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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光学气体传感，顺应碳中和、发力车

规市场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深耕光学气体传感领域，产品应用广泛布局。公司 2003 年成立于武汉“光

谷”，多年来形成了包括光学(红外、紫外、光散射、激光拉曼)、超声波、MEMS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化学等原理的气体传感技术平台，拥有包括非分光红

外、光散射探测、超声波、紫外差分吸收光谱、热导、激光拉曼在内的技术

积累，产品广泛应用于空气品质、环境监测、工业过程、安全监测、健康医

疗、智慧计量等领域。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器双轮驱动，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公司坚持气体传感

器与气体分析仪器并重的“双轮驱动”格局，在扩大气体传感器销售规模的

同时，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气体分析仪器。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3.79

亿，同比增长 111.10%，公司归母净利润 1.23 亿，同比增长 163.60%。 

 顺应碳中和政策，发力车载拥抱 AIoT 大时代。公司在 2021 年半年报中披露

了新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仪，能够有效检测 CO2、N2O、CH4 等温室气

体浓度，主要用于固定源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公司车载传感器进入产出期，

产品应用范围从最初的中高端车型覆盖至更广阔车型，获得的项目定点不断

增加，且于 2021 年上半年逐步转化为订单。除车载领域，公司气体传感器还

进军了多个智能制造领域。除粉尘、CO2 销量爆发增长的智能家居、智能楼

宇领域，公司还致力于拓展油烟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新型应用场景。 

 1+3 战略：扩张三大新领域，发掘潜力市场。公司秉承“1+3”战略，在巩固

并拓展公司的民用空气品质传感器、车载传感器、气体分析仪器等已有产业

基础上，公司计划重点拓展智慧计量（超声波燃气表）、发动机排放（O2 及

NOx传感器）、医疗健康三大领域，以公司先进技术为基础扩张产业结构，发

掘新的潜力市场。 

 盈利预测：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收入分别为 5.56 亿元、8.06 亿元、

11.06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63 亿元、2.40 亿元、3.26 亿元，

EPS 为 2.33 元、3.43 元、4.66 元。参考公司历史估值及可比公司平均估值

水平，给予公司 2021 年动态 PE 区间 70-80X，对应合理价值区间

163.10-186.40 元，“优于大市”评级。 

 合规提示：根据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海通证券自营持有【688665

四方光电】超过总股本 1%。 

 风险提示：部分业务销售波动性大、募投项目产能难以消化、产品结构以光

学技术为主，产品市场空间有限。 

主要财务数据及预测 

[Table_FinanceInfo]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233 308 556 806 1106 

(+/-)YoY(%) 98.4% 32.0% 80.5% 45.0% 37.3% 

净利润（百万元） 65 84 163 240 326 

(+/-)YoY(%) 487.9% 30.1% 93.4% 47.0% 35.8% 

全面摊薄 EPS(元) 0.93 1.21 2.33 3.43 4.66 

毛利率(%) 48.9% 47.2% 47.2% 47.6% 47.1% 

净资产收益率(%) 41.5% 38.1% 40.6% 37.4% 33.7%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19-2020），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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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耕光学气体传感领域，产品应用广泛布局 

1.1 深耕光学气体传感领域，专业领导团队 

四方光电是一家从事智能气体传感器和高端气体分析仪器的企业。公司 2003 年成

立于武汉“光谷”，形成了包括光学(红外、紫外、光散射、激光拉曼)、超声波、MEMS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X)、电化学、陶瓷厚膜工艺高温固体电解质等原理的气体传感技

术平台，拥有 100 余项国内外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空气品质、环境监测、工业过程、

安全监测、健康医疗、智慧计量等领域。 

表 1 四方光电公司历程 

年份 事件 

2003 公司成立 

2004 非分光红外（NDIR）气体传感器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2006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及创业历程 

2008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09 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2010 率先研发出一款国产激光 PM2.5 传感器 

2012 “激光拉曼光谱气体分析仪的研发与应用”获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立项 

2015 自建 SMT 贴片生产线投入使用 

2017 自动化传感器产线投入使用；通过 IATF16949：2016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2018 通过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通过 OHSAS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全自动化车载生产线投入使用 

