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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工控行业总结： 

 1、2020年工控行业需求分化、国产化加速、内资份额及品牌力大幅提升，全年工控产品需求预计小幅
正增长 

 2、2021以3C、锂电、光伏、物流等为代表的新兴制造需求预计高增，工程机械、电梯等传统制造有望
复苏，工控整体需求向好；产品端，运动控制重点产品如伺服、PLC、PC-based等需求预计高增，低
压变频器、DCS等预计稳健扩张，工业软件国产化节奏有望加快 

 3、展望2021年，在智能制造大力推进、国产化继续提速、新兴制造需求爆发、运动控制市场快速扩张
的机遇下，技术实力强、产品及解决方案完备、供应链本土化程度高的内资品牌有望继续提升产品份
额、顺利拓展客户、加速强化品牌力，营收及业绩将延续高增势；长期来看，产业链布局完备、技术
实力强大、成本管控优秀、行业工艺及解决方案储备深厚、工业软件实力加速提升的内资品牌的成长
空间巨大 

 

 投资建议： 

 我们推荐汇川技术（国内工控综合性龙头）、麦格米特（多元化布局的平台型电控领导者）、宏发股
份（全球继电器龙头）、雷赛智能（运动控制龙头）、中控技术（DCS龙头&工业软件先驱者）、信
捷电气（小型PLC领导者），建议关注伟创电气、鸣志电器、步科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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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游：OEM / EU各半 机床/3C/化工等需求较大 

4）对比：内资龙头产品线完备 外资品牌覆盖面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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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行业简介 

 工业自动化：在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自动控制、自动调整装置，用以代替人工操纵机器和机器体系进行
加工生产的趋势 

 分类：1）项目型市场，即过程自动化（PA），如石化、冶金、电力、医药食品等行业，主要控制连续
变量，侧重控制稳定性；2）OEM市场，即工厂自动化（FA），如汽车、电子、包装、纺织等行业，主
要控制离散变量，侧重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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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自动化产业链总览 图表：OME及项目型市场总览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市场分类 具体行业 

EU行业 
冶金、汽车、电力、化工、市政、石化、建材、公共设施、

造纸、石油、矿业及其他 

OEM行业 

纺织机械（纺纱、划线、织造、针织、染整等）、包装机械、
机床工具、起重机械、电梯、食品机械、电子制造设备（通
讯、计算机、家电等）、暖通空调、橡胶机械、塑料机械、

印刷机械、矿用机械及其他 

www.hibor.com.cn


工控需求与宏观经济挂钩  2020有望逆势增长 

 工控需求与宏观经济关系密切，2019年工控产品市场规模1294亿元，同比下降0.6%；Q2以来国内疫
情控制顺利，经济活动持续恢复，在防疫物资需求爆发、新兴行业需求旺盛等背景下工控需求持续回暖，
前三季度工控市场累计增速已恢复至+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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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控市场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2020年需求逆势增长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宏观经济快速增长，
投资增速保持高位 经济增速下行，投资效率下降，

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过剩产能
削减 

供给侧改革、制造业
转型升级，下游需求
复苏 

2019以来外部环境波动
较大；2020Q2以来需求
显著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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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场前景广阔 OEM市场表现强势 

 产品+服务市场：企业设备维保、产线升级、成本优化、效率提升等需求均驱动工控服务市场稳健增长，
2018-2019年服务市场增速已高于产品市场，在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势下，工控服务市场前景广阔。 

 OEM&项目市场：2020OEM市场表现强势。2018H2以来项目型市场表现优于OEM市场，2020Q1疫
情影响下，降幅亦小于OEM市场，但Q2以来半导体、锂电、3C等新兴行业需求旺盛，带动OEM市场
表现重回项目型市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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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8年以来服务市场增速高于产品市场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2OEM市场表现重回项目市场之上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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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伺服、PLC等需求规模间较大 

 工控产品从功能上可划分为控制层、驱动层及执行层三类，其中伺服系统、PLC、变频器、DCS、CNC
等行业空间较大，2019年需求规模分别为110/114/204（低压变频）/55/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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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主要工控产品需求规模（亿
元）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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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具体工控产品 产品概念解释 2019市场规模（亿元） 

控制系统
（Control） 

可编程控制器（PLC） 通过模拟式或数字式的输入/出对各类自动化机械设备进行控制 114 

工控机（IPC） 基于PC总线工业电脑，适用于特殊工业环境下生产过程实时在线检测与控制 55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多级计算机系统，通过系统网络将多个计算机、控制器等链接为控制系统，

实现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74 

人机界面（HMI） 人与工业计算机的交互媒介，通过各类软硬件实现人机信息交互 36 

软件（Software） 用以构成控制系统和系统应用的计算机程序 9 

驱动系统
（Drive） 

低压变频器（LVD） 
电压等级低于690V的交流电机驱动装置，用于控制交流电机的起动、转速、

转矩等，使其适应各类应用领域的不同要求 
204 

中高压变频器（MVD） 电压等级在1.1kV以上的大型交流电机驱动装置 38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MotorControl） 电动汽车电机的配套驱动系统，进行汽车电机的起停和运动控制等 100 

软启动器（SS） 使电动机可以平稳起停的电机控制设备 8 

直流驱动器（DCD） 直流电动机的驱动装置 3 

运动控制
（Motion） 

通用运动控制（GMC） 
对机械运动部件的位置、速度等进行实时控制管理，使其按照预期的运动轨

迹和规定的运动参数进行运动的一系列控制装置 
110 

数控系统（CNC） 带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用于实现工业零件的自动化加工 78 

反馈
（Feedback） 

传感器 
用于测量某些特定的信息并将测量到的信息以电信号或其他信号形式输出，

以进行信息的存储和处理等 
83 

压力温度仪表 测量并显示压力和温度的装置 147 

水质气体分析仪 检测分析水体和气体成分的仪器 78 

执行机构
(Actuator) 

调节阀（AV） 
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介质流量、压

力、温度、液位等工艺参数的最终控制元件 
79 

接触器（LVC） 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 79 

其他 

开关电源 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 21 

指示灯（PBL） 指示工业设备当前状态的装置 14 

继电器（IR） 
一种电控期间，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

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电器 
12 

设备安全（SC） 对设备起到保护作用的一类装置 21 

核心工控产品总览 

9 

图表：主要工控产品及市场空间总览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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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与EU市场对半 机床/3C/化工等下游较大 

 2019年OEM市场规模625亿，其中机床工具、电子制造设备、风电、包装机械、纺织机械、电梯等下
游需求规模较大 

 2019年项目型市场规模675亿，其中化工、石化、市政、电力、冶金等下游需求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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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工控下游分布（金额：亿元）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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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工控企业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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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主要工控企业产品线覆盖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产品类别 工控产品 汇川技术 麦格米特 雷赛智能 中控技术 信捷电气 英威腾 伟创电气 步科股份 鸣志电器 合康新能 蓝海华腾 新时达 

控制及驱
动层 

PLC&HMI √ √ √ √ √ √ √ √         

DCS       √               

SIS       √               

工业软件 √     √               

变频器 √ √   √ √ √ √ √   √ √ √ 

运动控制 

通用运动控制 √ √ √   √ √ √ √ √ √ √ √ 

运动控制卡     √                 

CNC √                     

反馈层 

传感器 √             √       

工业视觉 √       √             

仪器仪表       √               

其他 

新能源汽车电子 √ √       √     √ √   

伺服/汽车电机 √   √   √ √   √ √   √ 

工业机器人 √       √           √ 

控制阀       √               

逆变器   √       √       √   

轨交控制 √ √       √           

电梯控制 √         √           

UPS           √           

工业电源   √                   

www.hibor.com.cn


国内主要工控企业业务及研发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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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主要工控企业营收/净利润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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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主要工控企业研发投入及占比 

 国内品牌中按照整体营收来看，汇川技术、麦格米特、中控技术、英威腾等体量较大；汇川技术、麦格
米特、中控技术等研发投入规模较大 

www.hibor.com.cn


海外品牌发展历史久 产品线更为完备 

 海外发达国家电气化、自动化进程较早，全球范围内已发展出多家综合性工业自动化巨头，如ABB、西
门子、安川、三菱、罗克韦尔、霍尼韦尔等，多有百年以上历史，海外布局广泛，产品线覆盖面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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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主要海外工业自动化企业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版块 工业自动化 
数字化平台 电气业务 

