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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中航光电一直是我们团队重点推荐并紧密跟踪的主流品种，公司今年以来相对收益非常明显，我们预测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 EPS 分别为 1.36 元、1.82 元、2.45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30 倍、22 倍和 16 倍，

2020 年目标市值 580 亿。   

观点：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介绍。 

连接器是连接两个电学或光学器件、传输电信号或光信号的电子元器件，其作用是借助电/光信号和机械

力量实现电路的接通、断开或转换，广泛应用在汽车、通讯、航空航天、军事装备、计算机、工业、家

用电器等领域；其中，汽车是连接器需求最大的领域。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路对连接器提出新的要求。传统汽车中的电路电压在 14V 左右，连接电路使用低压连

接器，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控制系统中同样采用此种电路。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电压可以达

到 400-600V，低压连接器不能满足要求，需要使用高压连接装置；使用中的高拔插次数、高温以及剧

烈震动，给连接器性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同时，为了提高充电效率以及电动机功率，新能源汽车

工作电流和电压不断增大，对连接器工作电压和电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新能源系统中，高压连接器应用广泛，用以实现充电基础设施（充换电站和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以及

电动汽车内部部件的连接，产品类别多样：充电桩与汽车进行连接的充电枪、电池更换的换电连接器以

及各种类型的车载连接器。 

新能源充换电系统，需要采用专用连接装置。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只能接受直流充电，电网上的交流电，

需要通过充电桩进行转换才可以使用。充电桩，在行业标准中，其专业术语为“非车载充电机”，其作

用是将电网中的交流电转换为规定的电流，通过电缆连接组件和充电枪与电动汽车连接，为电动汽车的

动力电池提供电能。交流充电桩输出交流电，电动汽车内置的“车载充电机”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后

为电池充电，由于设备简单，家用壁挂式充电桩通常是交流式充电桩；而直流充电桩可以将电网的交流

电转换为直流电，直接对电池充电，充电功率大，可以实现快速充电，商场停车场、充电站通常是直流

充电桩，为了实实现空间的高效利用，每个充电桩通常会配备两个甚至更多的充电连接组件。 



 

东兴证券事件点评 
中航光电（002179）：中航光电系列报告之四：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应用场景拓展和国产替代 

P2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新能源汽车整车中，高压连接器应用频繁。高压线束是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的神经网络，和高压连接器

相连形成高压连接系统，将高压器件和电动汽车高压箱(PDU)进行连接，形成高压系统。动电池组输出

的高压直流电，由电动汽车高压配电箱进行分配，通过电机控制器逆变器或变频器驱动转向电机和动力

电机，同时，通过直流电压转换器或变频器，向空调压缩机、水暖 PTC 充电机、风暖 PTC 和部件进行

供电。 

图 1: 新能源汽车系统连接器使用场景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起步较晚，在电动汽车充电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关国家标准。但在新能源汽车线束

和连接器领域，国家标准尚未出台，使得该领域相关产品质量差异较大，较大的企业能够按照自己公司

的生产经验制定本企业的产品标准，而一些小企业往往会选择以低价格攻占市场，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目前，我国正处于电动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期，制定、实施一个统一的电动汽车高压线束及连接器标准，

能够更好地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表 1: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GB/T 20234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GB/TXXX 电动汽车用高压大电流线束和连接器技术要求  
 

资料来源：国家标准，东兴证券研究所  

中航光电是国内连接器的领导者，传统主业为军用连接器，军用连接器同样是以大电压大电流为主，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在技术上占据先发优势。自 09 年起，公司已经开始和国内的新能源整车厂商深

度合作，2013 年规模迅速扩展到超过 6 个亿。公司作为国电子设备用机电元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66)成员，参与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标准以及线束和连接器标准的起草。在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领域，公司深耕多年，拥有完善的产品体系，产品包括连接器、线缆组件和集成化产品，能够为新能源

汽车连接提供可靠的技术方案。在公司新能源业务中，毛利率相对较高的线缆组件和集成化产品占比较

大，占比或超过 70%。我们判断，公司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战略是继续向集成化设备商转型，同时

乘用车方面向主流厂商渗透，在巩固和提升现有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布局智能互联网汽车、物流车市

场并取得重大突破。 

 

 

图 2:中航光电高压互联方案  图 3:中航光电线缆线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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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市场规模巨大。 

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取得快速发展。我国石油储量不足，年消费量巨大，对外原油依存度高达 68%，每年

新增的石油消费量中 70%以上均被新增的汽车所消费，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推动新能源汽车发

展，是降低石油消耗的有效手段；从全球角度看，为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碳排放，各国都在大

