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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工 

无人装备：未来作战装备首选，无人装备大有可为 
1、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无人装备是未来作战装备首选之一。
2020 年 7 月 23 日习主席在空军航空大学视察时表示：“现在各类无人机系
统大量出现，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要加强无人作战研究，加强
无人机专业建设，加强实战化教育训练，加快培养无人机运用和指挥人才” 。 
 
无人作战系统具备：有效降低伤亡大，实现精确侦察、打击、补给，配置灵
活，大幅提升作战效能等诸多优势，并在多次局部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比
如无人机、水下无人潜器和水面无人艇均协助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完成重要
任务。我们认为随着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人类战争正向信息化战争形态
转变，无人化将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2、美国重视无人装备发展，我国潜在发展空间巨大。2014 年 10 月，美国
智库“战略与预算中心”在其《迈向新的“抵消战略”》的报告中，把无人
作战系统技术视为未来美军五大技术支柱的核心。据美国巴德学院无人机研
究中心报告，2019 年美军无人机采购预算 93.9 亿美元，较历史年度近一倍
增长。我国无人装备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在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察打一
体无人机等 9 种无人机，及 HSU001 无人潜航器首次亮相。我们认为，无人
装备是我军掌控未来战争主动权的有力保障，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未来我军
将加大对无人装备的研发、采购投入，无人装备市场需求有望加速释放。 
 
3、投资角度，无人装备作为新兴装备类型，未来成长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在军用领域：无人装备作为“消耗”品，具有强“易耗”属性，
随着在战争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需求空间将放大。二是在民用领域：未
来无人设备在测绘、巡检、勘探、气象、物流、环境监测、灾后救援、水下
打捞等诸多方面均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打开产业成长空间。 
 
军用无人机领域：军用无人机在国内军用、海外军贸、民用拓展三个维度可
以得到长足发展。我们预计，随着我国机械化、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以
及新式无人机技术的提升，我国无人机订单将加速落地。无人机装备领域重
点推荐，航天彩虹：背靠航天科技，作为我国军用无人机龙头，产品谱系齐
全，是我国首家实现无人机批量出口且出口量最大的单位。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97、6.07、8.24 亿元，对应 PE 为
55X/36X/27X，维持“买入”评级。 
 
军用水下无人潜器领域：面对“水下国门洞开”的现实安全威胁，加强水下
防御能力建设，解决水下攻防短板弱项，已成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
求。我们认为在驶向深蓝战略下，加强水下攻防能力、水下无人装备建设将
更加紧迫。无人潜器领域重点推荐，中国海防：我国水下攻防体系建设主力
军，是我国海军通信声呐装备的唯一供应商，水下武器系统专项设备的核心
供应商，我国水下探测与对抗领域的龙头单位，将充分受益于海军装备、海
底监听网、水下无人装备等海洋防御体系的大规模建设。我们预计
2020~2021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7、8.8 亿元，对应 PE 为 37X/32X，维
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无人装备订单规模不及预期；2）无人技术落地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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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764 中国海防 买入 0.91 1.08 1.24 1.49 44.04 37.11 32.32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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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人装备：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未来作战装备首选 

我们在此前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一轮军工大行情背后有深层次的产业逻辑，即预计“十

四五”武器装备将进行放量建设，或者说是“备战能力建设”。正如习主席所言，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这是最大的产业逻辑。 

 

未来“十四五”装备采购重点方向是重要的军工投资方向，我们觉得可以从“消耗型装

备”和“未来作战装备”两个维度进行筛选。“消耗型装备”选择逻辑是实战化训练强度

加大以及作战战备导致武器装备的需求增加；“未来作战装备”则是顺应新军事变革下对

武器装备赛道的选择。 

 

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是未来作战装备的首选之一。据新华社 7 月 23 日报

道，习主席在空军航空大学察看无人机操控教学设施，了解无人机操控员培养情况时表

示：“现在各类无人机系统大量出现，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要加强无人作

战研究，加强无人机专业建设，加强实战化教育训练，加快培养无人机运用和指挥人才。” 

图表 1：习主席在空军航空大学察看无人机操控教学设施  图表 2：习主席在空军航空大学察看无人机操控教学设施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1.1 战争无人化是未来战争重要形式 

无人装备是指无人驾驶的、完全按遥控操作或者按预编程序自主运作的、携带进攻性或

防御性武器遂行作战任务的一类武器平台。主要包括无人机（UAS）、无人地面车（UGV）、

水下无人潜器（UUV）、水面无人艇（USV）等。 

图表 3：主要无人装备分类及代表型号 

无人装备种类 代表型号 图示 

无人机 
MQ-1“捕食者”（美）、MQ-9“收割者”（美）、RQ-4“全球鹰（美）、RQ-3“暗

星”（美）、X-47B 无人战斗机（美）、彩虹 5（中）、翼龙Ⅱ（中）、“鹞鹰”（中）。 

 

无人地面车 
“天王星-9”（俄）、泰坦地面无人车（美）、黑骑士（美）、“幻影”无人地面车

辆（乌克兰）、守护者（以色列）、任务大师（加拿大）。 

 