产品线 传感&分析 过程自动化 工厂自动化 工业传动 机器人 

ABB √ √ √ √ √ √（ABBAbility） √ 

西门子 √ √ √ √ √（MindSphere） √ 

艾默生 √ √ √（Plantweb） √ 

施耐德 √ √ √ √ √（EcoStruxure） √ 

发那科 √ √ 

霍尼韦尔 √ √ 

罗克韦尔 √ √ √ √ 

安川 √ √ √ 

横河 √ √ 

库卡 √ 

松下 √ √ √ √ 

三菱   √ √ √ √   √ 

www.hibor.com.cn


目录 

二、需求展望：景气周期开启 新兴制造高增 

1）市场回顾：OEM表现强势 伺服&PLC需求较好 

2）周期回顾：有望步入新一轮工控景气周期 

3）2021下游展望：传统制造有望复苏 新兴制造继续高增 

4）2021需求总结：伺服&PLC高速扩张 基本盘需求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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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工控市场：克服疫情 加速回暖 

 2020需求逐季回暖：Q2以来国内疫情控制顺利，经济活动持续恢复，防疫物资需求爆发、新兴行业需
求旺盛，工控需求持续回暖，前三季度累计增速恢复至+2% 

 2020OEM市场表现强势：Q2以来半导体、锂电、3C等新兴行业需求旺盛，带动OEM市场表现重回项
目型市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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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0Q1-Q3工控市场需求同比增长2%左右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2020Q2以来OEM市场需求显著回暖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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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下游：表现分化  OEM亮眼 

 2020Q1-Q3 OEM市场下游表现：风电（政策拉动，+15%）、医疗（疫情刺激，+11%）、建筑（重点
工程加速落地+国产化替代，+15%）、3C（半导体、锂电等需求旺盛，+10%）、纺织（防疫物资+出
口恢复，+18%）行业需求均取得10%以上正增长 

 2020Q1-Q3 项目型市场下游表现：市政（环保、水务等项目拉动，+3%）、冶金（新老基建带动，
+3%）、公共设施（新老基建带动，+7%）行业需求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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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Q1-Q3 OEM市场下游表现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 2020Q1-Q3 项目型市场下游表现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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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产品：伺服、PLC、低压变频需求较好 

 2020Q1-Q3 工控细分产品表现： 

 1）受益于3C、锂电、光伏、风电等新兴制造业扩张，以伺服、PLC&HMI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核心产品
增速较高，其中伺服（通用运动控制）同比增长9.3%、PLC同比增长4.8%、HMI同比增长9.7% 

 2）由于新老基建项目推进顺利，电梯、起重、建筑机械、工程机械等下游需求较好，低压变频器需求
同比增长5.1%；中高压变频器则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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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0Q1-Q3 工控细分产品表现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2019年工控产品需求占比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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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步入新一轮工控景气周期 

 有望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2000年以来我国已大致经历6轮库存周期，平均周期长度在30-40月。
2020Q3市场逐步回归到制造业真实需求水平，实现近10%增长，叠加四季度以来宏观指标继续回升，
剔除疫情带来的波动，预计今年下半年以来已进入新一轮工控景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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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历史来看我国库存周期一般在30-40个月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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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指标持续向好 Q4工控需求乐观 

 历史来看，工控产品需求与PMI、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等宏观数据呈现较强正相关性 

 2020年12月PMI继续向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维持较高水平，四季度及全年工控需求有望继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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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Q2-Q3 PMI回暖带动工控需求继续回升 

来源：wind，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Q3工业机器人产量加速上升带动工控需求回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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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更新升级加速 2021有望持续高增 

 回顾：3C主要包括电脑、通信、消费电子等领域，对精度、柔性制造等特性要求较高，为高端制造领域
代表之一，2020Q2以来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电子设备制造需求恢复高增长 

 展望：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加速、5G及AI等新技术快速发展，3C生产链的柔性、快速响应、精密制造需
求日趋严格，驱动3C产业自动化加速升级，2021年预计继续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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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2以来3C投资增速加速回暖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2以来电子制造设备需求恢复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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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动力电池厂快速扩产 2021需求高增 

 锂电：国内及海外动力电池厂加速扩产，叠加
两轮电动车需求高增长、消费锂电高景气等因
素，锂电生产设备处于高速扩产周期，为伺服
、PLC等自动化产品带来广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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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持续快速扩张 

来源：GGII，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锂电生产工艺图示 

来源：汇川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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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自动化替代趋势明显 2021预计亮眼 

 物流：国内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物流设备智能化、自动化趋势明显，运输、装卸、包装、分拣、识别
等环节均对工控产品产生较大需求；随着物流成本提升、响应效率强化，物流自动化升级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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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主要物流设备分布 

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物流自动化产品市场需求有望加速扩张 

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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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2021光伏需求有望继续高增 

 风电&光伏：十四五可再生能源比例继续提升，2021年光伏需求有望继续高增、风电需求有望保持景
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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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球光伏装机有望持续高增 

来源：BNEF，中泰证券研究所 

测算过程详见《新能源发电2020年全球需求分拆预测：光伏平价加
速，风电渐入佳境》报告 

图、2020Q2以来风电行业工控产品需求高增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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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多元下游拉动 2021景气度较高 

 包装：包装自动化需求受益于食品饮料、制药、物流、消费电子、化妆品、烟酒等多个下游需求拉动
，考虑到海外制造业订单转移至国内、进出口持续恢复，2021年需求有望延续较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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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包装解决方案示意图 

来源：Jetter，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2020年包装行业自动化产品需求加速回暖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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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 长期增长空间大 2021稳健增长 

 回顾：受益于3C、新能源、锂电等需求的逆势高增，2020年国内工业机器人需求表现较好，4月便恢复
正增长，全年累计产量增速达19% 

 展望：2021年制造业整体恢复、产业升级改造加速、先进制造需求有望高增，考虑到机器人成本持续
下降、国内工业机器人密度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未来国内工业机器人需求有望持续稳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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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逆势高增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国内工业机器人密度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资料来源：World Robotics report 2019，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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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广泛用于制造业 2021预计好转 

 回顾：机床工具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汽车、机械、3C为主要下游），2020Q2随着经济活动恢复，尤其
汽车、3C、地产等投资及需求护肤，机床工具行业需求持续回暖 

 展望：Q4经济活动有望进一步恢复，机床工具需求有望继续回升；2021年制造业整体恢复、存量机床
更新换代、5G等新兴行业需求机遇、内外循环加速等因素下，机床工具需求预计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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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2以来机床产量增速持续回暖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2以来纺织机械需求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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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Q2以来显著回暖 2021有望稳健增长 

 回顾：2019年纺织行业受贸易环境影响，投资及需求出现下滑；2020年疫情刺激口罩机、防护服等需
求爆发，叠加经济活动恢复、进出口回暖等因素，Q2以来纺织机械需求需求大幅回升 

 展望：Q4经济活动有望进一步恢复，内需及出口持续好转，全年有望稳健增长；2021年产业升级改
造、全球范围防疫物资需求等预计将驱动纺织行业需求持续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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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2以来纺织投资及工业增加值显著回暖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2以来纺织机械需求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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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新老基建推进 项目景气度高 

 疫情影响下，我国加大新老基建项目推进力度，拉动固定资产投资额加速回暖，且以挖掘机、起重机
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行业下半年维持高景气度，2021年基建项目有望带动传统制造业需求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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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持续回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2020Q3以来挖掘机、起重机产量高增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先进制造有望带动伺服、PLC等需求扩张 

 1）以3C、半导体为代表的先进制造行业兼顾高精度控制与驱动；2）以锂电、光伏等为代表的新兴行
业侧重快速响应及性价比；3）以起重、HVAC等代表的高端传统制造侧重驱动能力；4）以口罩机、
纺织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侧重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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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细分行业与工控产品侧重点的对应关系 

