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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机床工具主要包括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木工机械等八个子行
业，下游客户包括汽车、轨道交通、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消费电子等领域。2019年国内机床产值
约为194亿美元，全球占比为23.1%，是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国内机床行业整体大而不强，长期处在产业链
中低端，且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景气度方面，受益于国内制造业投资整体回暖，机床行业正在迎来复
苏，4-7月份，金切机床产量同比均实现10%-20%的增长。 
 
  行业周期：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国内机床产量及产值的高点在2011年，此后进入长达十年的下行周
期，2019年的产值已由高点下降约30%。保有量方面，目前国内机床存量约为800万台，役龄10年以上的传统机
床超过60%，即有450万台以上机床处于报废阶段，意味着目前国内存在巨大的机床更新换代需求。根据我们测
算，2020年或将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一方面，以“十八罗汉”为代表的老牌机床龙头在过去十多年中，逐步
边缘化、平庸化，规模效应和核心技术能力始终未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2015年以来民营机床已成中坚力量，
但是呈现“小而散”的特征；2016-2018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环境成本由外部成本转为企业内部成本，
普遍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机床行业的下游需求呈现“头部化、集中化、高端化”特征，这将倒逼民营机床市
场集中度提升。 
 
  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作为装备制造的核心价值环节，中国机床行业亟需发展自有品牌，唯有“工匠精
神+市场化战略”方可突围。参照全球龙头山崎马扎克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海天精工有望成为民族品牌的
领军者，国盛智科异军突起可期。 
 
  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我们看好民营机床企业的发展，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亦具体投资价值。重点推荐
民营机床引领者海天精工、重点看好国盛智科；重点看好核心零部件优势企业昊志机电、中大力德、华中数控；
建议关注创世纪、秦川机床、亚威股份等企业。 
  风险提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风险；行业景气度复苏不及预期风险；国营企业兼并重组进程不
及预期风险；行业和市场竞争风险；行业需求测算基于一定前提假设，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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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1.1 

    机床工具分类：主要包括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铸造机械、木工机械、机床附件、

工量具及量仪、磨料磨具和其他金属加工机械等八个子行业。下游客户包括传统机械、汽车工
业、电力设备、铁路机车、船舶、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电子信息
技术工业以及其他加工工业。 

 

    机床行业是关系国家经济的战略性产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加工母机。机床行业为装备制造

业提供生产设备，几乎所有金属切削、成形过程均需借助机床实现，是构成现代工业的心脏。
2009年，国内机床制造业的经济规模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 

 

 

产业规模：国之重器，千亿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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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机床工具产品分类 

来源：海天精工招股说明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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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内机床产业年产值达千亿规模。根据Gardner 公司对世界机床行业统计调查数据，2019

年全球机床消费为821亿美元，其中，中国机床消费为223亿美元，全球占比为27.2%；生产端
与消费端类似，2019年全球机床产值为842亿美元，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
2019年产值约为194亿美元，全球占比为23.1%（中国历年机床产值数据见2.1节）。 

 

    国内高端机床产值占比约为10%。以机床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切削机床为例，2015年，
规模以上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为739家，其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资控股的企业
数量分别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别为 9.6%、72.1%、14.2%；上述三类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分别为 18.4%、68.7%、10.8%。假设国内高端机床主要由外资企业占据，则国内高端
机床产值占比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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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19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机床产值（亿
美元） 

图表3：2019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机床消费（亿
美元） 

来源：Gardner、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Gardner、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产业规模：国之重器，千亿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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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接苏联衣钵，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基础源于“一五”时期 开始的

前苏联援建工程。计划经济时代，国内已经形成产品门类比较齐全、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产业
布局均衡合理的机床工业体系，但企业缺乏活力，装备陈旧落后，技术进步缓慢。改革开放后，
机床行业单一结构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渐被打破，民营企业蓬勃兴起，渐成主力军（民营机床企
业数量及产值占比见1.1节）。 

 

    国资主导下，国内机床体系已到亟需重塑阶段，18罗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52年，第一

机械工业部改造和新建了十八个机床厂，俗称“十八罗汉”，曾在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经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相对单一的结构和僵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地方机床
国企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目前除了济南二机床，18罗汉多数被合并、收购
或重组（具体分析见3.1节），说明已有的机床体系已经走到尽头，需要重构一套全新的体系。 

