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电设备产业步入黄金成长期

2016年12月

扫描关注获取电子版



© SMM. All rights reserved. 

摘要

2

1
• 锂电生产设备可分为前端设备、中端设备、后端设备，分别应用在极片制作、电芯组装、电芯激活检测和电池封装

• 中国锂电设备生产目前已进入成熟阶段，工艺技术逐渐迈向国际水平

锂电生产设备可分为前端设备、中端设备和后端设备，中国锂电设备逐渐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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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铅酸电池度电成本的上涨，镍氢、镍镉电池成本小幅下调，而锂离子电池度电成本同比下降达40%，经济性逐渐

显现

• 2016年中国动力类锂离子电池产量将达到25GWH，同比增长49.8%，应用占比达到45%，后期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成
为未来锂电主要增长点，利好锂电设备

锂电度电成本下降，动力类将成为未来锂电市场增长点，利好锂电设备

3
• 国内锂电企业数量多，竞争格局分散，但单机锂电设备市场集中度较高，基本上3家企业的占有量就达到了市场的50%

• 单位锂电设备投资成本约4亿/GWh，十三五期间锂电产能规划可带来800亿锂电设备投资，而基于锂电需求的保守估计
设备投资将至少为500亿

• 2016年和2017年预计动力锂电设备市场规模继续引领市场，分别为100亿和120亿；3C数码类锂电设备已进入更新周
期，预计2016 年和2017年锂电设备更新换代市场规模分别为28.8亿和39.7 亿；2018年后储能锂电设备有望出现增长

• 涂布机、卷绕机和活化分容检测设备占据锂电生产线设备成本的70%，随着国内涂布机、卷绕机进步有望实现进口替代

国内锂电市场竞争格局分散但单机设备集中度高，十三五期间锂电生产设备市场空间保守可达500亿

4
• 企业整合加速，有良好融资渠道的上市公司加速扩张，市场份额有望向上市公司集中

• 锂电设备自动化将提高锂电产品一致性，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产品合格率

• 锂电设备整线化可降低建设时间成本，利于设备模块化提高生产效率和毛利率

锂电生产设备行业向整合化、自动化和整线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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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智能：预计2016年锂电设备市场超130亿元

热点新闻导读

3

1

2 月18 日，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300450)(以下简称“先导智
能”)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披露，预计未来3 年内，下游动力锂电池需
求将持续增加，且储能电池也有望随着成本的下降在未来迅速发展。2016 年锂
电设备的整体市场估计在130 亿以上，需求以国内为主。

目前，先导智能处于满产的状态，目前的订单70%-80%为锂电设备(其中动
力锂电设备占60%以上)。因受制于产能的限制，公司把产能用在高毛利的产品上，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先导智能锂电设备中卷绕占50%。

2016年02月22日 来源：全景网

工业4.0”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搭配物联网实现智能化生产的颠覆性的转
型升级。

而随着锂电池生产逐渐进入规模化、自动化，其设备行业必将朝着符合‘工
业4.0’的高精度、全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锂电生产设备进入工业4.0，
不仅能极大提高电池生产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水平，同时也使得动力电池的质量和
性能出现双提升，可见对于锂电设备生产企业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水平将成
为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工业4.0成锂电设备行业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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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09日 来源：动力电池网

12月1日，赢合科技成功收购东莞雅康，经中国证监会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赢合科技收购东莞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双方有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在品牌、技术、研发、渠道、客户等之间的协同效应，通过梳理双方发
展的侧重点，避免恶性竞争，有效管理双方的产能和资产配置，形成规模效应，
为打造国内最强的锂离子电池智能生产线解决方案提供更为夯实强劲的基础。

赢合科技4.38亿收购东莞雅康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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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06日 来源：动力电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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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设备

