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览存储产业链：国产存储之春，下一个兆易创新在哪里？ 

 

2020 年 2 月 25 日，存储芯片概念股兆易创新以 426 元/股创下新高，较去年同比

涨幅 430%，可以算是牛股中的牛股。兆易创新主要生产存储芯片 Nor Flash，是 4 种

主要的存储芯片之一。本文将以简洁的方式介绍半导体存储各个分支，并梳理相关的

一二级市场标的及上下游企业。希望对读者有帮助。 

二级市场对存储芯片的高度关注是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任何电子产品都离

不开存储芯片，可以说存储器是信息产业的根基，占到了集成电路近一半的产值。 

得存储者的天下，不掌握存储介质的生产技术就无法摆脱“代工厂”命运，存储芯片

对于我国科技产业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 

过去 30 年，我国错过了光存储（CD、DVD 等）、磁存储（磁带、机械硬盘）的

产业窗口，即便在今天，我国存储芯片领域的国产化率还很低，好在我们在各细分领

域已做好了技术准备，关键产品的量产已接近落地。可以说，中国存储行业已进入 3

月天，离春暖花开越来越近了。 

 

 

存储领域投资的三条主线 

1、 Dram、Nand 国产产能爆发将为上下游企业带来巨大增长机会； 

2、 Nor、EEPROM 领域将有小而美的机会，新应用将使市场换发生机； 

3、 5G、云计算、人工智能将为高性能存储带来系统性机会，头部企业将因

此受益。 

 



半导体存储器是集成电路领域第一大分支。集成电路分为逻辑电路、模拟电路、

存储器和微处理器四大类。半导体存储器市场空间超过 1200 亿美元，占到集成电路的

40%。 

电子产品中处处要用到存储器。以计算机为例，CPU 内部、内存、显存、网卡、

硬盘都需要不同性能的存储器。计算属性越高的组件，对读写速度、耐久性要求就越

高，存储的价格也就越贵。从性能及单位价格由高及低依次为寄存器、缓存、内存、

外置存储等。 

 

存储器依照特点不同可分为众多类别。依照断电后是否还能保留数据,可分为“易失

性(VM)”与“非易失性(NVM)”存储两大类。如下图所示： 

图：存储技术分类 



 

（图片摘自网络） 

一类是易失性存储器（RAM），这一类 Memory 断电后数据不能储存，但性能卓

越，主要以 DRAM 与 SRAM 为代表，常用于电脑、手机的缓存（SRAM）及内存

（DRAM）。SRAM 速度高，但容量小。而 DRAM 保留数据的时间较短，速度也相对

较慢，但从价格较 SRAM 便宜很多，容量更大，因此一直都是内存的不二之选。 

第二类是非易失性存储器（ROM），这一类 Memory 断电后数据能够存储，主要

以 NAND Flash 与 Nor Flash 为代表，常见于 SD 卡、U 盘和 SSD（固态硬盘）。 

从单位价格角度排序，SRAM 高于 DRAM 高于 Nand Flash；而从容量需求量角

度 Nand 高于 DRAM 高于 SRAM，因此我们便看到了下图（右）中三大存储介质的产

值占比。 

图：2002 年与 2018 年存储芯片产值占比： 



 

对比 2002 年（图左），不难发现，不同性质的存储芯片占比是在变动的。下游电

子产业需求改变造成了存储器格局转变。变动最大的莫属兆易创新所主营的 Nor 

Flash。小容量时代 Nor Flash 是主流的外置存储介质，而随着容量需求越来越高，

Nand Flash 逐渐进入市场，需求提升带来产能扩张，生产成本随之下降，最终使其替

代 Nor Flash 成为了如今主要的外置存储介质。（但是 Nor 的故事并未结束，下文会

有所涉及。） 

SRAM 在缓存领域的应用无人撼动，但缓存的用量始终有限，因此虽然 SRAM 价

格昂贵但占比始终较小。 

作为内存老大，DRAM 高价特性使它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占据着存储芯片老大的位

置。如今最有可能对 DRAM 地位形成挤压的是硬盘新贵 Nand Flash。随着市场对高

速外置存储的需求高速增长，Nand Flash（固态硬盘）对机械硬盘的替代正在加速。

虽然单价远低于 DRAM，但是 Nand Flash 需求量是 DRAM 的数倍，且增速更快。 

此外，有一种介于易失和非易失之间的新型 RAM 正在走向市场，代表为 Intel 和

镁光研发的 3D Xpoint，其性能介于内存与固态硬盘之间，可在廉价内存与超高性能外

置存储领域中得到应用。 



SRAM、DRAM、NAND、NOR 很大程度上将受到 5G、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

