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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取消充电器之后

在2020年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苹果宣

布不再标配充电器引发争议，不久之后，苹

果官网在售的所有旧款机型同样取消了充

电器。

苹果取消充电器对国内很多第三方配件

厂商来讲，无疑是一次极好的机遇。Anker安

克公司就表示：苹果不赠送充电器的做法，给

了第三方充电器品牌接触用户的机会，让用

户了解到国内充电器的优越性，体积小、功率

大、耐用性强，可为所有品牌的所有设备充

电，具有互操作性。

中关村海龙大厦某经销商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这两年第三方充电品牌的产品卖得特

别火。因为，iPhone手机上亿台的出货量带

来了快充配件的庞大需求，而相比苹果官网

昂贵的快充，目前很多消费者会转向第三方

品牌。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苹果官网发现，苹果

20W的电源适配器定价149元，140W的则需

要729元。

在短短两年内，从快充芯片原厂、方案商

到快充工厂、品牌商，快充产业链各端纷纷抓

住这个快充风口。众多配件厂商顺势而上，扩

充PD快充产品线，推出了第三方PD充电器。

电商数据显示，绿联、安克、倍思、品胜等多个

第三方充电品牌的出货量近年来迎来了巨幅

增长。

其中Anker安克就宣称：“基于弗若斯特

沙利文2021年全球氮化镓充电器行业独立市

场研究做出的确认，Anker2021年氮化镓充

电器零售额全球第一，成为了全球第一氮化

镓充电器品牌。”倍思表示：“2021年倍思已成

为全国充电器品类出货量的第一名，同时亦

是氮化镓快充充电器销量全国第一。”

UGREEN绿联的报道称：“2020年就推出了

20W充电器，凭借亲民的价格和出色的充电

表现，迅速获得了广大苹果用户的认可，单品

月销达10万件。”

氮化镓开始走向主流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第三方充电器相比苹果原装，最直观的不同

在于体积上的差别。而在现有技术下，开发小

巧充电器的难度系数并不低，既要把控产品

体积，又要考虑芯片性能、散热和结构设计，

这对配件厂商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也给氮

化镓充电器提供了新的舞台。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Anker安克发布的

AnkerGaNPrime全氮化镓120W充电器，体

积和市面上其他品牌的65W充电器差不多。

AnkerGaNPrime全氮化镓150W充电器，拥有

3个C口和1个A口，能同时为4台设备全速充电。

OPPO相关技术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氮化镓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有更高的

禁带宽度、低阻抗、低结电容、高可靠性等优

势。目前，行业常见的是高压氮化镓，主要应

用于充电适配器、通信基站、激光雷达等高

压电路中。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氮化镓概念已

充分吸引市场关注，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京

泉华称其氮化镓技术产品PD65W快充电源

适配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公司股价也自5月

不足14元/股持续走高，目前已逼近48元/股；

中瓷电子拟发行股份，购买中电十三所的氮

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目前其市盈率

已高达151倍。

洪仕斌指出，目前市场上主流充电器材

料以硅为主，而氮化镓的性能明显优于前者，

因为氮化镓

芯片效率远高于硅制

芯片，所以对于变压器等部

件的要求也会相应降低，通过压缩内

部零件来为充电器“瘦身”，在散热问题上，氮

化镓充电器也有明显优势。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表示，氮化

镓材料的应用，将是未来电子产品充电方案

不可逆的大趋势，第三代半导体的崛起，将给

高频微波通信领域带来质的飞跃。

全面普及仍需时日

市场亦有业内观点指出，氮化镓充电器

离全面普及仍需一段时间，其中价格是关键

因素之一。北京商报记者在倍思官网看到，倍

思100W氮化镓充电器售价约229元，65W的

GaN3Pro氮化镓充电器标价148元，各品牌

基本没有百元以下的产品，与目前数十元甚

至十几元的普通充电器相比昂贵不少。

对于成本问题，中泰证券分析师刘翔认

为，氮化镓在光电领域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

例如LED、激光器等产品，其在充电器、充电

桩等电力电子领域仍属高速扩张阶段，未来

随着行业大规模商用，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洪仕斌认为，无线充电刚刚问世之时，也

