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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我们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到武汉高德红外调研。同时我们也和行业内软硬件工程师、技术员等进行了沟通。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探测器问题——探测器外购并不构成热像仪生产企业的核心问题，①目前法国探测器出口审批没有障碍，能保证
持续供货；②公司现在国内、国外已有替代性采购渠道并已有部分采购；③公司已开始研制符合军用标准的 400*300
非制冷探测器，目前进展顺利。
行业成长性——目前行业在国内刚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更多新应用领域的拓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行业
将继续保持较好的盈利水平及较快的增速，成长性良好。
盈利能力——公司几年内毛利率水平可以维持在 50-55%，盈利能力良好。
调研纪要
（1） 公司去年出口部分营收较少的原因是？在延订单有多少？产能受限会对公司造成影响吗？今年产能可以扩
充到多少？公司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是？
去年国内收到军品大单，加上甲流紧急订货，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优先保国内政府采购订单。
去年年底将近有 2 个亿的海外非测温类订单意向推延至今年上半年签订，目前已签订的海外非测温类订单金额已
达 1.9 亿元。
民品产能限瓶颈不大，主要是在军品某些瓶颈方面设备缺乏。
公司在去年年底完成近 2000 万元的先期投入解决瓶颈设备问题；且按照募投计划，二年建设期完成后，公司募投
项目完工投入使用，届时产能问题将解决。
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是成为国际知名的以红外热像仪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品牌供应商。
（2） 除了 1.9 亿出口大单之外，公司今年上半年还有其它大单吗？销售完成情况如何？军民品两块的销售情况分
别是怎样的？有无持续性？下半年国内、国外分别可以做到多少？
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销售情况良好。军品方面，从去年开始国内某型号产品已经定型并实现批量供货，未来几
年将会持续的订货。公司不断有新产品定型，到年底前，至少还有 2-3 个定型。概括性来说，公司军品、民品逐年将
呈上升趋势。
09 年以前公司海外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70%-80%，去年是个特例。公司预计今年国内单不会像去年占那么
大比重，军民品比例应该会比较均衡。

www.chinastock.com.cn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公司简评研究报告/电子行业