电极涂布机

极片制作

真空搅拌机

辊压机

中端设备

制片机+卷绕机

电芯组装

后端设备

电芯激活检测和电池封装

非标设备

化成、分容柜

• 锂电池的生产流程可分为极片制作，电芯组装，电芯激活检测和电池封装

重点关注涂布、卷绕叠片和PACK环节锂电设备

浆料搅拌

分条机

极片涂布

极片辊压

极片分条

极片卷绕或叠片

电芯封装

注液封口

化成、分容检测

电池PACK

模切机+叠片机

电池入壳机

滚槽机

焊接机

全自动注液机

• 前端设备对电芯的性能影响较大，目
前国产设备在效率、精度、稳定性等
方面与国外还存在比一定差距

• 涂布机正处于换代时期，挤压式涂布
机以更高的精度、更薄的涂层和更低
的耗能而逐渐受到青睐

前端设备：重点关注涂布机

• 市场规模较小，国产设备正在进行进
口替代，部分国产设备已经可与进口
产品同台较量

• 卷绕机生产电池效率高，短期锂电产
能紧张时看好；叠片机生产的电池性
能更好，长期看好

中端设备：重点关注卷绕机和叠片机

• 国产化程度较高，国内外设备差距较
小，其中检测类设备市场规模较大

• 严格来说电池PACK并不属于锂电的
生产，但新能源汽车爆发，使得传统
依靠人工的装配线已难以负担，自动
化的电池装配线是未来发展方向

后端设备：重点关注PACK（电池组装）

自动化装配线



© SM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锂电设备产业进入成熟期，工艺技术逐渐迈向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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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竞争、逐渐达到国际高端水平阶段：虽然在大部分高端锂电设备领域，国产设备还稍有

不足，但差距明显缩窄，个别领域性能已十分接近，随着国产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替代高端进

口将成为可能

1997

2002

2009

2015

至今

空白阶段

导入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设计和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几乎没有专业锂电设备制造商，锂电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国内一

些机械制造企业、电池生产企业和锂电池研究院所一起合作，研究、开发锂电池制造装备

自主化生产、制造阶段：随着锂电池产业迅猛发展，电池装备制造业也逐渐发展壮大，部分企业

从日本等国聘请电池装备专家，加速了我国锂电池装备的发展，中低端设备逐渐成型，甚至少量

开始向国外出口，表明我国锂电设备发展迅速

规模化、完备化阶段：国内锂电池产业在政府新能源政策支持下产能快速打开，锂电生产设备基

本实现国产化，不仅如此国内一些锂电设备制造厂商逐渐转向更先进的全自动化控制锂电池设备

研发，促使国产锂电池装备逐渐向国际高端水平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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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度电成本下降明显，动力类是将来锂电主要增长点，利好锂电设备

度电成本
（元/KWh）

铅酸电池 镍氢电池 镍镉电池 锂离子电池

2015年 800 1800 1400 3000

2016年 1060 1650 13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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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类 动力类 3C数码类 动力类占比

• 锂离子电池三大应用领域主要为：动力类、储能类、

3C类

• 预计2016年中国动力类锂离子电池产量将达到

25GWh，同比增长49.8%，后期仍将继续维持高速

增长

• 动力类锂离子电池占比从2011不到10%，迅速攀升至

2016年45%，后期占比有望继续扩大，成为将来锂电

市场的主要增长点，利好锂电设备

数据来源：锂电大数据、SMM

中国锂离子电池终端需求量预测

GWh

• 2016年铅酸类电池因铅价回升，成本涨幅超过30%，

其度电成本大涨260元/KWh

• 镍氢、镍镉类电池受益于原料供应过剩，原料成本小

降，度电成本也略微下浮

• 2016年锂离子电池度电成本下降明显，同比下降

40%，主要受益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化，度电成本大

幅下降极大的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数据来源：浙商证券、公开资料、SMM

中国各类电池度电成本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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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锂电设备市场竞争格局分散，企业专注分类设备市场份额