 

发展历程：承接苏联衣钵，市场化改革打破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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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国内机床行发展历程 

来源：《 中国机床工业 40 年_ 陈惠仁》、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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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起步较早，本世纪初产业化进程加速。数控机床技术起步于 20 世
纪 50 年代，我国于1958年研发出第一台数控升降台铣床，但其后受制于技术因素的制约，进步

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数控机床技术一直作为机床工业的主攻方向，本世纪初，其产业化进程
开始加速，2016年，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市场的消费数控化率均已达到近80%的水

平，目前机床工业领域，凡适合采用数控技术的机床品种，均已采用了数控技术，已经不存在
任何技术障碍。 

 

发展历程：承接苏联衣钵，市场化改革打破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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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国内机床行业数控化率变化趋势 

来源：《 中国机床工业 40 年_ 陈惠仁》、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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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控机床工作原理：机床主要由结构件（铸铁、钢件等）、数控系统、驱动系统（驱动电

机和驱动装置）、传动系统（导轨、丝杠、主轴等）、刀库刀塔及组件等组成（各部件成本占
比见图6）。其中，结构件经半精加工/精加工后形成机床床身、梁柱等起到结构支撑功能；控制

系统是机床的控制核心，通过编程实现金属切削的命令产生和传达，直接影响机床功能实现和
加工效率；驱动系统主要起到执行控制系统命令，实现机床部件运动的功能，影响机床功能的
实现及稳定性；传动系统主要包括导轨、丝杠、主轴等零部件，是机床部件运动的载体，直接
影响加工精度；刀库、刀塔及组件是机床执行金属切削功能的部件，直接影响加工精度和加工
效率；此外，机床其他部件还包括螺钉、螺栓等通用件。 

价值链分析：上游核心零部件亟需突破，整体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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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图表6：机床工作原理简介 

来源：海天精工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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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国机床行业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功能部件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数控机床发展

中公认的瓶颈，我国整机配套的中高档功能部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
数据，国内高档系统自给率不到10%，约90%依赖进口，其中从日本进口最多，约占1/3，国产
中高档数控系统加起来不到30%。因此，迅速提高国产数控机床功能部件制造水平，加快国产
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产业化进程至关重要。 

价值链分析：上游核心零部件亟需突破，整体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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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图表7：机床行业产业链 图表8：机床零部件成本构成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海天精工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机床零部件成本占比参照海天数控
机床原材料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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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国机床行业大而不强，长期处在产业链中低端。首先是“大”，1.1节已分析，2009年以

来我国机床产值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位；其次是“不强”，国内机床行业长期被发达国家
打压在产业链中低端，全行业长期被低利润困扰，难以实现盈利。从国内进出口机床平均单价
可以看出，进口金属加工机床单价达到几万美元，而出口金属加工机床单价仅为几百美元，可
谓相去甚远。从进出口机床的单价即可明显看出国产机床“不强”的特征。    

价值链分析：上游核心零部件亟需突破，整体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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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19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机床出口（亿美元） 图表10：2019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机床进口（亿美元） 

来源：Gardner Intelligence、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Gardner Intelligence、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1：进口金属加工机床单价（万美元/台） 图表12：出口金属加工机床平均单价(美元/台） 

来源：海关总署、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海关总署、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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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汽车为机床最大下游应用，疫情后呈现复
苏迹象。2018年，我国数控机床主要下游领域
消费占比中，汽车行业占比最大约为40%，因

此汽车行业发展直接影响了机床行业发展情况。
一季度国内汽车产销347.4万辆和367.2万辆，
同比下降45.2%和42.4%。但4月份随着国内疫

情缓解，行业内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进度加快，
汽车市场正迎来复苏，4-7月国内汽车产量分别
同比5.10%/19.00%/20.40%/26.80%，销量分
别同比4.41%/14.48%/11.62%/16.37%，复苏
迹象明显，机床工具行业有望受益。 

价值链分析：下游汽车行业占比约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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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018年数控机床下游行业消费占比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4：国内汽车产量累计值及同比（万辆）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5：国内汽车销量累计值及同比（万辆）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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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机床行业与制造业投资变化同步。制造业的投资直接为机床行业创造市场需求，三月份国
内疫情好转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降幅持续收窄，3-6月累计同比分别为-25.20%/-

