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袖视角

中国工业气体市场机会研究报告

工业气体因其下游应用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

诸多基础行业，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在国民经

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工业气体广泛应用于

冶金、石油、石化、化工、机械、电子和航空航天

等诸多领域，在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领域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然而，在宏观经济低迷、增速放缓、工

业去产能，及去库存化的大环境下，工业气体市场

是否还有新的投资进入机会和增长点呢？

工业气体产业链

工业气体的产业链主要包括四大环节：原材料

和设备、气体生产制造、气体运输和存储，及下游

应用。目前，设备、气体生产制造和供应大都实现

了一体化。

• 原材料和设备：原材料包括空气、工业废气、

化学产品等，设备包括空分设备、储气罐等

• 气体生产制造：包括空分气体、合成气体和特

种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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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供应：包括现场制气及管道、大宗气体运

输、气瓶等

• 下游应用：包括冶金、化工、电子行业等

从气体种类上来说，空分气体（氮气、氧气

和氩气）仍是工业气体的主要产品，全球份额占一

半以上。合成气体（氢气、二氧化碳、乙炔等）占

35%左右。特种气体（高纯气体和电子特种气体）占

8-10%的份额。从应用上来说，冶金用空分气体较

多，化工行业用合成气体较多，而特种气体更多用

于电子行业。

从气体供应角度来说，不同的供应模式有着不

同的特点。现场制气及管道模式适合巨量气体采购

客户，合同锁定期可长达15年。大宗气体供应模式

适合中等规模及中等距离的采购。而气瓶模式适用

于采购规模较小的情况，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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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保持快速增长

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近年来呈现稳步增长的

态势，2015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为984亿美

元，2013年至2015年工业气体产业产值的复合增

长率达到7.6%。据统计，工业气体行业增速是全球

GDP增速的2倍。按照此数据，我们估算2015年至

2018年全球工业气体增长率可达到7.3%。到2018

年，全球工业气体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220亿美元，

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全球工业气体市场的增长主要

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新能源（

例如太阳能）的更多应用也驱动了全球工业气体市

场的增长。

我国工业气体行业发展更为迅猛，市场规模

由2013年的820亿元人民币快速增长至2015年底的

1,00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中

国工业气体行业在过去十余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工业气体消费量还处

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尽管有中

国“供给侧改革”的压力，但受益于1）仍然高速增

长的GDP（6-7%）；2）“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八

大行业促进转型升级，将会带动工业气体的相关高

值下游产业（例如冶金、电子、医疗）。艾意凯咨

询预计，未来两到三年中国工业气体行业仍将保持

两位数增长，在2018年达到1,350亿元人民币。

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摒弃了大而全的

思路，接受分工专业化思想，将制气供气进行外

包（目前约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将

制气流程外包，对于用气企业而言可以节约大额的

一次性设备购置支出，有效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

率。此外，将辅助业务外包能帮助企业专注于核心

业务、分散风险。同时，供气企业更专业的气体运

营能力将有效提升供气质量。这一趋势给专业制气

供气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竞争态势—外资主导，国内企业仍有差距

目前中国工业气体厂商有四大梯队：

• 第一梯队是国际4大气体公司（德国林德集

团、法国液化空气、美国空气化工和德国普莱克

斯）。这4家加总占据了近半的外包气体市场份额，

每一家在华都有超过60亿人民币的销售及50多个工

厂

• 第二梯队由5-7家厂商组成，包括国内龙头

企业盈德和杭氧，也包括外资厂商诸如法国梅塞尔

和日本大阳日酸。这个梯队占市场30%左右的外包

气体市场份额，每家在华有20-60亿人民币的销售及

30-50个工厂

• 第三梯队由20-30家国内领先气体厂商组成，

包括金宏气体、上海浦江特种气体、南通天源气

体、开封空分等。这个梯队的公司销售额上亿，共

占市场10-15%的外包气体市场份额，每家厂商拥有

10个左右工厂

• 第四梯队由1,000多家小厂商组成，总体占

5-10%的外包气体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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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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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工业气体市场，国内厂商无论从规模

上还是技术上还无法与外资企业相抗衡。以国内巨

头杭氧为例，尽管杭氧是国内第一家提供中大型空

分装置的厂商（6万立方米/小时），2015年工业气

体销售达到30亿人民币，在14个省市有27家气体子

公司。然而，同样针对一个80万立方米/小时的装

置，美国空气化工只需要16位操作员，而杭氧在广

西盛隆工厂配备了50位操作员，自动化程度距离世

界顶尖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国内企业只有通过持续

的技术研发，不断加强产品竞争力，并以价格和服

务为卖点在部分市场与外资进行竞争。国内民营工

业气体龙头企业金宏气体在2012年自主研发并成功

大规模量产了纯度达99.99999%的高纯氨，在电子行

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主

要依赖进口高纯氨的局面，目前市场占有率达到50%

以上。国内企业间的整合收购也是发展主题，金宏

气体在2015年斥资1.63亿人民币收购和设立了7家工

业气体相关公司，并将持续走整合一体化道路。

下游行业—电子行业是机会点

在工业气体三大下游产业中，冶金和化工行

业均为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而电子行业有三大

特点：1）需求增速快；2）气体依赖度和技术要求

高；3）竞争程度较低，将会是未来工业气体投资的

主要机会点。

工业气体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平面显示器

件、化合物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光纤等电子工

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支撑性原材料，它们广泛应

用于薄膜、刻蚀、掺杂、气相沉积、扩散等工艺。

需求增速快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2015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市

