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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FPC电镀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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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FPC电镀设备公司凭借质量稳定可靠、售后服务优良等优势，已逐步进入多家
国内外先进FPC制造企业的生产线，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随着本土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
及市场开拓，国内FPC电镀设备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国内企业在F
PC电镀设备的市占率已经超过国外企业。整体而言，我国FPC电镀设备行业的集中度较高
，核心技术掌握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企业追赶脚步加快，加大研发力度
，在某些细分领域已经超过国外同行。

影响我国FPC电镀行业市场集中度因素分析
1、规模经济水平
影响某产业市场集中度高低的基本因素是规模经济。在某一特定市场上，规模经济水平越高
，大企业的效率越高，其竞争能力越强，在市场上所占市场份额也就越大，市场集中程度越
高。

2、市场容量
一般来说，市场容量越大，企业扩张的余地越大，新的企业也越容易进入，大企业所占份额
就可能变小，从而市场集中度就会降低。反过来，市场越小，竞争越激烈，企业扩张的余地
越小，新企业越难进入，而大企业会凭借雄厚的实力设法兼并挤垮弱小企业。

3、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指潜在进入者处于与已存在的企业相比不利的竞争地位和使已存在企业能长期获
取正常利润的因素。若某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大，专用性强，技术复杂，老企业较之新企业
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新企业进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则新企业难于进入，市场集中度维持
在较高水平。反之，若进入障碍低，新企业易于进入，则会导致集中度下降。

我国FPC电镀行业主要竞争企业现状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资料显示，受到经济增长、国家政策与国际环境的多重影响，我国私营企
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我国的私营企业未来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FPC电镀行业主要竞争企业优势分析

