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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公司主要从事航空机载设备研制、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和机载设备

维修服务，已发展成为以航空运行安全保障为目标，覆盖民航运输、

通用航空、军用航空，集机载设备研制、检测设备研制、机载设备维

修服务于一体的国内领先的机载设备综合运营保障服务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机载设备研制、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和机

载设备维修服务等业务。2014 年 1-9 月，公司这三项业务的占比分别

为 25%、15%和 52%，毛利率分别为 50.91%、38.45%、52.64%。 

在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大背景下，独立第三方维修企业在机载设

备维修领域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民航、通航行业都处在稳

步向上发展的阶段，为机载设备维修领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是：借助国家对航空维修产业的大力支持，

把握机载设备维修市场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通用航空的空域开放和

国防装备军民一体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夯实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加

强检测设备和机载设备的研发力度，将公司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知名的

机载设备综合运营保障服务商。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包括：机械维修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航空机载电

子设备维修能力扩展技术改造项目（一期、二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等。通过募投项目，公司将扩大机机械、机载电子设备的维修能力，

同时增强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发能力，迎接未来的成长。 

 

合理估值：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69/0.80/0.92 元，参考同

类上市公司，同时考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

理 PE 区间为 30-35 倍，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20.7-24.15 元。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持续萎靡；民航、通航、军用航空行业增速低于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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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9,980 万股，本次发行 3,327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25%。本次发行前，卜范胜先生、黄欣先生、柳少娟女士和李凤瑞先生等四人为

公司的创始人，合共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55.36%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图 1：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1.2.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航空机载设备研制、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和机载设备维修服

务，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公司已发展成为以航空运行安全保障为目标，

覆盖民航运输、通用航空、军用航空，集机载设备研制、检测设备研制、机载设备

维修服务于一体的国内领先的机载设备综合运营保障服务商。 

公司利用我国航空事业快速发展和机载设备维修本地化、国产化的行业发展趋

势，在与国际著名机载设备维修企业和机载设备 OEM 厂家合作的基础上，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机载设备检测维修技术，以“更高的维修质量、更短的维修周期、更周

到的服务”为服务理念，向民航运输、军用航空、通用航空客户提供机载设备深度维

修服务；同时凭借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早年在航空器制造企业积累的研制经验，公司

在持续提高机载设备维修技术的同时，抓住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机遇，开展检测

设备和机载设备研制，实现了机载设备和检测设备的规模化销售。公司形成了以提

供航空机载设备研制及维修技术为核心，集机载设备、检测设备产品销售与机载设

备维修服务于一体的盈利模式。 

 

2. 行业概况 

航空器部件的制造及维修包括对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的制造和维修，其中机载设

备的制造和维修包括机载设备研制、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和机载设备维修服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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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航空机载设备制造及维修业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1. 机载设备研制 

机载设备是指为完成飞行任务、作战任务以及保证乘员安全、舒适而安置在飞

机上具有独立功能的一系列装置，通常可分为机载电子设备和机载机械设备等。机

载设备类型多，且技术复杂，生产厂家多以某一类或几类为主，以实现专业化生产。  

国际大型民用航空器制造商所需机载设备通常由世界各地众多不同层级的

OEM 厂家提供，机载设备国际 OEM 厂家主要包括以飞行控制系统等机载电子设备

生产为主的 Honeywell、以液压系统和燃油系统生产为主的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 等。 我国机载设备 OEM 厂家主要包括中航电子、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

公司等厂商等。 

 

2.2. 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 

根据机载设备的分类，检测设备可分为机载电子设备检测设备和机载机械设备

检测设备，其中机载电子设备检测设备包括机载计算机系统检测设备（主要为自动

测试系统）、雷达测试设备、电气系统测试设备等；机载机械设备检测设备包括液

压系统检测设备、气动系统检测设备等。 

在众多的检测设备中，自动测试设备（Automatic Test Equipment，简称 ATE）

主要用于对机载电子设备计算机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测，是机载电子设备主要的

检测设备。自动测试系统把现代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虚拟仪器技术、信息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在程序控制下，自动完成对

被测设备的特定测试、故障诊断、数据处理等，并以适当方式显示或输出测试结果，

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功能多、测量范围宽等众多优点。 

 

2.3. 机载设备维修服务 

航空机载设备的维修就是对航空机载电子及机械设备的检测、修理、改装、翻

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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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航空机载设备一般维修流程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根据维修深度的不同，机载设备的维修能力可分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等级。 

图 4：维修能力等级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4. 国内外市场现状 

近几年，全球民用航空器维修市场每年的产值均保持在 400 亿美元以上，2011

年达到 469 亿美元。2011 年末全球航空公司在役运输飞机数量达 20,840 架，随着民

航运输客货运输量的稳步上升，全球民用航空器维修市场也保持平稳的增长。 

图 5：全球航空维修市场容量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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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运营成本，欧美各发达国家航空公司逐步剥离机载设备、发动机和机体

