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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挖机未来五年更换需求超过 70 万台，高景气度具备坚实支撑 

根据我们推算，2020 年-2022 年挖掘机新机销量分别为 25.11 万台、26.69 万台、28.14 万台，同比增速分别为 6.5%、

6.3%和 5.4%。在存量更新和地产、基建投资需求拉动下，挖掘机未来需求仍具备坚实支撑。我们按照 2008 年-2013 年

的样本挖机机龄结构分析存量更换的潜在空间。目前 2008-2013 年出产的机型中，按比例推算得出，开机小时数超过 12000

小时的预计有 10.69 万台，这也意味着 2020 年存量更新需求至少可以支撑 10 万台以上的销量。如果我们假定挖机年均

开机小时数在 1500 个左右，则未来五年 2008-2013 年出产的挖机将有 69.87 万台开机小时数将超过 12000 小时，意味

着潜在更换需求在 2021-2025 年约 70 万台，年均更换需求约 13.97 万台。 

2011 年出产的挖机开始步入更新高峰 

我们把不同年份挖机开机小时数分布情况分别做出统计，可以明显看出 2011 年前后分布情况有显著区别。2011 年之前

的年份，挖机机龄分布总体一致，8001-10000 个开机小时区间占比最高，且基本维持在 35%左右的水平。显示超过全生

命周期超过 10000 个小时的挖机在二手机市场快速淘汰。此外，2012 年及之后的挖机开机小时区间集中在 6001-8000

个小时，意味着 2012 年之后的挖机尚未进入大规模更新淘汰阶段。 

高强度施工要求决定二手挖机市场活跃 

我们按照 2018 年挖机结构占比情况（小挖占比 58.17%、中挖占比 27.04%、大挖占比 14.79%）进行测算，得出挖掘机

行业平均盈亏平衡点在开机小时数 1888 小时/年。2014 年以来，小松开机小时数在 1400 个/年-1600 个/年左右波动，均

低于行业平均盈亏平衡点。我们认为，挖掘机保有量持续提升，吨位小型化，存量挖机机龄老化，以及施工条件趋严等因

素降低了行业平均的施工强度。挖掘机作为生产资料，业主的核心诉求在于用其创造利润，需要在购置后维持较高的使用

强度。由于不同项目施工强度很难在长时间保持高强度，导致挖机向盈利性更强的业主流动，我们认为这也是挖掘机的二

手交易市场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 

疫情有望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步伐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主要采购的外资品牌零部件包括液压件、底盘和发动机等。发动机、液压系统作为核心零部件，占比达

到 45%左右。事实上 2012 年以来，挖掘机行业整体价格呈下降态势。除了吨位结构变化以外（主要是小挖和大挖占比提

升，中挖份额萎缩），主机厂每年也有一定的降价压力，并对部分零部件传导。在部分外资品牌零部件涨价驱动下，本次

涨价有助于稳定主机厂和零部件企业盈利能力，同时也带动主机厂对于关键零部件的国产替代步伐。 

投资策略：我们看好后疫情时代国内外逆周期政策为工程机械提供增量需求，存量替代仍具备相当强的韧性，看好工程机械

龙头及液压件、液压破碎锤行业投资机遇，重点推荐三一重工、恒立液压、艾迪精密，关注徐工机械。 

风险提示：1、工程机械需求不及预期；2、挖掘机样本数据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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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需结构再平衡，成本驱动挖机价格修复 

1.1. 疫情冲击已过，挖掘机市场量价齐升 

在春节和疫情冲击导致 1-2 月国内挖掘机需求骤降之后，国内挖掘机市场在 3 月份之后展露强劲的需求

韧性。1-2 月份国内主要企业挖掘机销量 19222 台，同比下滑 37%，其中国内市场销售 14667 台，同比

下滑 46.5%，出口销量 4555 台，同比增长 48.2%。3 月挖掘机销售则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 49408 台，同

比增长 11.6%。 

图 1: 3 月份挖掘机需求快速复苏（台，%）   图 2: 3 月份小松开机小时数环比大幅改善（个）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小松，东兴证券研究所 

