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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行业走势 

 

 

行业相对表现  
表现 1M 3M 12M 

国防军工 -10.7 -4.1 12.7 

沪深 300 -8.7 -4.8 16.6 
 
 

 

相关报告  
《国防军工行业周报：短期关注红外，中期回

归主线》——2020-02-02 

《国防军工行业周报：公告合同数量大幅增

长，行业景气继续上行》——2020-01-19 

《国防军工行业周报：科学技术进步奖彰显实

力，关注军工成长性》——2020-01-12 

《国防军工行业周报：板块具备上涨基础，事

件有望催化上行》——2020-01-05 

《国防军工行业周报：长征五号王者归来，板

块催化剂密集》——2019-12-29  
 

投资要点： 

 全球覆盖优势突出，资源竞争加速发展    低轨卫星互联网是指利

用低轨卫星星座实现全球互联网无缝链接服务。相对于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传输延时更短，路径损耗更小；相对于光纤，低业务密度

地区部署便捷、成本低。一方面，目前全球还有 43 亿人口没有接入

互联网，低轨卫星互联网成为经济、高效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卫

星轨道和频率资源有限，先申请先使用原则下，抢占资源也成为低

轨卫星发展重要推动力。 

 蓬勃发展，群雄逐鹿    低轨卫星星座发展由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数据连接需求的增长，逐渐从早期的移动通信星

座向宽带通信星座发展。当前，国内外有众多企业投入建设，国外

包括 OneWeb、Space X 等；国内包括两大航天集团以及银河航天、

九天微星等。SpaceX 的明星项目 StarLink 计划发射 1.2 万颗低轨道

运行卫星，将成为目前规模最大的卫星星座，星座总容量将达到 8～

10Tb/s，用户最高可获得传输速率达到 1Gb/s。 

 起步阶段上游景气高，寡头垄断将成未来格局    低轨卫星互联网

产业链包括上游卫星、火箭的设计制造，中游卫星互联网系统的建

设运营，下游的应用服务。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低轨卫星互联网

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星座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上游需求相对明

确；未来随着系统建设完成，产值占比更大的应用服务将快速增长。

从行业未来竞争格局来看，低轨卫星互联网资源壁垒高、前期投入

金额大、建设周期长，未来将成为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 

 行业评级    低轨卫星互联网在实现全球网络覆盖方面优势明显，

并且在轨道和频率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低轨卫星互联网成为国内外

的重点投入和发展的方向。在国内两大航天集团重点投入和和国外

快速推进的刺激下，看好低轨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给予推荐评级。 

 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个股    基于低轨卫星互联网前景、产业发展

以及未来竞争格局的判断，我们认为现阶段产业链上游将迎来需求

的大幅提升，卫星、火箭的总装和配套企业将明显受益；未来随着

项目的建成，产业景气度将向下游传导，应用服务将呈现一定的爆

发性。当前重点推荐卫星制造产业链，重点推荐我国卫星研制、生

产龙头中国卫星，卫星配套的航天电子、航天电器、天银机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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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于龙头的低位和未来应用服务的爆发潜力，推荐卫星应用服务

龙头中国卫通。 

 风险提示：    1）技术发展不及预期；2）项目建设不及预期；3）

资金投入超预期；4）推荐标的业绩不及预期；5）系统性风险。 

 

 

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20-02-04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评级 

002025.SZ 航天电器 22.96 0.84 1.0 1.22 27.33 22.96 18.82 买入 

300342.SZ 天银机电 10.97 0.57 0.7 - 19.25 15.67 - 未评级 

600118.SH 中国卫星 30.35 0.4 0.47 0.54 75.88 64.57 56.2 增持 

600879.SH 航天电子 5.4 0.23 0.29 0.34 23.48 18.62 15.88 增持 

601698.SH 中国卫通 12.97 0.12 0.12 0.13 111.62 112.64 100.44 未评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未评级”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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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覆盖优势突出，资源竞争加速发展 

低轨互联网是指利用低轨卫星星座实现全球互联网无缝链接服务。低轨一般位于

地球表面 500-2000 公里的范围，相对于地球同步轨道较低的高度，使得低轨卫

星传输延时更短，路径损耗更小。而相对于传统的光纤接入庞大的地面网络和基

站，低轨卫星互联网在偏远地区部署更加简便、成本更低。 

图 1：卫星轨道  图 2：低轨星座互联网 

 

 

 

资料来源：国外新兴商业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发展述评、国海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国海证券研究所 