水下无人潜器 
“蛇头”大型水下无人潜航器（美）、金枪鱼-9（美）、海马 AUV（美）、曼塔 AUV

（美）、HSU001 无人潜航器（中） 、云洲 M80B 海底探测无人艇（中）。 

 

水面无人艇 
海上猫头鹰（美）、斯巴达侦察兵（美） “UMV-H”号无人艇（日）、海上猎人号

无人艇（美）、天象一号（中）、保护者（以色列）、海星（以色列）。 

 

资料来源：CNKI，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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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人类战争正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战争无人化成为重要

的发展趋势之一。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在局部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

力和光明的应用前景，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无人装备在多次现代

战争中已有很多成功案例。各种无人作战装备在局部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比如无人机、

水下无人潜器和水面无人艇均协助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完成重要任务。我们认为，无人

装备在未来战争中将会显示出更加巨大的发展潜力。 

图表 4：无人装备在现代战争中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装备种类 战争 时间 作用 

无人机 

海湾战争 1991 多国使用 ACM-141A 无人机，在空中撒箔条形成大范围干扰幕，使伊军地面警戒雷达失效 

阿富汗战争 2001 
美国将捕食者无人机改装成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 MQ-1B，可挂载 2 枚海尔法导弹，成功

摧毁一辆塔利班坦克并击毙本拉登助手阿提夫 

伊拉克战争 2003 
美军调集 10 余种无人机参战，其中全球鹰在巴格达上空执行数次作战任务， 搜集图像 3700 

多幅；捕食者无人机打击防空高射炮，与米格-25 战斗机空中格斗，执行部分空战任务 

无人地面车 俄叙战争 2019 俄罗斯军队的“天王星”9 无人战车已经部署到叙利亚战场上进行实战运用试验 

水下无人潜器 

伊拉克战争 2003 美国研制的 REMUS 无人潜航器成功地执行了反水雷任务 

- 2017 
阿根廷海军“圣胡安”号潜艇失联，美海军水下无人潜航器“蓝鳍金枪鱼（Bluefin）12D”

和“艾弗（Iver） 580”参与搜救，均装有侧扫声呐，可对大范围海床区域进行成像扫描 

水面无人艇 

越南战争 - 美国将一型 V-8 汽油机驱动的 7 米玻璃钢小艇改装为遥控扫雷艇，用于越南境内扫雷作业 

SHAREM 119

演习 
1997 美国研制的 RMOP 艇在“SHAREM 119”演习中进行长达 12 天的猎雷行动 

伊拉克战争 2003 
美军“斯巴达侦察兵”无人水面艇在阿拉伯湾地区参与执行“持久自由行动”和“伊拉克自

由行动”等任务 

资料来源：CNKI，新浪军事，国盛证券研究所 

军用无人装备具有伤亡率低、成本低、配置灵活等诸多优势。无人装备可以①无人员伤

亡；②设计以任务为中心；③成本低廉；④高隐蔽性等诸多方面。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可

以灵活配置，在陆、海、空、天等各领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技术进步下战争形式

变革的必然趋势。经过多次实战考验，无人装备已不限于侦查、监视等传统模式，在军

事打击、信息对抗、预警等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认为，无人装备在侦查、

火力和保障三个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关键要素方面，均具备非常大的潜力。未来在智能化

远程攻击武器为主导的非接触战争中，无人装备成为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装

备，也必将成为国家军事博弈的重要力量。 

图表 5：无人装备具备诸多优势 

优势 具体内容 

无人员伤亡 

不存在人员伤亡或被俘的危险，是确保战斗人员伤亡降到最低程度的有效途径。随着各类高技术武器装备、尤其

是先进的防御性武器（如防空导弹、地（水）雷等）迅速发展，执行最富有风险性的作战任务（如压制敌防空和

突防攻击、通过稠密布雷区的反潜战或反雷战、坦克战与反坦克战等）无人装备具备十足优势。 

设计以任务为中心 

无人作战平台在设计时无需考虑人的因素及其相关的设备（如座舱或舱室、生命保障和环境控制设备等），可以

大胆采用不受人的体力或心理因素限制的技术，他将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把平台设计得结构更简单、重量更轻、尺

寸更小、阻力更低和效率更高；推进系统和其他各分系统可以放置在最有利于发挥它们工作效能的地方。 

成本低廉 

无人作战平台省去了与人有关的许多系统和设备，结构简单，小而轻，必然导致成本低廉。以无人作战飞机为例，

单价在 300-2000 万美元之间，而当代战斗机的单价都在 3000-5000 万美元之，下一代战斗机的单价有的高达近

亿美元。此外，无人装备可以节省大量人员培训费、维护费等。 

高隐蔽性 

即便是非隐身设计的无人作战平台，由于尺寸小，且不受座舱、人体和生命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基外形和横截面

的设计也会产生有利于隐身的效果。例如，无人潜水器或无人战车可以设计成外形更扁，横截面更窄或呈流线型；

无人作战飞机有的采用无尾设计，既减轻重量和减少阻力，又降低雷达反射截面。  

资料来源：CNKI，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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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比美军无人装备，我军无人装备仍处于发展初期 

美国无人装备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当前各军种无人装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军用无