2019 公司更名为：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熊友辉、董宇夫妇。熊友辉、董宇夫妇分别通过佑辉科技、智感

科技、武汉聚优、武汉盖森合计控制四方光电 52.70%的股份。 

图1 四方光电股权架构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招股说明书，公司半年报（2021），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核心团队汇集了一批行业内高层次研究人才，管理层 6 人中 3 位具备高级工程

师职称。公司以湖北省气体分析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依托，通过长期培养和引进，组建了具有创造力的研发技术团队。截至 2021 年上半

年，公司研发人员数量达到 151 人，同比增长 39.81%，人员背景覆盖物理、光学、材

料学、电子工程、工业自动化、机械设计、软件工程等专业，形成了一支在气体传感器

及气体分析仪器研究开发方面具有较强理论功底和丰富开发经验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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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司高管主要情况 

姓名 职务 经历 

熊友辉 董事长、总经理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热能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且拥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为正

高职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副理事长。2000 年 1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华中科技大学教师 

刘志强 董事、副总经理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正高职高级工程师，空气净化器（中国）行业

联盟专家委员会技术专家。2000 年 7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华中科技大学教师。 

肖进华 副总经理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热能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石平静 副总经理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董鹏举 副总经理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热力发动机专业，本科学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王凤茹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毕业于兰州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武汉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招股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1.2 掌握核心技术，产品应用广泛布局 

公司主要产品为气体传感器和气体分析仪器，经过长期潜心研发，公司已较为全面

地掌握了气体传感核心技术平台，拥有包括非分光红外（NDIR）、光散射探测（LSD）、

超声波（Ultrasonic）、紫外差分吸收光谱（UV-DOAS）、热导（TCD）、激光拉曼（LRD）

在内的技术积累，构建了较为完整且定位高端的气体传感技术体系，尤以光学技术最为

突出。通过上述技术平台的杠杆撬动作用，公司能够凭借一项技术或多项技术的组合进

入到诸多终端市场和具体应用领域，从而最大化研发投入的产业转化效率和经济价值。 

图2 四方光电核心技术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气体传感器通过提升所配套终端设备或系统的气体感知能力，促进其安全、高

效、智能运行，广泛应用于室内、车内、室外空气品质监测以及医疗健康、安全监控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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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气体传感器产品类别 

应用领域 产品类别 图示 

空气品质 

粉尘传感器 

激光粉尘传感器 

 

LED 粉尘传感器 

 

车载激光粉尘传感器 

  

CO2 气体传感器 红外 CO2 气体传感器 

  

VOC 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甲醛传感器 

 

MOX 原理 VOC 传感器 

  

气体传感器模块及控制器 

集成空气品质传感器模块 

 

MEMS 空气质量传感器模块 

  

医疗健康 

氧气传感器 

 

肺功能检查仪 

 

安全监控 

微型红外气体传感器 

  

制冷剂泄漏监测气体传感器 

 

红外甲烷报警器 

 

智慧计量 

超声波燃气表模块 

 

超声波燃气表 

 
 

资料来源：公司半年报（2021），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气体分析仪器产品主要包括烟气分析仪器、尾气分析仪器、煤气分析仪器、沼

气分析仪器等，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工业过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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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气体分析仪器产品类别 

应用领域 产品类别 图示 

环境监测气体分析仪器 

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仪 

 

烟气分析仪 

紫外烟气分析仪 

 

红外烟气分析仪 

 

烟气排放检测系统 

 

尾气分析仪 

汽车排放气体分析仪 

 

便携发动机排放测试仪 

 

发动机排放测试系统 

发动机直采分析系统 

 

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 PEMS 

 

工业过程气体分析仪器 

 

激光氨逃逸分析仪 

 

煤气分析仪 

煤气分析仪 

 

激光拉曼光谱气体分析仪 

 

原位激光气体分析仪 

 

煤气分析系统 在线气体分析系统 

 

沼气分析仪 

沼气分析仪 

 

沼气连续监测系统 

 

 

