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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 中源智人 (833135) 

 
——以技术领先脱颖而出，机器人业务将迎来爆发 

 

报告原因：首次覆盖 

给予 17 年 20-25 倍 PE，对应价格区间 6.0-7.5 元 

 
投资要点： 

 剥离稳定的显示屏制造及服务业务成立子公司，大力投入机器人领域，2017

年迎业绩拐点。公司是 3C 领域检测装配服务提供商，同时是强大 3C 机器人制

造及系统集成商，两大核心业务显示屏制造及增值服务业务和智能图像机器人

制造及系统集成业务相辅相成。2017 年显示屏制造服务业务量进一步提升，且

盈利能力将回归正常。2016 年公司对图像机器人重新设计导致订单量减少，销

售额有所下降。根据订单情况，预计 2017 年机器人业务迎来大幅增长。公司

已将稳定的显示屏制造和服务业务剥离到子公司，母公司将大力投入到机器人

领域。公司将凭借技术领先优势，在 2017 年迎来重要业绩拐点。 

 3C 机器人市场空间大，全能服务商最先突破阻碍迎来爆发。目前，中国制造业

机器人使用密度(每万名工人使用工业机器人数量)为 49，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根据《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到 2020 年实现工业机器人密

度达到 150 以上，对应年复合增长率 32%。目前汽车工业的机器人密度达到 

392，而 3C 制造行业机器人密度仅约 10，考虑到汽车制造业和 3C 制造业体

量相当，3C 行业机器人市场空间巨大。 

 机器人立体视觉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体现公司技术实力。搭载机器

人立体视觉技术的 3D-AOI 机器人主要应用于高端医疗板卡，汽车电源板卡，
航空电子主板。针对细小电子精密零件等元器件的高度和焊点品质检测，
具有高稳定、低成本和易操作的特点，并可快速和简单的实现型号更换。 

 两大机器人制造平台打造标准化机器人，激光焊锡插件双臂机器人填补空白。

机器人标准化缩短针对特定客户需求的研发时间，解决由于 3C 产品生命周期

短导致的机器人服役寿命短的问题以及降低售后维护成本，使公司在 3C 机器

人市场爆发的过程中获得优势。 

 预计未来三年收入复合增速 52%，给予 17 年 20-25 倍 PE，对应价格区间为

6.0-7.5 元。不考虑外延式并购，预计公司 17-19 年收入分别为 2.15 亿元、
3.15 亿元及 4.50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474 万元、2773 万元、及 4701
万元，EPS 分别为 0.30 元/股、 0.57 元/股和 0.97 元/股。 

 风险提示：公司研发方向错误的风险，机器人销售受到政策影响的风险等 

 
 

市场数据： 2017 年 04 月 25 日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收盘价（元） 3.96 

每股净资产（元） 1.68 

市净率 2.36 

总市值（亿元）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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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及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97.3  83.0  127.3 215.0  315.0  450.0 

同比增长率（%） -2.3 -57.9 52.8% 68.9% 46.5% 42.9% 

净利润（百万元） 8.4  6.9  -13.5  14.7 27.7 47.0 

同比增长率（%） 105.1% -18.1% -296.8% -208.8% 88.2% 69.5% 

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0.28) 0.30  0.57  0.97  

毛利率（%） 7.6% 18.2% -6.9% 17.7% 19.8% 21.7% 

注：“市盈率”是指目前股价除以各年业绩；每股收益按最新总股本全面摊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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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屏制造服务扩产能，智能机器人销量高

增长 

公司以手机屏幕的切割、检测及装配业务起步，并在从事传统业务的过程中研发

出拥有自主视觉技术的轻型机器人，是本体制造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兼备的 3C 制造

自动化领域综合服务商。公司拥有检测效率和精度全球领先的立体视觉技术并打造出

贴合精度全球领先的全贴合机器人、高性价比的 G8 系列 SCARA 机器人以及全球领

先的 3C 行业插件+激光焊锡双臂机器人服务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建立起高技术

壁垒，为多家一流企业提供机器人产品和电子制造服务。 

公司拥有显示屏制造及增值服务和智能图像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两大核心业务。 

图 1：中源智人业务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中源智人明确了母公司以工业机器人研发和系统集成为核心，子公司负责各项成

熟业务，相互分工合作形成“智能图像机器人制造及其服务”的业务线及机器人应用

示范生产线。 

图 2：机器人插件+激光焊锡服务线体现公司一流集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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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表 1：中源智人母公司和子公司业务及控股情况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控股比例 

