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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新规，限制部分 AI 软件出口。根据该规

定，美国公司需要获得许可证后，才能出口地理信息自动分析软件。这类软件主要被用于地理

空间图像的深度学习和目标识别，可能导致进口国获得对美国的军事或情报上的优势。该项规

定自 2020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美国正在逐步加强对 AI等敏感技术的管制。2018 年以来，美国商务部曾多次出台技术出

口管制方案，并同时利用实体清单对中国的相关高科技企业进行限制。其中，2018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出台方案，拟管制 AI、芯片、先进监控技术等 14 项前沿科技领域的技术出

口；2019 年内，陆续将华为、中科曙光、海康、大华、科大讯飞等中国顶尖的科技公司

列入“实体清单”。上述动作显示出美国对关键领域技术的管制力度在加强。 

 A股中 AI、GIS的领军公司已经实现算法和软件的自主研发，不依赖进口软件，并能够参

与全球竞争，无惧美国管制。后续有望受益于进口替代加速： 

1）AI 视觉方面，海康、大华的竞争力全球领先。海康已经建立起云边融合的 AI Cloud

架构，并率先推出物信融合数据平台，同时国内毛利率不断走高，验证了 AI 应用提升软件

附加值的逻辑；大华股份已建成用于算法训练的超大规模计算中心和数据中心，重点研究

并商用化多个领域算法，在多个国际竞赛中获得了第一。 

2）AI 语音方面，科大讯飞实力强劲。公司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近年来在国

际权威的语音合成/识别、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评测中获得第一并打破多项记录，进

一步为公司教育、政法、医疗等实际业务应用树立了技术壁垒。 

3）GIS 软件方面，美国地理信息软件厂商若退出，超图软件最受益。国内 GIS 基础软件

平台市场，超图软件 SuperMap 与美国 ESRI ArcGIS 各占半壁江山。实际上目前超图与

ESRI 二者技术上差别不大，超图 2020 年 10i 版本侧重人工智能在 GIS 软件中应用，补足

原有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 GIS 经验不足短板，可以填补美国厂商退出后的空白。 

4）智能驾驶方面，德赛西威等本土厂商份额有望提升。目前国内 L1-2 级智能驾驶系统国

产化替代已经不存在价格和技术上的障碍，国内实力和海外相当，甚至在开发费用和服务

上更具优势。头部公司德赛西威、华域汽车等目前已经获得大量自主品牌乘用车订单，L3

高级自动驾驶算法研发上与海外竞争对手节奏保持一致。 

 我们在《一致开放与二元体系!——2020年计算机投资策略》中的观点正不断验证！年度

策略中，我们认为要聚焦二分体系下计算机公司产品力，提出“一致开放”：全球科技行

业处于产业开放（全球竞争）和资本开放(注册制+金融衍生)新周期，新周期下的软件开放

体系竞争是全球公司的产品力竞争；“二元体系”：一致开放为全球直接竞争情形，还可

能形成二元体系，IT 国家队为主导。同时我们也认为，2020年将是 AI的拐点年份。美国

本次实行新的出口管制，给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 AI 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推荐标的：AI领域：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虹软科技；GIS软件：超图软件、

东方国信；智联汽车：德赛西威。 

 风险提示：部分关键技术存在短期无法突破风险。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2

 

 行业点评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各项信息披露与声明    第 2 页 共 9 页                            简单金融 成就梦想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新规，限制部分 AI 软件出口。根据该规

定，美国公司需要获得许可证后，才能出口地理信息自动分析软件。这类软件主要被用于

地理空间图像的深度学习和目标识别，可能导致进口国获得对美国的军事或情报上的优势。

该项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图 1：美国发布限制部分 AI软件出口的规定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申万宏源研究 

 

美国正在逐步加强对 AI 等敏感技术的管制。2018 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

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要求阻止敏感技术出口给大国竞争对手。在该法案

的授权下，美国商务部曾多次出台技术出口管制方案，并同时利用实体清单对中国的相关

高科技企业进行限制。其中，2018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出台一份技术出口管制方案，拟管