等的维修业务，集中资源于运营管理和市场开拓，部分小规模、低成本航空公司甚

至将航线维护业务外包。维修外包有利于民航企业集中资源于客、货运输市场的开

拓，同时也有利于航空维修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  

中国、印度等亚太新兴发展国家，因国内航空需求旺盛，民航企业仍在持续不

断引入大量新飞机，扩充机队规模，其对航空维修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第三方航

空维修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空间， 2006-2010 年五年间，亚洲地区航空维修业务每

年增长幅度 7%以上，增幅超过航空维修业务成熟的发达国家。同时，由于机载设

备种类繁多，民航企业受规模经济等限制，难以建立全面的维修能力。因此，独立

第三方维修企业在机载设备维修领域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图 6：航空维修市场外包比例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1990-2013 年二十多年间，我国民用机场数量从 94 个增加至 193 个，民航运输

飞机数量从 204 架增长到 2,145 架，民航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保持 14.23%、

12.55%的复合增长率增长，于 2013 年分别达到 3.54 亿人次和 561 万吨，从民航运

输总周转量上看，2013 年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 671.10 亿吨公里，位于世界第

二位，为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 

图 7：我国民航运输飞机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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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航机场数量、机队规模、客货邮运输的稳定增长，为我国航空维修业提

供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图 8：我国民航客货运输量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由于我国空域管理限制较多，通用航空在 21 世纪初的发展相对较慢。但随着

近几年我国对低空空域管制体制改革试点的开展，通用航空发展有加快的趋势，

2013 年末我国通航飞机数量为 1,519 架，获得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的通航单位

189 家，全年通用航空生产作业飞行 59.10 万小时。 

图 9：我国通航飞机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5. 市场竞争格局 

随着计算机、通信等技术在机载设备的广泛运用，作为机载设备的主要维修工

具，机载检测设备的自动化、集成化、数字化不断提高，特别是自动测试设备（ATE），

技术愈趋复杂，其生产厂商主要为欧美大型航空设备制造厂商。因此，我国机载设

备维修企业使用的机载检测设备主要向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等境外企业购

买。 我国机载检测设备的研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等院校及各类航空科

研院所，仅有包括公司在内的少数机载设备维修企业在多年维修技术和经验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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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具备自主研发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的能力。 

随着我国机载设备维修业的对外开放，国外机载设备维修企业及 OEM 厂家通

过合资、授权维修等形式进入中国市场，给国内机载设备维修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

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国内机载设备维修企业也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检测设备、参加

国外培训、坚持吸收创新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等多种技术创新形式，不断提高自身维

修技术，降低了机载设备向国外送修的比例。  

目前，在航空机载设备维修领域，国内已出现了以公司、武汉航达、海特高新

等为代表的经营历史较长、规模较大、技术实力较强的专业化维修企业，这些企业

在机载电子和机械设备方面的维修技术和维修深度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公司主营业务 

3.1. 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机载设备研制、机载设备检测设备研制和机载设备维

修服务等业务。2014 年 1-9 月，公司这三项业务的占比分别为 25%、15%和 52%。 

图 10：2011-2014Q3 公司主营分类占比   图 11：2014Q3 公司主营分类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目前研制、销售的机载设备为飞行参数记录系统（以下简称“飞参系统”）。

公司生产的飞参系统目前主要应用于国内多种型号的军用飞机及直升机。其主要销

售客户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国

内主要飞机总装单位及其他军方单位。除已实现销售的飞参系统外，目前，公司在

研机载设备项目主要包括飞机综合数据采集和健康管理系统、飞行数据打印机等。 

图 22：公司机载设备产销量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的检测设备是主要用于飞机机载电子设备检测的自动化测试设备，包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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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多个型号的军用飞机、直升机的计算机、无线电、仪表等机载电子设备系统，

目前主要销售客户为军方及国防军工单位。公司目前尚不涉及针对液压系统、气动

系统、燃油系统等机载机械设备检测的设备销售。在维修过程中了开发部分机载机

械设备的检测工具及工夹具，主要为自用，未对外销售。在累积十多年机载设备维

修经验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研发出系列适用多种机载设备、具有二级、三级维修能

力的系列检测设备，并实现了自动测试系统的研制和规模化销售。 

图 33：公司检测设备产销量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目前，公司已具备对超过 50 余种机型（含民航运输、通用航空和军用航空）、

3,000 个项目、20,000 多个件号机载设备的深度维修能力。机载设备维修技术要求

性强，专业化分工特征较明显，公司目前的维修项目主要集中在机载电子设备、机

载机械设备，暂不涉及飞机机体、起落架及发动机的维修。 

图 44：公司机载设备维修服务量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3.2. 主营财务情况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9 亿元，同比增长 7.02%；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

8,088.87 万元，同比增长 9.99%。业绩稳步向上。 

图 15：2011-2014 年公司营收及增速   图 16：2011-2014 年公司归母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今年来毛利率和净利率持续保持稳定，2014 年毛利率为 45.80%，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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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89%。 