18.80%/-14.80%/-11.70%，二季度持续回暖；同期机床工具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为-

21.18%/-12.41%/-9.01%/-6.61%，降幅亦持续收窄，变化与制造业投资同步，复苏迹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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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内制造业投资整体回暖，机床行业迎来复苏 

图表16：机床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情况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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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从微观指标看，3-6月份，金属切削机床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同比为-33.29%/-19.14%/-

12.17%/-9.30%，降幅持续收窄；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3.6/3.9/4.1/4.5万台，分别同比增长-

21.70%/11.40%/17.10%/15.40%，4月以来持续正增长。微观指标数据亦可清晰看出机床行业
景气度正在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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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国内制造业投资整体回暖，机床行业迎来复苏 

图表17：金属切削机床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值及
同比变化（万元） 

图表18：金属切削机床单月产量及同比变化
（万台）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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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二、十年轮回：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四、王位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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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1年为国内机床产量及产值高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机床工业的规模变化过程大
致可分成三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末（1978-2000）。这一阶段机床工业

的主题是体制改革、引进合作和调整提高，总体上处于培育基础、积蓄能量的阶段；②第二阶
段为本世纪初至2011年，这一时期各种增长要素——改革基础、开放入世、劳动力供应、市场
需求、4万亿计划等充分叠加，机床工业随同中国经济同步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0年金切机
床总产量为 18万台，到 2011 年已达 86 万台，11年间产量增长近4倍；③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

今。受前几年机床行业产能增速较快，以及下游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我国机床行业的销量及
产值均开始呈现下降态势，2019年的产值已由2011年的高点下降约30%。 

机床保有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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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轮回：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图表19：国内金属切削机床历年产量（万台） 图表20：国内历年机床产值(亿美元)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Gardner Intelligence、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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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内机床保有量约为800万台。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目前我国机床保有量达800万台，
全国役龄10年以上的传统旧机床超过60%。根据海天精工招股说明书，机床属于机械制造业中
的耐用消费品，一般其使用寿命可以达到 10年左右。据此计算，目前约有450万台以上机床处
于报废阶段，这意味着目前国内存在巨大的机床更新换代需求。 

 

 

机床保有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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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轮回：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图表21：国内机床保有量及需要更新换代机床数量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机床保有量：
800万台 

役龄10年以上的旧机
床占比：60% 

需更新换代机床数量：
48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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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算思路：机床按照10年左右寿命计算，T年的更新需求等于[(T-9)+(T-10)+(T-11)]/3。我们

以当年更新需求占销量的比重来衡量更新需求对机床销量的影响（这是一个理论值，但可以用
于横向比较），这一数据在2018年快速增长至一个高点，即从2017年的0.91迅速增长至1.39。
但事实上，2018年机床景气度依然下行，我们认为，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宏观经济

数据复苏带来的是真实需求，更新需求更像是理论需求。只有当真实需求出现好转时，理论需
求才能提供更好的弹性。即市场没有需求时，客户也没有更换机床的需求。 

 

    结论：二季度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降幅持续收窄，景气度不断回升，传递到
机床端，更新需求的弹性有望凸显，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或将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更新
需求的绝对值高点出现在2022年，这或许与2011年机床的历史销量高点有关）。 

需求的理论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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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轮回：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图表22：金属切削机床更新需求测算（万台） 

来源：国家统计局、Gardner Intelligence、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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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曾经的定海神针，如今已纷纷落幕。不可否认，“十八罗汉”曾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做

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如今却纷纷落幕，要么被并入到大的工业集团里，要么被民企并购，还有
些破产倒闭，目前能够保全的仅剩济南第二机床厂。其背后除了体制原因外，更与没有沉下心
持续深耕机床技术有关。与其他机械不同，作为加工机器的机器，机床具有其特殊性，尤其高
端机床，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不可能做出成效。以长盛不衰的日本山崎马扎克为
例，目前进入第三代家族领导人，且已领导二十年。而此前第二代，则实际领导马扎克整整五
十年。正是这种家族式的代代持续深耕机床，才有了马扎克百年长盛不衰的成长。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十八罗汉”惨淡结局：国营的溃败 