一方面，目前还存在庞大的互联网接入需求。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2014

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基础设施缺乏等原因，地球上仍有 43 亿人无法联

网。而未接入区域大多地处偏远，光纤铺设成本高昂，在互联网人口红利接近饱

和的背景下，通过低轨卫星互联网等新兴方式触及庞大的、分散的尚未接入人口

也成为互联网发展的蓝海。 

图 3：各区域互联网接入情况 

 

资料来源：wearesocial.com、国海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相对于未来太空无限的发展需求，卫星轨位和频率资源则是非常有限

的。在先申请先使用的分配原则下，先发者将获得更到的资源，此外，随着卫星

的增多，彼此产生波束交叉，产生干扰风险，后来者还必须与原来已有的卫星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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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进行协调，受到的限制也更多。因此，在低轨互联网发展前景广阔的背景下，

轨道和频率将成为稀缺资源，并成为限制新进入者的门槛。 

2、 国外发展：巨头入局，快速推进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起步于低轨移动通信星座。而低轨移动通信星座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开始起步，主要以提供语音服务为主，主要包括“铱星”和“全球

星”等。 

图 4：低轨太空卫星系统的发展 

 

资料来源：低轨通信星座发展的思考、国海证券研究所 

“铱星”于 1998 年 11 月 1 日正式开始运营，是世界首个实用的大型低轨通信

卫星系统。“铱星”星座包括 66 颗卫星，并且每颗卫星都具有星间链路，2015

年，“铱星”启动了“下一代铱星”的部署，业务从原来的语音通话和低速数据

业务扩展到宽带通信、航空监视、导航增强等领域，Ka 频段宽带通信能力达到

8M/s。 

“全球星”星座系统由 48 颗工作星和 4 颗备份星组成，轨道高度为 1414km。

“全球星”定位上则更加侧重于地面移动通信系统的延伸，没有星间链路，每颗

卫星对外提供给服务共需要关口站的支持。一方面，卫星功能简单，降低了造价；

但另一方面，受限于关口站的部署，“全球星”的服务范围较为有限。 

图 5：第一代低轨卫星星座系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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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发展我国低轨星座卫星通信系统的一些思考、国海证券研究所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数据传输需求的增长，移动通信星座的升级和第二代低轨卫星

星座都更加重视中高速数据业务，数据传输速度达到几十兆比特每秒到吉比特每

秒量级，并且支持互联网接入、网络节点互联以及基站回程等服务。第二代低轨

卫星星座主要包括 OneWeb、StarLink 等。 

图 6：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对比 

 

资料来源：低轨通信星座发展的思考、国海证券研究所 

OneWeb 公司提出的星座计划是美国首个获批的新一代 NGSO（非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星座。星座规划在 2021 年完成第一阶段 720 颗卫星的部署，并且最终

将实现 1980 颗卫星的全球覆盖，构建一个高速低延时的全球覆盖网络。星座的

总容量高达 5.4Tb/s，可为用户提供下行 200Mbit/s 和上行 50M/s 速率的互联网

接入服务，时延约为 30ms。 

StarLink 星座是由 Space X 公司提出建设的低轨小卫星星座。StarLink 计划发

射 1.2 万颗低轨道运行卫星，将建成一个巨大的太空互联网络。StarLink 第一阶

段，将 4425 颗 Ku-Ka 波段卫星送入 550 千米的轨道；第二阶段，将 7518 颗 V

波段卫星送入 340 千米的轨道。建设完成后，星座总容量将达到 8～10Tb/s，每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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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卫星可提供 17～23Gbit/s 的下行容量，链路时延 25～35ms。StarLink 每一批

发射 60 颗卫星，目前已经累计发射 4 次，供 240 颗卫星。 

Telesat 是世界五大商业卫星运营商之一，Telesat 计划发射 117 颗卫星，分别部

署于相对于赤道倾斜 99.5 度的极轨道和高度为高度为 1248 千米的第二倾斜轨

道，Telesat 的低轨星座网络可提供全球覆盖。 

图 7：新一代低轨互联网星座基本技术参数 

 

资料来源：国外新兴商业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发展述评、国海证券研究所 

3、 国内：国家队领衔，民营航天争辉 

我国低轨卫星星座建设也如火如荼，既包括国家队主导“行云”、“鸿云”、“鸿雁”

等项目，也有银河航天、九天微星等民营企业建设的项目。 

“行云工程”由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四院下属）建设。该工程

计划发射 80 颗小卫星，建设我国首个低轨窄带通信卫星星座。目前工程处于α

阶段，建设由“行云二号”01星与 02 星组成的系统，开展试运营和示范工程建设。 

图 8：“行云工程”建设计划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海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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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云工程”，由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主导，计划发射 156 颗卫星，在距离地面 1000