（3） 以后公司的毛利率水平会下降比较多吗？
一般来说，红外热像仪企业初始发展阶段以机芯销售为主；后续阶段将以整机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主，机芯销售占
比将逐步减少，甚至在营业收入中可以忽略不计，除非因客户的特定需求才会考虑机芯销售；第三阶段将以红外热像
仪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由于技术水平高、研制难度大，该类产品的毛利率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高德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即以红外热像仪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研制为主，且公司现已有相关系统产品处于实验、
测试阶段，一旦实现批产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毛利率。
（4） 军品毛利率明显高于民品，公司出售军品的时候会不会遭遇压价？
国内军品有严格的核价程序，目前做军品的上市公司相关情况可以作为参考。军品与民品的技术含量也差别很大。
（5） 去年整机类，测温类和非测温类产品占比是？分别出货多少台？
由于公司产品型号、售价的区别，单纯以台套数来判断产能、分析公司发展较困难且较偏颇。红外行业主要为定
制化，目前仅手持机可直接量产并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其他产品均按订单制进行安排生产。军品由于需军代室进行
质量、工期的监督与检查，导致所需工时、产能将数倍于手持机。
（6） 测温类的增长情况如何？
测温类红外热像仪目前的市场环境是保持稳定增长，国内不排除出现骤增。目前国内测温类主要用于电力行业，
但国外在建筑检测、工业测温等新兴领域已成熟应用，但国内仍是空白，主要原因不全是价格因素，而是市场对于产
品应用的认知，待实现市场有效拓展，不排除在大量的测温类领域实现爆发点。民用非测温领域的车载、视频监控领
域也可能出现暴发性增长。
（7） 影响订单的核心问题是？是探测器库存还是？
主要是产能问题，由于行业特殊性，产能制约主要表现在瓶颈设备的缺乏，如高端检测设备的缺乏对产能方面的
制约：以光学镜片为例，目前为止公司的光学镜头均是由公司自我设计，鉴于多重考虑分交几家外协厂商定制，因质
量控制不同，若无相关检测设备，目前仅凭经验判断，导致整个检测过程严重影响图像质量从而制约工期。
另一方面，公司的销售安排也还是有影响。因行业发展趋势，公司销售市场、市场辅助部门等的配备不足影响公
司销售业绩。以前主要是靠自有资金发展，市场开拓力度远远不够，很多细分市场如果能多加一些投入，宣传跟上之
后销售上会有很大的提升。
（8） 车载红外夜视仪有没有已经确定的订单？公司预计何时能够出现爆发式增长？
公司车载辅助夜视仪目前样品已成功研制，现已与国内相关知名厂商进行合作，有可能先进入后装市场，已经和
一家高端房车改装厂（300-400 台/年）
，签订唯一供应协议。由于该市场空间及需求较大，一旦实现突破将实现爆发性
增长。
车载产品最早用于军用，主要为实现夜间闭灯驾驶。公司将其功能应用于民用的定位是：①观测距离更远，在完
全无光的夜间观测距离在一公里左右；②红外成像的原理可实现穿透浓雾，一旦大规模成功应用将解决大雾天气高速
封路问题；③红外热像仪的锗镜片只穿透红外不穿透可见光，解决对向来车的远光灯炫光问题。公司的产品拟在夜间
观测的基础上兼有目标识别、报警等智能功能，仅作为辅助驾驶用。这方面公司具有军品的积累，在识别、目标分辨
技术等领域有领先优势。
目前公司也在努力降低车载红外的成本，如果以千台为规模的话，其成本可以控制在万元左右。公司已经考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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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车企进行合作。
（9） 视频监控等领域可能会在红外热像仪价格降到某一点上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公司预计这个点大概在什么
时间出现？平均售价会到多少？公司有什么想法？
公司在视频监控方面的想法是强强联合，公司已与日本一家企业和国内的视频监控龙头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在业
务合作的基础上，还可能考虑进行资本层面合作（比如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等。
目前国内视频监控产品以日间监控为主，红外系统产品将可实现全天候监控，在隐蔽装配的前提下通过软件识别
夜间人及动物并予以报警。此前之所以没有全面铺开主要仍是价格及市场认知的因素。
（10）

红外产品在军事方面的应用优势？

现代战争重点以信息化战争为主，信息化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信息获取，信息获取的手段有雷达和红外（夜间）
，红
外在战争中应用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鉴于雷达存在诸多弊端：开机会被发现目标、抗干扰能力差，红外应用于军事除
了视角较小外，其他的限制条件相对较少。
（11）

公司已定型产品主要是哪些？量产及大规模推广时间？在研产品主要是哪些？何时定型？

公司已定型及在研军工项目名称鉴于保密因素不方便透露。公司在以前年度就有定型产品实现量产并已为公司营
业收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预计今年将有 3-4 个型号定型。
（12）

探测器对公司的影响大吗？会不会遇到采购受限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大立科技称 2003 年就开始筹备

红外探测器研究，目前已经完成研发并进行了小批量生产，这是否会对公司竞争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和清华大学合作
的红外探测器研究进展到哪一阶段了？国内研发的红外探测器成本和国外相比如何？性能如何？公司探测器实现量产
以后会考虑同时卖探测器吗？
探测器为公司产品的一个重要零部件，但探测器外购为国际上红外热像仪生产厂商的行业普遍现象，包括 Flir（做
探测器也是近几年收购了一家做探测器的公司之后）、Fluke 以及大量欧美红外热像仪生产厂商、高德红外等公司探测
器均依赖外购。
同时公司从法国采购探测器并不构成热像仪生产企业的核心问题，①目前法国探测器出口审批没有障碍，能保证
持续供货；②公司现在国内、国外已有替代性采购渠道并已有部分采购；③公司已开始研制符合军用标准的 400*300
非制冷探测器，目前进展顺利。
就探测器分类如下：制冷和非制冷。制冷探测器可以把探测器的工作温度恒定在零下 200 度，因而精确度和灵敏
度相对非制冷探测器大幅提高，绝大部分用于军用；非制冷探测器大部分用于民品，其中较少数非制冷的探测器用于
枪瞄、头盔等单兵用。目前国内上海技术物理所、昆明 211 所、北京 11 所都可以做制冷探测器，即便国外限制出口也
没有问题。民品的没有必要限制。
目前公司研制的是非制冷的，研发时间相对开始较晚，但技术指标领先多。公司的是符合军用标准的 400*300，该
技术标准区别于目前法国的 384*288，或者美国的 384*256 这两种国际主流标准，目前军用 OLED 是 800*600，信号
处理没有图像损失。大立科技研制的也是非制冷的，精度 160*120，用于非高端民用。
公司投入研发非制冷探测器，长期发展方向可在量产后考虑外卖。
（13）