随着下游复产复工顺利推进，挖掘机主机厂和零部件厂商重拾信心。根据小松公布的中国地区挖掘机开

机小时数，3 月份中国地区挖掘机开机小时数达到 114 个，环比 1-2 月份（分别为 59.1 个小时、32个

小时）大幅改善。 

4 月份以来多个品牌的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混凝土泵车、配件和维修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我

们认为，这一方面由疫情冲击带来的零部件成本上升驱动，另一方面也反应了需求旺季形势下的供需再

平衡。 

表 1：工程机械整机制造商近期涨价信息汇总 

企业  产品  发布时间  涨价幅度  

中联 混凝土泵车 4 月 2 日 全面上调 5%-10% 

三一 混凝土泵车 4 月 9 日 全面上调 5%-10% 

柳工 挖掘机 4 月上旬 平均提价 5% 

徐工 挖掘机 4 月 10 日 小挖上调 10%，中大挖上调 5% 

三一 挖掘机 4 月 11 日 小挖上调 10%，中大挖上调 5% 

柳工 
装载机 4 月 12 日 3T 装载机上调 3000 元/台；5T 装载机上调 5000 元/台；6T 及以

上装载机上调 10000 元/台； 

雷沃 挖掘机 4 月 13 日 小挖上调 10%，中大挖上调 5% 

柳工 起重机 4 月 13 日 所有汽车起重机产品价格上调 5%-10% 

临工 
挖掘机 4 月 14 日 10T 以下小型挖掘机价格上调 2 万元/台；10-30T 挖掘机价格上调

3 万元/台；30T 以上大型挖掘机价格上调 5 万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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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工 装载机 4 月 14 日 价格上调 0.5 万元/台 

徐工 
装载机 4 月 15 日 3-4T 机型上调 0.3 万；5T 机型上调 0.5 万；6T 机型上调 0.7 万；

7T 机型上调 1.2 万； 

山河智能 挖掘机 4 月 16 日 4 月 20 日起，小挖上调 8%，中大挖上调 10% 

山推 挖掘机 4 月 16 日 小挖上调 10%，中大挖上调 5% 

山推 
推土机 4 月 16 日 200马力以下液力型推土机价格上调 2万元，静液压型上调 3 万元；

200 马力以上液力型推土机上调 3 万元，静液压型上调 5 万元 

配件、服务费 4 月 15 日 千里马 供应链配件、维修服务费上调 10%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疫情有望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步伐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主要采购的外资品牌零部件包括液压件、底盘和发动机等。受疫情在海外扩散影响，

欧洲重卡底盘厂商相继停工或减产，同时底盘由三代向四代，欧五向欧六升级成本大幅提升。 

图 3: 近年来挖掘机价格总体承压  图 4: 挖掘机生产成本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CAM、东兴证券研究所 

发动机、液压系统作为核心零部件，占比达到 45%左右。事实上 2012 年以来，挖掘机行业整体价格呈下

降态势。除了吨位结构变化以外（主要是小挖和大挖占比提升，中挖份额萎缩），主机厂每年也有一定

的降价压力，并对部分零部件传导。在部分外资品牌零部件涨价驱动下，本次涨价有助于稳定主机厂和

零部件企业盈利能力，同时也带动主机厂对于关键零部件的国产替代步伐。 

图 5: 三一重工主力产品毛利率情况  图 6: 三一挖机分吨位占比及测算均价（%，万元）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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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部分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供货商品牌 