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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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需求展望总结 

 1）2021年以锂电、光伏、3C为代表的先进制造需求预计高增，有望支撑伺服、PLC等需求快速扩张 

 2）新老基建持续推进、固定投资继续回暖，变频器、DCS等需求有望稳健增长 

 3）宏观经济活动恢复，传统制造市场有望回归增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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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1年下游需求预测总览 

来源：工控网，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3C、包装、电梯、建筑机械、机床工具、暖通空调需求规模数据来自工控网；锂电&光伏、半导体、物流需求规模数据来自睿工业 

市场划分 细分行业 
需求规模（亿
元，2019） 

2021需求展望 需求增速 核心产品（部分） 

OEM市场-先
进制造 

锂电 
38 

动力电池&消费锂电快速扩张 乐观 伺服、PLC、变频器、传感器 

光伏 光伏装机高增，扩产+工艺提升驱动 乐观 PLC、伺服、变频器、传感器 

3C 63 电子产品更新加速、5G及AI技术渗透 乐观 伺服、PLC、变频器、传感器 

半导体 27 政策支撑、国产化替代、工艺改进 乐观 伺服、PC-Based、变频器、PLC 

OEM市场-传
统制造 

包装 46 下游需求扩张，自动化升级加速 乐观 PLC、伺服、变频器、传感器 

物流 34 物流智能化、自动化趋势明显 乐观 PLC、伺服、变频器、传感器 

机床 133 投资回升，汽车等下游有望回暖 稳健 变频器等 

电梯 36 地产投资回暖+老旧小区改造 稳健 变频器等 

暖通空调 22 地产投资回暖、车用空调需求恢复 稳健 变频器等 

建筑机械 21 新老基建持续推进 稳健 变频器等 

印刷、食品机械、
风电等 

- - 不确定 - 

OEM市场合计 625 
传统制造复苏，新兴制造高增，整体需求较为乐

观 
乐观 伺服、PLC、变频器等 

EU市场合计 675 
新老基建项目加速、固定投资增速回暖，整体需

求有望好转 
好转 变频器、DCS、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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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进程显著提速 

 内资工控品牌在技术参数、品牌影响力、产业链完备度等方面接近外资领先水平，并通过性价比、响应
速度和服务优势持续抢占外资份额，近十年内资份额提升近10pct 

 2020年国产化进程显著提速：疫情下内资品牌把握外资复工较慢、供货紧张机遇，并充分受益于国家
大力推动国产化替代进程，2020年以汇川、信捷为代表的内资龙头在伺服、PLC等环节份额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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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过去十年国内品牌份额持续提升近10pct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年内资龙头伺服、PLC份额大幅提升 

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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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订单加速向国内转移 

 全球疫情防治效果分化明显，海外制造业（尤其低端制造业）在原材料供应、加工制造及运输等环节受
到严重冲击，大量制造订单向国内转移，如口罩、家电、电机、纺织品等，带来全球制造中国化率的提
升，并支撑国内工业增加值、出口订单、企业利润等指标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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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海外订单转移支撑纺织、机械设备、家电等出口好转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年出口金额增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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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人工&自动化升级需求加速兑现 

 在人口结构变化、工厂生产效率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等因素下， 制造业“人口红利”加速收
缩；产线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成本持续下降，使得机器替代人工的经济性愈发凸显 

 2020年劳动密集型、自动化水平较低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而自动化水平较高企业复工复产更为顺
利，因此疫情驱动了企业自动化替代及升级需求加速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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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近年来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右）、用工成本提升（左）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近年来国内工业机器人均价持续下降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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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与数字化工厂步入快车道 

 宏观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柔性制造与数字化工厂需求有望爆发： 

 1）新兴领域爆发，高端产品需求提升，刺激产线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提升； 

 2）客户需求多样化、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产线面临多种类、小批次生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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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数字化工厂为未来智能制造趋势 

资料来源：ABB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新兴制造需求高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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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亟待加速突破 

 工业软件为国内智能制造产业链中薄弱环节，
当前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阶段，国产化进
程持续提速，工业软件作为关键“卡脖子”环
节，投入力度有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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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企业工业软件实力亟待提升（以生产控制类
软件为例）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工业软件为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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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集中度持续提升 

 产业升级转型进程加速，叠加疫情影响，国内制造业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如光伏（光伏组件环节
集中度提升）、物流（快递与包裹服务品牌集中度提升）、工程机械、电梯等。 

 在此背景下，掌控较强技术实力与行业解决方案储备的龙头企业有望凭借行业标杆客户资源获得持续
超越行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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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物流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来源：国家邮政局，前瞻产业研究，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光伏组件环节集中度持续提升 

来源：wind，PV Infolink，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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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运动控制的核心部件 

 伺服系统：自动化运动控制环节的核心部件，可实现
对速度、转矩与位置进行精确、快速、稳定的控制 

 结构：通常由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和伺服反馈装置
（编码器）组成 

 分类：小型（＜1kW，用于3C、机器人等）、中型
（1-5kW，用于注塑机等）、大型（大于5kW，用于
数控机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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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伺服系统原理图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伺服系统实物图 

来源：汇川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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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市场：先进制造支撑需求快速扩张 

 2019年国内伺服市场规模为110亿元，同比下降9%，主要由于贸易环境波动下电子、汽车、机床等下
游需求低迷；2020年前三季度伺服需求同比增长9%，主要由于光伏、锂电、3C等先进制造需求较好 

 根据工控网数据，2018年伺服系统主要下游为机床、工业机器人、电子设备制造、锂电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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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年前三季度伺服需求较快增长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机床、电子、机器人、锂电等为伺服主要下游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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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格局：国内日系领先 内资份额快速提升 

 全球范围：以三菱、安川、松下为代表的日系与以西门子、施耐德等为代表的欧美系品牌为全球范围内
主流伺服供应商，技术成熟、品牌影响力大且产品线完备； 

 国内：日系品牌份额较为领先，以汇川、信捷、禾川等为代表的内资品牌近年来份额加速提升，2020
年疫情影响与国产化进程等机遇下份额大幅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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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日系品牌在伺服领域占据优势
（2019） 

资料来源：步科股份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以汇川为代表的伺服内资品牌份额加速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伺服参数对比：与外资性能接近 

 汇川技术伺服系统拥有自主研发的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2020年份额有望赶超外资龙头，从
产品参数来看，SV660在编码器精度、过载能力、电机最高转速以及速度频率响应等方面与松下、安川
等国际领先品牌已处同一档，在某些性能上略强于三菱、西门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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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主流品牌伺服产品性能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性能指标 
松下 

（MINAS A6） 
安川 

（∑-7系列） 
台达 

(ASDA-A3) 
三菱 

（MELSERVO-J4） 

西门子
（SINAMICS 

S210） 

汇川 
（SV660） 

英威腾 
（DA300） 

信捷 
（MS6-80系列） 

禾川 
（X6M系列） 

编码器精度
（bit） 

23 24 24 22 20 23 23 17 23 

过载能力（最
大转矩） 

350% 350% 350% 300% 350% 350% 300% 300% 350% 

最高转速
（r/min) 

65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5000 5200 6000 

速度频率响应
（kHz） 

3.2kHz 3.1kHz 3.1kHz 2.5kHz 3.0kHz 3.0kHz 3.0kHz - 3.2kHz 

www.hibor.com.cn


PLC：自动化机械控制核心 

 PLC：针对工业生产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通过数字或模拟输入/输出，控制各类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结构：通常由主机、输入/输出接口、电源扩展器接口和外部设备接口等组成 

 分类：按照I/O点数分为大（2048点以上）、中（256-2048点）、小型PLC（256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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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PLC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PLC实物图（小型） 

资料来源：汇川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PLC市场：先进制造有望支撑需求扩张 

 2019年国内PLC市场规模为114亿元，同比下降2%，主要由于贸易环境波动下多个OEM下游需求下
滑；2020年前三季度PLC需求同比增长5%，主要由于光伏、锂电、3C等先进制造需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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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年前三季度PLC需求稳健增长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小型PLC市场需求占比近半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PLC格局：西门子&三菱把控 内资份额持续提升 