人机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初期，发展早期由于受到动力、控制、导航和通信

等相关技术的制约，以及对无人机应用前景缺乏全面的认知，无人机的发展一直比较缓

慢，应用极其有限。在 20 世纪后期，随着在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无人机逐步从有人驾驶飞机的衍生品发展为重要的国防航空装备。美国作为航空工业基

础和技术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其无人机的研发、应用、装备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图表 6：美国主要无人装备梳理 

装备类型 重要装备型号 

无人机 MQ-8B“火力侦察兵”、RQ-7“影子”、RQ-4A“全球鹰”、RQ-21A“扫描鹰”、“乌鸦”、“蜂鸟” 

无人水面艇 猫头鹰、斯巴达人、远程猎雷系统、反水雷无人艇、海狐等 

无人潜航器 远程环境测量系统、水文勘测潜航器、“刀鱼”反水雷潜航器、战场预置式自主潜航器、大排水量无人潜航器等 

无人地面车 “角斗士”无人地面车、“龙信使”机动地面传感器系统、博姆博特Ｍｋ４Ｍｏｄ０ 型爆炸物处 理机器人 

资料来源：CNKI，国盛证券研究所 

2014 年 10 月，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中心”在其《迈向新的“抵消战略”》的报告中，

把无人作战系统技术视为未来美军五大技术支柱的核心。据美国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

心报告，2019 年美军希望购买 3447 架无人机，采购预算总金额 93.9 亿美元，远高于历

史每年 40-60 亿美金规模。 

图表 7：美国“捕食者 B”军用无人机  图表 8：中国海军在南海捕获美海军无人潜海器 

 

 

 
资料来源：环球军事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凤凰军事，国盛证券研究所 

以无人机为例，21 世纪以来，美国在政策规划、产业投资、作战方法等维度全方位提

升了无人机的战略地位。回顾美国军队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军装备中无人机比重在

有规划性的提升，对比我军发展同样具有较强的参考性。作为应用最成熟的无人装备,

根据 Unmanned Systems Integrated Roadmap 数据，2014-2018 年美国在无人装备上

共投入 238.83 亿美元，其中无人机投入 216.99 亿美元，占比达 90.86%。 

图表 9：通过信息梳理，我们发现美军无人机装备数量在逐步提升 

时间 美国军用无人机发展具体事件 

2000 年 
美国国防部发布《2002-2007 年无人机规划纲要》，指出军队在作战和训练中要广泛使用无人机系统，并强调美军必须

在 2010 年前仔细考虑，如何使用无人作战飞机对敌方防空系统进行电子打击和压制。 

2003 年 
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在伊部署 10 多种无人机系统，包括 90 架无人机，相较于阿富汗战争中仅有全球鹰、捕食者、指

针三种机型，其机型增加了 3 倍多。 

2004 年 五角大楼预计，到 2015 年美军 10%作战飞机将无人化；此外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飞机中大约有 40%以上将是无人机。 

2012 年 
从小型的人员便携式飞翼式飞机到大型的战斗机，2012 年无人机在美军空中力量中所占的比重为 31%。而在 2005 年，

这一数字仅为 5%。国防部在无人机方面的投资从 2000 财年的 2.84 亿美元增长到 33 亿美元。 

2018 年 
美空军《2016—2036 年小型无人机系统飞行规划》提出了多种蜂群作战构想，规划在 2035 年形成蜂群作战能力；美陆

军新版《机器人及自主系统战略》提出在 2030 年实现无人机系统蜂群作战。 
资料来源：CNKI，新浪军事，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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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30 日，美国防部发布《2017－2042 财年无人系统综合路线图》，作为美国

第五版《无人系统综合线路图》，反映出美军无人装备发展正进入高效提升整个谱系能力、

全面推进概念技术融合、逐步推动装备更新拓展的“三管齐下”的新时期。据美国无人

作战系统发展路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军用无人机、军用无人地面车辆，军用水下潜器等

装备在一体化打击、多兵种协同作战、无人运输等方向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图表 10：无人作战系统发展路线图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国盛证券研究所 

美国持续加大无人装备投入，其中空军、海军装备研发与采购投入占比最大。据美国国

防部数据，2017 年美军加大在无人系统方面的支出，全年预算达到 42.45 亿美金。按部

门看，其中空军和海军占总支出比例较大，空军（15.2 亿美金，占比 35.7%），海军（16.6

亿美金，占比 39.1%）。按用途看，装备的研发与采购占绝大部分，合计 40.44 亿美金，

占比 95.27%。据美国无人系统综合路线报告，我们判断未来美国未来会持续加大无人

装备支出，并着力发展具备颠覆战场能力的技术，例如超音速无人装备、作战无人机等。 

图表 11：2017 美国国防部无人系统支出预算（百万美金） 

部门 采购 研发与测试 军事建设 总计 

空军 955 532 31 1518 

海军 821 725 113 1659 

陆军 232 212 52 496 

特种作战司令部 32 45 5 82 

国防部高级研究所 - 292 - 292 

导弹防御局 - 105 - 105 

国防部办公室 - 93 - 93 

总计 2040 2004 201 4245 

资料来源：Unmanned Systems Integrated Roadmap 2018，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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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军无人装备相比，我国无人装备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无人装备研发应用主要集中在