• 锂电设备已基本实现国产化，国内市场竞争格局分散，企业数量较多，但具有核心技术，规模较大企业较少，市场竞争集中

在分类生产设备上

• 单机锂电设备市场集中度较高，基本上3家企业的占有量就达到了市场的50%，但多是不同企业生产不同的锂电设备，如涂

布机主要集中在新嘉拓、深圳浩能和雅康精密，卷绕机主要集中在先导智能、赢合科技和雅康精密

• 2014 年至今，锂电设备行业收益尚佳，但随着2016 年底锂电池行业出现局部供应过剩以及政策门槛提高等原因，低端电

池产能受限或将停止扩张，对此将影响一批技术实力较弱的、难于跟一线产品对接的中小设备企业，预计从2017 年开始中

小企业将被逐渐并购或淘汰出局，锂电设备市场集中度呈上升趋势

28.0%

7.2%

5.0%

4.6%
2.9%2.7%2.0%

47.6%

国外企业 新嘉拓 先导智能

赢合科技 雅康 浩能

吉阳 国内其他企业

2016年国内锂电设备市场占比

数据来源：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公开资料、SMM

注：CR3表示市场上3家企业集中度，对于上述不同生产设备
市场，相应企业有所不同

50%

65%

45%

65%

50%

35%

55%

55%

涂布机

分切机

辊压机

卷绕机

0% 20% 40% 60% 80% 100%

CR3 其他

2016年国内锂电设备分类设备市场集中度

数据来源：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公开资料、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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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锂离子电池终端需求来看，十三五期

间锂电需求量将至少增长85GWh，相应

需要的锂电设备投资将超过300亿元

• 而实际投资时，锂电产能的增长可能多

于锂电需求的增长，再加上部分设备的

升级换代，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锂电设

备市场增长空间将在500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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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锂电池设备：根据2015年项目投

资、技术成本下降和国产设备比率等因

素，估算设备及安装工程占总投资的

60%，保守估计1GWh需要4亿元

• 消费电子类设备：因设备标准化程度

高，技术含量低，售价更便宜，预估

1GWh需要2亿元

• 目前来看中短期主要是动力锂电池的产

能扩张，而中长期则会是储能锂电池的

增长，如果按照2020 年产能规划280 

GWh 计算，十三五末锂电产能将增加

235GWh，由此带来的锂电设备投资将

达到800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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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锂电新增需求（GWh） 锂电设备投资（亿元）

单位锂电设备投资成本 十三五锂电产能规划及设备规模 十三五新增锂电需求及设备规模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SMM 数据来源：工信部，中金公司、SMM 数据来源：SMM 

“十三五”锂电生产设备市场保守增长空间可达500亿元以上

动力锂电
企业

规划年产能 项目总投资
单位设备投资

成本（亿
/GWh）

多氟多 1.0 5.4 3.2

猛狮科技 6.0 30.0 3.0

沃特马 10.0 50.0 3.0

成飞集团 12.0 125.0 6.3

比亚迪 6.0 60.2 6.0

波士顿电池 10.0 50.0 3.0

保守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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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2016年和2017年动力锂电池新增

产能分别为25GWh和30GWh，以单位

设备投资成本4亿/GWh测算，动力锂电

设备市场规模分别为100亿和120亿

• 相比于3C数码和储能类，动力锂电设备

市场空间更大，并仍有望呈现高速增长

• 随着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进入低速增长

区后，2016-2017 年3C数码类锂电池每

年新增产能2GWh，对应每年锂电设备

投资为4亿

• 但3C数码类锂电设备已进入更新周期，

按20%更新换代率，则2016 年和2017

年3C数码类锂电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分别

为28.8亿和39.7 亿

• 锂电储能多应用于商业和家庭，但目前

发展缓慢，随着国家售电改革和储能设

备性价比提高，储能商业化将逐渐提

速，有望成为锂电池需求新的增长点

• 预计储能需求将从2018年后开始释放，

到2020年锂电池需求有望达到

11GWh，十三五期间对应的锂电设备需

求至少为24亿

0

2

4

6

8

10

12

2016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锂电新增需求（GWh） 锂电设备投资（亿元）

2016-2017年动力锂电设备市场 2016-2017年3C数码类锂电市场 十三五期间储能新增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SMM 数据来源：中金公司、SMM 数据来源：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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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锂电生产设备继续引领市场， 3C数码类锂电设备已进入更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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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机、卷绕机和活化分容检测设备市场占比大 涂布机、卷绕机有望实现进口替代

国内锂电生产线设备成本占比

• 国内锂电池生产线生产设备成本占比较高，其中涂布机占据了总成本

的30%，卷绕机占据了20%以及化成分容检测占据了20%，三者占据

了总成本的70%

2016 -2017年各工序锂电设备市场空间估算

• 以上节2016年锂电设备的135.3亿和2017年的锂电设备167.3亿为

基数，可分别得出2016年和2017年涂布机市场空间为40.6亿和50.2

亿；卷绕仅市场空间为27亿和33亿；化成分容检测设备市场空间为

27亿和33亿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SMM 数据来源：SMM

涂布机、卷绕机和活化分容检测设备占据锂电生产线设备成本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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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企业使用的高端涂布机和卷绕机多是日韩设备，但国内设备厂商

