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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海外工控行业观察：Q3 整体边际改善、中

国市场一枝独秀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自动化订单同比-5.4%、全球工控行业 Q3 边际改善明显，机器人订单

同比-3.7%、环比+14.3pct 降幅大幅收窄，中国地区订单火爆。我们统

计了全球 5 家工控龙头的订单情况，1）自动化订单合计 60.60 亿美元，

增速同比-5.4%，环比+3.3pct 降幅收窄，其中发那科自动化业务增速转

正；2）工业机器人订单合计 29.69 亿美元，同比-3.7%，降幅环比+14.3pct

大幅收窄，疫情引爆全球机器换人需求；3）中国区域订单 50.84 亿美

元，同比+13.9%，增速环比+13.8pct，中国高歌猛进，20Q3 订单的高

速增长印证国内工控行业仍处在周期向上的轨道。 

 工控龙头逐渐复苏，降幅环比收窄。从收入口径观察，我们统计了 9

家工控龙头的收入情况，20Q3 合计收入 454.3 亿美元，同比-17.7%，

降幅收窄 8.6pct。Q3 多数工控龙头增速边际改善，发那科、施耐德营

收增速同比转正，分别为 21.4%/2.2%，库卡同比降幅-12.4%，环比大

幅改善 21.2pct，ABB、艾默生、罗克韦尔等营收降幅环比也有所收窄。 

 分下游看，半导体行业维持高景气，汽车触底回升、需求边际复苏但

仍有压力，油气需求目前仍低迷。中国区订单普遍高增，印证中国市

场强劲复苏。1）半导体需求旺盛，西门子、发那科、欧姆龙等主流厂

商均观察到半导体行业投资延续高景气，其中中国地区做出了主要业

绩贡献；2）汽车行业边际回暖，前期积压订单开始执行，但部分厂商

观察到汽车相关需求仍有压力；3）油气行业经 Q1 大幅下跌以来仍承

压，美国尤为严重，其中罗克韦尔订单下降近 35%；4）中国区域的订

单普遍高增，发那科、库卡中国区订单超过翻番，印证中国工控自动

化强劲复苏，并处于周期向上的态势。 

 投资建议：国内工控行业 Q3 起全面复苏，先进制造行业电子半导体、

锂电、光伏、物流等行业高增，带动行业需求景气向上，传统行业需

求全面好转；同时内外资技术差距逐步收敛的背景下，海外疫情催化

进口替代进一步加速，内资厂商份额迅速提升。Q3 内资工控企业汇川、

雷赛、信捷等收入、订单均超 50%大幅增长，Q4 至目前延续 Q3 的高

增速，趋势向好。推荐：汇川技术、雷赛智能、宏发股份、麦格米特、

信捷电气。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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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外工控行业观察：Q3 整体边际改善、中国市场一枝独秀 

自动化订单同比-5.4%、全球工控行业 Q3 边际改善明显，机器人订单同比-3.7%、

环比+14.3pct 降幅大幅收窄，中国地区订单火爆。我们统计了全球 5 家工控龙头的订单

情况，1）自动化订单合计 60.60 亿美元，增速同比-5.4%，环比+3.3pct 降幅收窄，其中

发那科自动化业务增速转正；2）工业机器人订单合计 29.69 亿美元，同比-3.7%，降幅

环比+14.3pct 大幅收窄，疫情引爆全球机器换人需求；3）中国区域订单 50.84 亿美元，

同比+13.9%，增速环比+13.8pct，中国高歌猛进，20Q3 订单的高速增长印证国内工控行

业仍处在周期向上的轨道。 

表 2：海外工控龙头订单情况统计（亿美元）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工控龙头逐渐复苏，降幅环比收窄。从收入口径观察，我们统计了 9 家工控龙头的

收入情况，20Q3 合计收入 454.3 亿美元，同比-17.7%，降幅收窄 8.6pct。Q3 多数工控

龙头增速边际改善，发那科、施耐德营收增速同比转正，分别为 21.4%/2.2%，库卡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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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12.4%，环比大幅改善 21.2pct，ABB、艾默生、罗克韦尔等营收降幅环比也有所收

窄。 

表 3：海外工控龙头营收情况统计（亿美元）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分下游看，半导体行业维持高景气，汽车触底回升、需求边际复苏但仍有压力，油

气需求目前仍低迷。中国区订单普遍高增，印证中国市场强劲复苏。从下游来看：1）

半导体需求旺盛，西门子、发那科、欧姆龙等主流厂商均观察到半导体行业投资延续高

景气，其中中国地区做出了主要业绩贡献；2）汽车行业边际回暖，前期积压订单开始

执行，但部分厂商观察到汽车相关需求仍有压力；3）油气行业经 Q1 大幅下跌以来仍承

压，美国尤为严重，其中罗克韦尔订单下降近 35%；4）中国区域的订单普遍高增，发

那科、库卡中国区订单超过翻番，印证中国工控自动化强劲复苏，并处于周期向上的态

势。 

表 4：20Q3 各公司主要下游的运行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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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建议 

