性质稳定，不燃烧。硅胶按其性质及组分可分为有机硅胶和无机硅胶两大类。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3）金属材料
不锈钢
我国不锈钢生产已有40年的历史。由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助于不锈钢生产及加工产
业持续成长。2018年以来，不锈钢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任务进入攻坚期，在国家推动下
各地及各企业大力推进取缔不合规中(工)频炉工作，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不锈钢行业“老大难
”戴南淘汰落后取得重大进展，200余家不合规企业实现全面关停；广东、浙江等地的小冶炼
、小轧机、小酸洗等实现关停；西南不锈进入破产程序；东特破产重组初步完成;柳钢收购
中金金属；宝钢不锈停产搬迁改造优化德盛产能。
近年来不锈钢的产量逐年增加，2020年中国不锈钢粗钢产量达3014万吨，较2019年增加74
万吨，同比增长2.5%。截至2021年底，中国不锈钢粗钢产量达到3063.2万吨，较去年增加4
9.3万吨，累计增长1.64%。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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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铜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价格高位震荡，行业效益明显改善。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1年，精炼铜产量1049万吨，同比增长7.4%，两年平均增长3.5%；铜材产量2124
万吨，同比下降0.9%。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铝
铝及铝合金由于具有质量轻、易加工、耐腐蚀、导热导电及可回收性强等优良性能，在太阳
能光伏、建筑、汽车、轨道交通、电子电器、机械、日常耐用消费品及包装材料等领域有着
广泛的应用。
随着铝合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强韧化、结构减重、耐腐蚀、使用寿命、安全可靠性等方
面的技术进步，具有高合金化、高综合性能的铝合金材料的需求逐步增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电解铝产量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电解铝产
量3850万吨，同比增长4.5%；总体来看中国氧化铝产量呈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年我国氧化铝产量7748万吨，同比增长5%；在铝材方面，2014-2017年中国铝材产
量逐年增加，2018年开始下滑，2019年开始所回升。2021年我国铝材产量6105万吨，同比
增长7.4%。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下游产业
（1）通信设备：流量快速增长，基站设备处于高速建设浪潮
通信行业是热管理材料最重要的使用领域，通信领域由于其工作原理的特殊性，对热管理材
料的需求非常旺盛。通信行业对热管理材料的需求主要是程控交换机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通信设备的需求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热管理材料的市场需求。

资料来源：国家工信部，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5G通信的建设需求来看，5G将会采取“宏站加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历次基站的升级，
都会带来一轮原有基站改造和新基站建设潮。2020-2023年是5G网络的主要投资期，其中由
于美国制裁影响结合上游涨价导致成本压力较大,据工信部披露，截止2021年末，中国建有5
G基站142.5万个，2020-2021两年仅130万个。目前困境有所翻转，据中国移动公开招标信
息，2021年招标48万700M5G基站主设备，174万面700M5G基站天线，并在2022年补招50
万面（2022-2023年中国移动700M基站天线集采），随着5G配套需求向上，上游涨价压力
缓解，将直接拉动热管理材料的市场需求。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另一方面，随着5G时代的到来，高频率的引入、硬件零部件的升级以及联网设备及天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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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成倍增长，设备与设备之间及设备本身内部的电磁干扰无处不在，电磁干扰和电磁辐射
对电子设备的危害也日益严重。同时伴随着电子产品的更新升级，设备的功耗不断增大，发
热量也随之快速上升。未来高频率高功率电子产品的瓶颈是其产生的电磁辐射和热，为了解
决此问题，电子产品在设计时将会加入越来越多的热管理材料。
此外，根据功率不同，5G基站主要分为宏基站、微基站、皮基站和飞基站四种。其中宏基
站通常布设在室外，覆盖范围最广，但功率大，耗电成本高，在用电高峰时期供电电网负荷
压力较大。基站储能设施可通过在用电低谷时段储存能源，在高峰时段使用储存的能源为5
G基站供电，从而平衡电网用电高峰和低谷时段的整体负荷，保证基站运行的安全和稳定，
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5G网络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通信储能系
统市场需求广阔。因此，5G通信技术的商用将从产业投资增加和技术标准提升两方面，同
时拉动热管理材料等产品的市场需求。
（2）消费电子：性能追求带动材料需求，负面因素逐渐消除保持稳健增长
消费电子领域对电磁屏蔽及热管理材料的需求主要是手机、计算机、可穿戴设备及其他电子
产品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迅速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且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
合的越来越紧密。智能手机、高性能电脑等速度加快，智能化程度提高，性能更稳定，对于
热管理材料的需求也将越大。
①智能手机市场
随着智能手机超薄化、高性能化、智能化、功能集成化的发展，产品内部集成的发热组件数
量增多，智能手机对以人工合成石墨散热膜、热管、均热板等为代表的新型热管理材料的需
求不断提升。
智能手机自2007年起步以来发展迅猛，在2010年末首次超过PC同期出货量，其后进入高规
模高增长阶段，以年出货10亿部以上的市场体量成为当今市场容量最大的电子产品分支。2
015年后，全球智能手机行业进入了相对稳定期。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19年底至2020年
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明显下滑。2021年后，海外疫情、芯片产业链及零组件等供货紧
张问题仍有部分影响，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迎来复苏，2021年全年实现手机出货量13.
80亿台，随着疫情整体有所缓解，购买力复苏，预计未来出货量情况将继续好转。

资料来源：IDC，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②计算机设备市场
随着 5G 和云计算技术的普及，计算处理云端化的趋势将推动笔记本电脑朝更加轻薄的方向
发展，笔记本电脑的散热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为散热材料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广阔的
发展空间。
计算机设备是主要的消费电子领域之一。近年受疫情影响，混合办公环境持续推动市场对于
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增长。根据StrategyAnalytics数据显示，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在
2020年达到高点后，在2021年同比增长19%，再次达到创纪录的2.68亿。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数据来源：Strategy Analytics，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平板电脑方面，作为衔接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的中间产品，形成了相对独有的
应用场景。在经历了2011年到2014年的高速增长后，由于性能和功能限制，以及来自大屏
幕智能手机的竞争压力，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趋于饱和，出货量自2014年的2.3亿台开始逐年
缩减。根据IDC数据，2021年全年，全球平板电脑总出货量同比增长2.9%，达到1.68亿台
，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来源：IDC，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计算机设备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普及，目前消费市场比较稳定且消费者趋于理性，同时，近年
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多屏共存已逐步成为主流趋势，而在多屏环境下，计
算机设备则将更多地承担重度应用的角色，逐步向专业化、商务化方向转型，已经出现了高
配置的专业游戏本、主打便携办公功能的超极本、专业渲染本（工作站）等。同时，预计未
来随着AR/VR、AI等技术的普及、存量设备的更新，计算机设备对热管理材料等电子器件的
需求将维持在一定稳定的水平。
（3）汽车电子领域
随着汽车向新能源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汽车内电子设备数量增多，结构更
为复杂。新能源汽车对电子设备的设计更加成熟化和标准化，其内部电子设备大
多具有散热、防水防护的需求。根据 2020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到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占比达到25%左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将为导热材料及防水防护材料市场带来
新的增长空间。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WWTQ）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热管理材料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
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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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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