中源智人（母公司） 四轴机器人本体及系统集成研发 - 

小智勇机器人 机器人本体和机构件精密加工 100% 

小智成科技 机器人图像软件系统开发 100% 

小智星科技 新型显示屏研发和制造 60%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公司 2014-2016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97 亿元、0.83 亿元、1.27 亿元，净利润分

别为 840.9 万元、663.0 万元、-1381.6 万元。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8%，其中 OLED/TFT 显示屏制造服务收入占

比 73.9%，手机屏收入占比 21.5%，图像机器人收入占比 2.0%。 

图 3：2016 年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 2016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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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净利润-1381.6 万元，同比减少 308.4%。主要原因为： 1）OLED 产

品出现质量问题，公司进行返工处理并且折价销售，造成营业成本增加，营业收入减

少；2）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本年着重开展研发新项目，但是项目还未实现收益。 

根据行业情况，我们认为公司业绩向下波动为非持续性的，预计未来公司

OLED/TFT 显示屏制造服务毛利率将回到 15%的水平。 

2013-2015 年公司图像机器人销售业务明显增长，2016 年公司图像机器人销售额

252.3 万元，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公司新的研发产品没有定型，销售受到影响，订

单减少，导致销售减少。 

2013-2015 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7.05%、7.63%、18.17%，2016 年公司业务受到

OLED 产品质量问题毛利率大幅下降，机器人销售额占比下降也是毛利率下滑的原因

之一。 

表 2：各项业务收入（万元）及增长率（%） 

 产品 2013 2014 2015 2016 2016年增长率（%） 

OLED/TFT液晶显示屏 18916.4 19094.0 7062.6 9329.5 +32.1% 

光电材料-反射片 0.8 221.1 137.7 - - 

光电材料-遮光胶 11.7 0.6 - - - 

光电材料-PET材料 - - 37.7 - - 

软件收入 - - - 23.5 - 

手机屏 - - - 2719.5 - 

图像机器人 191.8 348.1 485.3 252.3 -48.0% 

制造服务收入 1064.2 57.9 569.7 303.3 -46.8%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3：营业收入构成占比(%) 

 产品 2013 2014  2015 2016 

OLED/TFT液晶显示屏 93.72 96.79 85.08 73.85 

光电材料-反射片 0.00 1.12 1.66  

光电材料-遮光胶 0.06 0.00 -  

光电材料-PET材料 - - 0.45  

软件收入 - - - 0.19 

手机屏 - - - 21.53 

图像机器人 0.95 1.76 5.85 2.00 

制造服务收入 5.27 0.29 6.86 2.40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4：各项业务毛利率(%)   

 产品 2013 2014  2015 2016 

OLED/TFT液晶显示屏 6.44 6.15 15.72 -14.52 

光电材料-反射片 -2.78 14.42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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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材料-遮光胶 7.23 76.39 -  

光电材料-PET材料 - - 29.51  

软件收入 - - - 67.10 

手机屏 - - - 9.02 

图像机器人 33.91 78.72 62.25 46.21 

制造服务收入 15.84 39.47 6.74 7.71 

综合毛利率 7.05 7.63 18.17 -6.87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2. 3C 行业机器人发展空间巨大，全能服务商最

先冲破阻碍迎来爆发 

2.1 3C 机器人能解决 3C 制造面临的种种问题 

3C 制造面临种种问题使得 3C 厂商迫切希望“机器换人”：1）国内劳动力成本

上升，招工难，利润下降；2）人工异形插件焊锡效率低、失误率高、成品率低；3）

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原件之间空间狭小，人工焊锡难做到等。 

2.2 3C 行业机器人发展空间巨大 

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高速增长，2015 年全国工业机器人销量 68556 台，占全球

销量的 27%，连续 3 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图 4：各国家和地区工业机器人销量（台）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但是 2015 年国内工业机器人密度1为 4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69，远低于全球

最高水平韩国的 531，因此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机器人产

                                                        
1 单位：台/万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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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到 2020 年实现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 150 以上，对

应年均复合增长率 32%。 

图 5：分国家工业机器人密度（台/万人）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2015 年，国内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 392，全球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几个国家汽