资料来源：公司半年报（2021），锐意自控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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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气体传感器已配套于美的、格力、海尔、海信、小米、莱克电气、鱼跃医疗、

飞利浦、大金、松下、一汽大众、法雷奥、马勒、德国博世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终端产

品。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所生产的氧气传感器已配套于国内外 2.23 万台呼吸机及 9.94

万台制氧机等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公司的气体分析仪器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冶金、煤

化工、生物质能源等各个领域，在节能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为粉

尘传感器、CO2 传感器和尾气分析仪器的下游厂商，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由 2017 年

-2019 年收入占比维持 40%左右降至 2020 年占比 26.10%，销售集中度明显下降，下游

布局愈加广泛。 

表 5 2017-2020 前五大客户（单位：万元） 

  2017   2018   2019   2020   

前五大客户 公司 销售金额 公司 销售金额 公司 销售金额 公司 销售金额 

第一名 鱼跃医疗 1802.91 智米科技 1567.87 佛山翰创 3871.68 A 1991.44 

第二名 莱克电气 837.67 鱼跃医疗 1494.82 智米科技 2588.56 B 1946.58 

第三名 美的集团 785.5 坚田电机 546.36 鱼跃医疗 1421.81 C 1637.33 

第四名 智瑞美泰 485.75 爱创科技 486.29 美的集团 1155.77 D 1241.05 

第五名 天瑞电器 466.28 Anykeep 458.94 云网科技 872.72 E 1220.25 

  合计 4378.11   4554.28   9910.54   8036.65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招股说明书，公司年报（2020），海通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0 年公司未披露前五大客户具体名字 

 

2.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器双轮驱动，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2.1 财务概要：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收入由 1.18 亿增长至 3.08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61.85%，

公司归母净利润由 0.11 亿增长至 0.84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176.52%。在 2020 年上

半年疫情停工的影响下，2020 年度营收及归母净利润依旧保持 30%以上的增长。2021

年上半年，随着疫情恢复，公司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3.79

亿，同比增长 111.10%，公司归母净利润 1.23 亿，同比增长 163.60%。 

图3 2017-2021 1-3Q 营收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2017-2021 1-3Q 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自 2018 年公司迎来业绩大幅扩张后，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保持平稳增长。截

止 2021 年前三季度，销售毛利率由 37.96%增长至 50.46%，销售净利率由 9.35%增长

至 32.76%。三费方面，管理费用率、财务费用率长期维持稳中有降的趋势，其中 2021

年前三季度由于期内募集资金相关的利息收入增加，财务费用率为-2.11%。销售费用率

逐年下降，由 2017 年 14.26%逐渐稳定下降至 6%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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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7-2021 1-3Q 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6 2017-2021 1-3Q 三费费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坚持研发道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人均产出效率逐年提升。 

图7 2017-2021 1-3Q 研发费用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2017-2021 1-3Q 人均产出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2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器双轮驱动，下游市场潜力渐显 

公司坚持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并重的“双轮驱动”格局，在扩大气体传感器

销售规模的同时，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气体分析仪器。2018 年-2020 年，气体传感器营

收增速为 4.47%，55.84%和 63.96%，收入增速持续扩大。气体分析仪器毛利率长期稳

定在 60%~70%，高附加值的性能拉动总体毛利率维持在 40%~50%。 

图9 2017-2020 收入占比（按产品分）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2017-2020 产品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援引 Yole 的数据，全球传感器行业市场规模自 2010 年的 720

亿美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2265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3.58%。根据前瞻产业研究

院援引 CCID 的数据，2014-2019 年期间我国传感器市场自 2014 年的 983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218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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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球传感器行业市场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援引 Yol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2 中国传感器行业市场规模统计及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援引 CCID，海通证券研究所 
 

