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请务必仔细阅读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政策技术双轮驱动，消防报警行业腾飞在即 

消防报警行业专题报告 

  

行业专题报告 | 专用设备 

证券研究报告 

2020 年 11 月 27 日 

 

行业评级 超配 

 前次评级     超配 

评级变动 维持 
 

近一年行业走势 

 

  

相对表现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专用设备 4.33 3.58 45.38 

沪深 300 4.69 3.98 26.94 
 
  

分析师 

 雒雅梅  S0800518080002 

  

 luoyamei@research.xbmail.com.cn   

联系人 

 张骥   

  

 zhangji@research.xbmail.com.cn 

 
   

相关研究 

专用设备：机制砂供给侧改革，破碎筛分设备

迎来黄金时代—机制砂破碎筛分设备行业专

题  2020-09-16 

 

   

 

-9%

-1%

7%

15%

23%

31%

39%

47%

2019-11 2020-03 2020-07

专用设备 沪深300

Tabl e_Title 

●    核心结论 
Tab le_Summary 

 
摘要内容 

政策驱动+技术赋能，民用消防报警市场增长稳健。传统的民用消防自动

报警业务总市场规模在270亿元左右，受相关政策驱动，民用市场消防报

警设备渗透率在持续提升。在“智慧消防”的大力推广下，具备物联网属

性的新型智慧消防报警器将大范围替代传统烟感报警器，有望为行业带来

新一轮的产品换代。 

“大行业，小企业”，竞争格局有较大优化空间。目前国内消防报警市

场CR3不到20%，对标美国市场以及国内安防市场，行业集中度有较大提升

空间。随着“智慧消防”的推广以及认证标准的市场化，头部企业有望拉

大与小企业的差距，从而提高市场份额。 

工业市场国产化进行时，智能疏散新增数百亿市场。相较于民用市场，

工业市场应用领域更为细分，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壁垒和更高的利润空间。

随着具备较强实力的民用消防企业向工业领域的进军，行业有望迎来国产

替代。智能疏散是行业的新增市场，强制政策规定智能疏散系统需与消防

报警器联动，传统与应急灯市场有望被智能疏散系统取代，为报警器行业

带来了数百亿的增量市场。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消防报警全产业龙头：青鸟消防（002960.SZ）。 

风险提示：政策推广不达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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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统消防报警市场稳步增长，竞争格局优化进行中 

传统的民用消防自动报警业务是行业的存量市场，目前总市场规模在 270 亿元左右。受益

于相关强制性政策的出台以及我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消防自动报警器市场持续扩大，

产品的存量更新替代市场稳定。竞争格局方面，受政策以及技术的驱动，头部企业将逐步

拉开和小企业的差距，“大行业，小企业”的竞争格局有望被打破。 

 1.1 政策驱动+技术赋能，民用消防报警市场增长稳健 

政策推动下，民用消防报警市场渗透率稳步提高。由于火灾极大程度地威胁着我国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政府针对民用、商用楼宇的消防装配出台了多轮相应的强制性政策，极大

地促进了社会对消防产品尤其是消防报警产品的需求提升。2013 年住建部出台《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对消防报警产品安装的设备数量、位置以及规范做了详细的规定。

2014 年住建部颁发的《火灾探测报警器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规定火灾探测报警器寿

命不超过 12 年，保证了行业的存量更新换代需求。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国内消防报警

行业市场规模在 270 亿元左右，每年以 5%-10%的速率稳定增长。 

图 1：目前我国消防报警市场规模约在 270 亿元左右（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表 1：多项政策推动消防报警产品需求提升 

时间 部门 文件 核心内容 

2013 住建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控制器对应的探测器数量、探测器安装位置 

2013 公安部等 《关于在全规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整顿行业秩序 

2014 住建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100 米以上高层建筑强制安装报警装置 

2014 公安部、住建部等 《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文物建筑消防安全工作

的指导意见》 

强化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2014 住建部 《火灾探测报警器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 火灾探测报警器使用不得超过 12 年 