车工业机器人密度都在 1200 左右，约为国内水平的 3 倍。而目前国内 3C 工业机器

人密度约仅为 10，日韩国家则高达约 1200，为国内水平的百倍，差距巨大。 

图 6：分国家汽车工业机器人密度（台/万人）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富士康的苹果生产线拥有相对高的自动化率，但也只是 30%的自动化率。用的机

器人大多用于抛光、打磨、搬运，插件、焊接等工序仍以人工为主，远未达到“无人

工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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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国内 3C 产品销售总额达到 9.8 万亿元，环比增长 8.7%，国内汽

车销售总额为 8.0 万亿元。3C 市场持续增长，并且中国集中了全球 70%的 3C 产品产

能。各方面数据说明 3C 工业机器人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图 7：国内 3C 产品销售总额近 10 万亿，近几年平均增速 9%左右（台）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7 年 2 月，国内 3C 制造从业人员共 823.2 万人。

粗略估算，假设工人数占 3/4 即 600 万人，若每台机器人可替换 4 名工人，替换一半

工人约需要 75 万台，以每台机器人 20 万元计算，约 1500 亿元。 

图 8：2017 年 2月汽车制造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从业人员人数（人）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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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器人在 3C 领域的发展空间广阔，但 3C 领域机器人的应用是难度最大的。

3C 产品生命周期短，工艺繁杂，精密度高，订单量小以及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等

多重阻碍需要柔性化和标准化的提升来克服。 

2.3 集成能力、前沿技术兼备的本体制造企业将冲破阻碍

迎来爆发 

集成能力是获客抓手。系统集成商只有熟悉客户的制造工艺才能提供适合客户的

方案，如果做到改善客户的制造工艺，则是系统集成商的最高水平。 

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包括几方面。首先，必须有能力为 3C 厂商提供一套理想的

解决方案，稳定地提高其生产效率、良率；其次，解决方案必须易用，易用性决定了

后期的使用成本，包括培训成本和误操作成本等；最后，提供方案的效率很重要，特

别是在 3C 制造自动化率尚低的当下，占得先机可以为 3C 厂商赢得更多优质客户，

反之可能令 3C 厂商失去优质客户。 

本体制造配合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构成爆发点。国内能够制造 3C 机器人的企业

不少，但大多是单纯的本体制造商，没有系统集成能力，而与 3C 制造商直接接触的

是系统集成商。尽管国产机器人拥有高性价比，但目前国内 3C 领域大多使用进口机

器人，主要原因是市场普遍认为国产机器人稳定性不足，系统集成商为了减少自己的

麻烦不愿意使用国产机器人，而 3C 制造商也为了生产稳定性不愿意使用国产机器人。

一旦本体制造和系统集成结合到一起，单纯集成商和单纯本体制造商的问题都得以解

决，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机器人，把自主机器人推荐给客户。3C 领域国产机器人的

大量使用是国产机器人弯道超车的机会。 

前沿技术锦上添花，既能降低机器人制造成本，还能体现可靠性，吸引客户。比

如中源智人拥有国际领先的机器人视觉技术的企业，首先应用自主机器人视觉技术降

低了机器人制造成本；其次，中源智人的机器人立体视觉技术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体现了企业强大的技术水平，证明其可靠性，提高用户信任度和使用其产品的

意愿。 

中源智人拥有 3C 制造经验，自主研发制造标准化机器人平台用于自身生产，拥

有机器人立体视觉高端技术，并且有为伟创力等知名厂商提供系统集成的经验，公司

有望成为 3C 机器人普及的推动者及最为受益的公司之一。 

3.给伟创力提供机器人产线为爆发打下基础 

伟创力的青睐不仅证明了公司自主机器人的可靠性，也证明了公司拥有强大的系

统集成能力。伟创力是规模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级工厂，公司在 2016 年 6 月接到伟

创力订单，伟创力的信赖帮助中源智人在行业内建立有实力的名声，已有越来越多优

质客户上门希望公司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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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对国产机器人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尽管国产机器人相比进口机器人有更

高的性价比，但行业对国产机器人稳定性差的观念一直难以改变，因此国产机器人销

售量很少。一旦像中源智人这样的一些国产机器人厂商做出示范，证明国产机器人既

有性价比优势，还有稳定性；一旦国产机器人在富士康、伟创力这样的世界级工厂中

大量使用，市场将改变对国产机器人的不良印象，这是国产机器人爆发的基础。 

4.机器人立体视觉技术国际领先，解决传统视

觉问题 

2017 年 1 月 9 日，由中源智人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等单位联合申报的 “新一代