只是应用在三星的高端机型上，没过多久，各

个品牌就拥有自己的无线充电产品，目前来

看，对于氮化镓充电器而言，这一普及过程还

要更快。

普及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可观的利润，在

这方面，消费电子厂商的“嗅觉”非常敏锐，今

年3月，有苹果产业链分析师表示，苹果公司

可能会在2022年推出一款采用新外形设计的

30W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将采用氮化镓

技术。

而据iQOO手机官方消息，iQOO10系列

即将发布，该产品将配备200W超快闪充迷你

充电器，采用氮化镓材质；今年红魔手机发布

了新款100W透明氮化镓充电器，支持双口盲

插、多种主流快充协议，体积上比iPhone充电

器小23%。

OPPO相关技术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OPPO在氮化镓替代硅材料上做出突破

性尝试，除了在适配器里使用高压氮化镓，

OPPO首次将低压氮化镓应用在手机内部，以

氮化镓电子开关的方式取代手机充电电路里

的硅MOSFET。不仅大大提升了充电效率，并

且有更好的安全保护能力和可靠性。

借东风加速市场拓展

据市场研究机构Yole预测，在消费类电

源市场，2026年氮化镓的规模将从2020年的

2900万美元增长至6.7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69%。氮化镓不仅能满足用户快速充

电的需求，结合5G通讯以及新能源车，氮化镓

或将迎来更加广泛的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氮化镓产业链的完

善，让更多的技术留在国内市场，省去高昂的

进口成本，也有助于价格下降、产品普及。

氮化镓充电产业大致可分为衬底生产、

材料外延、器件设计、器件制造等环节，目前

苏州纳维、东莞中镓已涉足衬底制造；苏州晶

湛涉足外延制备；海特高新代工氮化镓晶圆

生产；三安光电、闻泰科技则具备整合制造的

能力。

产业观察家许意强指出，例如5G通信、新

能源车等其他领域，也可以是氮化镓技术的

突破口，并最终反哺3C电子产品，例如氮化镓

衬底的生产对于不同产品而言有共通性。例

如氮化镓放大器，可以解决5G网络中需求面

积小、流量请求集中的问题。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6月末，我

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1035万个，比去年末

净增38.7万个。其中，5G基站总数达185.4万

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17.9%，占比较去年末

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1-6月新建5G基站

42.9万个。

通讯专家马继华表示，我国的5G建设已

处于世界领先位置，随着5G的进一步普及，拓

宽新需求带动新产业已是水到渠成。

另外，氮化镓可以承受高电压，这也意味

着其可以实现更高功率的应用、更高输出能

量密度的同时，有效遏制漏电、发热等问题，

对于电动车充电桩的改良有很大助益。

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显示，2022年1-6月，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增加130.1万台。其中，公共

充电桩增量同比上涨228.4%，私人充电桩增

量同比上涨511.3%。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公

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增量均大幅超过去年

全年。2022年上半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与新

能源汽车的桩车增量比为1：2。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王柱力

半年预亏超百亿

身处代养户断料风波的正邦科技，给

仍未摆脱亏损的上市猪企一记警示。

近日，针对媒体报道代养户断料一

事，正邦科技回应称，“公司资金相对紧

张，物流配送与饲料厂的协调问题导致

少部分区域出现了偶发性断料现象”。在

业界看来，正邦科技资金紧张与其经营亏

损不无关系，由此，与正邦科技同样出现

业绩亏损的企业未来发展情景引发业界

关注。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

26日，A股生猪养殖上市公司有9家已披露

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8家出现亏损，包括

牧原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罗牛山、东瑞

股份、新五丰、巨星农牧、神农集团，累计半

年报预亏最低值合计140多亿元。

具体来看，亏损较为严重的前三家分

别为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和新希望，亏损

金额分别为63亿-69亿元、38亿-46亿元

和39亿-42亿元。

对于亏损原因，牧原股份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经营业绩受生猪市场价格的影响，与生猪