据 2020 年报援引前瞻产业研究院测算，2016-2021 年气体传感器行业年均复合增

长率一直保持在 7.3%左右，2020 年我国气体传感器份额占整体传感器市场近 1/3，规

模在 600 亿以上。气体传感器上游主要为电子元件、光学材料、探测器、贵金属材料、

精密加工等行业。气体传感器按原理可划分为半导体、电化学、催化燃烧、光学等不同

类型。根据用途，气体传感器可应用于环境监测、医疗等多个领域。我们认为，随着互

联网与物联网的发展，气体传感器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移动终端等领域的应

用突飞猛进。 

图13 气体传感器产业链 

上游 中游 下游

电子元件

光学材料

探测器

贵金属材料

精密加工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固体电解质气体传感器

接触燃烧式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气体传感器

光学气体传感器

智能家居

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

可穿戴设备

医疗

环境监测等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根据 Yole 的数据，2020 年全球气体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 11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

市场规模将扩大至 18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8.55%。四方光电采用以红外、激光等为主

的光学传感技术，2020 年市占率仅次于电化学技术排名第二，达到 12%，市场规模 1.32

亿美元。据 Yole 数据经海通测算，预计 2026 年光学传感技术市占率将上升至 16%，市

场规模 2.88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13.89%。国际上气体传感器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日

本和欧洲等地，主要包括博世（Bosch）、德尔福（Delphi）、电装（DENSO）、日本特

殊陶业株式会社（NGK-NTK）、城市技术（City Technology，Honeywell）等，国内传

感行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市场份额仍然较低。受消费者需求、环保政策、工业企业

需求三大应用驱动力影响，气体传感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细分产业不断涌现，气体传

感器国产化需求的扩大，为国内生产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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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全球气体传感器规模及增长（按类型） 

 

资料来源：Yole，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值 
 

图15 2020 年全球气体传感器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Yole，海通证券研究所 
 

四方光电主要产品粉尘传感器和 CO2 传感器广泛应用于空气品质领域。2020 年，

公司空气品质领域营收达 2.03 亿，相对总营收占比 66.08%，2017-2020 年复合增速

46.05%。目前，我国空气净化器的家庭普及率仍然较低。根据公司招股书援引前瞻产业

研究院数据，我国空气净化器的家庭普及率不足 2%，每百户拥有量仅为 5 台。2020 年

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居民对室内净化除尘、杀菌消毒、除异味等需求的重视程

度有所提升，我们认为未来空气净化市场将有更大潜力。 

图16 2020 年全球主要国家空气净化器普及率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室内装饰业协会，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7 四方光电营收细分（按下游应用）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气体分析仪器可以应用于煤气、沼气分析。中国燃气供气量长期看处于上升趋势。

沼气可以直接用于燃料、供暖、发电等领域，也可以作为原料生产甲醇、福尔马林、四

氯化碳等化工产品。我国沼气发电市场发展较为强劲，2015 年-2019 年生物质发电量复

合增长率 20.50%。 

图18 2010-2019 中国城市燃气供气总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9 2012-2019 生物质发电量及增长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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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应碳中和政策，发力车载拥抱 AIoT 大时代 

3.1 积极响应碳中和政策 

随着《蓝天保卫战量化问责规定》、碳中和等政策或目标的提出，我国环保督察和污

染防治工作深入开展。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确保我国碳交易市场正常高效

运转，结合国际成功经验，以在线连续方式为主导的碳排放监测业务有望迎来发展高峰。 

公司在 2021 年半年报中披露了新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仪，能够有效检测 CO2、

N2O、CH4 等温室气体浓度，主要用于固定源温室气体排放监测。 

表 6 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仪介绍 

 
产品类别 图示 技术基础 应用场景 

温室气体排放分析仪 

  

微流红外技术、 

双光束红外技术 

火电厂、钢铁厂、 

工业窑炉 

 

资料来源：公司半年报（2021），海通证券研究所 

 
 
 公司在碳排放监测领域具有较好的技术与产业基础，为清洁发展机制（CDM）和碳

交易提供基础数据。在污染源碳监测、大气碳监测、建筑及汽车碳监测领域，已积累大

量核心技术与产品应用。 

表 7 碳排放、碳监测领域布局介绍 

 
碳监测领域 传感器类型 应用方向 

污染源 

基于微流红外、双光束红外、

紫外差分吸收光谱技术的气体

传感器 

CO2、N2O、CH4、SO2、NOx

等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气体排放浓

度的监测 

基于超声波、差压等 

原理设计的气体流量传感器 
温室气体流速和体积的监测 

大气 

以双光束红外、TDLAS 等气体

传感器技术为基础的气体分析

仪器 

（1）大气无组织排放的碳监测 

（2）测量厂界、园区的大气中

CO2、CH4、SF6 等温室气体 

建筑及汽车 民用、车载级 CO2 传感器 

应用于绿色建筑和智能座舱舒适

系统中暖通空调（HVAC），降

低建筑及汽车的能耗，从而降低

碳排放 

 