制 AI、芯片、先进监控技术等 14 项前沿科技领域的技术出口；2019 年内，陆续将华为、

中科曙光、海康、大华、科大讯飞等中国顶尖的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上述动作显

示出美国对关键领域技术的限制力度正在不断加强。 

表 1：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不断强化对 AI、芯片等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 

时间 管制领域 内容 受影响的对象 

2020/1/6 AI 
美国公司需要获得许可证后，才能出口地理信息

自动分析软件 
中国等敏感技术进口国 

2019/10/8 
AI、安防监控、信息

安全 
实体清单名单新增 

海康、大华、科大讯飞、旷视、商汤、

美亚柏科、依图、颐信等 8 家中国公

司 

2019/8/14 核电 实体清单名单新增 中广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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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1 芯片 实体清单名单新增 
中科曙光、天津海光等五家中国企业

/机构 

2019/5/16 5G、芯片 实体清单名单新增 华为 

2018/11/19 

AI、芯片、先进监控

技术等 14 项前沿科

技领域 

对美国军民两用和较为不敏感的军品出口进行

监管，主要甄别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出口。

14 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

器人、脑机接口、先进监控技术等 

中国等敏感技术进口国 

2018/8/13 
新兴和基础技术被引

入管制范围 

《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签署生效 
中国等敏感技术进口国 

2018/4/16 通信技术 
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

业购买敏感产品 
中兴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网站，申万宏源研究 

 

A股中 AI、GIS等相关领军公司的软件能力已经可以参与全球竞争，实现算法和软件

的自主研发，不依赖进口软件，无惧美国管制。且有望通过进口替代而受益：1）AI视觉：

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虹软科技等；2）AI 语音：科大讯飞等；3）GIS 软件：超图软件、

东方国信等；4）智能驾驶：德赛西威等。 

第一，AI 视觉方面，海康、大华的竞争力全球领先。1）海康威视已经建立了云边融

合的 AI Cloud 架构，并率先推出物信融合数据平台，从理念到架构到 AI 算法，都在全球

拥有独创性和领先性；2）大华股份已建成用于算法训练的超大规模计算中心和数据中心，

重点研究并商用化多个领域算法：2017 年大华股份在场景流、光流和文字识别检测等领域

分别取得第一;2018 年在 2D 车辆目标检测、MOT 跟踪、行人重识别等国际竞赛中分别取

得第一;2019 年初，在实例分割国际竞赛中取得第一。 

图 2：海康威视已经建立了领先的 AI Cloud开放平台 

 

资料来源：海康威视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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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 19H1 国内毛利率首次超海外 1%以上，验证软件附加值提升逻辑。海康威视

2019H1 国内毛利率为 46.78%，高于海外的 45.21%。公司在国内不断推广高附加值、软

件占比高的嵌入式解决方案，提升产品价值链地位和客户黏性；近年来公司已经从一个硬

件公司转变为“软件+硬件+服务”的一体化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体现为毛利率逐渐从 30%

上升至接近 50%，前者为硬件企业典型毛利率，而后者为软件企业。 

图 3：海康国内毛利率上升，验证软件附加值提升逻辑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虹软科技从数字图像到视觉 AI，手机摄像绝对龙头。第一阶段是前身创建阶段，在图

像处理领域深厚积淀；第二阶段虹软科技成立，看准移动互联网，专注移动设备的图像处

理；第三阶段顺势而为瞄准 AI，布局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刚需促进手机摄像，软件算法突

破硬件壁垒。1）硬件决定摄像头性能的下限，软件算法决定上限，目前摄像头相关硬件逐

步达到天花板，以公司所代表的软件算法突破硬件瓶颈。2）消费者对拍照的刚需推动手机

摄影能力提升，手机厂商将拍照作为差异化功能。 

 

第二，AI语音方面，科大讯飞实力强劲。公司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不断取得技术突破：