将凭借相近的性能，优质的服务和更优惠的价格与进口厂商竞争；而

分成化容检测设备国产率已到到90%以上，更多的是国内自身品牌

的竞争

• 目前在涂布机和卷绕机高端设备上国产化率仅50%，而国外设备价格

较国内设备高了数倍，就性能而言国内设备已接近国外水平，后期进

口替代设备成本将有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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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生产设备行业向整合化、自动化和整线化发展

锂电设备整线化锂电行业整合

时间 收购企业 被收购企业 收购占比

2015年4月 智云股份 吉阳自动化 54%

2016年3月 大族激光 东莞骏卓 51%

2016年4月 科恒股份 浩能科技 100%

2016年5月 赢合科技 东莞雅康 100%

• 市场份额有望向上市公司集中：国内涉及

锂电池生产设备领域的企业有约300 家，

但营业收入大都在1 亿元以下，有良好融

资渠道的上市公司更容易通过扩张获取市

场份额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金公司，SMM 

时间 事件 影响

2015年12月

南京国轩一期项目
动力锂电池生产基
地试产，设备均由
赢合科技一家提供

合同签订到安装
调试仅用时4 个
月，如果采用分
段进口设备，则
需要一年半时间

2016年5月
批准成立锂电池制
造设备成套标准制

修订工作组

推进锂电设备标
准化工作，有助
于整线一体化设
备企业打开市场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SMM 

• 降低建设时间成本：大幅降低设备采购、

安装和调试的时间成本

• 利于设备模块化：整线化有利于达到设备

模块一致化，将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和毛

利率

锂电设备自动化

0%

20%

40%

60%

80%

100%

国际先进企业 国内一线企业 国内二线企业

生产线自动化率

动力锂电生产自动化水平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SMM 

• 增强锂电产品一致性的需要：动力锂电对

一致性要求高，为保证一致性需将半自动

化设备升级为全自动化设备

• 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产品合格率：全自

动设备可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大幅提高产

品合格率，具有明显经济效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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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主流企业概况

公司名称 企业所属 主营产品 主要客户

日本皆藤 日本 卷绕机、电气双重层用卷绕机 日立

日本 CKD 日本
自动化机械、气动控制系统、流体控制系统以及省力

系统，锂电设备主要是锂离子电池用卷绕机
日产尼桑，日本丰田

韩国 Koem 韩国
锂离子电池卷绕机、电容器卷绕机、电解电容器卷绕

机、锂一次电池卷绕机、锂一次电池装配机
-

赢合科技 中国 涂布机、分条机、制片机、卷绕机、模切机、叠片机
山东威能、沃特玛电池、福斯特新能源、

卓能新能源、凤凰新能源

先导智能 中国 焊接卷绕一体机、隔膜材料分切机、注液机
源、宁德新能源科技、波士顿电池（ 江
苏）、珠海光宇电池、无锡日立麦克赛尔、

河南义腾

深圳雅康 中国
涂布机、辊压机、制片机、分条机、卷绕机、卷绕制

片一体机
ATL、比亚迪、珠海光宇

七星华创 中国 搅拌机、涂布机、辊压机和分切机
日本松下、中航锂电、山东威能、天津力

神、国轩高科

智云股份 中国
半自动卷绕机，全自动卷绕机；极耳焊接及贴胶纸设
备；分选设备；叠片设备；模切机、冲切、碾片设备；

芯包系统、生产线设备
-

新嘉拓 中国 涂布机 ATL、CATL、比亚迪、比克

杭可科技 中国
可靠性老化筛选测试设备、数码产品锂电池化成与测
试、动力锂电池化成与测试设备等自动化检测产品

无锡索尼、南京 LG、天津SDI、天津力神、
ATL、中航锂电

Note: 

• 日韩企业更注重行业细分，把握回报较好的高端市场，优点是技术先进、
针对性强

• 国内企业涉及较多的是中低端锂电生产设备，后期更注重锂电生产设备整
线化，但技术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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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代表性企业解读：赢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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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广东深圳