资料来源：公司半年报（2021），海通证券研究所 

 
 
 3.2 车载市场继续发力，拥抱 AIoT 大时代 

公司气体传感器在燃油车及新能源车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公司车载传感器

进入产出期，产品应用范围从最初的中高端车型覆盖至更广阔车型，获得的项目定点不

断增加，且于 2021 年上半年逐步转化为订单。公司传感器布局覆盖室内空气品质、车

载安全监控和发动机尾气排放三大领域，与车载领域结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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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车载市场布局 

车载市场

室内空气品质

安全监控

激光粉尘传感器

CO2传感器

MOx传感器

实时监测粉尘含量，通风净化

实时监测CO2含量，通风净化

实时监测CO/HC、NOX、SO2和 NH3

等，判定空气质量

尾气

电池老化热失控

实时监测传感器
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制冷剂泄漏监测

传感器

防止新型制冷剂燃烧爆炸或者高压泄露产生

窒息风险

发动机排放传感器 尾气后处理系统中的关键零部件

 资料来源：公司半年报（2021），海通证券研究所 

除此之外，针对车内外空气环境，检测对象逐步扩展至甲醛、VOC、香氛和负离子。

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已基于直流负高压电离技术，研发出车载负离子发生器，可有效

净化车内空气质量，应用于汽车电子领域。 

公司新定点项目不断增加，如新增捷豹路虎包括新能源车型在内的 CO2 传感器、

PM2.5 传感器项目定点数 80 余万个。截至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合计已获得 13 家车企

20 余个项目定点，累计获定点数量超过 800 万个气体传感器，车规级 MEMS 空气质量

传感器模块 AQM（测量 CO、NO2 等多组分）已能实现进口替代。2021 年上半年，车

载传感器业务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78.58%。 

公司采用光学技术为主的传感技术。光学技术相比其它传感技术，在测量精度、响

应时间、寿命等方面表现更优，故 2018 年 11 月公布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新政规定机

动车检测站、维修站等终端使用者仅能采用以光学技术测量氮氧化物的尾气分析仪。 

电化学和红外光学技术作为最主流的两种传感器技术，在优势和应用领域上各有不

同。光学传感器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寿命长、稳定性好等特性使其在 AIoT 智

能传感领域具备更大潜力。 

表 8 电化学传感器技术和光学传感技术的比较 

  原理 优点 缺点 优势应用领域 

电化学传感器 

分为原电池式、可控电位电解

式、电量式和离子电极式四种

类型，通过检测不同状态下的

电流来检测气体浓度 

开发时间较早、技术成熟

度高，体积小、功耗低、

线性范围宽、重复性好 

易受干扰、寿命较

短、长期稳定性不

佳 

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等工业领域中

CO、H2S 等低浓度毒性气体和 O2 检

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检测领域中酒

精浓度检测 

光学传感器 

通过监测不同气体成分对不

同波长的吸收率检测气体浓

度 

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寿命长、稳定性好 

开发时间较晚、技

术难度较高，价格

较高 

检测 CO2、HC、NOx、SO2 等气体

及粉尘，应用在暖通制冷与室内空气

质量监控、新风系统、工业过程及安

全防护监控 

 

资料来源：四方光电招股说明书，海通证券研究所 

在智能家居、汽车电子、智能移动终端等领域，气体传感器的检测对象以 CO2、粉

尘为主，要求报告精确浓度数值，且终端设备通常在较长使用周期内不更换气体传感器，

因而需要大量使用高精确度、长寿命的光学气体传感器。 

除车载领域，公司的气体传感器还进军了多个智能制造领域。公司依托气体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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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市场优势，致力于拓展油烟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新型应用场景，同时随着 5G