核心零部件  厂商  说明  

发动机 

康明斯 小松 、现代 、柳工 、老款三一 、龙工、玉柴、中联等均有配套，挖掘机用发动机基

本为进口。特点油耗低、噪音低、耐用，但维修成本高。 

五十铃 日立、大宇、斗山-、三一、徐工、厦工、 宜工 、徐挖 、山河智能、雷沃、JCB、凯斯、

住友等主机厂均有配套。价格相对便宜，易于维修，保养方便。 

三菱 神钢、老款加藤和三一新机型均有配套。功率大、油耗低、保养容易。 

卡特 卡特系列发动机只装备卡特彼勒品牌，特点烧油，耐用，马力足。 

洋马 配套小型挖掘机较多。 

斗山 只配套斗山品牌挖掘机。 

玉柴 少部分国产品牌采用。 

液压件 

川崎重工 油缸、泵阀、马达 

KYB 油缸、泵阀、马达 

不二越（NACHI） 泵阀、马达 

YUKEN 油缸、泵阀、马达 

博世力士乐 油缸、泵阀、马达 

伊顿 油缸、泵阀、马达 

派克汉尼汾 油缸、泵阀、马达 

萨澳丹佛斯 泵阀、马达 

阿托斯 泵阀 

恒立液压 油缸、泵阀、马达 

艾迪精密 泵阀、马达 

底盘 进口品牌主要为奔驰、沃尔沃、五十铃、斯堪尼亚等。国产品牌包括一汽解放、中国重汽等。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疫情冲击为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提供了难得的份额提升机遇，一方面海外疫情控制不力，很

大程度影响核心零部件的稳定供应。另一方面，在下游需求彰显韧性的形势下，短期冲击过后，国内主

机厂选择更多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不仅利于降本控费，更有助于维护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2. 见微知著：从二手挖掘机交易结构看未来需求韧性 

我们延续了二手挖掘机交易数据分析存量挖掘机结构的研究方法，本次提取的样本数量约为 4.8 万个。 

2.1. TOP7 外资挖机存量占比近 7 成，结构老化较为严重 

从样本统计结果来看，外资品牌仍在二手挖掘机交易中占据更多份额。小松、卡特彼勒、斗山、神钢、

日立、现代、沃尔沃、住友前 7 家外资品牌占样本二手挖掘机交易量的 67.11%。同时，外资品牌机龄老

化也最为严重，平均开机小时数大多在 8000-10000 个小时左右。 

我们前期报告得出结论，开机小时数在 10000-12000 小时区间，挖掘机在二手交易市场将快速丧失交易

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外资品牌的挖机有相当部分已进入更新淘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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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和徐工在本轮周期中销量领先，由于存量机型结构偏新，样本二手机平均开机小时数分别为 6775

个和 5595 个，与我们在 2019 年中提取的样本相比，三一和徐工的平均开机小时数上升了 1000 个左右，

但相比外资品牌，机型平均使用强度仍不高。 

这也就意味着挖掘机本轮周期中，自主品牌新机替代外资存量老旧机型是长期趋势。 

图 7: 二手挖掘机交易平台品牌占比（%）   图 8: 外资品牌机龄老化更为严重（个）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2011 年出产的挖机开始步入更新高峰，潜在更换量超 20 万台 

从样本挖机的开机小时数分布情况来看，开机小时数在 8001-10000 个区间的样本数量最多，占比达到

26.20%。开机小时数超过 10001 的挖机数量占比达到 24.76%，该部分挖机为更新替代需求的主力。 

我们把不同年份挖机开机小时数分布情况分别做出统计，可以明显看出 2011年前后分布情况有显著区

别。2011 年之前的年份，挖机机龄分布总体一致，8001-10000 个开机小时区间占比最高，且基本维持

在 35%左右的水平。显示超过全生命周期超过 10000 个小时的挖机在二手机市场快速淘汰。 

此外，2012 年及之后的挖机开机小时区间集中在 6001-8000 个小时，意味着 2012 年之后的挖机尚未进

入大规模更新淘汰阶段。 

图 9: 二手挖机开机小时数区间分布（个，%）  图 10: 不同年份二手挖机开机小时数区间分布（%）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观察 2011 年二手挖机的机龄分布，发现更多的二手机开机小时数集中在 8001-10000 个、以及

6001-8000 个之间，占比分别为 34.78%和 28.58%。，结构显著不同于前后年份。我们认为，这意味着目

前 2011年出产的挖机正在开始进入更新淘汰阶段，考虑到旧机更换是渐进的过程，2011 年出产的主力

机型的淘汰周期可能在 3 年左右。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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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手挖机的数量分布来看，与新机销量高度匹配。上轮周期 2009-2013 年出产的二手挖机占样本数量