19 

图表23：中国机床十大罗汉发展历程图谱 

来源：《中国机床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_林雪萍》、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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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际化并购从全面出击，到惨淡收场。2011年之前，在国内机床厂处于上升阶段时期，国
际化并购曾被视为弯道超车的捷径。2004-2010年期间，国内机床企业并购国际品牌成为一场盛
宴。例如：秦川机床在美国收购了拉削的联合美国工业UAI、重庆机床并购英国PTG公司三个品

牌获得了螺杆机床的技术、沈阳机床和北一机床分别收购了龙门铣床的顶级品牌希斯和瓦德里
希科堡、杭州机床厂收购了德国磨床aba。然而这些并购多以失败告终：aba于2010年申请破产，
被德国同行接收；KELCH在2010年申请破产，重组后在德国新厂运营；瓦尔德里希科堡自2011

年后连年亏损；希斯则在2019年年年初申请破产。上述案例反映了机床行业的残酷性，我们认

为，国内机床企业只有在立足自身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吸收、消化进而创
新，才有可能实现突围。 

 

“十八罗汉”惨淡结局：国营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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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2004-2010年期间国家机床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及结局 

来源：知识自动化 、中泰证券研究所 

公司 被收购对象 领域 结局
秦川机床 联合美国工业公司（UAI） 拉削
重庆机床 英国PTG公司 螺杆机床
沈阳机床 希斯 龙门铣床 2019年申请破产
北一机床 瓦德里希科堡 龙门铣床 2011年后连年亏损

杭州机床厂 德国磨床aba 平面磨床 2010年申请破产，被德国同行接收
大连机床厂 德国兹莫曼 航天航空领域的高速铣床 被原股东于2012年收回股份

哈尔滨量具集团 德国KELCH 测刀仪 2010年申请破产，重组后在德国新厂运营
上海机床厂 德国Wohlenberg

常州金昇实业 德国EMAG50%股份 2019年仍名列世界机床前10
巨轮股份 电火花机床OPS
苏州信能 德国DEGEN 珩磨机床
科大智能 德国MAKA 专机机床
星火机床 法国索玛机床 精密复合多轴的数控机床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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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机床行业兼并重组序幕已然拉开，竞争格局有望持续优化。2019年4月和12月，中国

通用技术集团相继对大连机床集团和沈阳机床集团实施重组，标志着国内机床行业加速整合的
大幕已然拉开。未来国内机床行业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①以山崎马扎克为代表的外资品牌。
短期内仍将主导国内高端机床领域，其较高市占率的格局不会有明显变化；②以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为代表的国企。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被央企中国通用收购，体现出国家对机床行业的支持
力度不减，随着全行业兼并重组进程的展开，国内机床行业竞争格局将得到逐步优化；③以海
天精工为代表的民企。将持续受益国营机床企业重组进程。 

 

民营的良机：民营已成中坚力量，竞争格局有望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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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国内机床行业格局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内机床行业
呈现三分天下

的格局 

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为代表的国企。 

以海天精工为代表的
民企。 

以山崎马扎克为代表
的外资品牌。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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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营机床表现出强劲活力，已成发展主力。1.1节已介绍，2015年，在金切领域，民营企业
数量为533家，占比达72.1%，拥有资产占比为48.8%，主营业务收入占比68.7%，实现利润占
比为 97%。上述数据表明，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仅在企业数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资产占有贡献了近七成（68.7%）的主营业务收
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润，正在成为机床工业新的主力军。我们认为，随着国营机床

企业重组进程的持续，民营的占有率将持续提升，且有望摆脱低价竞争的掣肘。具备技术优势
的民营机床企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强化，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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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民营的良机：民营已成中坚力量，竞争格局有望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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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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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2015年国企、民营及外资金切企业数量 图表27：2015年国企、民营及外资金切企业资产占比 

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8：2015年国企、民营及外资金切企业收入占比 图表29：2015年国企、民营及外资金切企业利润占比 

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2016》、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民营的良机：民营已成中坚力量，竞争格局有望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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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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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在民营机床占有率提升的同时，其集中度亦有望提升。过去几十年，中国机床行业一直处

于“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低端技术领域门槛较低，国内大量中小企业集中于此，导
致同质化机床产能严重过剩，陷入降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但是随着2016年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

政策趋严，低端机床市场萎缩，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有部分出清，不具备竞争力的民营企业逐渐
被淘汰，从结构上看，以海天国际、国盛智科和创世纪等为代表的民营上市企业，其产品在品
质、性能和售后服务方面具备竞争力，2016年以来，这几家上市公司机床收入占国内机床产值