企业名称
企业概况
竞争优势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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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较早进入精密制造服务行业的企业
，主要面向包括通讯设备、新能源、精密机床制造等行业的客户提供包括精密钣金件、精密
铸件和组配产品及技术服务，其中精密钣金件是公司的主导产品。目前为国内最大、综合竞
争力最强的专业从事精密钣金制造服务企业之一。
完整的精密制造服务体系优势：东山精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产品结构研
发、精密钣金制造、精密铸件制造、表面处理、精密组装、及时配送等在内的完整精密制造
服务体系。
市场地位优势：目前为国内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专业从事精密钣金制造服务企业之一。
研发技术团队优势：公司技术中心拥有一支高效的研发技术团队，主要从事产品结构研发设
计、工艺制定、生产流程方案设计工作，其中包括一批30多人的由结构工程师、设计工程师
和软件工程师组成的专业开发团队。
品牌优势：2020年7月27日，《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位列第388。2020年8月，2020苏州民营企业100强排名第23。2020年9月10日，2020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位列第415位，营业收入235
5282万元。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弘信电子是国内柔性电子第一股，中国柔性电子行业领军企业。面对扑面而来的柔性电子时
代，弘信电子瞄准新能源与消费电子赛道，实施双轮驱动战略，在厦门、荆门、鹰潭、苏州
等地布局不同产品应用的专业化工厂，通过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致力在未来十年打造
成为柔性电子全球领军企业。
FPC产品优势：2020年营收位列内资企业前茅，NTI榜单全球FPC行业第12位。
FPC利润比较高：2021年上半年公司利润比例为54.01%。
人才优势：2019年弘信电子牵头成立厦门柔性电子研究院,聘请柔性电子之父——黄维院士
担任总顾问,吸引国内外大批科研人员共同开展柔性电子应用型材料、工艺装备、产品及前
瞻性共性技术的研究,希望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柔性电子产业化平
台。
品牌优势：公司是全国行业内唯一一家同时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及获评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的企业。
研发能力与装备能力优势：公司拥有业界少有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全套智能化生产的装备能力
。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专业从事挠性电路与材料的研发和生产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从设计、制造、服务一条龙产业链的服务供应商。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柔
性FCCL、高密度FPC、芯片封装COF基板、芯片及器件封装产品及柔性封装相关功能热固
化胶、微粘性胶膜等，主要应用于空间狭小，可移动折叠的高精尖智能终端产品，在消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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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医疗器械、特种计算机、智能显示、高端装备产业等所有微电子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
FPC利润较高：2021年上半年公司利润比例达到了94.93%。
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公司是从设计、制造、服务一条龙产业链的服务供应商。
技术研发优势：拥有国家级挠性电路与材料研发中心，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从柔性
材料到柔性封装基板到芯片封装组件等产业链的核心技术。
背景优势：公司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
昆山科比精工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科比精工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销售印刷电路板(FPC
、PCB)、MID等自动化电镀设备为一体的制造企业。公司专注线路板电镀设备的持续研发
和制程能力的提升，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电镀设备的技术创新，为行业提供唯一的
FPC无辅助框全自动上下板系统VCP生产线。旗下产品有VCP垂直连续式镀铜线及RTR水
平镀铜线，实现了机械手自动上、下料，可直接连入MES系统，具备扫描功能，帮助PCB/F
PC企业打造智能工作，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企业。
市场地位优势不断凸显：数据显示，在2018-2020年期间，国内市场占有率从46.1%增长到
73%；从第二名上升到第一名。全球市场占有率从15.7%增长到27.7%；从全球第四名增长
到全球第三名。
产品优势：旗下产品VCP垂直连续式镀铜线及RTR水平镀铜线，实现了机械手自动上、下料
，可直接连入MES系统，具备扫描功能，帮助PCB/FPC企业打造智能工作，构建数字化、
智能化企业。截止到2021，科比精工全自动VCP电镀线已销售150多条，在业内有口皆碑，
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技术优势：成功开发的RTR智能水平镀铜线（RTR智能水平镀铜线产品属国内首创 ，国内
、外仅有日本公司能生产该类产品），以出众的技术优势，在国内该领域处于领跑地位，逼
近日本等国家的尖端水准。此设备最大的优势为：产量高、均匀性好、涨缩小，最薄板可走
到24um。宽幅可做到250～500mm，填补了国内设备商在RTR水平镀铜这一块的空白。
客户优势：2018至2021年，喜获业界部分龙头企业的认可及连续订单，如：深南电路、安
捷利、三德冠、弘信、上达电子、上海展华、博敏电子、信利电子、欣强电子、康源电子、
五株科技、奕东电子、美维电子、深联电路、中光电、 超毅、吉星、爱升、超能、协和电
子、西普电子、宏广科技、中软信达、江苏传艺等。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全球领先的印制电路板及高端电子材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景旺电子的产品覆盖多层板、类载板、厚铜板、高频高速
板、金属基电路板、双面/多层柔性电路板、高密度柔性电路板、HDI板、刚挠结合板、特种
材料PCB等，是国内少数产品类型覆盖刚性电路板、柔性线路板和金属基电路板的厂商。
品牌优势：2019年8月29日，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公布2019广东企业
500强榜单，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256；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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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联合公布2019广东制造业100强榜单，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61。
2020年1月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景旺电子以市值260亿
元位列第279位。
市场优势：2020年销售收入70.64亿元，在全球印制电路板行业排名第21位。
企业规模优势：在国内拥有广东深圳、广东龙川、江西吉水、珠海富山、珠海高栏港5大生
产基地，共11个工厂，全球超过14,000名员工。
深圳市精诚达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诚达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是一家集柔性线路板（FPC）生产
与FPC元器件组装的专业制造商，经营范围包括生产软性线路板、刚性线路板；购销电子元
器件等。
产能优势：深圳工厂目前单面板月产能15000㎡，双面板月产能20000㎡，多层板及软硬给
合板月产能达10000㎡。精诚达投资6.8亿元，占地面积120000㎡的台山工业园于2013年初
正式投产，台山工业园预计员工达3500多人，月产能达120000㎡，其规模和硬件设施均为
国际一流。
客户优势：目前客户主要有索尼、LG、日立，hannstar ，sharp、synaptics、ALPS、H、
OPPO、VIVO、宇龙、联想、中兴、广达、欧菲光、天马、京东方、奇美、TPK、舜宇集
团、超声、比亚迪等。
现代化厂房优势：精诚达深圳工厂占地面积12000㎡，拥有高标准、超洁净的现代化厂房。
福莱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莱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单、双面和多层柔性线路板及多
层软硬结合线路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软性线路板，经营范围
包括研发、生产：高精密度电路板、互联板、多层电路板等新型电子元器件等。
产能优势：公司现有厂房面积35，000平方米，月产能100，000平方米。
产品竞争优势：产品以“比别人低一点的价格、高一点的品质、准确的交期来赢得顾客的信
赖”使得正在国内同行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资质优势：公司已通过IS9001：2008、ISO 14000、TS16949和UL安全认证。
仪器优势：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高性价比的）整卷加工式生产设备和专业检验仪器。
广东成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成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始创于200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PCB及五金电镀自动线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的产品有垂直连续电镀生产线（VCP）、PCB一次铜及图形电镀
生产线、化铜化金自动线。
管理和技术研发人才优势：目前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经验丰富的管理和技术研发人才。
产业链优势：公司成立之初即导入企业ERP管理系统，通过多年来的不断拼搏和创新，已将
公司创建成为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安装、技术咨询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厦门华天华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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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天华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发生产柔性线路板的企业之一，自2004年以来经过1
0年持续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门类齐全，高度精密可以制造单面、双面、多层、软硬结合
线路板等多种技术层面产品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计算机
外围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等。
产能优势：2013年公司投资3500万元，建成二期项目使产能规划达到每月单层板30,000㎡
；双层板 10,000㎡；多层板 1,000㎡的生产能力。
质量保证体系和环保体系优势：公司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具备十年以上生产FPC的专业经验
，并严格按ISO9001和ISO14001的标准，目前已建立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环保体系。
资质优势：公司极为重视“ISO”；“UL”；“SGS”，早已通过专业机构的相关认证。
客户优势：公司与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台湾和大陆的众多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关
系。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软性印刷线路板的高
科技企业，专业生产单双面板和多层板。
产能优势：年生产能力在71万平方米以上。
资质优势：公司产品已获得UL认证，并通过了ISO9001：2008、ISO/TS16949：2009、IS
O14001：2004、OHSAS18001：2007体系认证。
客户优势：公司主要客户均为亚太区知名企业。
人才优势：现有员工2000余人，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00多人。
品牌优势：公司2008 年获得了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是珠海市的重点企业技术中
心。
标准化厂房优势：厂区占地30000平方米, 建有一期、二期22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FPC电镀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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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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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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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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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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