国内工控行业 Q3 起全面复苏，先进制造行业电子半导体、锂电、光伏、物流等行

业高增，带动行业需求景气向上，传统行业需求全面好转；同时内外资技术差距逐步收

敛的背景下，海外疫情催化进口替代进一步加速，内资厂商份额迅速提升。Q3 内资工

控企业汇川、雷赛、信捷等收入、订单均超 50%大幅增长，Q4 至目前延续 Q3 的高增速，

趋势向好。推荐：汇川技术、雷赛智能、宏发股份、麦格米特、信捷电气。 

3.   附：海外工控企业 20Q3 经营情况概览 

3.1.   西门子：下游边际向好，中国表现亮眼 

（披露时间：11 月 12 日） 

FY20Q4 营收-6%、净利润同比+33%、订单-1%。西门子 FY2020Q4（对应自然季

度 2020Q3）营收 153.12 亿欧元（YoY -6.5%），归母净利润 17.58 亿欧元（YoY +33.3%），

包含了油气业务、Gamesa 可再生能源业务不再并表的影响，订单合计 155.59 亿欧元

（-1%），增速环比+6pct。 

图 1：西门子数字工厂业务分市场及地区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分板块看：1）数字工厂是西门子的工业自动化业务板块，包括过程、离散自动化

及工业软件等， FY2020Q4 营收同比-9%，增速环比-4pct，订单同比-2%，增速环比+2pct，

其中中国订单+17%强劲增长。分下游看汽车、机械加工触底回升，电子半导体、食品

饮料继续保持强劲；2）基础设施板块主要包括建筑配电电器、中低压电力设备等，

FY2020Q4 营收同比-7%，增速环比-13pct，订单同比-10%，增速环比持平。产品端有所

复苏、营收回暖，但解决方案和服务因疫情影响仍处于推迟状态，大量订单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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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西门子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台达：销售逐月改善，自动化稳健 

（披露时间：10 月 29 日） 

20Q3 营收同比+7.2%、净利润+63.8%，1-10 月销售累计同比+3.2%。台达 2020Q3

营收 777 亿新台币，同比+7.2%；Q3 毛利为 248 亿新台币，+21.3%，归母净利润 84 亿

新台币，同比+63.8%。月度来看，公司 1-10 月营收 2302.04 亿新台币，同比+3.2%，其

中 1-3 月有并表因素，4-6 月受疫情影响有所下滑，7-9 月同比增速逐月提升，9-10 月保

持两位数增幅。 

分板块来看：1）自动化 2020Q3 销售 97.1 亿新台币，同比+2.4%、环比-3.8%，Q3

下游自动化需求持续向好；2）电源零组件 2020Q3 销售 447.7 亿新台币，同比+16.8%、

环比+12.4%；3）基础设施 2020Q3 销售 231.7 亿新台币，同比-5.5%、环比+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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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台达月度销售数据（百万新台币）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 7：台达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3.   ABB：Q3 环比改善，中国持续复苏 

（披露时间：10 月 23 日） 

20Q3 营收同比-4%、利润+780%、订单-9%。ABB 20Q3 营收 65.82 亿美元（YoY 

-4.5%）、归母净利润 45.30 亿美元（YoY +779.6%）。Q3 整体订单 61.09 亿美元，同比-8.7%。

随欧美疫情逐步控制，营收及订单降幅环比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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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BB 20Q3 分地区增长情况（订单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分板块看：1）工业自动化 Q3 营收同比-6%，增速环比+7pct；订单同比-19%，增

速环比+1pct，能源、船舶行业持续低迷对订单产生重大影响；2）机器人及电机 Q3 营

收同比-2%，增速环比+9pct，订单同比-3%，增速环比+13pct，随着疫情的限制放开，

汽车和通用工业机器人积压订单开始执行，业绩环比改善；3）电力设备板块 Q3 营收同

比-4%，增速环比+12pct，订单同比-7%，增速环比+11pct，短期下游物流、数据中心、

食品饮料、风能、铁路和移动电子等呈良好态势，但长周期需求疲软，订单大额减少。

此外，石油和天然气活动仍大幅下降。分地区看，来自美洲和美国的需求继续受到疫情

影响，而中国地区仍表现出强劲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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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ABB 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ABB 财报以美元计价，增速包含了汇兑影响 