2015 公安部 《关于积极推动发挥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火灾防控作

用的指导意见》 

鼓励家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报警器的推广 

2017 公安部等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鼓励推广电气火灾监控装置 

2018 住建部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强制要求每栋住宅楼安装智能疏散应急照明系统 

2019 多省市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新增大量城市消防站，配备相应消防装备 

资料来源：相关政府部门网站，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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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赋能，消防物联网有望成为新增长点。消防报警器具备天然的物联网属性，因

此近年来政府和业内各企业均在推进物联网技术在消防报警中的应用，加快从传统消防到

“智慧消防”的转变。2017 年 10 月，公安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智慧消防”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全面促进

“智慧消防”的建设。需求层面，物联网技术的加持也解决了传统报警器的痛点：（1）移

动端远程实时监控，解决人不在场不能及时接收到火灾信息的问题；（2）低功耗、广连接

的 NB-IOT 属性扩大控制器覆盖范围，降低布线成本；（3）在界面维度实现消防安防一体

化。我们认为，在“智慧消防”的大力推广下，具备物联网属性的新型智慧消防报警器将

大范围替代传统烟感报警器，有望为行业带来新一轮的产品换代。 

图 2：NB-IOT 解决传统消防行业痛点  图 3：消防报警企业正在推进物联网应用 

 

 

 

资料来源：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青鸟消防官网，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1.2 “大行业，小企业”，行业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内 CR3 不到 20%。目前国内消防报警行业竞争格局比较分散，青鸟消防、海湾安全等

一线品牌收入均在 20 亿元左右，其它二三线品牌收入大多在 10 亿元以下。以 270 亿元

的行业市场规模测算，2019 年青鸟消防、海湾安全、三江电子的市占率分别为 8.35%、

7.72%、3.44%。 

图 4：青鸟消防和海湾安全为两大行业龙头（亿元）  图 5：行业竞争格局仍较为分散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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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美国市场来看，Carrier（UTC 相关业务独立品牌）、Tyco 在美国的相关业务收入均在

30 亿美元左右，霍尼韦尔收入在 15 亿美元左右。根据 Grand View Research，美国消防

报警市场规模在 200 亿美元左右，则三家公司对应的市场规模在 15%、15%、7.5%。另

一方面，对标国内安防市场来看，行业集中度较高，已出现绝对龙头企业海康威视和大华

股份 2019 年市占率分别为 36.4%和 15.5%。因此，我们认为消防报警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 6：美国消防报警行业集中度更高  图 7：国内安防领域集中度较高 

 

 

 

资料来源：Bloomberg，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智慧消防+安防消防一体化是长期趋势，龙头企业市占率有望持续提高。从技术发展角度

看，未来消防报警器有两大趋势：（1）智慧消防：消防报警器具有物联网的天然属性，未

来 NB-IOT 技术有望深度绑定消防报警行业，并在各应用领域加快推广；（2）安防消防一

体化：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推广，消防产品将兼具部分安防功能，青鸟消防等公司已在界面

维度向安防领域渗透。从政策角度看，2019 年《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颁布后，

消防产品准入限制放宽，各项认证证书成为衡量产品质量的标准。包括美国 UL、欧洲 EN

等国际认证证书成为各品牌打入各类应用市场的必需项。我们认为，具备更高技术以及资

金优势的企业有望获得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蜕变为行业龙头。 

图 8：各消防报警企业认证标准获取数量对比  图 9：一线企业市占率加快提升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三江电子招股书，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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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民用市场，工业市场应用领域更为细分，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壁垒和更高的利润空间。