2019 年 3 月，在机器阅读理解国际权威评测 SQuAD 2.0 任务中，同时在 EM 和 F1 两个

指标上全球首次均超越人类水平，创下比赛的全新纪录；2019 年 6 月，在计算机视觉与模

式识别国际会议（CVPR 2019）举办的物体检测挑战赛 DIW 2019 上取得 Objects365 Tiny 

Track 第一的佳绩。此外，科大讯飞还在文档分析与识别国际会议（ICDAR 2019）举办的

场景文本视觉问答挑战赛 ST-VQA 挑战赛上获得了全部三项任务的冠军。科大讯飞国际领

先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进一步为公司教育、政法、医疗等实际业务应用树立了较高的技

术壁垒和领先优势。 

表 2：科大讯飞在部分领域的 AI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AI细分领域 成就 

语音合成技术 
连续 13 年蝉联全球英文语音合成大赛（Blizzard Challenge）第一， 

2012 年在全球唯一超过真人发音水平 

语音识别技术 2015 年，语音识别听写准确率在全球首次超过专业速记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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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技术 
2017 年，在机器翻译领域发布全球首个超过大学英语六级水平的机器

翻译系统 

医学人工智能系统 
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成为全球首次通过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的医学人工智能系统 

自然语言理解 
2019 年 3 月，在机器阅读理解国际权威评测 SQuAD 2.0 任务中，同时

在 EM 和 F1 两个指标上全球首次均超越人类水平，创下比赛的全新纪录 

计算机视觉 
2019 年 6 月，在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国际会议（CVPR 2019）举办

的物体检测挑战赛 DIW 2019 上取得 Objects365 Tiny Track 第一 

文档分析 
2019 年，在文档分析与识别国际会议（ICDAR 2019）举办的场景文本

视觉问答挑战赛 ST-VQA 挑战赛上获得了全部三项任务的冠军 

资料来源：科大讯飞公告，申万宏源研究 

 

第三，GIS软件方面，美国地理信息软件退出后，超图软件最核心受益。 

1）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出口某些地理空间图像软件的美国公司必须申请许可，才

能将上述软件发送到海外（加拿大除外）；2）新规中的地理空间图像软件是指为训练深度

神经网络以自动分析地理空间图像和点云而专门设计的软件；3）而作为地理信息基础的

GIS 软件，往往能够提供地理空间图像和点云中识别目标、从样本中检测目标等功能，因

此我们认为，美国 ESRI 的 ArcGIS 产品部分功能将受到限制。 

GIS软件主要客户为政府与军队，其中GIS基础平台软件占据GIS软件产业核心技术，

类似操作系统在软件行业地位。1）GIS 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区域规划、国土监测、定位

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下游客户以政府财政支持的各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为主；2）GIS

软件分为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其中基础软件可以理解为最基础的开发工具，在其基础上

开发的应用软件，是针对行业需求而研发的专门软件，有定制化的特点。3）GIS 基础平台

软件是整个 GIS 软件产业的核心技术，具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和专业门槛，可类比为操作

系统在整个软件产业中的地位。因此尽管从份额上看基础平台软件占比 GIS 软件行业仅为

5%，但重要性极高。 

表 3：下游应用客户以政府财政支持的各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为主 

GIS市场分类 用户单位举例 市场特征 

专业应用 政府 应急、军事、公安、国土、规划、房产、矿产、水

利、环保、地震、卫生、林业、农业、交通、测绘、

统计、海洋、信息办、旅游、教育、科研等 

目标用户为政府财政支持的各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国

家级到省级、市级、甚至县级单位 

用户群体庞大，占 GIS 市场容量的绝大部分 

企业 通信、电力、石油石化、银行、保险、煤矿、物流、

烟草、广告、大型制造企业、大型零售企业等 

由于国内民用电子地图数据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 GIS

未来市场空间巨大。目前市场总量小于政府类应用市场 

个人应用 导航（GPS） 导航软件是 GIS 的一个变种，比专业的 GIS 功能简单 

电子地图网站（如谷歌地图） 所使用的平台软件比专业的 GIS 功能简单，运营商可自行设

计。商业模式还有待成熟，市场总量有待增长 

其他 商业模式还不成熟，市场总量较小 

资料来源：超图软件招股说明书、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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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GIS基础软件平台市场，超图软件 SuperMap与美国 ESRI ArcGIS各占半壁江