3.4.   罗克韦尔：受益于亚太地区强支撑，全财年营收仅微降 

（披露时间：11 月 10 日） 

FY20Q4营收-9.2%、净利润+3183.8%。罗克韦尔 FY2020Q4（对应自然季度 2020Q3）

营收 15.7 亿美元（YoY -9.2%），增速环比+7.1pct，归母净利润 2.63 亿美元

（YoY+3183.8%），归母净利润大幅变动主要来自投资收益影响。公司全年营收下降

5.5%。分地区来看，拉美地区受疫情影响最重，销售同比-17.9%降幅最大。

www.hibor.com.cn


 

 11 / 18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行业专题报告 
 

 

图 3：罗克韦尔 FY2020Q4 全球销售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从自动化业务下游来看：1）离散自动化行业同比下降 10%，其中下降主要来自汽

车行业，同比下降 20%，但是半导体行业仍保持高个位数增长。受汽车行业拖累，公司

预计全年呈同比-5%的下降；2）混合自动化行行业同比下降 5%，其中食品饮料包装、

生物医药个位数下降，轮胎行业两位数下降。公司预计全年同比下降 5%；3）过程自动

化行业同比下降 20%，其中油气行业颓势依旧，同比减少 35%；矿山、水泥、化工等也

有两位数下降。公司预计全年下降 15%，其中油气下降幅度为-20%。 

表 9：罗克韦尔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5.   发那科：订单环比转正，中国订单同比高增 

（披露时间：10 月 29 日） 

FY20Q2 营收+20%、利润+12%、订单+3%。发那科 FY2020Q2（对应自然季度

2020Q3）营收 1517 亿日元（YoY +20.0%，QoQ +38.7%）、归母净利润 190 亿日元（YoY 

+12.4%、QoQ +109.1%），FY2020Q2 整体订单 1265 亿日元，同比+2.5%转正，环比

+23.4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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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业务板块看：1）工业自动化 FY Q2 营收同比-2%，降幅收窄 18pct，订单同比+8%

转正。从下游来看，FY Q2 中国机床需求恢复并保持强劲，印度需求也逐步复苏，而日、

韩、欧、中国台湾的需求依然低迷；激光器产品需求依旧疲弱，且与国外制造商的激烈

竞争仍在继续；2）机器人 FY Q2 营收同比-8%，降幅收窄 6pct，订单同比-8%，降幅环

比收窄 14pct，从下游看美洲汽车行业的销售缓慢，但通用自动化产品销售依旧强劲，

中国 IT 相关产业以及电动车、工程机械、重型机械等设备的销售仍然强劲，在美国通

用工业品及汽车相关的需求趋向复苏，日、欧仍不景气；3）机床 FY Q2 营收同比+13%，

环比大幅+30pct，订单同比+45%，环比大幅+66pct。中国计算机和平板电脑市场对机器

人（紧凑型加工中心）需求乐观，但电动注塑机、线切割放电加工机销售同比下降，与

市场需求疲软相一致。 

表 10：发那科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6.   施耐德：Q3 强劲复苏，全年预期向好 

（披露时间：10 月 22 日） 

20Q3 营收-2.8%，复苏势头强劲，产品类销售转正，公司对全年预期向好。Schneider 

2020Q3 营收 64.58 亿欧元（YoY -2.8%，Schneider 未披露单季度利润）。Q3 各业务较为

稳定，能源管理业务营收同比+2.5%，工业自动化业务同比-2.5%；产品类个位数增长，

服务软件类、系统类个位数下滑。北美等地区 20Q3 环比改善，降幅收窄。公司根据当

前经济形势，重新制定 2020 年的收入增长目标为-7%~-5%（此前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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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施耐德 20Q3 分业务板块增长情况（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5：施耐德 20Q3 分地区增长情况（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分板块看：1）工业自动化 Q3 营收同比-6%，增速环比+6pct，其中亚太地区同比

+19%。从下游看，工业软件受去年基数较高的影响、服务表现出韧性；从地区看，北

美市场 Q3 同比-13.8%（环比+6.3pct）、相对改善，亚太地区 Q3+19.5%，环比 17.4pct

大幅提升，中国市场上升最明显；2）能源管理 Q3 营收同比-2%、增速环比+16pct，分

下游看，住宅建设呈上升趋势，CIB 活动重启，医院、康复中心、生命科学及数字化建

筑需求稳固；数据中心需求依旧强劲，基础设施受影响较小。从地区看，亚太地区增幅

最大为 19.3%，北美、西欧等地环比不同程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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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施耐德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7.   欧姆龙：短期仍疲弱，中国业务恢复增长 