和清华项目的技术成果归属问题？

知识产权问题：前 6 年商用权归公司，6 年后如公司未商用清华方有权商用；清华对于项目知识产权的诉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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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申请项目，商用化需求不大。
（14）

09 年原材料采购量比 08 年量小很多的原因？采购周期是？会不会因为供应商产能问题对公司生产造成

影响？
原因是 09 年整机出的比较少，加上 08 年库存比较多。公司探测器采购无固定周期，一般储备后续一年的用量。
非制冷探测器出口审批很快，制冷时间长一些，大概半年。法国供应商非制冷现在产能是 10 万片，现在每年只卖到 4
万片。他们目标是扩展到 100 万片。
（15）

公司专利比较少，作为高科技公司是否不正常？

①红外技术应用于军用方面才是高端技术，但由于军用技术存在国防专利的相关规定，一般不公开；②公司之前
对专利申请方面不够重视，而国有企业申报专利是作为考核指标的，并可以申报国家专项资金。公司目前已专门成立
了负责专利申报的部门，预计今年专利数会有一个增长。
公司认为仅从专利的多寡并不能证明公司技术水平及整体实力。

3、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我国民用红外热像仪市场进入成长期，已具备高增长潜力，而军用领域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即将展开
爆发式增长。
公司在 2009 年 4 季度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关键设备采购，相关产能瓶颈已大幅缓解。上半年公司已获得非测温红外
热像仪（军用）出口订单 1.9 亿元， 该部分订单将有可能在年内实现大半，而且按照历史经验，公司内销和出口订单
更集中于下半年，预计下半年公司业绩将好于上半年。
预计公司 2010 年营收增长将达到 84.36%，盈利将增长 74.06%。
2009 年全面摊薄 EPS 是 0.46 元，预计未来三年 EPS 分别是 0.80、1.04、1.28 元。
公司 2010 年预期市盈率仅 36 倍，这在自 2009 年秋以来上市新股、次新股的科技股中是偏低的估值，具有相对估
值优势，我们维持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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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司盈利预测（百万元）
利润表（百万元）

2008A

2009A

2010E

2011E

2012E

营业收入

385.12

353.84

652.35

880.67

1134.90

YOY

29.23%

-8.12%

84.36%

35.00%

28.87%

营业成本

185.35

138.89

290.30

410.83

548.84

51.87%

60.75%

55.50%

53.35%

51.6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4

3.46

6.39

8.63

11.12

销售费用

18.27

13.56

15.85

24.55

29.98

管理费用

27.51

37.60

33.93

46.63

58.08

财务费用

9.69

7.66

23.69

24.65

35.02

资产减值损失

8.08

2.75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营业利润

134.08

149.93

282.19

365.38

451.86

其他非经营损益

1.51

10.54

0.00

0.00

0.00

利润总额

135.59

160.47

282.19

365.38

451.86

所得税

18.14

22.67

42.33

54.81

67.78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7.45

137.80

239.86

310.57

384.08

YOY

12.25%

17.33%

74.06%

29.48%

23.67%

净利率

30.50%

38.95%

36.77%

35.27%

33.84%

摊薄每股收益（元）

0.39

0.46

0.80

1.04

1.28

毛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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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行业分析师覆盖股票范围：
A 股：用友软件（600588.SH）、东软集团（600718.SH）、东华软件（002065.SZ）、航天信
息（600271.SH）、远光软件（002063.SZ）、川大智胜（002063.SZ）、广联达（002410.SZ）、高
德红外（002414.S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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