无人机，据全球无人机网数据，当前我国无人机应用水平落后美国近 20 年。根据《美

国军用无人机发展的历史透析》，我国应借鉴美国军用无人机发展的成功经验，将无人机

研发装备纳入整个训练与作战计划之中。在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装备展示中无人作

战模块有 3 个方队，展示了 9 种无人机（含无人侦察机、察打一体无人机等多型号无人

机）和 1 款 HSU001 无人潜航器，而且全都是首次亮相国厌阅兵式。但是与美军无人装

备相比，我国无人装备发展潜力巨大。 

图表 12：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展示的军用无人装备系列 

名称 图片 简介 

无侦-8 无人侦察机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具极佳的隐形设计，可对敌防护严密的战略、

战役目标实施有效突防，利用配装的多种侦察任务设备获取高分辨率

目标图像。 

攻击-2 察打一体无人机 

 

我国自行研制的一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首款装配涡

轮螺旋桨发动机的无人机，能挂载多种制导武器和自由落体炸弹，可

执行侦察、监视和对地打击等任务。 

攻击-11 无人机验证机 

 

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采用涡扇发动机和隐身

设计，无尾飞翼布局，可外挂多种空地导弹，具备隐身性能好、续航

时间长、攻击精度高等特点，可进行战场侦察、搜索识别、精确打击，

能够全天候遂行侦察打击任务。 

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 

 

侦察干扰无人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无人机平台，是未来联合作

战夺取制信息权的重要力量。 

“飞鸿”某新型无人机 

 

“飞鸿”某新型无人机是我军现役战役战术信息支援体系中的一型重

要装备，具有战场侦察、目标定位、火炮校射、火力引导等功能，成

为信息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器。 

HSU001 无人潜航器 

 

我国海军智能化平台，集战场环境侦察、敌情监视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是未来无人作战的典型装备。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国庆阅兵仪式上大量新式无人装备的亮相，表明了我军越来越重视无人装备在未来战争

中的作用，并将进一步加大对无人装备的武器研发、作战演习的投入。未来战场上，大

量智能化无人装备的使用，将使传统的作战观念得到完全改观，作战目标将不再是歼灭

敌方有生力量，而是瘫痪敌方作战体系。目前我国多型号先进无人机相继定型落地，未

来我军或将进一步加大无人机采购和装备数量。 

 

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中国大力发展无人装备，将保障我军掌控未来战争的主动权，长远

看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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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无人装备成长逻辑：消耗属性强，军民共用潜力巨大 

我们认为，无人装备作为新兴装备类型，未来成长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军用领域，无人装备在战争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消耗属性强，需求空间大。

无人装备作为“消耗”品，具有“易耗”属性。由于无人装备损毁不会带来人员伤亡，

且直接损失相较于有人作战平台要小很多；此外，现代战争导弹、雷达等攻击性武器及

作战辅助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先进，大大增大了装备被击毁的风险。以无人机为例，作为

“作战工具”是一种典型的消耗品，近年来，在战场上无人机被击落或损毁的报道不断。 

图表 13：近年来，在战场上无人机被击落或损毁的报道不断 

报道来源 具体事项 

《美国陆军无人机系统编配现状

和发展趋势》研究 
2014-2015 年美国共采购装备了约 1000 套“美洲狮”无人机系统，由于实战损失仅剩下约 600 套。 

百度百家“冷锋点兵” 
在 2019 年进行不完全统计，近两年美军在中东地区共损失了 10 架无人机，1 架全球鹰无人机，4

架 MQ-9“死神”无人机，及 5 架 MQ-1“捕食者”及改进型被击落或坠毁。 

《防务世界》网站报道 
2020 年上半年利比亚内战双方共损失了 25 架无人机，其中包括 17 架土耳其 Bayraktar TB2 和 8 架

中国“翼龙”无人机。 

“英国无人机战争”机构研究 
2007-2020 年 7 月 1 日美国被击落或失事的无人机为 236 架。击落地主要集中在阿富汗、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冲突频发地带。 

资料来源：CNKI、防务世界等，国盛证券研究所 

2、在民用领域，未来无人设备在测绘、巡检、勘探、气象、物流、环境监测、灾后救

援、水下打捞等等诸多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表 14：无人机在测绘方面的应用  图表 15：水下潜航器在进行海底测绘 

 

 

 

资料来源：陕西省科技厅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owerRay 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当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区域局势仍不明朗，局部战争中对

无人机、无人地面车、水下潜航器等无人装备的运用和损耗将持续增加。我们判断，作

为战争中的“易耗品”，无人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需求量将大大增加，因此相应地，各

主要国家对于无人装备的战略储备量也会大幅增长。此外，当前我国无人装备建设仍处

于发展初期，除了无人作战平台以外，在巡检、海洋测绘等诸多民用应用领域仍有较大

应用拓展的空间，对其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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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人装备的重要形式：军用无人机、水下无人潜器 

2.1 无人机：战争应用场景扩大，其在装备中结构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军用无人机作

战功能颇多，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是现代及未来战争中的主要装备。无人机种类繁多、