 全球范围内主流PLC供应商品牌可分为美系、日系和欧系三大类，主要包括西门子、施耐德、三菱、罗
克韦尔等； 

 国内PLC市场（尤其中大型PLC市场）仍被西门子、三菱等外资品牌垄断，内资份额较低，但提升速度
较快，其中较为领先的内资品牌为汇川技术、信捷电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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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小型PLC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19年中大型PLC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参数对比：硬件差异不大 软件工艺积累有待加强 

 2020年以汇川技术、信捷电气为代表的内资品牌PLC份额大幅提升，从产品参数来看，内资PLC产品硬
件参数基本（如程序容量、通讯协议、可扩展模块等）与主流国际品牌差异不大，但在复杂指令处理速
度、运动控制精度、产品适用性、运行可靠性等依赖深度工艺积累层面仍有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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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主流品牌小型PLC产品性能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性能指标 
汇川 

（H5U系列） 
三菱 

（FX5U系列） 
信捷 

（XC3） 
台达 

（DVP系列） 
西门子 

（S7-200系列） 
欧姆龙 

（CPM2C系列） 
松下 

（FP0R系列） 

施耐德 
（Modicon M218

系列） 

I/O点数 32 32 32 32 32 32 16 40 

扩展模块 16（+远程接入） 16 7 7 6 5 - 7 

脉冲输出 4通道200kHz 4通道200kHz 2通道100kHz 2通道100kHz 3通道100kHz 2通道10kHz 2通道200kHz 2通道100kHz 

通讯协议 以太、CAN 以太 
以太、无线、蓝

牙 
以太 以太 

上位链接、无协
议 

以太 以太 

程序容量 200k 64k 128k 40k 16k 4k 32k 512k 

编程语言 
梯形图、指令表、

SFC 

梯形图(LD)、结
构化文本(ST)、
功能块图/梯形图

(FBD/LD) 

指令、梯形图 
梯形图、布尔助
记符、功能表图、

功能模块 

梯形图、布尔助
记符、功能表图、

功能模块 
梯形图 

继电器符号方式/
循环运算方式 

梯形图、指令表、
功能模块等 

www.hibor.com.cn


变频器：电机运动驱动核心 

 变频器：改变交流电机工作电压频率和幅度，从而平滑控制电机速度及转矩，具有节能、调速、过压&
过载保护功能 

 分类：低压变频器（低于690V）、中压变频器（ 690V -3kV）、高压变频器（3kV-10kV） 

 控制技术：包括正弦脉宽调制(SPWM)、电压空间矢量(SVPWM)、矢量控制(VC)、直接转矩控制
（DT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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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变频器原理图 

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低压变频器实物图 

来源：汇川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变频器市场：低压变频为主 下游较为分散 

 2019年国内变频器市场规模为242亿元，规模保持稳定，其中低压变频器市场规模204亿元；2020年
前三季度变频器需求同比增长4%，主要由于物流、电梯、纺织等为代表的OEM市场需求较好 

 低压变频器下游较为分散，占比较高行业如电梯、起重、纺织、冶金、电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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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年前三季度变频器需求小幅增长 

资料来源：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变频器格局：欧系份额领先 内资表现较好 

 全球范围内主流PLC供应商品牌包括西门子、ABB、施耐德、丹佛斯等，国内低压变频市场内资品牌表
现较好，汇川技术、英威腾等份额较高；2020年疫情影响与国产化进程等机遇下份额有望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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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品牌在变频器领域表现较好（2019，低压变频器）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LVD对比：内资产品线完备 通用性及可靠性有待加强 

 内资品牌如汇川技术、英威腾等在低压变频器领域搭建较为全面的产品线，但从产品参数来看，欧美品
牌在控制技术、产品可靠性、通用性等方面仍有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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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主流品牌低压变频器（LVD）参数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指标 ABB-ACS880-01 西门子-S150 汇川-MD500 英威腾-Goodrive350 

电源输入电压 230至690 V 380至690V 380-480V 380-440V 

电源输入频率 50/60Hz ±5% 50/60Hz ±5% 50/60Hz ±5% 50/60Hz ±5% 

输出功率范围 0.55至250kW 75至1200kW 0.1至630KW 1.5至630KW 

输出频率范围 0-598Hz 0-300Hz 0-500Hz 0-400Hz 

内置制动单元 - - 0.4-75kw 1.5-37kw 

控制技术 DTC 
V/F、有/无编码器反馈的

矢量控制等 
SVC、FVC、V/F 

空间电压矢量、有/无PG

矢量控制 

EMC规格 C3、C2 C2 C3、C2  - 

调速范围  - - 1:1000（FVC） 1:1000（VC） 

稳速精度 ±0.01%（FVC） - ±0.02%（FVC） ±0.02%（有PG矢量控制） 

控制转矩响应时间 ＜5ms - - ＜10ms 

运行环境温度 -15至40℃ 0至40℃ -10至50℃ -10至50℃ 

www.hibor.com.cn


MVD对比：外资性能仍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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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主流品牌中高压变频器（MVD）产品性能对比 

指标 ABB-ACS6000 西门子-GH180 汇川-HD9XS 英威腾-Goodrive5000 

电源输入电压 1725至3300V 2300至11000V 6000至10000V 690至790V 

电源输入频率 50/60Hz ±5% 50/60Hz ±5% 50Hz ±10% 50/60Hz ±5% 

输出功率范围 3000至36000KW 120至24400KW 230至13500KW 220至10000KW 

输出频率范围 0-75Hz 0-330Hz 0-330Hz 0-120Hz 

速度控制精度 -  
 ±0.5%（开环矢量控制）；
±0.1%（闭环矢量控制） 

±0.5%（SVC）；±0.2%（
FVC） 

 ±1%（VF）；±0.4%（
SVC）；±0.2%（VC） 

效率 ≥98% ≥98.5% ≥96% ≥96% 

环境温度 0–40℃ 5–40℃ -10–40℃ -5-40℃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内资品牌在中高压变频器领域布局相对较少，从产品参数来看，外资品牌在产品效率、产品可靠性、通
用性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 

www.hibor.com.cn


DCS：流程工业的控制大脑 

 DCS：流程工业的分散控制、集中操作系统，由输入输出模块、通信模块、控制器及人机界面组成，用
于实现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控制及监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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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DCS网路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DCS实物图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DCS市场：近三年稳健扩张 主要为EU市场 

 2019年国内DCS市场规模为87.4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化工、电力、石化为行业需求规模最大的
三个下游，合计占比达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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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国内DCS市场规模小幅增长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化工、电力、石化行业为DCS最大下游（2019）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DCS格局：中控技术份额绝对领先 

 DCS侧重可靠性与长时间无故障运行能力，中控技术国内份额达27.0%，领先第二名（艾默生，份额
16%）份额超过11pct，且近九年份额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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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DCS市场格局（2019）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中控技术DCS份额近九年提升超11pct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PC-based：复杂运动专用控制器 

 PC-based：工控主流控制方式之一（主要包括PLC、嵌入式控制器、PC-based控制卡三类），功能上
可满足复杂运动控制，产品应用的优势下游包括工业机器人、半导体、激光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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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PC-based（总线运动控制卡）系统架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PC-based实物图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PC-based需求增速乐观 高端市场外资把控  

 根据工控网，2019年国内通用运动控制器（基于PC-Based的控制卡、嵌入式控制器）市场规模预计为
7.2亿元，同比增长12.5%，其中主要下游包括电子、半导体、工业机器人、包装等 

 国内高端市场主要由美国泰道（Delta Tau）、翠欧（Trio）把控，近年来内资品牌持续发力，已在整
体国内市场占据约7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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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国内通用运动控制器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此处通用运动控制器仅包括基于PC-Based的控制卡、嵌入式控制器 

图表：国内通用运动控制器市场格局（2018）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步进系统：侧重低速运动控制工况 

 步进系统：运动控制环节之一，由步进驱动器与步进电机组成，可按照驱动器发出的指令脉冲（脉冲个
数控制角度位移量、脉冲频率控制转速和加速度）工作，可满足大多数低负载/恒负载的低速工况，具
备较强经济性和实用性，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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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步进系统（驱动及及电机）实物图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伺服系统与步进系统对比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招股说明书，公开资料，中泰证券研究所 