图 17：2011-2014 年公司营收及增速   图 18：2011-2014 年公司归母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3.3. 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是：借助国家对航空维修产业的大力支持，把握机载

设备维修市场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通用航空的空域开放和国防装备军民一体化的

发展机遇，进一步夯实机载设备维修业务，加强检测设备和机载设备的研发力度，

将公司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知名的机载设备综合运营保障服务商。 

（1）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机载设备维修质量、周期等方面的服务水平，增加机

载设备维修项目，提供周转件服务，使公司成为国内主要民航企业的机载设备综合

运营保障服务单位，并适时开拓国际市场。  

（2）充分抓住我国对低空空域管制体制改革的机遇，抢占通用航空机载设备

维修市场。  

（3）利用公司在航空维修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研发出飞行参数记录系统

以外的其他机载设备，完善公司机载设备产品，进一步开拓机载设备市场。  

（4）利用公司在机载设备维修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客户优势，在机载设备加改

装市场上寻求进一步突破。  

（5）加大检测设备的市场开拓力度，扩大检测设备的市场覆盖率。 

 

4. 本次发行及募投情况 

4.1. 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公司发行 3,327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发行价格为 11.68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3.8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3.35 亿元。 

 

4.2. 募投项目介绍 

募投项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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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公司机载设备维修服务量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4.2.1. 机械维修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主要是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航新(主要从事民用航空液压系统、气动系

统、燃油系统、瓶体项目等机载机械设备的检测、维护和修理)现有的机械机载设备

维修能力基础上，扩大液压系统的维修能力，增加气动系统、燃油系统、瓶体等设

备的维修项目，是公司在机械机载设备维修服务的扩充。 

项目的建设内容为通过购置液压系统的测试台、气动系统的测试设备、燃油系

统的测试台等设备，进一步扩大上海航新现有业务的产能，增加气动、燃油、瓶体

等系统的维修项目，并建立机械加工中心，使上海航新具备维修工具的设计、加工

和制造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自制液压系统测试设备，扩充上海航新现有液压设

备维修产能；购置气动系统测试设备，新增大流量气动测试和维修项目；购置燃油

系统测试设备，新增燃油系统高附加值的测试和维修项目；购置灭火瓶的维修工装

夹具，与国外瓶体的 OEM 厂家合作，新增对国产飞机的瓶体维修能力 

 

4.2.2. 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维修能力扩展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主要是扩大机载计算机系统现有的维修能力，增加部分机载电气项目和新

一代 3D 雷达项目的维修能力，以及建立重要周转件的库存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

航新电子（主要从事民用航空通讯系统、导航系统、计算机系统、雷达系统、娱乐

系统等机载电子设备的检测、维护和修理。）的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维修能力扩展技

术改造项目是在现有的产能基础上，通过购置民用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维修测试设备

及其相关的测试程序集、电气测试平台等固定资产以及维修服务所必须的周转件，

进一步扩充航新电子现有业务的产能，增加维修的机型和部件种类，建立重要项目

周转件的库存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保持航新电子在民

用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维修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购置 ATEC6A 及配套的测试程序集，增加现有 A320

的机载计算机系统的维修产能，新增 A330 的机载计算机系统的维修能力；购置电

气综合测试平台及配套的测试程序集，完善航新电子对 B737 全系列机型的机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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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统的维修能力；购置雷达测试设备，完善航新电子对 B737 全系列机型的雷达

维修能力；建立重要项目的周转件库存。 

 

4.2.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随着我国民航企业相继引入 A380、B787、E190 等新机型，该等机型主要越来

越多地使用电子模块化、集成综合化等新技术。为保证航新电子在我国民用航空机

载设备维修领域的领先地位，航新电子拟通过本募投项目增加对 A380、B787、E190

等新机型、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出上述新机型机载设备的维修方案；并自主研发出

检测功能与 ATEC6000 相当的大型自动检测设备，实现民用航空大型自动检测设备

国产化的目标；以及逐步进入民用航空器机载设备研制领域，研发部分零部件的更

换件和改装件，以降低民航企业的维修和采购成本。 

 

4.2.4. 航空机载电子设备维修能力扩展（二期）技术改造项目 

航新电子现有的航空电子机载设备维修能力已经饱和，其实施的“航空机载电子

设备维修能力扩展技术改造项目”主要针对 A320、A330 和 B737NG 等几种机型，

已逐步达产，新增产能也将很快得以消化并渐趋饱和。为此，航新电子拟实施“航空

机载电子设备维修能力扩展（二期）技术改造项目”，购置一台 ATEC6A 以及配套

的 TPS，增加对 A320、B737NG 和 B787 的维修能力。 

 

5. 合理估值区间 

 

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69/0.80/0.92 元，参考同类上市公司，同时考

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理 PE 区间为 30-35 倍，公司合理价

值区间为 20.7-24.15 元。 

 

 

6.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持续萎靡；民航、通航、军用航空行业增速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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