用途广特点鲜明，按用途分类，军用无人机可分为侦察无人机、诱饵无人机、电子对抗

无人机、通信中继无人机、无人战斗机以及靶机等；民用无人机可分为巡查/监视无人机、

物流无人机、农用无人机、气象无人机、勘探无人机以及测绘无人机等。从具体作战用

途上看，无人机被广泛用于对地攻击、电子干扰、诱饵欺骗、侦察监视、空中预警、目

标指示、火力评估、通信中继、空中格斗和反导拦截等方面。 

图表 16：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作用巨大 

无人机应用 具体作用 代表机型及应用案例 

对地攻击 
搭载武器 2001 年美国将“捕食者”改装成察打无人机（MQ-1B），挂载 2 枚海尔法导弹，在阿富汗战争中屡立战功。 

自杀攻击 美国默虹、南非 LARK、以色列哈比无人机机身前部装有战斗部，采取自杀式袭击，专攻击敌方雷达系统。 

作战保障 

电子干扰 海湾战争中，多国使用 ACM-141A 无人机，在空中撒箔条形成大范围干扰幕，使伊军地面警戒雷达失效。 

诱饵欺骗 1982 年叙以贝卡谷地之战，以色列以无人机作诱饵，诱骗叙军导弹制导雷达开机，继而摧毁其导弹阵地。 

侦察监视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全球鹰”执行任务 15 次，拍摄图像 4800 余幅，提供了大量准确的伊军情报信息。 

空中预警 由美国格鲁曼公司研制的 D754 型空中预警无人机，续航时间长达 14h，可同时跟踪处理数百个目标。 

目标指示 在北约轰炸前南联盟期间，4 架美国“捕食者”装备 AN/AAS-4(V)激光照射器为攻击飞机指示作战目标。 

火力评估 2011 年美英法等多国干预利比亚局势，“全球鹰”进行火力打击效果评估，查看敌方防空体系瘫痪程度。 

通信中继 美军在蝠式、火力侦察兵等无人机上安装通信设备，以保障山地作战部队进行超越地平线的远距离通信。 

空中截击 
空中格斗 2010 年美国波音研制的幻影射线无人战斗机首次亮相，其作战半径达 2400 km，超过了猛禽战斗机。 

反导拦截 将无人机部署在敌洲际导弹发射点周围 300-500km 执行任务，一旦敌方发射导弹，无人机立即进行拦截。 

资料来源：CNKI《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及发展》，国盛证券研究所 

军用无人机具有战场适应、生存能力强，低成本等诸多优势，有望成为改变未来战争规

则的颠覆性技术装备。军用无人机可以：①有效降低人员伤亡；②受气候条件限制少，

可在恶劣环境下执行任务；③具备较高的经济性。此外，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及迭代，无

人机已不限于侦查、监视等传统模式，在军事打击、信息对抗、预警等领域，发挥的作

用越来越大。 

图表 17：军用无人机具有战场适应、生存能力强，低成本等诸多优势 

无人机优势 说明 

战场适应能力强 无人机不用受人的因素限制，在极端恶劣战场环境下能够更好完成任务并实现“零伤亡”目标。 

战场生存能力强 
因不需考虑飞行员存在，在结构设计上具极大灵活性；易于采用各类隐身措施提高防雷达、红外、目视能力；

可作出超机动动作规避突防；同时因起降方式多样，对战地机场依赖少。 

低成本、高效费比 制造成本低，减少了生命维持系统；维护/使用成本低，无人机控制员训练时间短费用低。 

配置灵活、任务多元化 
在体积、使用、维护上具备综合优势，战场上配置更灵活，使各战术单位方便地获得无人机支持；无人机系

统采用平台化、模块化方式设计，便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资料来源：全球无人机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国内无人机市场大有可为，我们从国内军用、国际军贸、以及民用三个维度分析： 

1、国内列装，军用无人机或在“十四五”期间迎来巨大机遇期。据全球无人机网数据，

当前我国无人机应用水平落后美国近 20 年，先进机型距美国技术方面仍有差距。当前，

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无人机作战使用相关研究，多型号先进无人机相继定型，未来我军将

会加大无人机采购和装备数量，国内市场将迎来大的机遇期。我们预计，随着我国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新式无人机技术的提升，我国无人机订单将加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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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军贸，军用无人机是出口的重要方向。随着彩虹系列、翼龙、翔龙无人机的研

发成功，我国无人机技术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企业如航天彩虹已实现批量出口。

根据美智库 IISS 数据，2008 年至 2017 年中国出口 88 架军用无人机，相比之下美国和

以色列分别出口 351 架和 186 架，我国军用无人机出口还有提升空间。根据 TealGroup，

预计到 2024 年，全球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115 亿美元。 

 

3、民用方面，下游各领域市场需求强劲。无人机在物探、地理测绘、应急救援、农业

生产、石油管线巡线、电力巡线、森林防火、治安维稳、处突、海洋巡逻、区域警戒、

物流、航拍服务等领域均有大量的市场需求。近年我国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涌现出如大疆、

亿航、顺丰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在全球无人机领域中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 

图表 18：2015-2024 年全球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19：2013-2024 年中国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预测 

 

 

 

资料来源：TealGroup，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TealGroup，国盛证券研究所 