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我们认为，随着下游客户对品质、品牌、服务等要求越来越高，机床
的竞争门槛会逐步提高，未来中国机床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是必然趋势，唯有在这些方面具
备综合竞争力的企业方能胜出。 

民营的良机：民营已成中坚力量，竞争格局有望持续优化 

图表30：多家民营机床上市企业机床收入之和占国内机床产值比重情况 

来源：各公司公告 、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涉及的机床上市公司包括：海天精工、国盛智科、创世纪、友佳国际、日发精机和亚崴机电，2017年占比提升明显是由于创世
纪当年营收增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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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机床产业的发展已到达关键时期，“大而不强”的不利局面亟需解决，老牌机床龙头

在国内机床行业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平庸化，规模效应和核心技术能力始终
未有重大突破。随着中国通用技术集团重组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国内机床行业加速整合的大
幕已然拉开。作为装备制造的核心价值环节，中国机床行业亟需发展自有品牌，唯有“工匠精
神+市场化战略”方可突围。 

小结：中国机床产业已到达关键时期，发展自有品牌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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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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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球机床龙头，工厂遍布全球。1919年，山崎马扎克（MAZAK）由山崎贞七在名古屋创立，
20世纪20年代，公司产品逐渐从制造垫子的机器发展到木工机械，再到金属加工机床。二战为
公司发展提供了契机，大量军需产品急需机床生产供应，从而助推了公司机床业务的快速发展，
二战后，机床需求减少，公司发展受挫。20世纪50-60年代，MAZAK在第二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走
向复苏，并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地位。20世纪70至80年代，公司在美
国的在岸业务进一步发展,成为美国及全球机床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截至目前，MAZAK
在全球设有10个工厂，公司已成长为机床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 

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从山崎马扎克看机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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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山崎马扎克公司发展历程 

来源：MAZAK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时间线 历史

1919 山崎定吉创立山崎铁工所(名古屋市中区里门前町)着手造榻榻米机械的制造

1928 机床商品化1号机(4尺车床)完成

1960s 发表「MAZAK」品牌、开始量产马扎克车床;在纽约成立山崎机械公司(美国公司);数控车床第1号机MITC1000M完成

1970s 研发出日本第一台自适应控制车床MTC-1500R-AC

1980s 长时间无人化操纵系统 MAZATROL FMS研发完成；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 LASER PASS4040研发完成

1990s
全自动铝箔加工系统AW FACTORY650研发完成；容易扩张的FMS MODULARTEC系统研发完成；电脑和数控装置融合

一体的MAZATROL FUSION640 数控装置研发完成；上海技术中心成立 即现在的山崎马扎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00s
中国宁夏小巨人机床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建成;终极复合加工机INTEGREX e系列研发完成；单位面积高产能的极窄加工中心

UN600V／H研发完成

2015 MAZAK iSMART Factory
TM 概念导入；马扎克与思科公司联合开发 MAZAK SMARTBOX-

2016 宣布员弁工厂建设计划；自主研发混合工艺复合加工机VARIAXIS j-600AM；宣布马扎克与思科公司合作

2018
开发了集多任务加工与齿轮加工于一体的混合复合加工机INTEGREX AG系列；发布世界上第一台配备蓝色半导体激光增

材制造和金切加工的混合复合加工机“VARIAXIS j-600/5X AM”

2019 针对小径圆管型材的切割，研发出高速光纤激光加工机FT-150 FIBER；研发出5轴联动加工中心VARIAXIS C-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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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从山崎马扎克看机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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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机床相关业务，深耕国际化运营。在MAZAK百年发展历程中，公司始终致力于机床相

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素以高速度、高精度在业内著称，客户主要分布于在汽车、
机械、电子、能源、医疗等不同行业。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化运营，目前在全球22个
国家设有10处生产基地和近80处技术和服务中心，全球雇员近7500人。 