（披露时间：10 月 29 日） 

FY 20Q2 营收同比-9.0%，归母净利润-9.9%，营收降幅扩大，盈利由正转负。欧

姆龙 FY2020Q2（对应自然季度 2020Q3）营收 154.8 亿元，同比-9.0%，环比+5.7%，归

母净利润 9.5 亿，同比-9.9%，收入仍略有下降，盈利大幅下降。公司修改了全年预测，

预测毛利率环比+0.3pct。 

分板块看：1）工业自动化 FY Q2 营收同比-7%，降幅环比减少 1pct，下游半导体

相关投资依旧活跃，汽车行业因疫情抑制投资而较弱；2）电子元器件 FY Q2 营收同比

-9%，降幅环比减少 13pct，随着全球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恢复，需求开始反弹；分地区看，

中国已恢复去年同期水平，欧美地区逐步恢复。 

表 12：欧姆龙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8.   艾默生：营收降幅收窄，明年预期向好 

（披露时间：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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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0Q4 营收同比-8%、利润-1%。艾默生 FY2020Q4（对应自然季度 2020Q3）营

收 45.58 亿美元（YoY -8%），增速环比+8pct，归母净利润 7.23 亿美元（YoY -0.8%）。

订单方面，7-9 月份订单同比-11%。公司全年营收 168 亿美元，同比-9%，符合预期。

预测 FY21 销售增速 1%~4%。 

分板块来看：1）工业自动化营收同比-11%，增速环比+3pct，公司预测 FY21 销售

增速-1%~2%；分地区来看，美洲订单下降 30%，欧洲订单同比-12%，亚洲&中东&非

洲订单同比-11%，然而中国地区自动化行业继续增长，订单同比+2%。2）商业及住宅

销售同比-3%，增速环比+17pct，公司预测 FY21 销售增速 5%-8%；分地区看，美洲订

单增长了 12%，欧洲订单同比+8%，亚洲&中东&非洲订单同比-9%，而中国订单则同比

下降了两位数。 

表 13：艾默生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9.   库卡：收入降幅缩窄、订单高增，中国订单翻番 

（披露时间：10 月 29 日） 

20Q3 营收同比-17%、亏损边际有所缓解，疫情期间机器换人需求凸显，整体订单

同比+20%大幅改善。库卡 2020Q3 营收 6.92 亿欧元，同比-16.9%，增速环比 15.2pct，

归母净利润 0.10 亿欧元，环比转正。Q3 订单 7.52 亿欧元，同比+20.4%、增速环比+60pct

大幅改善。分板块来看：1）机器人营收同比-22%，增速环比+1pct，订单同比-1%，增

速环比+29pct；2）系统营收同比-5%，增速环比+44pct，订单同比+47%、增速环比+91pct；

3）中国分部降幅略有收窄，收入同比-6%、增速环比+29pct，订单同比+101%、增速环

比+123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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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库卡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3.10.   安川：整体订单继续恶化，中国业务势头强劲 

（披露时间：10 月 9 日） 

FY20Q2 营收-7.9%、营业利润+33.3%、订单-14%继续下滑。安川 FY2020Q2（对

应自然季度 2020Q3）营收 960 亿日元，同比-7.9%、营业利润 71 亿日元，同比+33.3%，

归母净利润 50 亿日元，同比+21.7%。FY20Q2 整体订单同比-14%，增速环比-2pct，其

中运动控制订单降幅扩大，系统工程降幅进一步扩大，对整体订单影响较大；但中国区

域订单由降转增。 

分板块来看：1）运动控制 FY Q2 营收同比-6.2%，降幅环比+1.5pct，订单同比-14%，

增速环比-6pct。分产品看，由于中国 5G 建设如火如荼，下游电子、机床需求旺盛，且

半导体需求仍然坚挺，AC 伺服、控制器业务销售增长；变频下游中国的基础设施行业

表现良好，美国油气行业需求大幅减小，收入利润逐年下滑；2）机器人 FY Q2 营收同

比-12.9%，增速环比 12.2pct，订单同比-16%，增速环比+2pct，短期汽车相关产品（例

如焊接和喷漆机器人）在全球资本投资受限，并且受客户工厂运营减少影响而保持低迷；

日本、韩国半导体晶圆搬运机器人的销售稳定； 3）系统工程 FY Q2 营收同比-2.0%，

增速环比+16pct，订单同比-14%，增速环比-1pct，由于新品的推出，光伏逆变器产品销

售增加；日本供述排污系统不景气，但钢铁厂相关业务很坚挺；因新冠疫情影响，总体

板块收入下降（尤其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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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安川电机分季度统计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下行：工控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如果宏观经济下行，会导致行业

增速下行，从而对行业公司业绩增长带来压力； 

2. 竞争加剧：工控行业的竞争以外资巨头为主，竞争相对激烈，如果竞争加剧，可

能对内资工控企业的增长带来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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