公里的轨道上组网运行，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虹云工

程”技术验证星 2018 年发射，目前处于开展应用示范阶段，开发的应用示范系

统将于 2020 年初开始投入使用。 

图 9：“虹云工程”建设计划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海证券研究所 

“鸿雁星座”是我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商业航天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五院等单位共同推出。“鸿雁星座”计划发射 300 余颗低轨道小卫星，建设完成

后将具有数据通信、导航增强等功能，可实现全天候、全时段以及在复杂地形条

件下的实时双向通信能力。“鸿雁星座”计划到 2020 年完成 9 颗卫星构成的试

验示范系统建设，到 2023 年完成系统一期建设。 

图 10：鸿雁星座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海证券研究所 

银河航天成立于 2018 年，致力于以低成本、高性能小卫星打造全球领先的低轨

宽带通信卫星星座。银河航天最新一轮融资获得顺为资本、IDG 资本、君联资本、

晨兴创投等知名机构的投资，估值超过 50 亿元。2020 年 1 月 16 日，银河航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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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星发射升空，后续将开展相关技术和业务验证。 

图 11：银河航天解决方案示意图 

 

资料来源：银河行业官网、国海证券研究所 

九天微星是国内首批民营卫星公司，业务覆盖卫星设计、研制以及应用。九天微

星的低轨卫星星座于2018年开始部署，将于2020年启动星座组网和正式商用，

并将分阶段完成 72 颗商业通信小卫星部署。 

图 12：九天微星解决方案示意图 

 

资料来源：银河行业官网、国海证券研究所 

4、 低轨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及投资机会 

从系统组成上，低轨卫星系统主要分为三部分，空间段、控制段以及地面段。 

空间段由空中所有的卫星组成，卫星分布在多个轨道面上，形成一种特定的卫星

星座结构。控制段由卫星系统的所有地面控制和管理设施组成，对运行的卫星实

施跟踪、遥测和控制等管理功能，对卫星通信的网络节点、链路进行监测、控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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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常维护。地面段包括用户终端、业务地面站等，用户终端包括便携设备、

舰载/机载通信终端等形式，将用户直接连接到空间段；业务地面站又称为关口

站，相当于陆地蜂窝网的移动交换中心，实现卫星通信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的互

连。 

图 13：低轨太空卫星系统的发展 

 

资料来源：低轨通信卫星的发展思考、国海证券研究所 

从产业链环节来看，低轨卫星互联网上游为卫星、火箭设计制造，中游为卫星发

射、地面系统建设以及星座系统运营，下游为卫星互联网的应用。 

图 14：低轨太空卫星系统产业链 

 

资料来源：中国卫通招股说明书、国海证券研究所 

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低轨卫星互联网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星座等基础设施建

设为主，上游需求相对明确；未来随着系统建设完成，产值占比更大的应用服务

将快速增长。从行业未来竞争格局来看，低轨卫星互联网资源壁垒高、前期投入

金额大、建设周期长，未来星座互联网将成为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 

基于星座互联网前景、产业发展以及未来竞争格局的判断，我们认为现阶段产业

链上游将迎来需求的大幅提升，卫星、火箭的总装和配套企业将明显受益；未来

随着项目的建成，产业景气度将向下游传导，应用服务将呈现一定的爆发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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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评级 

星座互联网在实现全球网络覆盖方面优势明显，并且在轨道和频率资源有限的背

景下，星座互联网成为国内外的重点投入和发展的方向。在国内两大航天集团重

点投入和和国外快速推进的刺激下，看好星座互联网产业发展，给予推荐评级。 

6、 重点推荐个股 

当前重点推荐卫星制造产业链，重点推荐我国卫星研制、生产龙头中国卫星；卫

星配套的航天电子、航天电器、天银机电。另外基于龙头的低位和未来应用服务

的爆发潜力，推荐卫星应用服务龙头中国卫通。 

重点关注公司及盈利预测 
 

重点公司 股票 2020-02-04  EPS   PE  投资 

代码 名称 股价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评级 

002025.SZ 航天电器 22.96 0.84 1.0 1.22 27.33 22.96 18.82 买入 

300342.SZ 天银机电 10.97 0.57 0.7 - 19.25 15.67 - 未评级 

600118.SH 中国卫星 30.35 0.4 0.47 0.54 75.88 64.57 56.2 增持 

600879.SH 航天电子 5.4 0.23 0.29 0.34 23.48 18.62 15.88 增持 

601698.SH 中国卫通 12.97 0.12 0.12 0.13 111.62 112.64 100.44 未评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海证券研究所（注：“未评级”盈利预测取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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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提示 

1）技术发展不及预期； 

2）项目建设不及预期； 

3）资金投入超预期； 

4）推荐标的业绩不及预期； 

5）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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