  控制精度 过载能力 响应速度 低频特性 价格优势 

伺服系统 √ √ √ √ 

步进系统         √ 

www.hibor.com.cn


市场需求稳定 内资份额较高  

 根据工控网，近三年国内步进系统市场规模稳定在8.5亿元左右，主要下游包括机床、纺织、包装、电
子加工、仪器、激光加工、线切割、焊接等 

 国内步进系统市场内资品牌表现较好，其中雷赛智能份额第一；部分高端领域中，东方马达、百格拉等
外资品牌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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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近三年国内步进系统需求空间较为稳定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国内步进系统市场格局（2018） 

资料来源：雷赛智能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工业软件：智能制造关键环节 

 工业软件：用于工业领域，提高工业企业研发、
制造、管理水平和工业装备性能的软件产品 

 分类：按照产品用途分为研发设计、生产控制、
信息管理和嵌入式软件四类 

 定位：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核心支撑
环节，但也是国产化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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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工业软件为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支撑 

图表：工业软件按照产品用途可分为四类 

www.hibor.com.cn


工业软件：市场空间巨大 

 2018年全球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为3893亿美元（赛迪智库），2019年国内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为1720亿
元（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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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国内工业软件市场规模达1720亿元 

资料来源：赛迪智库，工信部，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国产化率低 外资实力较强 

 整体来看，国内工业软件市场国产化率较低，外资品牌技术能力与产品线完备程度仍优于内资品牌 

 在部分产品环节如ERP、DCS等，以及部分领域如电力、冶金等，内资品牌表现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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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工业软件市场竞争格局总览 

资料来源：赛迪智库《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白皮书(2019)》，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1）标红为国内品牌；2）括号内百分比数据为产品需求占比或市场份额 

工业软件种类 需求规模（2018） 主要产品 参与者 

研发设计类 143亿元/占比9% 
PLM（27%）、CAD（14%）、CAE

（10%）、CAM、BIM、EDA等 
广联达（14%）、达索（13%）、西
门子（12%）、神舟、Cadence等 

生产控制类 286亿元/占比17% 
MES（29%）、DCS（23%）、SCADA

（18%）、EMS等 

西门子（12%）、南瑞（9%）、宝
信（9%）、GE、施耐德、和利时、

霍尼韦尔等 

信息管理类 287亿元/占比17% 
ERP（28%）、FM（19%）、CRM（9%）

、SCM等 

用友（16%）、SAP（14%）、
Oracle（11%）、东软等 

嵌入式软件类 963亿元/占比57% 
工业通信（43%）、数控设备（12%）、
能源电子（10%）、工业机器人、汽车电

子等 

华为（16%）、西门子（9%）、南
瑞（7%）、ABB、中兴等 

www.hibor.com.cn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的制高点 

 工业机器人：面向工业生产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机器装置，可代替人工执行某些单调、频繁
且重复的长时间作业，核心技术在于运动控制，关键部件包括减速机、伺服系统、控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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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机器人实物图（SCARA） 

资料来源：汇川技术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工业机器人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埃夫特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工业机器人分类 

 分类：按照操作特点可分为多关节、直角坐标、SCARA、并联机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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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机器人分类 

资料来源：赛迪智库，埃夫特招股说明书，公开资料，中泰证券研究所 

工业机器人种类 特点 需求规模 应用领域 

SCARA 
3个旋转关节，速度高、精度高，负

载较轻 
需求占比约15% 电子、锂电、光伏等 

多关节 
技术含量较高，负载灵活，自由度高，

功能强大，单价较高 
需求占比约60% 汽车、3C等，可满足所有领域 

直角坐标 结构简单，负载较轻，单价较低 需求占比约14% 物流、搬运等，应用较为广泛 

并联机器人（Delta） 速度高，负载较轻，单价较高 需求占比约10% 食品饮料、饮料、包装等 

www.hibor.com.cn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全球最大 

 2019年国内工业机器人销量约15万台，全球约42万台，中国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且销量增速
高于全球水平 

 2020年前三季度国内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增长10%，主要由于电子、新能源、金属加工等下游需求较好 

 工业机器人主要下游包括汽车、3C、金属加工、塑料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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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年国内工业机器人销量约15万台 

资料来源：IFR，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汽车、3C、金属加工为工业机器人主要下游（2019）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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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份额领先 内资份额提升较快 

 2019年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前四位仍为发那科、ABB、库卡、安川“四大家族”，份额合计38.7% 

 国内品牌近年来份额提升较快，表现较好品牌如埃斯顿、新时达、新松、汇川技术等，但整体来看，在
技术含量较高的多关节机器人领域，国内品牌份额仍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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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国内市场份额前四为“四大家族” 

资料来源：睿工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技术含量较高的多关节机器人国内品牌份额较小 

资料来源：CRIA，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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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机&伺服&控制器国产化率有待提升 

 集成环节主要为内资品牌把控，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减速机、伺服、控制器（合计成本占比约70%）等仍
为外资垄断 

 减速机：连接动力源和执行机构，位于机器人关节处，调整电机转矩，从而影响机器人的速度、精度等
性能参数；目前国内精密减速机领域内资品牌份额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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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仍为外资垄断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中泰证券研究所 

15% 

10% 

20% 

内圈到外圈分别为精密减速机、伺服电机、控制器 

自主品牌份额 

国外品牌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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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产品总结 

 1）伺服、PLC、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等环节需求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2）PLC、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自动化仪表等环节国产化率提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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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控产品需求展望总结（部分） 

资料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工控产品 关键数据 未来需求展望 需求驱动逻辑 行业格局展望 

伺服 

2019年市场规模110亿，2020Q1-Q3同比
增长9%，主要下游为机床、工业机器人、

3C、锂电等 

增速较高，有望超过
15% 

3C、光伏、锂电等先进制造业高
速发展，运动控制需求加速扩张 

国产化有望继续加速，内资份
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PLC&HMI 

2019年市场规模114亿，2020Q1-Q3同比
增长5%，主要下游为3C、纺织、锂电、

包装等 

增速较高，有望超过
10% 

3C、光伏、锂电等先进制造业高
速发展，运动控制需求加速扩张，
中小型&运动型PLC需求有望爆

发 

国产化有望继续加速，内资份
额提升空间巨大（主要中小型

PLC领域） 

变频器 

2019年市场规模242亿，2020Q1-Q3同比
增长4%，主要下游为电梯、起重、纺织、

冶金等 

增速稳健，有望在5%

左右 
经济活动恢复、制造业投资复苏 国产化进程继续推进 

工业软件 
2019年市场规模110亿，主要下游为机

床、工业机器人、3C、锂电等 
增速较高，有望超过

20% 
制造业升级、数字化改造、工业

软件渗透率提升 
国产化有望继续加速，内资份

额提升空间巨大 

自动化仪表 
2019年市场规模110亿，主要下游为机

床、工业机器人、3C、锂电等 
增速稳健，有望在5%

左右 
经济活动恢复、制造业投资复苏 

国产化有望继续加速，内资份
额提升空间巨大 

工业机器人 
2019年市场规模110亿，主要下游为机

床、工业机器人、3C、锂电等 
增速较高，有望超过

20% 
制造业升级、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提升 
内资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尤其多关节和SCARA） 

www.hibor.com.cn


目录 

五、工控品牌：国产品牌加速崛起 

1）汇川技术：国内综合性工控龙头 启动新一轮高速扩张 

2）麦格米特：优秀电控平台型公司 多擎驱动业绩高增 

3）宏发股份：全球继电器龙头 传统需求复苏+新兴需求爆发 

4）中控技术：DCS龙头支撑智能制造 工业软件打开新空间 

5）雷赛智能：深耕高端运动控制 赛道加速拓宽 

6）信捷电气：国内小型PLC领导者 解决方案多点开花 

7）伟创电气：聚焦电气传动与工业控制的优秀供应商 

8）步科股份：国内HMI领导者 多元产品布局支撑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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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技术：国内综合性工控龙头 