    敢于在机床行业低迷时加大投资，MAZAK已由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巨头。机床产业的必要
资金主要用于设备投资，而利润则用于再投资，MAZAK利用设备投资应对经济转型，敢于在行
业低迷时加大投资。例如，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机床行业产销量同比大幅下滑，
然而MAZAK在行业低迷期并未放慢发展步伐，反而在中国斥巨资购买土地，建设技术中心。
2010年6月，MAZAK广州技术服务中心正式开业，同年8月，大连技术中心开业。广州和大连两
座技术中心短时间内业绩的快速增长证明了MAZAK投资逻辑的正确性。MAZAK的发展壮大表

明，在逆境中锐意进取，敢于投入资金进行产品研发和设备投资，方能在行业低迷时巩固领先
地位，在行业好转时实现快速扩张。 

图表32：山崎马扎克生产基地列表 

来源：MAZAK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生产基地

山崎马扎克株式会社 大口制造所

山崎马扎克制造株式会社 美浓加茂制作所 第一工厂

山崎马扎克制造株式会社 美浓加茂制作所 第二工厂

山崎马扎克制造株式会社 精工制作所

山崎马扎克制造株式会社 员弁制作所

马扎克公司 (美国生产工厂)

山崎马扎克英国公司 (英国生产工厂)

山崎马扎克新加坡公司 (新加坡生产工厂)

宁夏小巨人机床有限公司 (中国生产工厂)

山崎马扎克机床(辽宁)有限公司 (中国生产工厂)

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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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ZAK机床及相关产品销售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据美国机械行业杂志《Metal 
Working Insider Report》的统计，从 2004年开始，MAZAK公司的机床及相关产品销售额连续
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9年营收规模达52.8亿美元，是唯一一家建立了全球化生产体制的日本
机床厂商。山崎马扎克在机床领域持续深耕，并未多元化经营，而是将资源投入到机床的技术
研发和经营推广上面，从而取得机床行业的领先优势，并且敢于在行业低迷时投入资金进行产
品研发和设备投资。此外，马扎克奉行“三不原则”：不上市、不贷款、不与其他大公司合资
并购，完全依靠内生成长，其经营定力可见一斑。山崎马扎克作为全球机床行业的龙头，其屹
立百年而持续发展壮大的历程为国内机床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成长路径参考。 

从山崎马扎克看机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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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3：全球2019年度机床营收榜单 

来源：赛迪顾问《2019年数控机床产业数据》、中泰证券研究所 

排名 企业名称 国家 营收（亿美元）

1 山崎马扎克公司 日本 52.8

2 通快公司 德国 42.4

3 德玛吉森精机公司 德国&日本 38.2

4 马格公司 美国 32.6

5 天田公司 日本 31.1

6 大隈公司 日本 19.4

7 牧野公司 日本 18.8

8 格劳博公司 德国 16.8

9 哈斯公司 美国 14.8

10 埃玛克公司 德国 8.7

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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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海天精工营收及净利润情况 图表35：国盛智科营收及净利润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民营机床有望异军突起，诞生领军品牌 

  本节以民营机床领域两家代表性企业海天精工和国盛智科为例，探究国内机床行业未来的发
展趋势，进而论证民营企业有望成为国产机床的领航者。 
 
  营收规模情况：海天精工2019年实现营收11.65亿元，同比下滑8.64%，国盛智科2019年实现
营收6.65亿元，同比下滑下降10.70%，但降幅远小于行业整体水平（2019年金属切削机床企业
收入同比降低25.0%），表现出民营机床企业较强的韧性。 
 
  归母净利润情况：海天精工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润0.77亿元，国盛智科实现归母净利润0.84
亿元，均远好于行业整体水平（2019年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亏损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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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盈利能力方面，海天精工毛利
率水平在22.00%以上，国盛智科毛
利率水平在28.00%以上，即国盛智
科毛利率较海天精工高出5-8pct，
两者净利率水平差别类似。我们认
为，这可能与国盛智科起家做精密
钣焊件、铸件等机床部件，从而在
机床原材料成本的掌控方面具备优
势有关（具体内容见本文32页）。 

图表36：海天精工、国盛智科毛利率及净利率变化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民营机床有望异军突起，诞生领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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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呈现下降趋势，账上资金充裕。海天精工资产负债率自2011年以来
持续下降，2019年降至41.49%，国盛智科资产负债率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降，2019年降至
23.45%。同时得益于稳健的生产经营，两家公司每年年底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可见两者账上资金均较为充足。 

 此外，两公司均无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充分彰显了两者在经营上的定力和优质性。 

 