和物联网的高速发展，CO2 传感器和粉尘传感器在智能家居、智能楼宇领域市占率和销

售规模不断攀升，据 2021 年半年报披露，销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334.35%、

104.38%。 

 

4. 1+3 战略：扩张三大新领域，发掘潜力新市场 

公司秉承“1+3”战略，“1”即巩固并拓展公司的民用空气品质传感器、车载传感

器、气体分析仪器等已有产业，“3”即公司计划重点拓展的智慧计量（超声波燃气表）、

发动机排放（O2 及 NOx 传感器）、医疗健康三大市场领域。 

4.1 超声波燃气表 

随着国内超声波燃气表标准 GB/T39841-2021 将在 2021 年 10 月开始实施，公司在

国内超声波燃气表市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空间。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援引

FortuneBusinessinsights 数据，2015 年-2020 年，全球智能燃气表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

长，复合增长率 6.24%，预测 2021 年-2026 年市场规模将持续保持 6%左右的复合增速。

全球智能燃气表竞争格局呈欧洲、北美、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2020 年亚太市场占据

34.1%的市场份额。 

图21 2015-2026 年全球智能燃气表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援引 FortuneBusinessinsights，海通证券研究

所 
 

图22 2020 年全球智能燃气表行业地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同时，公司超声波燃气表模块已实现自产，加之系列提质增效措施，产品在市场上

更具竞争优势。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的超声波燃气表募投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开工，项目总建设面积约 48000 平方米，可以满足公司在超声波气体传感器及配套仪器

仪表领域未来五年产能的需要。 

4.2 发动机排放（O2 及 NOx）传感器及 SOOT 颗粒物传感器 

随着国家对于空气污染越来越重视，新能源车占比逐年上升，据中国移动源环境管

理年报，截止 2019 年占汽车保有量 1.47%。同时，尾气排放的监控效果显著，机动车

数量保持逐年上升趋势下，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不升反降，2019 年四项污染物总量 1603.8

万吨，相比 2018 年总量 4065.3 万吨，同比减少了 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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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中国汽车保有量与新能源车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6,2017,2018,2019)，海通证券研

究所 
 

图24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6,2017,2018,2019)，海通证券研

究所 
 

2021 年 7 月，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有望带动机动车尾

气分析仪器需求量进一步增长。2022 年 12 月，所有生产、进口和销售的 560kW 以下

（含 560kW）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应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标准，新增

便携排放检测系统（PEMS）测试要求以及氮氧化物控制等需求。 

发动机排放（O2 及 NOx）传感器前装及后装市场持续扩容，此外，配套于柴油机

的 SOOT 颗粒物传感器已完成产品前期研究工作，初步建成产品生产和质控体系，预计

2021 年下半年公司能够对外提供样件。 

4.3 医疗健康气体传感器 

公司呼吸机、制氧机用超声波氧传感器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带动公司 2021 年上

半年医疗健康领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62%。 

据 QYResearch，2015 年-2020 年，全球医用制氧机市场以 9.13%的复合增速增长，

2020 年市场规模达到了 24.27 亿美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7 年，中国制氧机行业

进入高速发展，2020 年产量达到 210 万台，三年间复合增长率 45.04%。 

图25 全球医用制氧机市场规模(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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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QYResearch，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6 2014-2020 中国制氧机行业产量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海通证券研究所 
 

据 QYResearch，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呼吸机市场收入增长明显。2020 年，全

球家用呼吸机市场收入达到了 2799.4 百万美元，预计 2027 年将达到 5824.8 百万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11.70%（2021-2027）。据智研咨询，2015-2019 我国呼吸

机产量稳步上升，由 0.56 万台增加至 0.99 万台，年化复合增长率 15.31%。疫情蔓延后，

目前我国共有 21 家有创呼吸机生产企业，其中 8 家产品取得欧盟强制性 CE 认证，约

占全球产能 1/5。8 家企业已签订订单量 2 万台，同时还有大量国际意向订单在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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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中国医用呼吸机产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8 全球家用呼吸机市场收入及增长 