• 市值：70亿元

• 主营产品：锂电生产设备核心为卷绕机、涂布机和在制片机

• 合作方：括国轩高科、沃特玛、比亚迪和ATL等

国内主要锂电池企业

• 公司状况：公司在锂电设备深耕细作，

取得不俗成绩，近期更通过横向扩张收

购雅康，增强锂电设备上优势致力锂电

整线设备提供

产业布局 经营状况

基本信息 企业沿革

新能源民族装备领导者：赢合科技

• 锂电整线设备形成：

− 江西赢合、惠州赢合负责前端和中端设备

− 深圳慧合智能负责MES及BMS系统开发

− 深圳新浦补齐化成机机注液机

− 东莞雅康加强高端设备研制

• 锂电设备自动化（机器人+软件控制）：

− 惠州鼎合负责锂电后端装配自动化生产线、PACK 自动化生产线的研

发，目前处于研发阶段

• 2015年赢合科技于创业板上市

• 2016年赢合科技公告拟以4.38亿收购

东莞雅康（锂电设备企业）

• 盈利来源：

− 分段线锂电设备：卷绕机、涂布机等，单产高，但竞争较激烈

− 整线锂电设备：包括从前端、中端到后端一整套锂电设备提供，整

线匹配具有较高的优势和收益

− 设备升级：帮助锂电生产设备升级为全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

• 2006年赢合科技成立，定位为自动化设备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 2007-2008第一批全自动锂电设备研制成功，获“深圳市高新技术

企业”

• 2009-2010年，制片机、叠片机、涂布机、分条机等相继面试，打

造提供锂电生产自动化全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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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代表性企业解读：先导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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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江苏无锡

• 市值：140亿元

• 主营产品：锂电生产设备核心为涂布机、叠片机、搅拌机，光伏自

动化设备、薄膜电容设备

• 合作方：三星、ATL、比亚迪等

产业布局 经营状况

基本信息 企业沿革

优质锂电设备龙头：先导智能

• 先导智能——先导电容器厂

− 电容器自动化设备：薄膜电容分切机、

薄膜卷绕机等

− 锂电池自动化设备：卷绕机、涂布机等

− 光伏自动化生产设备：电池片高速串焊机、电力电容成品检查机

• 公司核心产品为卷绕机，其性能已与进口设备相差不大，之后将延

伸拓展其他核心设备的研发，涂布机和后端化成测试设备将是主要

发展方向

• 2008-2013加大研发力度，研制出多

种锂电生产设备，被授予江苏省智能

化装备示范型企业

• 2015年公司在生长交易所挂牌上市

• 2002年先导公司成立，同期成功研发AC电容自动检测设备

• 2004-2006研发出多款电容相关设备

• 2007成功研发WHC500高压电力电容器自动卷绕机，替代进口

• 2008年涉足锂电池行业，设立锂电池事业部，卷绕机出口美国

• 公司状况：公司从起家的薄膜电容设备

领域拓展至锂电生产设备和光伏自动化

设备，公司收入规模也从2013年的1.3

亿跃升至2016年的10亿
• 盈利来源：

− 电容器自动化设备：已研发设备，市场小，但收入稳定

− 锂电设备：第5代动力锂电池卷绕机，性价比高，进口替代；涂布

机和其他后端设备贡献部分收益

− 光伏自动化生产设备：提供自动化产品，有望随光伏产业发展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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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代表性企业解读：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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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日本

• 资本金：110亿16万日元

• 经营产品：自动化机械、省力机械、气动控制元件、驱动元件、锂离

子生产设备为

• 锂离子电池卷绕机合作方：日产尼桑、日本丰田和国内锂电生产企业

产业布局 经营状况

基本信息 企业沿革

世界高端卷绕机领先品牌：CKD

• 元件产品：空压元件、省力元件

• 自动机械装置：产业机械，锂离子电池卷绕机、焊锡印刷检查机

包装机械，药品包装机、医用包装机、食品包装机

照明机械，灯具制造装置

• 公司产业广泛，锂电生产设备仅有锂离子电池卷绕机，但技术先进

，市场认可度高，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 2002-2015年再度扩张，分别在中国