驾驶等领域发展的影响。每种介质都将受益，但程度各有不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新形势下各领域国内有哪些企业具有行业机会，增长点又在何处。 

 

 

刚刚提到 SRAM 主要用于计算机缓存，此外汽车电子等也会涉及，是存储领域最

精贵“小巧”的介质之一。 

市场规模：全球约 10 亿美金，是主流存储介质中最小的。Sram 领域虽然市场空

间小，但受计算机、物联网、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发展将会保持稳定增长。 

市场格局：Cypress 占比 38%,ISSI 占比 17%，其他 45%。我国企业暂无生产及

设计能力，仅依靠海外收购获得了 Fabless 的研发设计能力。 

国内上市公司北京君正 300223 于 2019 年末收购北京矽成，后者于 2015 年收购

了美国 ISSI 公司。ISSI 从 2016 到 2018 年的营收同比增速均超过 16%，收入规模达

到 4.5 亿美金。其中，DRAM 营收位列全球第七、SRAM 营收位列全球第二，在汽车

电子领域具有极强的技术优势，有着较好的盈利能力和成长前景。 

 

（图片摘自网络） 



 

 

DRAM 是最常见的内存和显存，只能将数据保持很短的时间。DRAM 是相对于

SRAM 而产生的，DRAM 除了兼具 SRAM 特点外还拥有非常高的密度，单位体积的容

量较高，因此成本较低，几乎适用于任何带有计算平台的个人消费类或工业设备，从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到智能手机和许多其他类型的电子产品等。 

 

（图片摘自网络） 

市场规模：全球 600 亿美金，中国 200 亿美金 

市场格局：三足鼎立，三星、海力士、镁光占 95% 

 



DRAM 领域的增速相对稳定，大约每年 20%。应用领域主要是 PC、手机、服务

器、物联网终端的内存，分别占比 30%、35%、15%、15%。从行业上看，早期计算

机应用占了整个 DRAM 产业高达 90%份额，2016 年开始伴随大容量智能手机崛起，

手机逐渐取代 PC 成为 DRAM 产业的主流，同时云服务器 DRAM 需求涌现的带动是

功不可没的推手，包括 Facebook、Google、Amazon、腾讯、阿里巴巴等不断扩充网

路存储系统，对于云存储、云计算的需求提升，都带动服务器 DRAM 需求起飞。 

中国 DRAM 基础薄弱，长期受限于市场、技术、产业链不完整等因素，无法与国

外 IDM 大厂正面竞争。直到 2016 年以后，中国存储才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自己的 IDM

体系。 

我国切入 DRAM 领域是从并购海外 Fabless 厂商开始的。2009 年，浪潮集团收

购原德国奇梦达科技（西安）有限公司，后者原为德国英飞凌科技存储器事业部，主

营 DRAM 设计。2015 年，紫光集团旗下紫光国芯股份有限公司又将该资产收购，补

强了紫光系的存储版图。紫光国芯的技术处在国际前沿，公司开发的 DDR4 及

LPDDR4 等产品已经完成验证，同时正进行新一代 GDDR6 物理接口的开发。 

国内 DRAM 领域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刚刚提过的大陆资本收购美国 ISSI。至此国

内已具备了 Dram 的设计能力，但生产端仍是空白。 

 

 



随着集成电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结构升级的重点发展方向，关注度和资金纷至沓

来，中国存储产业正式进入 IDM 时代。2016 年，合肥长鑫由合肥产投牵头成立，主

攻 DRAM 方向。在短短的两年内，合肥长鑫在元件、光罩、设计、制造和测试领域都

积累了许多的技术和经验。近年来与兆易创新合作研发也加速了 DRAM 的国产落地，

2019 年已实现了量产，未来几年大范围销售可期。 

从投资角度，合肥长鑫、紫光存储对于大部分的一二级投资者均没有直接的投资

机会，但是我们仍可以关注 Dram 的上下游如半导体设备、Dram 封测、内存接口芯片

等领域的爆发式增长机会。 

相关标的： 

 

 太极实业 600667（与 DRAM 巨头海力士合资成立海太半导体，专门承接 DRAM

芯片封测） 

 深科技 000021（2015 年收购金士顿（KINSTON）核心封测厂商） 

 晶方科技 603005（2015 年原 DRAM 巨头奇梦达科技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封装测

试和模组工厂） 

 

 