立体视觉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此

项技术仍在进行更深入的研发，并将申报更高国家级奖项。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等单位合作研发的“动态立体视觉

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下称“项目”）获得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科技厅

颁发的 2015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91 项（国际专利 10 项），授权 33 项（美国专利 3 项），发

表 SCI 论文 25 项（亮点文章 2 篇）。 

机器人立体视觉是一项通用型技术，可应用到所有需要视觉维度的机器人上，在

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都至关重要。一旦这项技术成功商业化，会对国内机器人主要依

靠国外技术这一现状带来颠覆，进而让国外机器人也用上这项国产的视觉技术。 

动态立体视觉系统技术指标： 

 感知时间分辨率比单相机系统提高 2 个数量级 

 三维建模精度误差 0.87% 

 立体视觉工业检测中实现 20 微米高精度检测 

 立体显微景深还原率（3D 景深/物镜景深）≥95% 

图 9：中源智人 3D-AOI（自动光学检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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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搭载立体视觉的 3D-AOI（自动光学检测）机器人，由精密运动控制单元加上

3D-AOI 传感器协同作业完成 3D-AOI 高精度检测。SMT 及 DIP 等焊锡后的 PCB 板

或其它焊接零件输送到装有高精度编码器的传送带上到达检测区，3D 传感器对整个

PCB 板或其它焊接零件进行 3D 扫描检测，获得 PCB 板或其它焊接零件的针脚、元

器件，焊点等 3D 高度数据信息，这些数据经 3D 检测软件自动处理和分析，得出结

果并自动保存。 

3D-AOI 机器人主要应用于高端医疗板卡，汽车电源板卡，航空电子主板，细小

电子精密零件等元器件的高度和焊点品质检测，具有高稳定、低成本和易操作的特点，

并可快速和简单的实现型号更换。 

表 5：3D-AOI 机器人功能参数 

项目 注释 

检测的电路板 通孔和混合技术的 SMT锡膏印刷后及回焊炉前和回焊炉后电路板检查 

检测方法 TOC 算法、Histogram 算法、Short算法、OTHER算法、CREST算法、PIN算法等多种国际领

先算法，系统根据不同监测点自动设定参数 

摄像头 高速智能数字相机 

分辨率/视觉范围/速度 标配(Standard): 15μm/Pixel  FOV24.42mm×18.54mm  检测速度(Speed)＜210ms/FOV 

选配(Option):   10μm/Pixel  FOV16.28mm×12.36mm  检测速度(Speed)＜190ms/FOV 

选配(Option):   20μm/Pixel  FOV32.56mm×24.72mm  检测速度(Speed)＜230ms/FOV 

光源 高亮 RRGB四色同轴环形塔状 LED光源(彩色光) 

编程模式 手动编程、自动画框、CAD数据导入自动对应元件库 

远程控制 在局域网内，通过 TCP/IP网络实现远程操作，进行查看、启动或停止机器运行、修改程序

等操作 

检测覆盖类型 锡膏印刷：有无、偏移、少锡、多锡、断路、连锡、污染等 

零件缺陷：缺件、偏移、歪斜、立碑、侧立、翻件、错位(OCV)、破损、反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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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点缺陷：锡多、锡少、虚焊、连锡、铜箔污染等 

特别功能 支持自动调取程序，多连板多程序检测功能，正反面程序检测功能 

最小零件测试 
10μm 

SPC 和制程调控 全程记录测试数据并进行统计和分析，局域网内可通过远程控制或远程监控来查看生产状况

和品质分析，可输入 Excel、Txt、Word 等报表格式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表 6：3D-AOI 解决传统 AOI应用困难 

 检测项目 传统 AOI 3D-AOI 

焊锡桥、体积检测 

受基板类型或锡膏表面状态影响，检测非常困难 

’ 

实现焊锡有无、焊锡桥、体积等检测 

 

激光拼焊板的焊接形状检测 

工件表面不平整，检测非常困难 

 

不受工件表面影响，可实现稳定检测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公司搭载 3D 视觉的机器人检测性能优于日韩同类产品。 

图 10：公司搭载 3D视觉的机器人检测性能优于日韩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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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5 标准化机器人平台奠定爆发基础 