图表37：海天精工与国盛智科的资产负债率
（%） 

图表38：海天精工与国盛智科的现金流情况
（百万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民营机床有望异军突起，诞生领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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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者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海天精工有望成为民族品牌的领军者，国盛智科异军突起可期。    
    ①海天精工：公司是国内数控机床领军企业，产品定位高端，具备工匠精神，持续深耕机
床行业，已具备研发部分核心功能部件能力，同时在保持中大型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领先地位的
同时，采取市场化战略开发小型批量化产品，有望实现规模效应，在国内机床行业稀缺性凸显，
有望成为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②国盛智科：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金属切削类中高档数控机床企业，成立之初主要生产精密
钣焊件、铸件等机床部件，在此基础上进军下游机床本体研发及制造领域，目前已成长为智能
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客户提供装备部件下游的数控机床、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具备机床领域纵向一体化整合能力，有望实现异军突起。 

图表39：海天精工、国盛智科简介 

来源：各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海天精工 国盛智科

产品 龙门/立式/卧式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等产品系列 数控机床、智能自动化生产线、装备部件

发展历程
简介

首先在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领域取得突破，此后逐步丰
富产品类别，并且采取市场化战略开发小型批量化

产品，有望实现规模效应

成立之初主要生产精密钣焊件、铸件等机床部件，在
此基础上进军下游机床本体研发及制造领域，目前已

成长为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优势 自研机床电主轴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
装备部件如定制化机床本体、精密钣焊件、铸件等可
用于自身智能制造装备生产使用，具备机床领域纵向

一体化整合能力

民营机床有望异军突起，诞生领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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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重器：机床行业千亿产值，大而不强 

二、十年轮回：或是一轮更新周期的起点 

三、竞争格局：民营机床迎发展良机 

四、王位之争：谁是民族品牌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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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重点推荐具备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综上所述，我们看好民营机床企业的发展，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亦具体投资价值。 

 一方面，4月份以来，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机床领域优势企业新增订单同比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相继对大连机床和沈阳机床实施重组，竞争格局持续
优化，民营的占有率将持续提升，且有望摆脱低价竞争的掣肘，具备技术优势的民营机床企业
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强化，未来发展空间广阔。重点推荐民营机床引领者海天精工、重点看好
国盛智科；重点看好核心零部件优势企业昊志机电、中大力德、华中数控；建议关注创世纪、
秦川机床、亚威股份等企业。 

 图表40：相关标的及业绩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亚威股份、华中数控的EPS来自wind一致预期 

股票 2020/8/28 投资

名称 股价 2019A 2020E 2021E 2019A 2020E 2021E 评级

601882
海天精工 12.40 0.15 0.27 0.38 82.67 45.93 32.63 买入

688558
国盛智科 37.45 0.85 44.06 - - 未评级

300083
创世纪 11.51 0.01 0.25 0.46 1151.00 46.04 25.02 未评级

000837
秦川机床 5.46 (0.43) - - - 未评级

002559
亚威股份 6.84 0.17 0.21 0.25 40.24 32.57 27.36 未评级

300503
昊志机电 17.35 (0.55) 0.38 0.54 (31.55) 45.66 32.13 增持

002896
中大力德 29.65 0.66 44.92 - - 未评级

300161
华中数控 23.93 0.09 0.93 0.72 265.89 25.73 33.24 未评级

重点公司 EPS PE

代码

机床

核心零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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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标工业机器人，机床板块估值有待修复 

    技术层面：两者底层技术具备相通性，机床精度要求高于工业机器人。首先，两者控制系

统非常类似，它们都有控制面板、控制器、伺服驱动等基本部件；其次，从发展历程看，机器
人发明之初所申请的专利，就是利用数控机床的伺服轴来驱动连杆机构动作，然后通过控制器
对伺服轴的控制，来实现机器人的功能，因此工业机器人的很多技术均脱胎于数控机床；最后，
技术指标方面，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和加工精度通常需要达到0.01mm 或 0.001mm的数量级，
甚至更高，远高于工业机器人对定位精度和轨迹精度的要求（通常只需要达到1mm或0.1mm的
数量级）。 

 
图表41：工业机器人示意图 图表42：数控机床示意图 

来源：《论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和机械手_龚仲华》、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论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和机械手_龚仲华》、中泰证券研究所 