 澜起科技 688008（内存接口行业龙头，2018 年收入达到 18 亿，增长 50%，毛

利率高达 70%，净利润率 40%，仍处于高速发展中） 

内存接口芯片 2018 年全球内存接口规模约为 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快于

DRAM 的增速。内存接口的作用是服务器内存模组的核心逻辑器件，解决服务器 CPU

的高处理速度与内存存储速度不匹配的问题，提升内存数据访问的速度及稳定性。 



内存接口下游需求稳定，市场规模增速较快。下游客户主要为三星电子、海力士

及美光科技为主。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兴行业发展趋势下，对服务器数据存储

和处理负载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服务器中配置内存数量的增加，内存接口芯片市

场规模未来提升空间可期。 

 

澜起科技、IDT 和 Rambus 是目前该领域的主要玩家。澜起科技的成功主要得益

于行业高壁垒与下游市场的蓬勃。内存接口产业发展初期全球有 10 几家企业参与，而

随着技术迭代，到 DDR4 时仅有澜起在内的 3 家企业参与。而服务器市场受益于 5G

基础建设、云计算及大数据中心快速增长，使得澜起科技业绩迅速爆发。 

 

 

Nand Flash 主要应用于外部存储，如闪存卡、U 盘、SSD（固态硬盘）。断电后

数据能够存储，可大容量存储。 

市场规模：400 亿美金，仅次于 Dram。 

市场格局：三星市占 37%、东芝、闪迪、美光、Intel、海力士。我国刚刚产业落

地突破。 



 

Nand Flash 增速在主流存储介质中最快，达到 40%。SSD（固态硬盘）替代传统

机械硬盘（HHD）的趋势不可阻挡，其在 PC 端、企业服务器领域渗透率提高将导致

SSD 出货量大增。 

 

我国 Nand Flash 产业正进入突破期，长江存储投入 1600 亿元，存储厂于 2018

年完工，2019 年已实现量产，首批产能为 4 万片，预计到 2020 年形成月产能 30 万

片，到 2030 年每月产能 100 万片。此外，紫光集团 2015 年控股西部数据，而西部数

据又以约 190 亿美元收购闪迪（SanDisk）；大额定增中，600 亿元拟投入存储芯片

工厂，预计可新增 12 万片/月产能，将贡献营业收入 354 亿元，年均利润为 87.2 亿

元，满产时间在 4 年后。 



长江存储的落地在存储乃至中国半导体行业都是重大事件。Nand 领域市场规模

大、市场增长快速。长江存储已具备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其产能将会在未来 2~3 年

进行爬坡，对上下游企业都是重大利好。  

 

相关投资机会： 

 

 

闪存主控芯片的作用是对闪 Nand 颗粒进行指挥、运算和协作的作用，决定了闪

存的运行速度与稳定性。全球市场规模约 100 亿美金。国际厂商 Samsung、Intel、

Toshiba、San disk 等主导，第三方控制器以 Marvell、群联、慧荣和 PMC 为主。国

内厂商还没有显著的市场突破。由于行业技术更新迭代较快，国内厂商与国际水平差

距反而不大，对于新技术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国内主要的差距在于不具备产品落地的

生态。 

以下为部分的主控芯片厂商 

 



相关标的： 

 国科微 300672（已有两款 SATA 控制芯片，主要针对消费级及国产自主可控市

场。主控芯片+SSD 销售收入 1 亿） 

 华为（已覆盖 SATA 及 PCIE，自有品牌使用，性能好，但需要搭配华为的

Raid，对外不完全兼容） 

 联芸（海康威视控股，已覆盖 SATA 及 PCIE 依托海康，SSD 主控芯片已大量出

货） 

 忆芯（中高端企业级 PCIE 主控芯片已经量产出货） 

 得一微（消费级为主，由硅格半导体与立而鼎科技合并而成，据称累计出货 8 亿

颗） 

 华澜微（提供存储卡、U 盘、移动硬盘、固态硬盘、硬盘阵列以及大数据存储系

统控制器芯片和解决方案） 

 其他：紫光得瑞（企业级 PCIE，成品）、江苏华存（工业级、小批量）、合肥

兆芯（消费级、SATA）、大普微电子（企业级 PCIE）、英韧科技（企业级、小

批量）、上海威固、山东华芯、衡宇科技（消费级、企业级，TCL、oppo、中兴

投资） 

  

 

智能手机为 NAND Flash 下游最大应用领域。eMMC/UFS 因为封装有 NAND 

Flash 芯片，可以减少主芯片运算负担，管理更大容量内存，以及产品研发速度快、功

耗低、空间小等优势，因此在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中被广泛应用，伴随着过去几年智

能手机的崛起，该领域迅速增长。其市场规模约 150 亿美金。 



市场格局：海外大厂割据，三星、海力士、镁光、东芝。

 