 

资料来源：QYResearch，海通证券研究所 
 

 

5.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 

5.1 主营业务收入 

（1） 气体传感器业务：2021 年上半年，由于智能家居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及公司

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民用 CO2 传感器、粉尘传感器业务分别增长

334.35%、104.38%，拉动整体业务高增长。车载传感器开始发力，定点

项目进入量产，业务增长 378.58%。同时，医疗领域，呼吸机、制氧机用

超声波氧传感器的销售收入扩增明显，带动公司医疗健康领域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224.62%。超声波燃气表已开始布局生产，未来将陆续放量。我们

预计未来传感器业务将维持强劲劲头。 

（2） 气体分析仪器业务：烟气分析仪器增长进入平稳期，同时仪器方面下游需

求不稳定性较强。公司在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的布局可能会带来一定驱动，

我们预计未来业务将保持稳定，在新布局完成后促进整体业绩发展。 

表 9 公司业务分拆（亿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总收入 1.05 1.18 2.33 3.08 5.56 8.06 11.06 

 
增速  11.88% 98.45% 32.00% 80.54% 44.97% 37.26% 

 
毛利率 48.39% 37.96% 48.91% 47.16% 47.18% 47.58% 47.08% 

其中 气体传感器 0.89 0.93 1.45 2.38 4.77 7.15 10.01 

 
增速  4.47% 55.84% 63.96% 100% 50% 40% 

 
占比总收入 85.03% 79.39% 62.34% 77.44% 85.78% 88.76% 90.53% 

 
毛利率 45.65% 32.43% 36.44% 43.37% 45.00% 46.00% 46.00% 

 
气体分析仪器 0.14 0.21 0.84 0.61 0.67 0.74 0.81 

 
增速  54.56% 292.44% -27.85% 10% 10% 10% 

 
占比总收入 13.22% 18.27% 36.12% 19.74% 12.03% 9.13% 7.32% 

 
毛利率 62.80% 62.26% 71.70% 64.54% 66.17% 67.47% 66.06% 

 
其他 0.02 0.03 0.04 0.09 0.12 0.17 0.24 

 
增速  49.78% 29.96% 142.42% 40.00% 40.00% 40.00% 

 
占比总收入 1.75% 2.35% 1.54% 2.82% 2.19% 2.11% 2.15% 

 
毛利率 72.70% 35.88% 19.08% 29.49% 28.15% 28.15% 28.15%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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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可比公司估值比较 

表 10 可比公司估值  

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元） 
市值 

（亿元） 

EPS（元）             PE（X） 

2020 2021E 2022E 2020 2021E 2022E 

300007.SZ 汉威科技 19.97 64.78 0.70 0.88 1.20 28 23 17 

300456.SZ 赛微电子 24.52 178.99 0.31 0.33 0.53 78 75 46 

688002.SH 睿创微纳 83.43 371.26 1.31 1.72 2.59 64 48 32 

688286.SH 敏芯股份 100.49 53.46 0.78 0.90 1.83 128 111 55 

 
均值 

  
0.78 0.96 1.54 75 64 38 

688665.SH 四方光电 164.52 115.16 1.21 2.33 3.43 136 70 48 

备注：收盘价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19 日 

资料来源：WIND 一致预期，海通证券研究所 

5.3 投资建议 

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收入分别为 5.56 亿元、8.06 亿元、11.06 亿元，归属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63 亿元、2.40 亿元、3.26 亿元，EPS 为 2.33 元、3.43 元、

4.66 元。参考公司历史估值及可比公司平均估值水平，给予公司 2021 年动态 PE 区间

70-80X，对应合理价值区间 163.10-186.40 元，“优于大市”评级。 

5.4 主要风险因素 

部分业务销售波动性大、募投项目产能难以消化、产品结构以光学技术为主，产品

市场空间有限。 

5.5 合规提示 

根据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海通证券自营持有【688665 四方光电】超过总

股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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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Table_ForecastInfo]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2021E 2022E 2023E  利润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每股指标（元）      营业总收入 308 556 806 1106 