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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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标工业机器人，机床板块估值有待修复 

    竞争格局层面：两者的市场竞争格局相似。无论是工业机器人，亦或是机床，高端市场均
被国外垄断，国产品牌正在突围。其中，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被 “四大家族”垄断，2018年中
国工业机器人本体市场中，发那科市占率16.4%，ABB市占率14.3%，库卡市占率9.9%，安川
9.4%，国产本体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市占率23.7%。 

 

    但机床战略地位高于机器人。机床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处于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没有

机床就几乎不能制造机器，没有机器就不能生产工业产品。而工业机器人目前绝大多数仍以辅
助人工为主，比如零件搬运、装卸、包装的生产辅助设备，或是进行焊接、切割、打磨、抛光
等简单粗加工的生产设备，它在机械加工自动生产线上所占的价值一般只有15%左右。根据IFR

数据，2018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为42.2万台，而同年我国的数控机床产量为71.9 万台 ，工业
机器人的体量远小于机床体量。 
图表43：全球及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及变化率 图表44：2016-2019中国工业机器人月度产量/台 

来源：IFR、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IFR、中泰证券研究所 

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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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标工业机器人，机床板块估值有待修复 

    估值层面：工业机器人板块估值充分，机床存在估值修复空间。上文已分析，工业机器人

与机床在底层技术上具备相通性，但机床精度要求高于工业机器人，两者竞争格局亦具备相似
性。但在估值方面，工业机器人板块估值较为充分，PE（2020E）平均值约为60倍（以本文所

选公司为基准）。而机床领域，作为装备制造业的母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高于工业
机器人，对标工业机器人，机床板块PE（2020E）平均值仅约为36倍，存在较大修复空间。 

 

图表45：工业机器人/机床板块估值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机器人、埃斯顿、拓斯达、哈工智能、快克股份、创世纪、日发精密、亚威股份的EPS来自wind一致预期 

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2020/8/28

股价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300024.SZ 机器人 16.18 0.19 0.21 0.24 0.27 85.16 77.05 67.42 59.93

002747.sz 埃斯顿 17.81 0.08 0.15 0.21 0.28 222.63 118.73 84.81 63.61

300607.sz 拓斯达 49.00 1.26 1.87 1.98 2.33 38.89 26.20 24.75 21.03

000584.sz 哈工智能 6.44 0.07 0.12 0.16 0.21 92.00 53.67 40.25 30.67

603203.sh 快克股份 30.16 1.10 1.27 1.49 1.73 27.42 23.75 20.24 17.43

93.22 59.88 47.49 38.53

300083.sz 创世纪 11.51 0.01 0.25 0.46 0.57 1151.00 46.04 25.02 20.19

002520.sz 日发精机 7.22 0.23 0.35 0.41 0.47 31.39 20.63 17.61 15.36

002559.sz 亚威股份 6.84 0.17 0.21 0.25 0.31 40.24 32.57 27.36 22.06

601882.sh 海天精工 12.40 0.15 0.27 0.38 0.53 82.67 45.93 32.63 23.40

688558.sh 国盛智科 37.45 0.85 1.03 1.40 1.94 44.06 36.36 26.75 19.30

269.87 36.31 25.87 20.06

PE

平均值

平均值

工业机
器人

机床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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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5.3 

1）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风险。机床行业下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直接影响机床

行业的供需，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直接受制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增长
幅度的制约，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2）行业景气度复苏不及预期风险。4月以来，以金属切削机床为代表的机床产量同比持续正
增长，景气度持续回升，但后续是否能保持增长态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3）国营企业兼并重组进程不及预期风险；国内机床行业的竞争格局随着国营企业兼并重组的
延续而不断得到优化，但该进程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4）行业和市场竞争风险。机床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尤其在数控机床行

业，技术能力、品牌和生产规模决定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整体而言，国内机床行业面临
着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高端数控机床企业的竞争。同时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高端
数控机床行业也会逐步涌现出上规模、有特色的民营企业，加剧市场竞争； 

 

5）行业需求测算基于一定前提假设，存在不及预期风险；本文对于机床行业更新需求的测算
是基于对机床使用寿命、制造业复苏进度等的假设得出的，存在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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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给予机床行业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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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
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
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
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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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
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
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
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
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
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
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
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
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
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泰证券研究所”，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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