我们预测到 2024 年左右我国军用无人机产销量有望达到全球无人机市场 25%左右的

份额，我国无人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70 亿元人民币，未来十年预计我国军用无人机产值

合计或超 1100 亿元人民币。 

 

在无人机产业链方面，建议关注彩虹无人机出口的公司航天彩虹、长鹰信质等。航天彩

虹收入、产品和技术等多方面综合实力国际领先。无人机产品已获得大量国内外订单，

是我国首家实现无人机批量出口且出口量最大的单位，近十年销售额累计数已处于全球

军贸市场前三位。长鹰信质是国内第一家无人机研制单位，2018 年长鹰信质的出口型无

人机获得军品出口立项，有望取得军贸订单。 

图表 20：国内无人机装备企业营收和归母净利润规模整体处于上升通道（单位：亿元） 

类别 公司 主要装备 项目 2017 2018 2019 

无人机 

航天彩虹 

（彩虹无人机部分） 
彩虹系列无人机 

营收 10.06 11.36 13.33 

归母净利润 1.33 1.83 2.75 

ROE 11.27% 13.32% 16.62% 

长鹰信质 

（上市公司总体） 
BZK 系列无人机 

营收 24.19 26.31 29.72 

归母净利润 2.56 2.60 3.06 

ROE 14.12% 12.73% 13.30% 

合计  - 

营收 34.24 37.67 43.05 

归母净利润 3.89 4.43 5.81 

ROE 12.99% 12.97% 14.68%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2.2 水下潜器：我国水下安全面临威胁，构建完备攻防体系需求迫切 

无人潜航器（UUV）是没有人驾驶、靠遥控或自动控制在水下航行的器具，主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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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海探测、救生、排除水雷等高危险性水下作业的智能化系统。军用领域，无

人潜航器可作为一种新概念武器中无人作战平台武器。和军用无人机样，水下潜器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无人装备。 

 

无人潜航器天然就具备隐蔽性好的优势：①厚厚的海水让应用最广泛的短波无线电

探测装备变得无能为力；②水下航行噪声低，则让水声探测设备望而兴叹；③高度

的自主化，使其能够与水面母船或水下母艇保持很远距离，对方难以通过发现母船

或母艇来推算其水下位置。此外，与潜艇等有人装备相比，同样军备①无人员伤亡；

②高隐蔽性；③多功能、多用途等特点。 

图表 21：国产水下滑翔机“海燕”  图表 22：美国巨型 UUV——曼塔（MANTA） 

 

 

 

资料来源：新华社，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球无人机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美军要求无人潜航器应尽可能实现标准化，模块化和智能化。美军基于装备现状并

面向军事应用，明确给出了各级别的直径范围和可采用的发射方式（水声对抗器材、

通海抛物口、逃生舱、鱼雷发射管、垂直发射管、背驼式坞舱等），更有利于军用 UUV 

成为建制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按照美国《无人潜航器总体发展规划》，美国海军

重点开发和部署以下四种级别的无人潜航器。 

图表 23：美国重点发展的四大无人潜航器类型 

无人潜航器类型 特点 

便携式无人潜航器 
全重不超过 45 千克，水下自持力 10 小时―20 小时，主要功能是用于特定目的的情报监视和侦察，一次性的通信

导航与中继，浅水水雷的探测、识别和灭杀，爆炸物的处理等。 

轻型无人潜航器 
重量 226 千克左右，有效载荷比便携式多出 6-10 倍，水下自持力 20 小时―40 小时，可由现役轻型鱼雷发射管发

射和回收，主要用于港口侦察与监视，移动式通信、导航与中继，雷区探测和特定目的的海底调查等。 

重型无人潜航器 
重量 1360 千克左右，有效载荷体积 46 立方英尺，水下自持力 30 小时-80 小时，可用现役重型鱼雷发射管发射和

回收，主要用于战术侦察和监视、反水雷作战充当诱饵日标，大范围秘密侦测、海洋调查等任务。 

巨型无人潜航器 

排水量 10 吨左右，活动半径 1904 米，水下自持力 150 小时―400 小时，可由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的

垂直发射隔舱或外置式发射装置施放，主要用于持续警戒、侦察和监视，反潜作战、反水雷作战，有效载荷投送，

特种作战、爆炸物处置，信息战，对时敏目标的突然打击和远程打击等。 

资料来源：CNKI，国盛证券研究所 

我国在无人水下航行器研发方面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先后研制了多型

UUV，如“海燕”水下滑翔机、水下无人飞翼滑翔机等具备较强的军事应用潜力。但整

体上看，目前我国无人水下航行器存在口径规格不统一，搭载布放方式单一（多为水面

船布放回收）、多功能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与美国谱系齐全、联合作战成效显著等优

势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认为，面对“水下国门洞开”的威胁，加强水下防御能

力建设、加速水下无人装备技术革新的需求将更加紧迫。 

我们认为，水下攻防体系的建设是我国无人潜器产业发展的最大成长动力。当前我

国水下安全面临威胁，建立完备的水下攻防体系迫在眉睫。根据海军指挥学院报告

显示，长期以来，美、日等在西太地区不断调整兵力部署，强化其联合反潜作战体系，

编织构建日益严密的水下作战网络，持续增大对我水下侦察、监视力度，尤其是以潜艇

和无人潜航器为主的水下作战平台实施侦察日趋频繁，已严重影响我水下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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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我国水下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时间 事件 