标准化的好处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标准化机器人当 3C 产品制造工艺改变时，

只需更新机器人的附件（夹具、激光焊接头、视觉模块等）和加工程序，就可以用于

新产品的制造。机器人整体无需更新，便可以大幅降低机器换人的成本。第二，标准

机器人可以通过安装不同的附件，用于不同的制造环节，供给不同客户，因此可以节

约可发时间和开发成本，提高给客户提供方案的效率。第三，机器人的标准化大幅降

低售后维护的难度，3C 厂商的工程师也能更容易解决问题，因此不需要系统集成商

派工程师常驻，给系统集成商节省大笔费用。 

标准化使公司在 3C 机器人市场爆发的过程中避免研发耗时，交货期长，成本过

高，资金不够等问题，为公司业绩的爆发奠定基础。 

5.1 高精度真空全贴合机器人平台针对新型显示屏制造 

全贴合，即是以光学级 Hybrid 材料将玻璃盖板、显示面板、触摸屏以无缝隙的

方式完全黏贴在一起。相较于传统普通贴合技术“框贴”而言，可以提供更好的光学

显示效果和实现超薄的厚度以及超窄边框的全贴合。  

全贴合技术能够消除屏幕间的空气，有助于减少显示面板和玻璃之间的反光，让

屏幕更加通透，增强了屏幕的显示效果，达到阳光下可读的效果。全贴合技术的另一

个优势是可以完全防止灰尘进入屏幕， 触控模块也因与面板紧密结合使强度得以提

升。 

图 11：普通贴合技术 vs 全贴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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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桐力光电股份转让说明书 

公司的全贴合机器人是针对 7 寸以下新型显示器智能制造中高精度全贴合装配

技术工艺而研发的具有双目动态立体视觉的智能全贴合精密装配机器人，可实现 7

寸以下新型显示器，如 OLED、触摸屏、裸眼 3D 光栅、3D 触控传感器、光学玻璃、

玻璃盖板、蓝宝石等大规模、全系列、柔性化、高精度的平面搬运，智能定位，全贴

合装配生产和外观检测。贴合精度可达±5 微米以内，远超国际平均水平±20 微米，

可帮助制造商提升品质、良率与生产效率。 

图 12：全贴合机器人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精度真空全贴合机器人平台，运用 3D 视觉定位，检测，贴合

等多项技术以及获奖的新一代立体视觉技术，可用于 3D 曲面玻璃、裸眼 3D 显示屏、

TFT 显示屏、OLED 柔性曲面屏的真空全贴合，精度可达 3-5 微米。 

图 13：3D 曲面玻璃全贴合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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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高精度真空全贴合机器人是公司上一代全贴合机器人的升级版，在裸眼 3D 显示

屏真空全贴合的基础上增加 3D 曲面玻璃和 TFT/OLED 显示屏真空全贴合功能。一方

面由于裸眼 3D 设备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另一方面由于 3D 曲面玻璃和 OLED 市场有

爆发增长的趋势，公司顺应市场变化对产品进行升级。 

表 7：人工与全贴合机器人贴合效果对比 

  人工 全贴合机器人 

贴合时间 50秒 10秒 

精度 NA ±5微米（国际水平±20微米） 

良率 50% 90%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5.2 柔性化智能机器人平台推进柔性化制造 

图 14：SCARA 机器人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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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公司的柔性化智能机器人平台目前主要由制造平台和插件平台两部分构成。机器

人平台指标准化机器人，可根据客户的用途进行设定。柔性化指每台标准化机器人都

可以简单实现不同用途的设定。 

制造平台可选的用途包括：插件、激光焊锡、烙铁焊锡、检测、点胶、上螺丝、

打磨、包装等。 

图 15：G8 系列机器人制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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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插件平台可根据目标件的形状不同选用不同的夹具或者通用夹具完成异形元件

的插件。 

图 16：异型插件平台及夹具 

 

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5.3 3C 双臂协同工业机器人国内首创 

公司的高端产品激光焊锡插件双臂机器人系统，实现机器人激光焊锡和机器人异

形插件一体化的双臂机器人协同作业。一台工业机器人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四轴机器