（图片摘自网络） 

市场机会：手机的存储容量需求一直在增长，因此该领域市场增速可达 40%。手

机容量升级驱动 eMMC/UFS 需求。随着拍照、摄像分辨率的提升、大型手游的推出和

传统 APP 所需容量越来越大，智能手机的 ROM 需求越来越大。 

国内 eMMC 厂商：紫光、华为、江波龙、华存、宏旺半导体 

  

 

固态硬盘是基于 Nand Flash 而生的计算机外置存储。它在性能上足以碾压机械硬

盘（HDD），但价格高于 HDD。随着 SSD 的全球产能提升，SSD 的价格一路走低，

逐渐侵蚀 HDD 的市场份额。到 2020 年，SSD 与 HDD 市场规模已经持平，SSD 大范

围取代 HDD 早已是大势所趋。 

图：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外观对比 



 

（图片摘自网络） 

SSD 根据应用场景不同可分为消费级、企业级与工业级。我们个人 PC 中使用的

SSD 即为消费级产品。而服务器对 SSD 的性能及稳定性要求更高，为企业级。而工

业级产品，因为用于特殊环境，对 SSD 的抗震、温度、湿度等要求更高。 

市场规模：200 亿美金 

市场格局：主要玩家为三星、Intel、东芝、西数，镁光、海力士。消费级市场玩

家众多。企业级行业门槛较高，市场集中度更高。 

市场机会：增速达到 40~45%。 

企业级 SSD 受益云端服务兴起,将是 NAND Flash 最强成长动能。企业级 SSD 主

要是供应云端服务器市场,下游包括 Facebook、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Google

等。根据 Gartner 数据,2012 年至 2017 年间,企业级 SSD 硬盘市场收入从 30 亿美元

增至 114 亿美元,CAGR 超过 30%。未来在数据中心、服务器领域的应用将使企业级

SSD 保持高速增长。 



 

消费级 SSD 受益笔记本轻薄化与价格下降,渗透率得到提升。具有体积、功耗优

势的 SSD 不断取代 HDD。据 CFM 统计,SSD 渗透率从 2015 年 25%提升至 2017 年

40%,预计 2021 年有望达到 80%。 

 

相关标的： 

 消费级：记忆科技、海康威视、江波龙、联想、威刚（台）、影驰、建兴、金泰

克、金胜、环旭电子 601231（Intel 中低端 SSD 解决方案商） 

 企业级：华为（华为服务器内部使用，国内第一大）、上海宝存（2017 年被慧荣

收购，主要从事 Host-Based 企业级产品研发，被阿里等大型客户应用，较高定

制化）、忆恒创源（浪潮、曙光等服务器厂商合作的最大国产 SSD 厂商，增长

迅速） 

 



 

NOR Flash 缺点明显，却具备 NAND Flash 所不具备的优势。与主流的 NAND 

Flash 相比，NOR Flash 容量密度小、写入速度慢、擦除速度慢、价格高，但是 NOR 

Flash 由于其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特性，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 RAM 中，应用程序

可以直接在 NOR 上运行，且 NOR Flash 还具备更快的读取速度、更强的可靠性和更

长的使用寿命，这些因素的存在也注定了 NOR Flash 难以被市场淘汰。目前 Nor 

Flash 主要在手机、USBKEY、机顶盒等中用于存储代码。 

市场规模：全球约 30 亿美金。 

市场格局：较为分散，镁光、Cypress、旺宏（台）、华邦（台）、兆易创新、宜

扬科技 

全球五大供应商占据 90%以上产能，兆易市占率持续提升。2017-2019Q2，旺

宏、华邦和 Cypress 三者一直占据前三位置，不断争夺第一的宝座，而兆易创新的市

占率在稳步提升。2019Q2，兆易营收环比增长 45%达 7600 万美元，一举超越美光首

度站上第四名的位置。 

 

（图片摘自网络） 



五大巨头专注的市场有所差异，美光和 Cypress 专注于工业市场、航天市场以及

车用电子市场，旺宏、华邦电和兆易更专注于消费市场。 

市场增速：20%。AMOLED、TDDI 和物联网（TWS 耳机）、车载等领域为

NORFlash 行业每年带来了超过 5 亿美金的市场空间增量，预计未来三年行业规模将

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可以说物联网终端使得 Nor 这种小容量的高效存储获得了生