山。1）GIS 平台软件在国内发展较迟。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直 2000 年后国产 GIS 基

础软件才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根据赛迪顾问统计 2008 年，ESRI 国内市占率仍为第一，

而在 2015 年超图占率达到 31.60%，首次超越 ESRI；3）相比国内其他 GIS 厂商，超图在

技术上具有领先优势。 

图 4：2008年国内 GIS平台软件市占率  图 5：2015年国内 GIS平台软件市占率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申万宏源研究 

 

表 4：国内 GIS平台软件市占率前四公司概况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人员 主要产品服务 覆盖客户 典型案例 2015年市占率 

超图软件 4.5 亿 北京市 3000 余人 SuperMap 系列，在国土、

水利、规划、农业等领域的

应用项目 

国内大部分国土资源部

门、专业科研院所 

不 动 产 登 记 系

统 

32% 

Esri 5000 万

（ 中 国 公

司） 

美国加州 全球 4000 多

人，其中大陆

近 100 人服务

团队 

Arcgis 系 列 平 台 软 件 、

ExelisENVI/IDL 遥感图像

处理系统和 SARscape 高

级雷达图像处理软件 

国内 200 多家单位和专

业机构 

江 西 省 水 利 地

理平台 

29% 

中地数码 4000 万 武汉市 — MapGis 系列软件开发平

台，矢量、国土等应用工具、

国土农林等解决方案 

四百余家合作伙伴，全

国 10 万多用户，累计完

成近 1500 个项目 

MapGIS 国 土

云 

8% 

武大吉奥 8320 万 武汉市 — Geo-Stack 、 Smarter 、

Globe、GDP 系列软件 

国土、规划、社会治理、

城管等客户 

国 家 地 理 信 息

公共服务平台 

6% 

资料来源：超图软件公司公告、公司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实际上目前超图与 ESRI 二者技术上差别不大。1）截至超图 SuperMap8C 产品，已

经在二三维一体化和三维增强、对 BIM 的支持、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和 GPU 实时计算、

公有云托管服务和私有云部署与运维、跨平台支持和兼容国产 CPU 与 ESRI 的 ArcGIS 产品

不相上下；2）ESRI 产品支持本地化开发者，但整体研发大方向由美国总部确定，未必符

合国内需求潮流（如二、三维一体化），且代码无法开放给代理商。而超图的本地化服务

配套更加完善，研发方向自主，且在国产化芯片、数据库、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更佳；3）导

致二者市占率多年未见明显差异原因，我们认为包括老一代地信人软件使用习惯、下游应

用商无差别偏好等。 

32%

21%

14%

9%

4%
2%2%1%

ESRI

超图

中地

MapInfo

Autodesk

Inrergraph

吉奥

Bentley

32%

29%

8%

6%

5%
2%1%

超图

ESRI

中地

吉奥

Skyline

伟景行

国遥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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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图保持产品迭代，2020 年 10i 版本侧重人工智能在 GIS 软件中应用，契合美国限

制方向，补足原有图像识别技术应用于 GIS经验不足短板。1）从 2009 年开始超图维持两

年一个大版本、年一个小版本的研发节奏，2019 年公司发布 Supermap GIS 19I 版本（I

代表 AI）；2）新版本将 AI 技术应用于 GIS，提供如倾斜摄影建筑物底面提取，影像目标

检测等应用。 

图 6 GIS倾斜摄影数据建筑物底面提取效果  图 7 GIS影像目标检测结果 

 

 

 

资料来源：超图软件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超图软件官网、申万宏源研究 

 