力推进环保节能的新能源产品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据中汽

协数据，2015 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33.1 万辆，同比增长 3.4 倍。2016 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50.7 万辆，同

比增长 53%。2016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

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79.4 万辆，销量达到 77.7 万辆，同比分别增加 53.8%和 53.3%，

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市场。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我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将达 200 万辆、累计产销量

超过 500 万辆，2018~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将高达 37%。 

图 4: 新能源汽产量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市场广阔。传统燃油汽车单车使用低压连接器价值在 1000 元左右，而高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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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材料成本以及屏蔽、阻燃要求等性能高于传统的低压连接器，价格远高于低压连接器，纯电动乘用

车单车使用连接器价值区间为 3000-5000 元，而一辆电动商用车连接器价值约为 8000-10000 元。2017

年，新能源乘用车产量 59.3 万辆，新能源商用车产量 20.2 万辆，假设纯电动乘用车单车使用连接器价

值为 4000 元，电动商用车连接器价值为 9000 元，扣除传统连接器价值，当年新能源领域高压连接器市

场规模约为 34 亿。按照 3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进行测算，至 2020 年，在新能源整车领域，高压连接

器市场规模约为 87.3 亿。 

表 2: 新能源汽车整车高压连接器市场规模 

车型 数据类别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乘用车 

产量（万辆） 34.4 59.3 81.2 111.3 152.5 

单价（元）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市场规模（亿元） 10.3 17.8 24.4 33.4 45.7 

商用车 

产量（万辆） 17.2 20.2 27.7 37.9 51.9 

单价（元/辆）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市场规模（亿元） 13.8 16.2 22.1 30.3 41.6 

总市场规模（亿元） 24.1 34 46.5 63.7 87.3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东兴证券研究所 

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我国的充电桩建设还远没有跟上步伐，高压连接器市场规模可观。中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联盟内成员单位累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 213903 个，

全年新增公共类充电桩 72649 个，增长率达到 51%。而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基础指南》

（2015-2020 年），到 2020 年，建成集中充换电站 1.2 万座，分散充电桩 480 万个，满足全国 500 万辆

电动车充电需求。已建成充电桩与目标相距甚远，在接下来大概率取得更快的发展，每一套充电枪价值

1000 元左右，按照每个充电桩 1.5 个充电枪计算，至 2020 年，存量规模价值 75 亿，市场规模可观。 

 新能源汽车连接器市场竞争格局。 

安费诺简介：美国安费诺集团（ Amphenol Corporation ）成立于 1932 年，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

历经 8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连接器制造商之一， 2017 年销售额超过 70 亿美元。安费诺

为各行业提供连接解决方案并提供互联产品，主要业务领域覆盖航空、军用、汽车、铁路及其他交通和

通用工业领域等。 

泰科简介：泰科电子有限公司（TE Connectivity），成立于 1941 年，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连接器供应

商，为汽车、通讯、消费电子、航空宇航、军工船舶、医疗、能源及照明等各行各业设计、制造和销售

约 50 万种产品，包括连接器系统、继电器、天线系统、电线电缆及网络电缆系统等，2017 财年营收 131

亿美元。TE 结合在汽车以及高压行业的丰富经验，为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打造安全、可靠、高

效的解决方案。TE 提供一整套连接器、继电器、线束、接触器和开关，可以安全地连接和保护混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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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纯电动汽车周边的数据及高低压电力传输。 

永贵电器简介：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73 年，总部位于浙江天台，是一家专注于各类电

连接器、连接器组件及精密智能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支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7 财年营

业收入 12 亿元。公司最初专注于轨道交通领域，近年来，新能源和通讯连接器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和

轨道交通连接器并驾齐驱的主要业务，形成以“轨道交通、新能源、军工、通信”四大板块合力驱动的

业务格局。在新能源领域，公司可以提供充电接口和多种型号的高压连接器。 

 公司自身的比较优势。 

与传统汽车和消费电子内部的低电压环境不同，新能源汽车内部为大电压大电流环境，公司传统主业为

军用连接器，军用连接器同样是以大电压大电流为主，公司在技术上占据先发优势。 

公司自 09 年起，已经开始和国内的新能源整车厂商深度合作，并参与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标准的起草，

2013 年规模迅速扩展到超过 6 个亿。新能源汽车连接器未来随着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有下滑的风险，

不过公司相对于其他新能源连接器厂商优势在于除连接器以外的线缆组件和集成化产品占比较大，这些

业务毛利率相对较高，占比或超过 70%。我们判断，公司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战略是继续向集成化

设备商转型，同时乘用车方面向主流厂商渗透，积极应对 2017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的影响，在

巩固和提升现有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布局智能互联网汽车、物流车市场并取得重大突破。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市场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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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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