的比重达到 61.45%。 

同时，我们观察到，二手机与新机之间存在一定转化率，上轮周期 2009 年-2013 年间，样本二手机占新

机比重在 3%-4.6%左右的区间，最高的 2011 年和 2012 年占比分别达到 4.49%和 4.59%。在该时间段前后

二手机占新机比重快速降低，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该时段之前出产的挖机多数已经更新淘汰，该时段之后

出产的挖机尚未大规模进入二手机市场。 

图 11: 二手挖机出产年份数量分布及占比（台，%）   图 12: 挖机新机销量与二手挖机交易量年度分布对比（台）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挖机主要品牌新机销量和二手机数量来看，外资品牌在上轮周期中新机销量和二手机存量较多。2016

年以来，三一、徐工新机销售快速崛起，由于机龄较新，尚未大规模进入二手机市场。 

图 13: 主要品牌挖掘机新机销售情况（台）  图 14: 主要品牌二手挖机年份分布（台）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测算了各年份出产的二手挖机开机小时数超过 12000 小时的比重，如下图所示。并按此测算 2001

年至今，挖掘机销量中超期服役机型的数量分布情况。 

按此推算，2001 年至今，开机小时数超过 12000 小时的超期服役机型总计超过 27 万台。即便考虑到过

旧机型完全淘汰（只考虑 2005 年以后出产的挖机），潜在超期服役设备存量也在 20 万台左右。 

从不同年份出产的二手挖机累计开机小时数来看，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累计开机小时数呈现线性递增。

我们测算了各年份二手机的年均开机小时数，从 2001 年至 2019 年，二手挖机年均开机小时数从 795 个

小时增长至 1195 个小时。我们认为这与二手机在使用和交易过程中的闲置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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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超期服役机型潜在置换区间（台）  图 16: 二手挖机按年份分布的累计平均开机小时数（个）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2.3. 较高的施工强度要求决定了二手挖机交易活跃 

平均作业小时数是衡量挖掘机械施工需求，判定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

协会的数据，大挖、中挖、小挖的盈亏平衡点分别为：2500-3000 小时/年、2000-2500 小时/年、1500

小时/年。当施工需求超过盈亏平衡点时，市场需求将显著增加。 

我们按照 2018 年挖机结构占比情况（小挖占比 58.17%、中挖占比 27.04%、大挖占比 14.79%）进行测算，

得出挖掘机行业平均盈亏平衡点在开机小时数 1888小时/年。 

2014 年以来，小松开机小时数在 1400 个/年-1600 个/年左右波动，均低于行业平均盈亏平衡点。我们

认为，挖掘机保有量持续提升，吨位小型化，存量挖机机龄老化，以及施工条件趋严等因素降低了行业

平均的施工强度。 

挖掘机作为生产资料，业主的核心诉求在于用其创造利润，需要在购置后维持较高的使用强度。由于不

同项目施工强度很难在长时间保持高强度，导致挖机向盈利性更强的业主流动，我们认为这也是挖掘机

的二手交易市场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 

图 17: 小松挖机年度开机小时数与盈亏平衡点测算  图 18: 样本二手挖机占当年销量比重（%）  

 

 

 

资料来源：CCMA，小松，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从样本数据分析了三一品牌二手挖机的吨位分布和均价情况。样本数据中，三一大挖、中挖、小挖

占比分别为 17%、35%、48%。吨位分布最大的前三大区间分别为 20-25T（32%）、6-10T（20%）、13-20T

（15%）。 

从机型来看，三一二手机中交易量最大的为 SY215C 型挖掘机，占比达到 12.7%，从 2008 年至今均有出

产，平均累计开机小时数达到 7858 个，交易均价约为 27.53 万元。交易量第二位的为 SY75C 挖掘机，

占比达到 11%，平均累计开机小时数为 6124 个，交易均价为 18.56 万元。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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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三一品牌二手挖机吨位分布（%）  图 20: 三一不同吨位二手挖机交易数量及均价（台，万元）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铁甲二手机，东兴证券研究所  