3）美国限制规定对地理空间图像软件功能描述包括： 

 提供图形用户界面，使用户能够从地理空间图像和点云中识别目标（如车辆、房屋

等)，以提取感兴趣对象的正面和负面样本； 

 通过对正面样本进行大小、颜色和旋转归一化操作来减少像素变化； 

 训练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以从正、负面样本中检测出感兴趣的目标； 

 使用训练过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将正面样本中的旋转模式与地理空间图像中目标

的旋转模式进行匹配，从而识别出地理空间图像中的目标。 

目前这些功能在超图 SuperMap GIS 10i 中部分已可以实现，未来随着产品不断迭代，

功能将持续完善。 

 

此外，东方国信也已经完善了 GIS平台。早在 2018 年 1 月，首届内蒙古智慧产业峰

会召开，东方国信联合和林格尔新区政府、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发起成立 BIM-Data 城市服

务联盟。东方国信在内蒙古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和林格尔新区丰富的大数据资源和优惠政

策基础上，开展城市空间数据、BIM 数据、三维 GIS(地理空间)数据等智慧城市相关业务。 

 

第四，智能驾驶方面，德赛西威等本土厂商份额有望提升。2018 年中国 L1-2 级别 ADAS

市场合计约 100 亿规模，其中 90%份额都被博世、大陆、安波福等海外 Tier1 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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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智能驾驶是 AI 细分领域中国产化替代空间最大的子领域。其中美国智能驾驶公司

中在中国收入规模最大的是安波福，安波福在感知层（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决策层（算

法）-执行层（传动、制动系统等，兄弟公司德尔福）”具有全产品线。美国限制“自动分

析地理空间图像和点云的地理空间图像软件”意味着安波福在国内卖智能驾驶系统中的软

件算法将可能受到阻碍，如果被限制，则只能向整车厂提供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

硬件以及自动驾驶域控制器计算平台两大类硬件。而目前整车厂对 L1-2 级别 ADAS 系统

均采取“软硬一体”解决方案的形式采购，而算法是其中最核心部分，美国限制 AI 软件出

口将有助于国内本土 Tier 份额的提升。 

目前国内 L1-2级智能驾驶系统国产化替代已经不存在价格和技术上的障碍，国内实力

和海外相当，甚至在开发费用和服务上更具优势。国内本土 Tier1 中的智能驾驶头部公司

德赛西威、华域汽车等在 L1-2 级 ADAS 系统的性价比上已经能够做到与海外 Tier1 接近，

目前已经获得大量自主品牌乘用车订单，L3 高级自动驾驶算法研发上与海外竞争对手节奏

保持一致。 

 

我们在《一致开放与二元体系!——2020 年计算机投资策略》中的观点正不断验证！

年度策略中，我们认为要聚焦二分体系下计算机公司产品力，提出“一致开放”：全球科

技行业处于产业开放（全球竞争）和资本开放(注册制+金融衍生)新周期，新周期下的软件

开放体系竞争是全球公司的产品力竞争；“二元体系”：一致开放为全球直接竞争情形，

还可能形成二元体系，IT 国家队为主导。同时我们也认为，2020 年将是 AI 的拐点年份。

美国本次实行新的出口管制，给具备全球产品力竞争的中国 AI 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推荐标的：AI领域：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科大讯飞、虹软科技；GIS软件：超图软

件、东方国信；智联汽车：德赛西威。 

表 5：主要公司估值情况 

代码 公司 
市值（亿元） 股价 

(元/股) 

EPS PE 

2020/1/3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2020E 2021E 

002415 海康威视 3,193 34.17 1.34 1.61 1.87 26  21  18  

002236 大华股份 646 21.49 1.02 1.25 1.56 21  17  14  

002230 科大讯飞 762 34.66 0.38 0.59 0.88 91  59  39  

688088 虹软科技 216 53.17 0.58 0.83 1.17 92  64  45  

300036 超图软件 93 20.74 0.46 0.59 0.74 45  35  28  

300166 东方国信 147 13.90 0.58 0.71 0.92 24  20  15  

002920 德赛西威 172 31.29 0.49 0.88 1.61 64  36  19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公司 EPS选取申万宏源预测值） 

 

风险提示：部分关键技术存在短期无法突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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