、印度、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等成立分公司

• 1943年由5家日本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

• 1979年公司更名为“CKD株式会社”,股票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 1984-1989年分别在马来西亚、美国和泰国成立分公司

• 2000-2001年吸收和并购多家工厂

• 公司状况：全球自动化机械装置和气动

元件综合生产供应商，公司基本完成全

球布局，各地均有成立分公司，产品工

艺先进具有明显优势
• 盈利来源：

− 元件产品：全球气动元件生产供应商，具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

− 自动机械装置：锂离子电池卷绕机具有世界领先工艺，在国内有一

定市场份额，但价格明显偏高，随着国内产品进口替代，其收益将

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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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生产设备机会及投资关注

高端锂电生产设备 锂电设备自动化和整线化 锂电池生产企业

1

• 涂布机开始出现升级换代，挤压式涂
布机更受青睐，目前高端涂布机仍掌
握在外企手上，国内优势在于价格和
服务

涂布机 1

• 锂电设备自动化有望增强锂电产品一
致性，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产
品合格率

锂电设备自动化

2 锂电设备整线化

1

• 锂电产业仍在扩张，在同等情况下选
择自动化和整线化生产设备的锂电生
产企业，无论是在建厂生产成本还是
生产效率上会具有明显优势，为公司
带来可观的回报

采用自动化和整线化生产工艺的锂电
生产企业

• 锂电设备整线化将明显降低建设时间
成本，同时使得生产设备达到一致化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毛利率

• 先导智能：公司专业从事自动化成套设备的研发与销售，目前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目前公司研发的锂离子电池自动卷绕机、等产品性能已经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市场认可度高，近日公告拟以5204.42万欧元收购JOT公司100%的股权，将进一步拓展自动化设备领域的主营业务

• 赢合科技：公司不仅是高端锂电装备领导者，设备一体化供应商，同时近期成功通过对东莞雅康100%股份收购，形成产品线的互补，同时在客户渠
道、采购和生产上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两者强强联合将进一步拓展公司锂电池生产线整线解决方案的落地

建议重点关注企业：

• 国轩高科：主要从事动力电池新材料、电池芯、电池组及电动自行车、风光锂电绿色照明系统、电动汽车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近期公司
产能继续扩张并与赢合科技合作选择锂电设备整线解决方案，朝着锂电设备自动化和整线化迈进，有望大幅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 科恒股份：拟收购浩能科技布局锂电设备和材料，实现业绩V型反转。浩能科技的涂布机在国内锂电涂布机市场排名前二，若完成收购将进入国内锂
电设备第一梯队

• 力合股份：旗下锂电自动化企业华冠电子拟挂牌新三板，公司在卷绕机、制片机等领域行业领先，进口替代和低端替代空间广阔

2 卷绕机

• 国内个别企业卷绕机性能与国外接近
，价格和服务则具有明显优势，有望
逐渐实现进口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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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分析:赢合科技、先导智能

1.当期财务指标分析

2.历史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 净资产 净利润 市盈率 市净率 毛利率 净利率

赢合
科技

6.06亿 9.30千万 56.17 11.63 39.71% 16.42%

先导
智能

8.06亿 1.53亿 67.96 17.2 42.20% 25.81%

数据来源：企业三季度报告，SMM 数据来源：企业三季度报告，SMM

数据来源：企业年报、半年度报告、季报，SMM 数据来源：企业年报、半年度报告、季报，SMM

各期企业净利率对比 各期企业净负债率对比

• 就当前企业财务指标，赢合科技和先

导智能均属于优质企业，虽然市盈率

从传统意义上稍有点偏高，但在当下

市场仍算合理范围，最值得关注的是

两公司盈利能力非常强，特别伴随后

期锂电市场发展，后期或将会有更好

表现

企业财务指标对比 企业具体财务指标

• 赢合科技净利率呈现下降，而负债率

上升，显然公司近期的高速扩张对财

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鉴于锂电市

场未来发展空间大，对于公司的发展

仍然可以给予乐观评价

• 先导智能发展稳健，企业产业逐渐成

型，盈利能力稳定，负债处于合理区

间，同样有望受益于锂电后市发展，

对于公司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

净资产

净利润

市盈率

市净率

毛利率

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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