2009.03~06 

无暇号事件：2009 年 3 月初，5 艘我国船只跟踪并逼近美国海军观测船“无瑕”号；5 月初，2 艘我国渔船在黄海

与美国海军的海洋观测船“胜利”号对峙，在“胜利”号鸣笛并喷射消防水柱后才离去；6 月 11 日，美国海军宙斯

盾舰“约翰·麦凯恩”号在菲律宾近海航行时拖曳声呐阵列与中国潜艇碰触，导致损毁。 

2015.8.25 海南省渔民在三亚市海区一处浅滩捞到一枚具有水下照相和光纤传输、卫星通信等功能的无人潜航器。 

2016.12.15 CNN 等媒体报道，中国海军在南海“国际水域”捕获一艘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美国防部证实无人潜航器被中方扣押。 

2018.12.31 
江苏省 11 位渔民先后在中国领海捞出 9 个水下窃密装置，其具有水下识别、窃听、盗取水文资料的功能，系国外

制造势力投放。 

资料来源：CNN 等，国盛证券研究所 

据智研资讯统计数据，2017 年全球潜航器产业规模为 23.34 亿美元，2018 年规模增长

至 2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5%。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进步，下游应用市场的拓展，

2025 年全球水下潜航器产业有望增长至 91.20 亿美元，2018-2025 年 8 年 CAGR 达

16.30%。 

图表 25：水下潜航器全球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智研资讯，国盛证券研究所 

目前 A 股参与水下无人潜航器产业的公司主要是中国海防，公司是我国水下攻防体系建

设龙头，曾参与科技部“863”海洋领域重大专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公司近

年持续布局水下无人潜航领域。2018 年公司实施第二次重组，中船重工集团将水下信息

探测、水下信息获取及水下信息对抗系统及配套装备业务注入中国海防，实现中国海防

对水下信息系统各专业领域的全覆盖。中国海防利用水下通信系统技术优势，重点参与

无人潜航器的产品配套，主要产品包括无人潜航器通信与监控系统、遥控遥测系统等。 

 

据公司公告，中国海防子公司长城电子（持股 100%）是海军通信声纳的定点研制生产

单位，受到海军以及水声行业的高度认可，公司开发并储备了可适用于小型化水下移动

平台的水声通信装置技术。基于此类技术，子公司赛思科（持股 29.94%）能够推出可

用于水下无人潜航器（UUV）的水声通信装置，该装置解决了航行状态下 UUV 与外界的

信息传输问题，能够满足具有不同使命任务的水下无人平台对水下通信的需求。 

 

此外，子公司杰瑞电子（持股 54.08%）是我国各类军用水下信息探测与对抗类产品、

水下信息装备系统及配套设备的保军单位。公司以“人工智能、仿真推演、捷云平台”

等技术为支撑，积极开展水下攻防体系与无人集群作战等关键技术研究，积极拓展无人

平台及装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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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注重点上市公司：航天彩虹、中国海防 

3.1 航天彩虹：军用无人机优质赛道里画的一道彩虹 

航天彩虹是我国军用无人机的核心资产，产品谱系最全，是我国首家实现无人机批量出

口且出口量最大的单位。彩虹系列无人机型谱是目前国内无人机产品型谱最全的，成熟

产品包括彩虹-3 中空多用途无人机系统、彩虹-4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彩虹-5 中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彩虹-804D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等，产品已出口至多个国家并成功获得大

量国际、国内市场订单，是我国首家实现无人机批量出口且出口量最大的单位，一直在

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国的大型企业同台竞技，近十年销售额累计数已处

于全球市场前三位。2019 年公司营收（31.00 亿元，+14.04%），归母净利润（2.32 亿

元，-4.10%），其中无人机产品 2019 年营收（14.16 亿元，+18.20%）；2020H1 公司营

收（10.38 亿元，-4.44%），归母净利润（0.29 亿元，-20.22%）。 

 

航天彩虹的成长路径有三：国内列装、军贸订单、切入民用市场。 

1）国内列装，军用无人机或在“十四五”期间迎来巨大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建设国际一流军队的目标，建设一流军队需要一流武器装备支撑，无人机以其作战使用

灵活、使用成本较低、避免人员伤亡等优点，在现代战争中制胜作用愈发凸显。我国正

在积极开展无人机作战使用相关研究，多型号先进无人机相继定型落地，未来我军将会

加大无人机采购和装备数量，国内市场将迎来大的机遇期。 

 

21 世纪以来，我国空军装备展现全新面貌，主力作战机型加速迭代，但据全球无人机网

数据，当前我国无人机应用水平落后美国近 20 年，先进机型距美国技术方面仍有差距，

所以我国无人机在军民应用领域的缺口仍十分巨大。我们预计，随着我国机械化、信息

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新式无人机技术的提升，我国无人机订单将加速落地。 

 