3. 未来五年存量挖机至少 70万辆亟待更换，需求具备坚实支撑 

在各种工况和施工环境中，挖掘机承担了 70%左右的土方工作量，因而采用土方作业量来衡量挖掘机的

总需求是比较合理的。但实际情况中，各行业的土方作业量很难准确的统计，投资规模也很难衡量实际

的土方需求量。 

图 21: 土方量为挖掘机保有量的核心指标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从近 10 年国内挖掘机销量与货币供应量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来看，挖掘机销量与固定资产投资，

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具备更强的相关性。由于工程机械下游多数与采矿、地产、基建、制造业等行业需求

相关，此类项目建设加速对于工程机械带动较为显著。 

从 2008 年至今的两轮周期观察来看，挖掘机波动与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总规模的相关性有所减弱，

与地产投资，尤其是地产新开工和施工面积仍保持高度相关性。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机械行业：二手挖掘机系列研究：为什么我们看好未来三年挖机高景气度  P11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图 22: 挖掘机销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具备明显相关性（%）   图 23: 挖机与地产新开工趋势匹配（台，万平米）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我们汇总了近年来的地产施工和开工面积情况，并以十年保有量测算挖掘机的现有存量情况。2019 年国

内地产施工+新开工面积总计 112.10 亿平米，十年保有量约为 145 万台（过去十年销量总和）。 

经计算可以得出存量挖机的台均对应地产施工+新开工面，过去十余年中持续下降，从 2010 年的台均面

积 9203 平米下降至 2019 年的 7749 平米。我们认为，施工条件趋严、地产工期缩短、保有量持续增加

等因素未来将持续，挖掘机台均施工强度长期来看将持续降低。 

我们假定未来三年地产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仍能保持 5%-6%的增长，台均对应施工+新开工面积分别为

7700 平米/台、7700 平米/台、7400 平米/台。按此测算，2020 年-2022 年挖掘机十年保有量将分别为

151.85 万台、159.15 万台、174.22 万台。 

图 24: 地产施工和新开工情况（万平米，%）  图 25: 挖机与地产新开工趋势匹配（台，万平米）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推算，2020 年-2022 年挖掘机新机销量分别为 25.11 万台、26.69 万台、28.14 万台，同比增速分

别为 6.5%、6.3%和 5.4%。在存量更新和地产、基建投资需求拉动下，挖掘机未来需求仍具备坚实支撑。 

我们按照 2008 年-2013 年的样本挖机机龄结构分析存量更换的潜在空间。目前 2008-2013 年出产的机型

中，按比例推算得出，开机小时数超过 12000 小时的预计有 10.69 万台，这也意味着 2020 年存量更新

需求至少可以支撑 10 万台以上的销量。 

如果我们假定挖机年均开机小时数在 1500 个左右，则未来五年 2008-2013 年出产的挖机将有 69.87 万

台开机小时数将超过 12000小时，意味着潜在更换需求在 2021-2025年约 70万台，年均更换需求约 13.97

万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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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挖掘机未来三年仍能稳定增长（台，%）   图 27: 上轮周期超期服役挖机更换空间测算（台）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 推荐标的：三一重工、恒立液压、艾迪精密 

4.1. 三一重工（600031）：供需两旺叠加份额提升，逆周期驱动景气度持续 

主力产品持续发力，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受益于投资拉动以及环保治理、更新需求、人工替代等因素

推动，公司挖掘机、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桩工机械等主力产品销量和市场份额持续提升。公司 2019

年挖掘机销量突破 6 万台，市占率超过 25%，挖掘机械收入规模 276.24 亿元，同比增长 43.52%。混凝

土机械实现收入 232 亿元，同比增长 36.76%。起重机械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 139.79 亿元，同比增长

49.55%。从盈利能力来看，公司销售毛利率达到 32.69%，净利率达到 15.19%，均为 2011 年以来的最好

水平。 

资产结构持续改善，经营质量提升明显。公司期间费用率降至 14.72%，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为上市