 汇川技术： 

 成立于2003年，初期以

低压变频器突破市场，聚
焦工业领域的自动化、数
字化及智能化，十七年来
发展为领先的综合性自动
化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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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汇川技术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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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构：工控+电梯+汽车电子+机器人+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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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业务板块及核心产品总览（2019） 

来源：公司公告，睿工业，工控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业务板块 
业务
占比 

事业部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国内份额 应用领域 

工业自动化 39% 
通用自动化事

业部 

变频器类 通用低压/中高压变频器、行业专机等 
13%（低压

变频器） 

电梯、空压机、起重、机床、纺织化
纤、印刷包装、塑胶、建材、煤矿、

冶金、化工、市政、石油等 

伺服系统类 
通用伺服系统 

约11% 

3C、机器人/机械手、锂电、LED、印

刷、包装、机床、纺织机械、食品机
械、注塑机、压力机等 电液专用伺服系统 

控制技术类 
PLC、视觉系统 

约3% 

3C制造、印刷、包装、机床、纺织机
械、汽车制造、锂电、LED、机器人/

机械手等 HMI 

传感器类 光电编码器、开关 - 电梯、机床、纺织机械、电子设备等 

工业互联网类 
工业云、应用开发平台、信息化管理平台、智

能硬件 
- 电梯、空压机、注塑机等 

电梯 38% 电梯事业部 
变频器类 电梯一体化相关产品 

约40% 电梯 
电气配套类 人机界面、门系统、线束线缆、井道电气等 

新能源汽车 9% 联合动力 
电机控制类 电机控制器、高性能电机、五合一、动力总成 

约10% 新能源汽车 
电源类 DC/DC、OBC、电源总成 

工业机器人 1% 
工业机器人事

业部 

核心部件类 机器人控制系统、视觉控制系统、精密丝杠 
＜3% 

工业机器人、机械手、3C制造设备等 

整机类 SCARA机器人、六关节机器人 3C制造设备、锂电设备、LED设备等 

轨道交通 5% 经纬轨道 牵引系统 牵引变流器、辅助变流器、高压箱、牵引电机 ＜5% 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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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自动化业务：完整产品线+多元化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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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自动化产品网络架构图 

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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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业绩高增  核心产品份额大幅提升 

 2020年公司通过组织变革重塑“行业线+区域线+产品线”市场战略，在疫情影响与国产化机遇下伺
服、PLC、变频器等核心工控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控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再上台阶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0.98/14.98亿元，同比增长65.00%/131.93%；毛利率与净
利率分别为39.3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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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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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革持续深化  竞争力加速提升 

 2019年以来公司开启新一轮组织变革计划，优化销售体系、改进制造工艺及成本控制、完善管理体系
等，2020年以来订单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提升，人均产值有望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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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已开启新一轮组织变革 

资料来源：汇川技术2019 2020年会演讲，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公司人均产值有望进入新一轮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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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技术投资建议 

 公司为国内工控龙头，在产品布局、技术实力、研发创新能力及管理组织等环节具备显著优势，2020年份额及行业地位
显著提升，随着工控需求继续复苏、公司份额进一步增长，全年业绩有望高增。2020年为公司组织变革深化年，运营效
率及制造费用有望持续优化，人均产值将迎来新一轮增长，未来有望保持快速扩张。其中： 

 1）通用自动化：继续扛起国产化大旗，伺服、PLC等份额有望继续快速提升，受益于3C、锂电、光伏等先进制造需求
高增以及传统行业需求复苏，且新切入客户有望逐步放量，业务有望延续高增势。此外公司加大工业软件投入力度，产
业链有望向智能制造顶层延伸，打开新成长空间。 

 2）新能源汽车：2020年新势力造车放量，公司国内电控份额跃居前二（数据来源：“NE时代”公众号），国内及海外
多项定点落地，2021年及未来将继续受益于全球电动化大势，持续快速扩张，有望提前实现盈利。 

 3）电梯一体化：“大配套”与“后市场”趋势清晰，贝思特融合后电梯一体化解决方案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 

 4）组织变革：研发、营销、管理、制造等环节变革深化，运营效率及制造费率优化，人均产值进入新一轮增长阶段。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0.44/28.55/38.99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83/60/44倍，继续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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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58.74 73.90 112.00 150.57 197.95 

yoy 22.96% 25.81% 51.55% 34.43% 31.47% 

归母净利润 11.67 9.52 20.44 28.55 38.99 

yoy 10.08% -18.42% 114.72% 39.66% 36.58% 

EPS 0.68 0.55 1.19 1.66 2.27 

PE 28.72 55.77 83.03 59.52 43.52 

图表：汇川技术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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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米特：优秀电控平台型公司 

 麦格米特：国内优秀电控
平台型公司，围绕核心电
力电子控制技术平台，构
建工业电源、工业自动化、
新能源汽车及轨道交通、
智能家电和高端智能制造
业务版图，绑定国内外多
个行业标杆大客户，坚定
推进新兴产业布局与进口
替代加速，平台资源与多
元化布局兼具高成长空间
与强风险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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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麦格米特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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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新能源+工业电源+工控+智能家电+高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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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麦格米特产品架构示意图 

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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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米特产品线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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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麦格米特工控自动化产品布局 

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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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逆势增长 内生动力强劲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4.56/2.79亿元，同比变动-7.38%/1.20%；毛利率与净利率
分别为29.20%/11.49% 

 疫情影响下，公司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智能卫浴业务出现暂时调整，但工业电源、工控自动化、智能
家电及采油设备等业务依然维持较高增势，整体韧性凸显，若不考虑新能源汽车及轨交业务，前三季度
营收预计增长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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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保持相对稳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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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米特投资建议 

 公司拥有强大的电力电子及控制技术沉淀，搭建多元化业务布局，强管理、强技术、强平台优势凸显，深耕国内外行业
标杆客户，横跨多条优质赛道，新业务及新产品不断推出，成长空间巨大。疫情影响下，公司整体韧性凸显，Q4将继
续复苏，全年有望稳健增长，明年起有望回归多点开花、多擎驱动的高增阶段。其中： 

 1）工业自动化：2021年工控需求向好，国产化进程继续加速，工控业务有望继续高增，长期成长空间广阔。 

 2）智能家电：智能卫浴有望恢复，叠加新客户放量，2021年有望高增；显示电源今年已逐步恢复，2021年国内及海外
需求有望复苏。 

 3）新能源汽车：2020年核心客户销量大幅调整导致该业务下滑，2021年核心客户产销规模恢复+新客户推进及起量+产
品线扩张（压缩机等新产品），有望恢复高增。 

 4）工业电源：5G及疫情影响下，2020年通信及医疗电源业务实现高增，2021年通信及医疗需求预计延续高景气度，同
时公司产品及下游继续拓宽，业务规模有望持续扩张。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09/5.55/7.70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44/33/24倍，继续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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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23.94 35.60 39.12 51.52 64.89 

yoy 60.20% 48.70% 9.90% 31.70% 25.90% 

归母净利润 2.02 3.61 4.09 5.55 7.70 

yoy 72.70% 78.70% 13.20% 35.80% 38.80% 

EPS 0.65 0.77 0.82 1.09 1.43 

PE 32.83 26.94 47.11 35.44 27.01 

图表：麦格米特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盈利预测取自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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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股份：全球继电器龙头 

 宏发股份：深耕继电器行
业超过三十年，全球份额
约15%，在海外建立了本
土化市场运作网络，人均
效率与良品率行业领先，
业务涵盖工业、能源、信
息、生活等多领域，并在
功率、电力、信号继电器
领域份额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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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宏发股份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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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股份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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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业务总览 

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公开资料，中泰证券研究所 

产品 主要下游 全球份额（2018） 
业务规模 

（亿元，2019） 

功率继电器 家电、智能家居、医疗、新能源发电等 23% 26.0 

汽车继电器 商用车、乘用车等 8% 8.0 

电力继电器 智能电表等 53% 14.6 

信号继电器 医疗、监控、消防、智能楼宇等 13% 3.1 

高压直流继电器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20% 6.0 

工控继电器 PLC、电源、工业、电梯、数据中心等 4% 5.3 

低压电器 电力、地产、通信等 ＜1% 5.8 

其他业务（电容、真空灭弧室、
氧传感器、电流互感器等） 

- - 2左右 

www.hibor.com.cn


营收业绩稳健增长 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4.37/5.97亿元，同比增长5.62%/7.45%；毛利率与净利率
分别为38.71%/14.98% 