人，辅助以高精度图像视觉定位及检测系统，自动抓取元器件，自动图像定位，自动

检测并自动把元器件在线插到 PCB 板上，另外一台机器人采用新型五轴机器人，实

现激光定量，定点精确焊锡。适用于汽车电源板卡，航空电子主板，智能手机主板等

微小电子精密元件和异形元件的自动插件和同步激光焊锡协同作业。通过机器人自动

插件大幅度提升高端电路板卡的产能，效率和品质， 通过激光定点自动焊锡，根据

焊点焊盘大小实现选择性焊接，可大幅度高端 PCB 板卡的品质。 

目前国内外对于双臂工业机器人及其协调一体化控制的研究不是很多，大多数都

是机器人四大家族如 ABB 公司，推出了实际的产品，但是这种双臂工业机器人都是

基于六轴机械臂，成本高，难度大，对于目前国内手机行业，PCB 板行业中的异形

插件，协同激光焊锡一体化的需求而言，精度速度上都达不到实用要求，国际上目前

只有日本一家企业有在试产，但成本高昂，国内厂商目前还未见有相关产品。 

图 17：3C 双臂协同工业机器人，全球范围内可以量产类似机器人的企业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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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源智人，申万宏源研究 

6.剥离成熟业务成立子公司 受益机器人获高

速增长 

公司传统业务显示屏的切割、检测和贴合业务先后服务了诺基亚、三星、fitbit

等知名设备商，2016 年业务量较 2015 年有大幅提升。控股子公司小智星研发销售手

机用新型触控一体化显示屏，克服玻璃资源紧缺，价格波动等多重困难， 实现近 3000

万元销售额，有 8 个客户认可了小智星的产品和服务， 预计业绩拐点将在 2017 年出

现。 

由于显示屏服务业务与制造业务已较成熟，公司将加大机器人产品的投入。把新

型显示器的检测和制造服务独立出来，有利于提高新型显示器制造服务的管理与生产

效率；同时新设立的子公司将专注和积极拓展新型显示器的制造、检测和加工等 EMS

制造服务，提升中源显示在新型显示器制造服务行业中的龙头领先地位，引进高端大

客户，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准。 

除了手机和智能穿戴显示屏制造及服务外，公司还将依靠机器人的高端制造能力

切入更多领域。 

7. 盈利预测与估值 

2016 年公司继续大力投入机器人研发，机器人种类得到扩展，并且其机器人产

品进一步标准化。根据公司目前接到的订单和外来合作需求预测公司将在 2017 年迎

来重大业绩拐点，公司目前估值较低，值得关注。 

预计未来三年收入复合增速 52%，给予 17年 20-25倍PE，对应价格区间为 6.0-7.5

元。不考虑外延式并购，预计公司 17-19 年收入分别为 2.15 亿元、3.15 亿元及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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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474 万元、2773 万元、及 4701 万元，EPS 分别为 0.30 元/股、 

0.57 元/股和 0.97 元/股。 

 

表 8：可比新三板挂牌公司 

代码 简称 总市值（亿） 市盈率 TTM 

430394.OC 伯朗特 6.13 17.24 

831365.OC 华意隆 13.03 33.9 

830843.OC 沃迪装备 1.97 -20.0 

831045.OC 科慧科技 1.29 217.9 

833290.OC 瑞必达 6.62 27.0 

834013.OC 利和兴 4.65 27.7 

833135.OC 中源智人 1.93 13.2（根据 17年预测 EPS）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表 9：中源智人盈利预测表（单位：万人民币）   

  2013A 2014A 2015A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 20,196.0  19,726.8  8,330.7  12,729.0  21,500.0  31,500.0  45,000.0  

    收入增长% 
 

-2% -58% 53% 69% 47% 43% 

营业成本 18,771.4  18,222.2  6,816.8  13,603.2  17,700.0  25,250.0  35,250.0  

   毛利率 7.1% 7.6% 18.2% -6.9% 17.7% 19.8% 21.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5  9.7  8.5  13.2  22.2  32.6  46.6  

三项费用 977.9  560.1  900.2  1,250.6  2,140.6  3,136.2  4,480.3  

营业利润 486.6  844.7  584.7  (2,031.5) 1,637.2  3,081.2  5,223.2  

利润总额 416.4  879.2  756.5  (1,672.8) 1,637.2  3,081.2  5,223.2  

减：所得税 6.3  38.3  93.5  (291.2) 163.7  308.1  522.3  

净利润 410.1  840.9  663.0  (1,381.6) 1,473.5  2,773.1  4,700.8  

    净利润增长率  105.1% -18.1% -296.8% -208.8% 88.2% 69.5% 

最新股本摊薄 EPS 0.08  0.17  0.14  (0.28) 0.30  0.57  0.97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8. 风险提示 

公司研发方向错误的风险，机器人销售受到政策影响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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