场规模达到3,960亿美元，2011年至2015年的复合增

长率达到4.3%。未来五年，随着数据处理、汽车电

子、物联网等行业的发展将带来更多需求，半导体

行业产值预期增速会加快，到2020年达到5,080亿美

元，2015-2020复合增长率达到5.1%。

亚太地区是半导体行业主要的增长来源，而中

国又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单一市场。2015年，全球半

导体69%的市场来自于亚太地区，而中国市场占了亚

太的41%，这一数字未来还会更高。

对于工业气体在电子行业的应用，不仅受益于

中国电子行业的增长，更受益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电子行业厂商在国内投资建厂。这使得工业气体在

电子行业将会有更快的增速。同时，中国政府也积

极推动工业气体在电子行业的应用。目前高纯特种

电子气体的研发与产业化已作为我国极大规模集成

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的核心部分被列入“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与大型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等16个重大专项一起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尽管电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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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工业气体在电子行业的应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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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市场较整体工业气体市场较小，但增速很快。

我们预计工业气体未来在电子行业的市场规模将会

有近15%的增速，在2018年将达到近130亿人民币。

气体依赖度高和技术要求高

除了需求增速快，对工业气体依赖度高和技术

要求高也是电子行业的特点。无论是半导体、平板

显示器还是太阳能电池或是LED灯，各个制造环节

对电子特种气体都有非常强的依赖度。

不同于冶金和化工行业，电子行业无论从项目

经验、产品覆盖还是技术要求上对工业气体供应商

都有更高的要求：

• 中大型空分项目经验：包括现场制气的专业技

能以及管道设计、严苛的安全规范、强大的运

营支持

• 特种气体产品覆盖度：有些超大规模的集成电

路需要在400多个流程中运用到50多种特种气

体，对供应商的产品覆盖度有很高的要求

• 纯净度：关键流程上所用的气体需达到6N以上

纯净度级别（99.9999%）

竞争程度较低

正是因为电子特种气体较高的技术门槛，目前

竞争程度较低，市场主要由外资厂商占据。空气化

工、普莱克斯、昭和电工、林德等6大外资厂商占据

了85%的市场份额。

目前国内厂商已经突破了高纯硅烷、高纯氨、

高纯笑气、氖气等，高纯CL2、高纯砷烷和高纯锗烷

等也突破在即。半导体8英寸上的特种气体国产化率

已经达到30%以上。但本土电子气体的生产和供应商

规模较小，不能够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

大多通过低价竞争的方式占领一点市场份额，利润

很薄，甚至亏损。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艾意凯研究与分析

表 3
中国工业气体市场电子行业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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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发展思路

在电子行业被外资龙头企业垄断的市场竞争环

境下，艾意凯向中国企业提出以下几种发展思路：

• 加快研发：电子气体的国产化离不开厂家的研

发投入，国内厂商可以从一些技术门槛较低，

纯度要求不那么严苛的细分市场入手，进入电

子行业。例如，金宏气体在高纯氨领域有50%的

份额

• 与相关设计院研究所合作：在自身实力过硬

的前提下，可以和相关项目经验丰富的研究

所合作进行业务拓展。例如，中昊光明化工

研究设计院（中国唯一的特种气体专门研究

所）、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等（氟化物研究

的领先研究所）

• 行业内收购整合：国际市场上，四大国际气体

厂商也是通过不断的兼并收购来加强自己的实

力。2015年法国液化空气完成了对美国气体供

应商Airgas公司的收购。2016年12月，林德和普

莱克斯就潜在的合并达成一致，该交易将创造

出全球最大的工业气体公司。国内市场上的案

例也不少，例如宝钢气体携手华平资本30亿并

购晋开气体，并购安徽红四方等。其他国内企

业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手法，强强联合或取长补

短，发挥双方的强项来进入电子行业竞争

• 与外资厂商合资，市场换技术：若国内没有合

适的标的企业，也可以放眼国外，与技术实力

强劲，但还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工业气体企

业谈合作或收购，将国内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

和客户关系，与外资企业的领先技术相结合，

共同开发市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艾意凯研究与分析

表 4
部分国外工业气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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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考虑因素

艾意凯认为，无论对于战略投资者还是财务

投资者，目前的工业气体细分市场仍具有投资吸引

力，特别是在具有两位数增长的电子特种气体细分

市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需要就以下问题深入思

考：

• 细分市场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 未来趋势如何？

• 目前的气体供应商是谁？

• 是否还有新进入者？

• 客户气体采购的需求和标准是什么？

• 如何帮助客户更好的执行和完成其战略目标和

商业计划？

• 标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与预期竞争对手相比有

什么优劣势？

• 为了弥补差距，需要哪些投资？

同时，艾意凯也建议行业参与者关注潜在风险

点，并根据具体情况做好相应准备。如宏观经济的

波动导致下游市场增速放缓的风险，下游市场兼并

整合而降低气体供应商议价能力的风险，竞争对手

获得关键技术突破形成竞争优势的风险，高管和关

键技术岗位人才流失的风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