 

82 

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稳健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宏发股份投资建议 

 公司为全球继电器龙头，海外本土化市场运作网络成熟，产业体系配套完整、技术研发实力领先，良品率与人均效率优
势明显，未来有望进入新一轮快速扩张阶段。其中： 

 1）高压直流继电器：已进入多个海外标杆客户、国内新势力客户供应链，行业领导地位已确立，同时大力布局充电桩
环节，2021年受益于行业需求高增，该业务有望快速扩张 

 2）电力继电器：2020电表招标量下滑，2021年电表安装进度有望加快，叠加新一代电表落地，2021年该业务有望恢复
较快增长 

 3）功率继电器：2021家电需求预计复苏，小家电等细分领域有望高增 

 4）汽车继电器：基于海拉协同效应，客户渗透及份额提升进程有望加速 

 5）其他业务：工控继电器受益于下游需求恢复，信号继电器受益于5G商用加速，低压电器需求向好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23/10.01/12.31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50/41/33倍，继续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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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68.80 70.81 80.67 96.48 113.01 

yoy 14.28% 2.93% 13.92% 19.60% 17.14% 

归母净利润 6.99 7.04 8.23 10.01 12.31 

yoy 2.02% 0.75% 16.92% 21.55% 23.07% 

EPS 0.94 0.95 1.11 1.34 1.65 

PE 19.08 24.07 49.55 41.04 33.33 

图表：宏发股份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中控技术产品线 

84 

图表：公司业务总览 

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营收业绩稳健增长 盈利保持稳健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0.69/2.42亿元，同比增长22.54%/10.98%；毛利率与净利
率分别为46.4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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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稳健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保持稳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中控技术投资建议 

 公司为国内流程工业DCS龙头，坚持自主研发打造基于“工业3.0+ 4.0”的行业领先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公司DCS基于化
工、石化行业优势持续渗透制药、电力等下游，整体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积极布局工业软件，有望充分受益于智
能制造及工业软件国产化进程。其中： 

 1）DCS&SIS：新老基建项目持续推进，流程工业需求有望持续扩张，公司基于化工、石化等行业优势加速拓展医药、
核电、食品饮料等行业，整体份额有望继续提升。 

 2）自动化仪表：国内市场规模大，内资品牌在中高端市场渗透率低，目前公司产品性能已接近外资品牌，凭借行业标
杆客户资源优势，未来自动化仪表业务规模有望快速增长。 

 3）工业软件：国内制造业严重卡脖子环节，本土品牌渗透率低，未来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公司软件实力突出，行业
工艺理解深刻，未来工业软件业务成长空间巨大。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28/5.37/6.74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117/94/75倍，继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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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21.33 25.37 30.58 38.23 47.74 

yoy 24.41% 18.91% 20.53% 25.04% 24.85% 

归母净利润 2.85 3.66 4.28 5.37 6.74 

yoy 74.21% 28.33% 17.02% 25.66% 25.48% 

EPS 0.58 0.74 0.87 1.09 1.37 

PE - - 117.47 93.76 74.60 

图表：中控技术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雷赛智能：国内运动控制领导者 

 雷赛智能：国内运动控制领域领导者，深耕伺服系统、步进系统（国内份额第一）、运动控制卡（国内
份额第二）等环节，凭借品牌力与产品性能聚焦高端领域，已在电子、半导体、机床等行业建立领先优
势，致力于打造行业领先的运动控制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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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雷赛智能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雷赛智能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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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产品线总览 

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营收业绩快速扩张 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6.95/1.45亿元，同比增长42.46%/104.84%；毛利率与净利
率分别为43.6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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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快速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继续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雷赛智能投资建议 

 公司深耕运动控制领域，在步进系统与运动控制卡环节份额领先，并加速推广伺服、PLC等新产品，凭借技术实力与产
品性能大力拓展电子、半导体、机床等高端行业。2021年工控需求复苏、国产化进程加速、新兴制造需求高增，公司业
绩有望持续快速扩张。其中： 

 1）PC-based：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光伏等先进制造行业，行业需求有望跟随下游爆发而快速扩张，公司份
额领先且聚焦高端客户，业务规模有望持续高增。同时公司基于控制层成熟的软件积累已推出相应PLC产品及解决方案
，未来有望基于PC-based客户资源与品牌力加速渗透PLC领域。 

 2）步进系统：公司国内份额第一，掌控下游大客户，未来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3）伺服：锂电、3C、光伏等先进制造需求快速扩张，带动行业需求快速扩张，公司已搭建完备运动控制产品线，伺服
产品更新至性能较强的第七代产品，未来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需求扩张，业务预计高增。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00/2.84/3.95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47/33/24倍，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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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5.97 6.63 9.74 13.73 18.81 

yoy 11.4 11.19 46.79% 40.98% 37.01% 

归母净利润 0.84 1.08 2.00 2.84 3.95 

yoy -10.32% 28.41% 85.72% 42.33% 38.72% 

EPS 0.54 0.69 0.96 1.37 1.90 

PE - - 47.29 33.14 23.89 

图表：雷赛智能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信捷电气：国内小型PLC领导者 

 信捷电气：初期以PLC&HMI切入工控市场，在小型PLC市场确立起领导地位，积累深厚客户资源及丰
富的解决方案储备。08年以来积极拓展伺服、中型PLC、智能装置等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智
能化、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91 

图表：信捷电气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产品线：PLC+HMI+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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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产品总览 

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产品线 产品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
（2019年

PLC业务占比
46%，HMI业
务占比20%） 

PLC 

小型PLC：XC系列、XD系列、行业专机 

薄型PLC：XL系列、XK系列 

中型：XS系列、XG系列 

应用领域较为广泛，
核心下游如包装机
械、数控机床、玻
璃机械、木工机械、
纺织机械等OEM行

业 

人机界面 

工业触摸屏：TG系列、MTG系列、CCSG系列 

文本显示器：OP系列 

行业专机 

整体式控制器 

经济型：XP系列、XP-BD 

增强型：ZP系列、ZG系列、Z-BD 

行业专机 

特殊模块 MA模块、其他模块 

运动控制
（2019年驱
动系统业务
占比30%） 

伺服系统 

伺服驱动器：DS5系列、DS3系列、DS2系列 

伺服电机：DF3适配电机、DS5适配电机、DS3适配电机、MS6

系列等 

步进系统 
步进驱动器：DP3L系列、DP系列、DPL系列 

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 

变频器 低压变频器：VH3系列、VB5系列、VB5N系列、V5系列 

工业互联网 
网关产品 无线通讯模块、以太网模块 

平台软件 信捷云、远程服务器、本地服务器 

机器视觉 
视觉相机 智能一体化相机：SV4系列、SV5系列、相关配件 

工业机器人 机械手、机器人控制器、示教器、选配件 

www.hibor.com.cn


营收业绩大幅增长 PLC份额显著提升 

 公司发布2020年业绩预告：2020年营收11.35亿元，同比增长74.65%；归母净利润3.44亿元，同比增
长110%。2020年前三季度毛利率与净利率分别为44.23%/30.38%，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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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快速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信捷电气投资建议 

 公司为小型PLC内资品牌领导者，行业解决方案及客户资源丰富，中型PLC、运动PLC、伺服等产品竞争力加速提升。
2021年工控需求向好，国产化有望继续提速，公司业绩有望继续高增。其中： 

 1）PLC&HMI：3C、锂电、物流等新兴制造行业需求高增，传统制造行业复苏，公司小型PLC布局完善，对细分行业
理解深刻，解决方案完备，业务规模有望继续扩张。此外，运动型PLC及中型PLC有望加速渗透，提供业绩新增量。 