市场价格相关性较强。上半年公司生猪出

栏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生猪价格

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公司2022年上

半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无独有偶，正邦科技也在半年报预告

中解释称，“上半年国内生猪平均价格依

然处于低位水平，且叠加饲料原料价格上

涨，使得公司上半年承受一定的业绩压

力”。同样，新希望在解释业绩亏损时也指

出生猪销售价格下降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9家猪企唯一未

现亏损的天邦食品并非受益养猪主业经

营。根据天邦食品半年预告，今年上半年

该公司净利润为5.8亿-6.5亿元，同比上升

189.16%-199.92%。其主要贡献来自于

转让子公司 51%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

13.94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天邦食

品净利润则为亏损7.3亿-8亿元。

在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看

来，猪企普遍亏损是由成本上行和收入下

行叠加所致。生猪养殖是一个周期性较强

的行业，成本端养猪的饲料的主要大宗原

材料如豆粕、玉米、小麦等价格自2019年

以来持续上涨，虽然近期有所下行，但仍

在高位震荡。生猪销售价格又不断腰斩，

叠加疫情对餐饮企业的影响，致使生猪需

求下降，猪企出现大面积亏损。

过度投资后遗症

上半年累计亏损上百亿元的猪企，下

半年能否有望扭转亏损局面？

“下半年生猪销售市场会比之前好

些，触底反弹态势明显，但是由于当前的

需求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猪企能否扭

亏还很难说。”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

表示，一方面从猪周期的角度来看，当前

是猪周期的低价状态，不少企业还没有触

底反弹的时间，所以依然会有比较大的市

场压力。另一方面，在上一轮猪周期过程

中，大部分比较大的猪肉生产企业都有大

规模扩张产能的举动，反映在当下就是平

均成本上升，猪肉企业的整体成本价格都

处于较高的位置。

同样，黄大智也表示，随着成本端价

格回落、猪肉价格上涨以及餐饮门店恢复

正常经营，下半年各大猪企的经营状况大

概率会有一定的改善，不过在收入端和成

本端依旧存在不确定性。比如疫情影响的

不确定因素、餐饮需求的萎缩短时间未必

可以恢复，国际政治等也可能导致玉米、

豆粕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目前猪肉价格确有探底回升的趋

势，但猪肉作为民生必选消费品，一旦价

格出现快速上升，一般都会引起监管的调

节。”黄大智表示。

关于未来猪肉价格走势，7月15日，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2年上半年国

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称，“目前，生

猪产能总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价格不具

备大幅上涨的基础。前期压栏大猪会陆续

出栏，有利于增加猪肉供给。加之相关部

门加强市场调控，稳定供求关系，将促进

价格平稳运行”。此外，7月13日，农业农村

部在河北省沧州市召开生猪生产座谈会

也认为，“6月底和7月初生猪价格上涨幅

度较大，近期震荡趋稳，但由于能繁母猪

产能充足，后期不具备持续大幅度上涨的

基础条件”。

在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看来，猪企

陷大面积亏损主要是前期过度投资、产能

超出历史较高水平，与此同时，经济下行、

消费能力下降也使生猪销售价格低迷。未

来，各大猪企应降低成本，按照双碳目标

要求，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更大

收益。充分利用现代市场工具，锁定成本

利润率，稳定企业经营。

对于未来改善业绩的举措，牧原股份

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公司将

降低成本作为公司重要的经营目标，持续

提升经营业绩。生猪价格短期内可能受

到市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产生剧烈波

动。长期来看，生猪市场价格由生猪供给

和需求决定。公司预计今年下半年的生

猪价格会高于上半年。下一步公司将持

续梳理管理问题并强化一线生产的技术

标准、措施的执行与落地；实施更加严格

的管理考核，提升人员能力，优化人岗匹

配程度，实现管理优化，努力实现养殖成

本的持续下降”。

北京商报记者王晓

猪市低迷 谁是下一个正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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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邦科技代养户断料风波引发公众关注，而生猪养殖企业的普遍亏损更是让外界对该行业的发展情况担忧，是否会

出现第二个正邦科技。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6日，在已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9家A股生猪养殖上市公司

中，8家出现亏损，包括牧原股份、新希望、正邦科技等，累计预亏最低超140亿元。

上述企业对于上半年业绩亏损给出的解释无外乎猪价低迷、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等。在业内人士看来，猪价下行、成本

上涨确实是造成猪企大面积亏损的主要原因，尽管目前猪肉价格有所回升，但受市场需求、政策管控等不确定性因素影

响，猪价下半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不大，企业能否在下半年缓解业绩情况还很难说。

“要没电了”，手机续航的老大难问题，可能需要新思路。7月26日，

数码充电品牌Anker安克携手5家新芯片厂商推出氮化镓充电产品，也

再次让氮化镓充电成为焦点。在苹果取消充电器后，第三方充电品牌

快速抢占市场真空，也加快了氮化镓的技术迭代，而随着产业链的成

熟，氮化镓也将应用到充电器、充电桩、通信等更广阔的领域之中。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9%

氮化镓充电产业规模预测

2026年

6.72亿美元

数据来源：Yole、Count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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