以来最低水平，降本控费效果明显。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上年的 126 天下降至 103 天，价值销售逾

期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132.65 亿元，同比增长 26.01%，再创历史新高。公司人均

创收从 2003年的 57.65万元增加至 2019年的 410.11万元，人均创利从 2003年的 8.97万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62.30 万元，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存量更新提升需求中枢，弱化行业周期属性。目前国内挖掘机十年保有量达到 167 万台，本轮周期呈现

形式与之前存在的部分差异在于，存量更新需求起到了提升行业需求中枢，弱化周期属性的效果。根据

我们分析，目前 2011 年出产的二手挖掘机平均开机小时数为 9012 个小时，按照目前单台挖掘机平均工

作强度 1000-1500 个小时/年计算，2011 年的二手挖掘机将在 2021 初左右达到理论淘汰值。也就是说，

当我们假定下游需求不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挖掘机存量更新的峰值将出现在 2021 年。 

逆周期调节助力量价齐升，国产替代有望加速。3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8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28 万亿元。其中，新增表外票据融资由负转正，企业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融资均出现大幅增长。我们

预期 3-6 月份工程机械行业旺季将得到持续，但受海外疫情扩散影响，出口业务短期会受到抑制。我们

期待后续国内逆周期政策持续出来，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等领域的投入加大，有望为工

程机械提供增量需求。我们预计 2020 年-2022 年挖掘机销量分别为 25.11 万台、26.61 万台、27.94 万

台，同比增速分别为 6.52%、6%、5%。我们认为本次疫情冲击为国产主机厂和核心零部件厂商提供难得

的机遇，国产替代空间有望加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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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20 年-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903.72亿元、1037.01

亿元、1173.40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8.44 亿元、170.70 亿元和 192.02 亿元；EPS 分别为 1.76 元、

2.02 元和 2.28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1X、9X 和 8X。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1、挖掘机行业销量不及预期；2、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3、下游需求大幅放缓。 

4.2. 恒立液压（601100）：油缸龙头地位稳固，液压泵阀国产替代加速 

挖机和非标油缸供销两旺，构筑宽阔护城河。2019 年中国挖机销售 23.56 万台，同比增长 15.87%再创

历史新高。公司当年公销售挖机专用油缸 48.49 万只，同比增长 16.29%。按此推算公司挖机油缸市占率

约 51.43%，龙头地位稳固。公司 2019 年非标油缸销售 16.58 万只，同比增长 18.14%。前期公司非标产

线仍被挖机油缸占据部分产能，我们认为，随着挖机油缸对于非标油缸产能挤占逐步减弱，公司非标油

缸产销有望得到释放。公司非标油缸主要包括起重系列油缸、盾构机油缸和高端海工海事油缸等，随着

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推进，公司挖机油缸和非标油缸供销两旺势头有望持续。 

泵阀份额持续提升，国产替代加速。公司小挖泵阀目前市占率超过 30%，中大挖泵阀份额持续增长，已

经大批量配套数十个机型，6-50T 级回转马达也通过了装机验证，开始批量配套使用。2019 年铸造分公

司铸件销量 3.75 万吨，同比增长 20.19%。随着铸造二期的全部投产，公司目前铸件产能超过 5.5 万

吨，除满足内部需求外，还将探索风电、高铁等行业市场。 

盈利能力持续攀升，疫情冲击有限。随着近年来挖机需求的提升，以及公司泵阀国产替代加速，公司近

年来产能利用率持续保持高位，盈利能力不断攀升。2019 年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达到 37.77%和

23.98%，均为历史最高水平。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国内挖机销售 68630 台，同比下降 8.22%。

但公司一季度收到冲击较为有限，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提升至 37.87%和 25.41%。 

液压系统发展空间巨大。液压系统是挖掘机的核心零部件，成本占比达到 30%，挖机液压系统前装和后

装市场空间合计预计在 300 亿元左右。按照每生产一台液压挖掘机需要 4 条液压油缸，2 台行走马达、1

台回转马达、1 台液压主泵，1 套液压阀来测算。公司目前在前装市场中，液压油缸市占率超过 50%，液

压泵和液压阀市占率在 20%-30%之间，马达市占率仍处于低位，随着验证和供货持续推进，公司在液压

件市场仍有长足发展空间。 

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20年-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64.71亿元、75.11亿元、84.58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6.02 亿元、19.69 亿元和 22.27 亿元；EPS 分别为 1.82元、2.23 元和 2.52