 2）伺服：产品布局完善，产品性能及客户反馈持续提升，配套比有望进一步增长，2021年有望延续高增势。 

 预计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09/3.88/4.87亿元，对应2021年1月22日PE分别为42/34/27倍，继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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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亿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收 5.90 6.50 10.72 13.94 17.49 

yoy 22.09% 10.04% 65.01% 30.02% 25.47% 

归母净利润 1.49 1.63 3.09 3.88 4.87 

yoy 20.05% 9.97% 89.19% 25.43% 25.68% 

EPS 1.06 1.16 2.2 2.75 3.46 

PE 19.08 24.07 42.28 33.82 26.88 

图表：信捷电气盈利预测（股价选自2021年1月22日）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盈利预测数据取自wind一致预期 

www.hibor.com.cn


伟创电气：聚焦电气传动与工业控制 

 伟创电气：成立以来聚焦电气传动与工业控制，主要业务涵盖变频器（0.4kW-1200kW）、伺服
（50W-55kW）、运动控制器、PLC、HMI等，下游布局广泛，在起重、矿山机械的低压变频器领域份
额较为领先（份额约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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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伟创电气发展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产品线：变频器+伺服+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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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产品总览（业务占比数据为2019年） 

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业务板块 业务占比 产品类别（业务占比/型号） 具体产品/下游 

变频器 87% 

行业专机（48%） 
建筑机械、空压机、电液伺服、机床、纺织、
广富水泵、印刷包装、线缆、工业风扇等 

通用变频器（39%） AC10、AC300、AC200、AC70、AC310系列 

伺服系统及运动控制 12% 

伺服驱动器（50W-55kW） SD700系列 

伺服电机（50W-55kW） VM7系列 

运动控制（运动控制器、PLC、HMI） V5、VE、VI系列 

其他 1% 智能物联网 
物联网管理平台、空压机管理平台、建筑机

械管理平台、光伏水泵物联网平台 

www.hibor.com.cn


营收业绩持续扩张 净利率显著提升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19/0.74亿元，同比增长29.87%/42.42%；毛利率与净利率
分别为40.16%/17.64% 

 

97 

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持续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净利率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步科股份：优秀工控内资供应商 

 步科股份：公司成立于1996年，初期以HMI切入工控市场，并持续拓展产品线至步进驱动、伺服驱动
及PLC、变频器等核心工控产品领域，打造较为完整的工控产品线；2015年以来积极布局智能制造领域，
切入数字化工厂、工业互联网等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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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步科股份发展沿革（业务推出时间轴）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产品线：驱动+HMI+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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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公司产品总览（业务占比数据为2019年） 

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业务板块 业务占比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应用下游 

驱动系统 55% 

伺服系统（38%） 

CD/FD3、CD/FD2S、JD、FD1X4S、
OD、FD1X3系列伺服驱动 

机器人、包装、机床、物流、
医疗机械等 

MD60/MD80伺服电机 
物流机器人、物流设备、医

疗设备等 

低压变频器（7%） FV20、CV20、CV100、EC系列 - 

其他（步进系统等，10%） FM/CM系列步进驱动器&电机 

3C、特种机床、工业机器人、
喷绘印刷、纺织服装、物流、
医疗设备、AGV、包装等 

HMI 40% 

GREEN系列 新一代系列 - 

FUTRURE系列 高端装备行业 - 

业定制专用系列 针对行业定制化需求 - 

PLC 3% 

运动控制器 AK800系列 
机器人、3C、新能源、智能

制造等 
PLC K2、K5、KS、KW、HP系列等 

数字化工厂 1% 工程设备管理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数字化工厂SaaS解决方案 - 

www.hibor.com.cn


业绩大幅扩张 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03/0.49亿元，同比增长21.70%/68.17%；毛利率与净利率
分别为39.95%/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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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Q1-Q3营收及业绩快速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020Q1-Q3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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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工控行业总结： 

 1、2020年工控行业需求分化、国产化加速、内资份额及品牌力大幅提升，全年工控产品需求预计小幅
正增长 

 2、2021以3C、锂电、光伏、物流等为代表的新兴制造需求预计高增，工程机械、电梯等传统制造有望
复苏，工控整体需求向好；产品端，运动控制重点产品如伺服、PLC、PC-based等需求预计高增，低
压变频器、DCS等预计稳健扩张，工业软件国产化节奏有望加快 

 3、展望2021年，在智能制造大力推进、国产化继续提速、新兴制造需求爆发、运动控制市场快速扩张
的机遇下，技术实力强、产品及解决方案完备、供应链本土化程度高的内资品牌有望继续提升产品份
额、顺利拓展客户、加速强化品牌力，营收及业绩将延续高增势；长期来看，产业链布局完备、技术
实力强大、成本管控优秀、行业工艺及解决方案储备深厚、工业软件实力加速提升的内资品牌的成长
空间巨大 

 

 投资建议： 

 我们推荐汇川技术（国内工控综合性龙头）、麦格米特（多元化布局的平台型电控领导者）、宏发股
份（全球继电器龙头）、雷赛智能（运动控制龙头）、中控技术（DCS龙头&工业软件先驱者）、信
捷电气（小型PLC领导者），建议关注伟创电气、鸣志电器、步科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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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推荐标的总览 

推荐标的 优势总结 2021看点 

汇川技术 
内资综合性工控龙头，在伺服、变频、新能源汽车电

控等多环节处于领导地位 

先进制造需求继续高增，伺服、PLC份额继续上台
阶，新客户陆续放量，组织变革成效进一步显现 

麦格米特 
电力电子控制技术领导者，平台优势与多元化赛道布

局领先 

下游需求复苏，汽车电子业务回暖，新兴业务陆续
起量，有望回归多点开花的高增阶段 

宏发股份 
全球继电器龙头，良品率与人均效率领先，标杆客户

资源丰富 

国内外宏观经济复苏，下游基本盘恢复，高压直流
继电器、电力继电器、低压电器等有望高增 

雷赛智能 
深耕运动控制领域，国内步进与运动控制卡龙头，软

件及工艺积累深厚 

运动控制需求持续高增，伺服、PLC等新产品布局
迎来收获 

中控技术 DCS、SIS等环节国内龙头，工业软件实力突出 流程工业份额继续提升，工业软件加速突破 

信捷电气 国内小型PLC龙头，伺服业务加速扩张 中小型PLC份额继续提升，伺服配套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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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股价取自20210122收盘价，其中麦格米特、伟创电气、步科股份盈利预测数据为wind一致预期 

图表：盈利预测总览 

代码 公司 市值（亿元） 股价（元） 
EPS P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300124.SZ 汇川技术 1,699.09 98.80 0.55 1.19 1.66 2.27 55.77 83.03 59.52 43.52 

002851.SZ 麦格米特 193.89 38.63 0.77 0.82 1.09 1.43 26.94 47.11 35.44 27.01 

600885.SH 宏发股份 409.62 55.00 0.95 1.11 1.34 1.65 24.07 49.55 41.04 33.33 

002979.SZ 雷赛智能 94.43 45.40 0.69 0.96 1.29 1.67 - 47.29 35.19 27.19 

688777.SH 中控技术 504.95 102.20 0.74 0.87 1.09 1.37 - 117.47 93.76 74.60 

603416.SH 信捷电气 130.73 93.01 1.16 2.20 2.75 3.46 24.07 42.28 33.82 26.88 

688698.SH 伟创电气 29.92 16.62 0.43 - - - - - - - 

688160.SH 步科股份 31.08 37.00 0.67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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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形势不及预期 

 工控下游需求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错综复杂，宏观指标可能出现较大波动，从而影
响工控产品需求，可能给公司产品及服务销售带来一定压力。 

 

 市场竞争加剧 

 工控及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参与者较多，如果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份额或市场拓展进程可能会受到影响。 

 

 测算局限性风险 

 文中市场空间、份额、业务增速等数据涉及个人假设及测算，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与真实数据可能存在一定误
差。 

 

 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 

 如果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不及预期，则配套的电控、电源、高压直流继电器、充电桩等需求可能会低于预期。 

 

 研究报告使用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报告中使用公开资料如市场规模、竞争格局等部分为2019年或更早数据，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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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
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
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www.hibor.com.cn


107 

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

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
随时调整。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
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
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
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
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
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
种金融服务。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
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
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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