随着具备较强实力的民用消防企业向工业领域的进军，行业有望迎来国产替代。智能疏散

是行业的新增市场，强制政策规定智能疏散系统需与消防报警器联动，传统与应急灯市场

有望被智能疏散系统取代，为报警器行业带来了数百亿的增量市场。 

 2.1 工业市场利润更高，或将迎来国产替代 

工业消防报警器市场规模在 120-150 亿元。相比于民用和商用市场，工业市场更为细分，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石油、化工、冶金、燃气、制药和轨交等。相关的产品类型包括工业气

体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感温电缆和红外图像监测等。根据我们的调研，工业报警市场约

为民用的一半，目前的市场规模约为 120-150 亿元。 

图 10：工业消防报警器市场较为细分 

 

资料来源：翼捷股份招股书，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工业消防毛利率在 50%-70%之间。工业消防报警器主要应用在石油、化工、冶金等火灾

风险更高、火灾伤害更大的行业，因此对于产品的敏感度要求远高于民用消防报警器，这

也决定了工业消防报警器享受更高的价格和利润。一个家用独立式烟感报警器价格通常在

20-200 元不等（带物联网属性的报警器价格在 100 元以上，普通报警器 50 元以下），而

一台专业的工业气体传感器价格在上千元。工业消防报警器毛利率在 50%-70%之间，远

高于民用报警器 4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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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工业报警器毛利率远高于民用报警器 

 

资料来源：Wind，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工业消防领域海外品牌实力较强，国产替代正在进行中。工业消防产品对产品参数、敏感

性以及稳定性要求远高于民用产品，起步更早、技术实力更强的海外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

了优势地位。目前，在国内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外资品牌有梅思安（美国）和霍尼韦尔（美

国），两家企业均为跨国综合型消防产品企业，产品覆盖范围齐全、技术实力强，全球收

入规模均在 10 亿美元以上。国内企业，如汉威科技、翼捷股份等，相关业务收入规模均

在 5 亿元以下，尚未出现龙头企业。 

表 2：工业消防领域主要企业（亿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H1 

翼捷股份 1.39 1.71 2.05 0.87 

万讯自控 2.28 2.62 3.36 1.16 

汉威科技  3.93 4.45 5.33 3.3 

诺安环境  0.37 0.54 0.71 0.31 

梅思安 25.81 28.89 32.28 16.71 

资料来源：翼捷股份招股书，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注：收入数据均为各公司消防报警器相关业务收入 

 

 2.2 强制政策驱动，智能应急疏散行业风口已至 

应急照明系统强制智能化，消防报警企业受益。2019 年正式实施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规范》对应急疏散中的相关设备技术规格等进行了规定。规定要求“应选

择具有能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干接点信号或 DC24V 信号接口的产品”，

并对通信协议和联动控制器做出了强制性要求。2020 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消

防应急照明需成为一个独立品类。我们认为，相比于传统的照明灯具厂商，以青鸟消防为

代表的消防报警企业在智能应急疏散系统的搭建上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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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智能疏散系统相比传统应急照明灯优势明显 

 传统应急照明灯 智能应急疏散系统 

形态 

 

 

持续照明 常亮，火灾时转换为蓄电池发电 消防状态启动点亮 

集中控制 无 远程操控 

疏散通道 常亮于疏散通道 择优选择疏散通道 

语音提示 无 照明处语音播报 

故障检测 人工 自动监测，远程通知故障 

资料来源：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智能疏散将为消防报警行业带来数百亿增量市场。智能应急疏散系统对于传统消防照明的

强制性替代驱动了市场从照明灯具厂商（以欧普照明为代表的）向消防报警企业（以青鸟

消防为代表）的迁移。根据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检中心副主任丁宏军的说法，智能疏散是

一个三倍于消防报警行业的市场。各消防报警企业也纷纷开始布局智能疏散领域。以青鸟

消防为例，根据我们的调研，2020 年 Q1-3 公司智能疏散领域实现收入 1.1 亿元，同比增

长 175%。 

图 12：青鸟消防智能疏散业务增长迅速（百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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