元，对应 PE 分别为 39.05X、31.76X 和 28.08X，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1、挖掘机行业销量不及预期；2、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3、下游需求大幅放缓。 

4.3. 艾迪精密（603638）：疫情冲击有限，液压件国产替代加速 

疫情短期冲击有限，公司成长属性凸显。Q1 国内挖掘机销售 68630 台，同比下降 8.22%。3 月份以来挖

掘机市场量价齐升，迅速回暖。公司一季度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分别增长 79.21%和 48.51%，显示下游

需求较为旺盛。4 月份以来挖掘机迎来涨价潮，我们认为在主机厂控制成本和海外疫情扩散的压力下，

公司液压件业务有望迎来加速发展。公司液压马达和主泵产品已经同三一重工、徐工机械等客户批量供

应，已经在山东临工等客户小批量试产，同时与卡特彼勒、斗山、中联重科等客户展开合作意向洽谈。 

破碎锤业务弱化公司周期属性。公司 2019 年破碎锤业务收入 10.19 亿元，同比增长 54.62%，业务占比

达到 70.64%。破碎锤作为工程机械属具，与挖掘机保有量相关性较大。2019 年底国内挖掘机十年保有

量为 165.7 万台，持续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提升。同时受益于下游对于安全环保要求提升，以及人工成

本的快速增长，破碎锤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目前国内挖掘机配锤率为 20%-25%，远低于成熟市场 30%-40%

的水平。受益于此，破碎锤行业的周期属性相对于其他工程机械品种更弱。 

液压件业务盈利能力有望持续修复。公司目前液压件业务涵盖的液压泵、行走马达、回转马达和多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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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阀等，为高压、大流量液压件产品。公司 2018 年后在前装市场发力，客户持续开拓持续推进，液压

件国产化进程明显加快。公司 2 月份表示拟以自有资金 1.2 亿元购买 407 亩土地使用权，为公司储备项

目及高端液压件生产转化提供必要场地。受益于下游需求旺盛和产能提升，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液压

件业务有望加速发展。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公司液压件业务也有望在 2019 年 31%的毛利率基础上继

续提升。 

定增项目助力远期发展，产能瓶颈得以缓解。公司近年来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基本保持在 90%

以上，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公司 2019 年破碎锤产量为 2.71 万台，液压主泵和马达生产量为 5.69 万

台。公司募投项目达产后将每年新增 80,000 台液压马达、20,000 台液压破碎锤及 50,000 台液压主泵的

产能，产能瓶颈将得到极大缓解。按照每生产一台液压挖掘机需要 2 台行走马达、1 台回转马达、1 台

液压主泵以及液压破碎锤配锤率 30%计算,公司在破碎锤和液压件领域具备足够的发展空间。 

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20年-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0.13亿元、27.08亿元、36.09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11 亿元、6.92 亿元和 9.12 亿元；EPS 分别为 1.23 元、1.67 元和 2.21 元，

对应 PE 分别为 34X、25X 和 19X，维持“强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1、公司前装市场推广不及预期；2、下游需求大幅放缓。 

5. 风险提示 

1、工程机械需求不及预期；2、挖掘机样本数据失真。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机械行业：二手挖掘机系列研究：为什么我们看好未来三年挖机高景气度  P15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公司 三一重工（600031）：核心产品带动业绩坚挺，工程机械需求韧性十足 2020-1-20 

行业 1 月挖掘机数据点评：多重因素扰动短期销量，后续关注逆周期调节政策加码 2020-2-19 

行业 2月挖掘机数据点评：疫情消散黎明将至，全年销量保持乐观 2020-3-11 

行业 后疫情时代系列报告之一：全球经济刺激开启，工程机械需求加速释放 2020-3-26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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