机。 

我国 Nor Flash 的标杆项目无疑是兆易创新。兆易创新也是是唯一一个具备存储

全产品布局的内资企业。公司产品涵盖 NOR Flash、SLC NAND Flash 和 DRAM。其

中 NOR Flash 市场份额达到了 14%，位列全球第四。公司是苹果 Air Pods NOR 

Flash 的第一供应商，深度受益于本次 TWS 耳机市场的爆发。随着安卓 TWS 耳机功

能不断向苹果看齐，安卓 TWS 耳机的 NOR Flash 需求有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提

升。 

 

 

 

EEPROM 是支持电可擦除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

有信息重新编程，产品特性是待机功耗低、灵活性高、可靠性高，容量介于



1Kbit~1024Kbit 之间，可以访问到每个字节，字节或页面更新时间低于 5 毫秒，耐擦

写性能至少 100 万次，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的擦写要求，主要用于存储小规模、经

常需要修改的数据，具体应用包括智能手机摄像头模组内存储镜头与图像的矫正参

数、液晶面板内存储参数和配置文件、蓝牙模块内存储控制参数、内存条温度传感器

内存储温度参数等。 

 

（图片摘自网络） 

市场规模全球 7 亿美金，增速 5%。 

市场格局意法半导体（意大利）、微芯科技（美国）、聚辰半导体（中国）、安

森美半导体（美国） 

 

市场前景:受 5G 手机、车联网等行业发展会保持一定增长，但市场小，暂没有爆

发性机会。随着智能手机摄像头模组升级和物联网的发展，EEPROM 以其自身优势，



迅速开拓了智能手机摄像头、汽车电子、智能电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新型市

场，与此同时，传统应用领域的快速智能化发展也为 EEPROM 的需求提升增添了助

力，因此 EEPROM 市场规模在 2016-2017 年间出现拐点。据赛迪顾问统计，2018 年

全球 EEPROM 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7.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1%。预计 2023 年全球

EEPROM 市场规模将达到 9.05 亿美元。 

相关企业 

聚辰半导体 688123（Fabless，全球第三，市占 8%，国内第一）、辉芒微电子（深

圳，华裔美籍，产品包括 MCU 芯片、EEPROM、NORFlash、电源管理芯片）、上

海复旦 01385、华虹。 

  

 

3D-Xpoint 由 Intel 与镁光合作研发而成，被誉为 NAND Flash 推出以来，最具突

破性的一项存储技术。3D-Xpoint 寿命、速度高于 Nand 但低于 Dram、成本高于

Nand 但低于 Dram。它可应用于高耐久和高性能的缓存层，如数据库元数据、高速缓

存作用和热数据（日志数据用 3Dxpoint，实际数据用 Nand）、内存数据库，也可用

于 AI 及高性能数据中心应用。Intel 在两年前退出产品，2019 年开始商业落地；镁光

2019 年 11 月推出产品。两家共同研发原型产品但之后产品迭代方向分道扬镳。 



 

（图片摘自网络） 

商业落地阶段：正在树立标杆客户，BAT，快手，平安科技，科大讯飞等都有所

应用。从现有的 3Dxpoint 的案例来看，主要用法就是将傲腾 SSD 当做高耐久和高性

能的缓存层，将傲腾持久内存当做内存的补充来用，对外提供大容量内存。 

3DXpoint 不会对 Dram 及 Nand 形成大范围替代，但在需要低成本内存，或高性

能存储的领域，3DXpoint 有特定的领域。随着 AI、大数据的发展，这一特定领域会扩

大。 

—————————————————————————————— 

通过以上信息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围绕存储领域有 3 条投资主线： 

其一，Dram 与 Nand Flash 领域的国产产能落地将带来巨大的上下游机会。然而围绕

着这两种主流存储介质的生产，国产产值将从 0 迅速增至千亿。将为上下游如半导体

设备、Dram 封测、内存接口芯片、主控芯片、eMMC、SSD 等合作厂商带来爆发式

增长机会。谁能与巨头更紧密，成为决策关键。 

其二，物联网和智能硬件领域将使得 Nor Flash、EEPROM 这两个小容量的存储介质

换发新生。相关企业将受益于巨头退出，市场竞争减弱，市场空间增大的红利，获得

不错的增长与利润空间。 



其三，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的成熟，将进一步提升高性能存储的需求量，代

表卓越性能的 3D Xpoint、企业级 SSD、高性能内存接口等领域将会由超出行业水平

的增长机会。 

 



回看二十年，中国存储从无到有。而今天我们的 Dram、Nand 已接近量产，

Nor、EEPROM 已处在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生产的电子产品中，存

储器将不再完全依赖美国、日本与韩国的厂商，更多的存储器也能打上 Made in China

的标签，中国将向电子技术产业金字塔顶部迈出大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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