每股收益 1.21 2.33 3.43 4.66  营业成本 163 294 422 585 

每股净资产 3.17 5.75 9.18 13.84  毛利率% 47.2% 47.2% 47.6% 47.1% 

每股经营现金流 1.06 1.42 2.70 3.7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 4 6 9 

每股股利 0.43 0.00 0.00 0.00  营业税金率% 0.8% 0.8% 0.8% 0.8% 

价值评估（倍）      营业费用 21 33 48 66 

P/E 136.33 70.49 47.95 35.30  营业费用率% 6.8% 6.0% 6.0% 6.0% 

P/B 51.95 28.61 17.92 11.89  管理费用 14 22 32 44 

P/S 28.05 20.72 14.29 10.41  管理费用率% 4.5% 4.0% 4.0% 4.0% 

EV/EBITDA -0.50 55.40 36.54 26.79  EBIT 104 187 274 371 

股息率% 0.3% 0.0% 0.0% 0.0%  财务费用 1 -1 -2 -5 

盈利能力指标（%）      财务费用率% 0.3% -0.2% -0.3% -0.4% 

毛利率 47.2% 47.2% 47.6% 47.1%  资产减值损失 -2 0 0 0 

净利润率 27.4% 29.4% 29.8% 29.5%  投资收益 0 0 0 0 

净资产收益率 38.1% 40.6% 37.4% 33.7%  营业利润 101 190 279 379 

资产回报率 24.0% 27.1% 26.2% 24.3%  营业外收支 -4 0 0 0 

投资回报率 37.0% 39.4% 36.4% 32.8%  利润总额 97 190 279 379 

盈利增长（%）      EBITDA 112 206 308 412 

营业收入增长率 32.0% 80.5% 45.0% 37.3%  所得税 13 25 36 49 

EBIT 增长率 43.6% 79.5% 46.7% 35.3%  有效所得税率% 13.0% 13.0% 13.0% 13.0% 

净利润增长率 30.1% 93.4% 47.0% 35.8%  少数股东损益 0 2 2 3 

偿债能力指标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4 163 240 326 

资产负债率 36.6% 32.5% 29.3% 27.0%       

流动比率 2.29 2.53 3.02 3.44       

速动比率 1.54 1.66 2.12 2.51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现金比率 0.63 0.58 1.00 1.39  货币资金 77 109 263 493 

经营效率指标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104 188 273 375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93.71 93.71 93.71 93.71  存货 87 158 227 314 

存货周转天数 195.97 195.97 195.97 195.97  其它流动资产 11 23 30 39 

总资产周转率 0.87 0.92 0.88 0.83  流动资产合计 280 478 793 1221 

固定资产周转率 6.34 5.59 8.02 11.70  长期股权投资 0 0 0 0 

      固定资产 49 99 100 95 

      在建工程 0 1 1 1 

      无形资产 5 5 5 5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非流动资产合计 73 124 125 119 

净利润 84 163 240 326  资产总计 353 602 918 1340 

少数股东损益 0 2 2 3  短期借款 15 0 0 0 

非现金支出 13 19 34 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9 106 152 211 

非经营收益 2 0 0 0  预收账款 0 0 0 0 

营运资金变动 -25 -85 -87 -105  其它流动负债 49 83 110 144 

经营活动现金流 74 100 189 265  流动负债合计 122 189 263 355 

资产 -18 -70 -35 -35  长期借款 6 6 6 6 

投资 0 0 0 0  其它长期负债 1 1 1 1 

其他 0 0 0 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 7 7 7 

投资活动现金流 -18 -70 -35 -35  负债总计 129 196 269 362 

债权募资 11 -15 0 0  实收资本 53 70 70 70 

股权募资 0 18 0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2 403 643 969 

其他 -21 0 0 0  少数股东权益 2 4 6 9 

融资活动现金流 -10 3 0 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53 602 918 1340 

现金净流量 45 32 154 230       

备注：（1）表中计算估值指标的收盘价日期为 10 月 19 日；（2）以上各表均为简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20），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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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海通证券及其所属

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海通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

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

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海通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海通证券研究所，且

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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