2）全球军贸，军用无人机是出口的重要方向。随着彩虹系列、翼龙、翔龙无人机的研

发成功，我国无人机技术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企业如航天彩虹已实现批量出口。

根据美智库 IISS 数据，2008 年至 2017 年中国出口 88 架军用无人机，相比之下美国和

以色列分别出口 351 架和 186 架，我国军用无人机出口还有提升空间。根据 TealGroup，

预计到 2024 年，全球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115 亿美元。我们预测到 2024 年

左右我国军用无人机产销量有望达到全球无人机市场 25%左右的份额，我国无人机规

模预计将达到 170 亿元人民币，未来十年预计我国军用无人机产值合计或超 1100 亿

元人民币。 

 

3）民用方面，下游各领域市场需求强劲。无人机在物探、地理测绘、应急救援、农业

生产、石油管线巡线、电力巡线、森林防火、治安维稳、处突、海洋巡逻、区域警戒、

物流、航拍服务以及搭载飞行服务等领域均有大量的市场需求。近年我国在民用无人机

领域涌现出如大疆、亿航、顺丰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在全球无人机领域中的

影响力正逐步扩大。 

 

投资建议：从行业角度，无人机因其消耗属性强，将在国内军用列装、全球军贸市场、

民用需求等 3 个领域迎来放量增长期；从公司角度，彩虹系列无人机是我国军用无人机

系列的核心装备，其与美、以等国在全球军贸市场同台竞技并获得市场前三的份额足以

说明其核心竞争优势，预计在未来全球军贸与国内列装市场都会迎来大幅增长。我们预

计公司 2020-2022 年营收分别为 39.42、51.66、64.81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97、

6.07、8.24 亿元，对应 EPS 分别为 0.42、0.64、0.87 元，对应 PE 为 55X/36X/27X。维

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无人机订单规模不及预期；2）民用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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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海防：我国水下攻防体系建设主力军 

中国海防是我国舰船最核心的军工电子信息化资产上市平台。2017 年长城电子经借壳中

电广通上市，后更名为中国海防。公司主业变更，军品方面主要包括水声信息传输装备

和水下武器系统专项设备。2018 年，中国海防启动二次资产注入，置入资产主要为水下

信息探测、水下信息获取及水下信息对抗系统及装备业务等电子信息板块业务相关资产，

是舰船电子信息板块核心资产。子公司长城电子是水下通信装备的唯一定点专业科研生

产企业，海军军用通信声纳装备的唯一供应商、一体化声纳水声通信功能系统总体牵头

单位；子公司海声科技、辽海装备等是我国水下探测与对抗领域的龙头单位。公司 2019

年营收（40.74 亿，+15.20%），归母净利润（6.46 亿，+36.26%）；2020H1 公司营收

（17.47 亿元，-9.35%），归母净利润（2.22 亿元，+1.39%）。 

 

目前，中国海防已实现对水下信息系统各专业领域的全覆盖，同时还将进一步充实中国

海防作为中国船舶集团电子信息板块平台的业务内涵，使得国海防成为国内水下信息系

统和装备行业技术最全面、产研实力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之一。我们认为中国海

防的成长路径有二：内生、外延。 

 

1）内生：受益于我国海军舰艇装备建设浪潮，以及水下攻防体系建设。基于国家水下

安全层面的考虑：攻防需并进，在他国威胁下，除了要在防御体系上不断精进包括反潜、

监听等，在进攻端也需针对舰艇加筑实力。水下攻防是典型的技术对抗体系，会互相带

动装备的升级，进而装备持续列装的空间很大。中国海防目前体内是中国舰船领域核心

的信息化类资产，军工占比高，成长性好；业绩承诺叠加内生增长，再加上 2020 年初

的定增价格为 26.76 元，提供了很好的安全垫。 

 

2）外延：预计中国船舶集团体外还有 30 多亿利润舰船电子信息化资产，资产注入值得

期待。南北船合并成新的中国船舶集团后，由于中船科技资产重组方案的被否，中国海

防已成为中国船舶集团唯一的舰船电子信息化资产上市平台，集团体外有庞大的舰船电

子与信息化资产，预计该部分资产利润规模高达 30 多亿元，在提高资产证券化率、集

团产业整合以及再融资新规等背景下，存在资产注入预期。 

 

投资建议：中国海防是军工板块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标的，是我国水下攻防体系建设的主

力军，也有望继续承接中国最核心的舰船资产。我们预计 2020-2021 年中国海防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7.7 亿元、8.8 亿元，业绩同比增速分别为 19.20%、14.29%，此外 2022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有望达到 20%；2020-2021 年的 EPS 分别为 1.08、1.24 元，对

应当前的估值水平仅为 37X/32X。低估值的军工核心信息化标的，体外还有 30 多亿利

润、且是中国最核心舰船的资产，低估值提供安全垫+资产注入潜在空间值得期待。维

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资产注入低于预期；2）海军装备订单低于预期。  

4. 风险提示 

1、无人装备订单规模不及预期。新冠疫情已经对国际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重要

军贸出口装备，无人机等无人装备可能会受其影响，国际订单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 

 

2、无人技术落地进展不及预期。无人装备对先进国防技术要求较高，而新技术的应用

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验证。新式无人装备存在试验、定型等进展不及预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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