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42                                   证券简称：天银机电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调研）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见附件 

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 17:30-19:30 

地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话会议调研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钊敏先生 

北京华清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专家：梁志恒先生 

北京华清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骏先生 

上海讯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方慧先生 

北京天银星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技术专家：邢飞先生 

 

 

 

 

 

 

 

 

 

董秘陈钊敏先生及公司军工控股子公司相关领导与调研

人员就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了讨论与沟通： 

陈钊敏先生：简要介绍目前公司的发展近况，并结合之前已经

发布的业绩预告，对 2019 年的业绩情况做个回顾，并对北京华清瑞达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清瑞达”）、北京天银星际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银星际”）以及上海讯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讯析科技”）主营业务作简单介绍。 

根据业绩预告，2019 年完成净利润约 1.3-1.5 亿元，其中 2019 年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军工板块收入同比翻了一番，利润大幅增长。子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1、华清瑞达 

华清瑞达是由国内资深雷达专家梁志恒博士在 2010 年创建，2015

年被天银机电收购，目前是天银机电的全资子公司。华清瑞达的传统

业务包括雷达与电子战仿真测试，航空电子模块以及高速信号处理平

台，其中雷达与电子战仿真测试业务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

宽带射频 SIP 芯片应用到军方“十三五”规划中相关电子战项目，航空

电子模块也已经为我国新一代通用战术直升机所配套。 

近年来，华清瑞达的业务逐渐扩展至民用精密电子系统测试测量

业务和电子战无人机业务。民用测试测量业务已开始与华为、大疆等

知名企业合作，电子战无人机业务也开始承接军方订单。 

2、天银星际 

天银星际是在 2015 年 11 月由天银机电和清华大学团队持股成立

的，是专注于高精度姿态确定的光学敏感器，尤其是太空星敏感器的

研发企业，是国内唯一专注于空间光学敏感器的公司。研发人员来自

于拥有 20 年空间技术的清华大学技术骨干，目前拥有 12 项发明专利。

天银星际的星敏感器产品已在吉林一号卫星、高分卫星、月球探测卫

星、全球多媒体通信卫星、鸿雁星座等卫星上成功应用，130 多台星敏

感器产品无故障在轨运行，天银星际形成了星敏感器设计、制造、测

试、试验等完备的产业链，具有批量生产能力。 

同时，为满足全球卫星市场的急速发展需求，天银星际积极打开

国际市场，并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已在欧美国家的商业

公司开展陆续应用，在性能、价格和成熟度上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3、讯析科技 

讯析科技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专注于信号处理和测试测量领域

的公司，提供超宽带信号的高速采集/记录/存储/回放/分析产品，结合

FPGA 与 GPGPU 异构信号处理技术，为大数据率下软件无线电与软件

化雷达提供产品装备以及测试解决方案。 

讯析科技基于标准总线和软件定义的开放式平台，以及基于模块



 

化硬件和通用计算机平台下丰富的生态系统，可以帮助用户将极具挑

战的系统需求转化为创新的工程解决方案，以轻松应对大数据时代的

多种挑战。目前，讯析科技的产品已在宽带信号捕获与记录、复杂电

磁环境模拟与监测、射电天文、卫星地面站等领域或配套设备实现了

应用。 

问：1、请说明低轨卫星的必要性？ 

答：首先，传统通信卫星要求覆盖范围广，所以轨道高，大部分

在 36000 公里轨道，因此通信信息延迟时间长。高延迟会产生很多问

题，比如自动驾驶的通信覆盖，为了保证实时性和低延迟，要求通信

卫星覆盖必须是低轨。如果卫星通信仅仅是语音、发短信并不需要大

通信容量，但视频等对时延要求很高。比如铱星计划 60 多颗卫星仅仅

能完成短信形式覆盖。 

其次，通过卫星实现互联网覆盖是经济性很高的领域。比如 5G 在

很多地方并没有办法覆盖，通过低轨卫星实现互联网覆盖，可以保障

所有人上网，无死角，且不受地震海啸等影响。此外，部分地区人口

密度并不高，没法通过 5G 形式实现全覆盖。 

问：2、目前国内外对于低轨卫星星座作何规划、低轨卫

星的发展如何？  

答：首先说明的是低轨卫星和高轨卫星的模式不一样，高轨卫星

覆盖全球需要3颗卫星就行，这种方式要求卫星与地球定点同步，即地

球同步卫星。但低轨卫星是每90分钟绕地球转一圈，低轨星座一旦建

立就是全球模式，需要很多星的原因是单颗星覆盖范围很小，如果没

有下一颗卫星接力进入空域信号就断了。卫星星座可以类比5G建设需

要很多基站，建设初期几百颗卫星也能实现覆盖，但只能是小通信量

覆盖。未来国内星座规划可参照SPACE X，甚至超过。 

国内外的星座计划在不断更新变化中，相关公司通过各种方法提

升优势，想办法减少卫星数量。目前没有说哪种模式一定能成功，或

是最优模式，都在探索的过程中。目前国内和欧美接近，是并行模式，

没有几千颗卫星，星座并不能很好的运营。 



 

问：3、天银星际在鸿雁星座的应用情况如何？ 

答：鸿雁星座于 2018 年底发射，目前只发了 1 颗试验星（中轨 1000

多公里轨道，区别于马斯克的低轨 300-500 公里），用了公司一个传感

器，单价 40 万左右，后面追加。 

为更好应对美国 SPACE X、ONE-WEB 等低轨互联网的竞争，国

内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建设，9 家主要建设企业中 7 家企业使用公司产

品。此外，2020 年 1 月银河航天发射了首颗 5G 卫星（1080 公里）也

采用了公司 2 台产品；欧洲的德国多媒体卫星也是每颗卫星使用 2 台

公司产品。 

国内是采取高低轨共用模式，降低卫星数量，低轨卫星星座没有

几千颗不能形成网络覆盖。其中星敏感器相当于卫星的眼睛，用于空

间定位，无论什么模式，还是遥感、低轨通信卫星，其星敏感器的需

求性质基本不变。除了国内卫星公司，也和国外 ONE-WEB 参与到阶

梯报价中，国外是长期向好的市场。公司先立足国内市场，提前布局

工作好做，尤其是今年开始，产品会出现井喷式发展。 

问：4、天银星际单颗卫星使用的星敏传感器数量是多少

以及单颗卫星的价值量是多少？ 

答：一般一颗卫星使用 2-3 个星敏感器，其中遥感卫星对精度要求

更高，图像定位要求更快；此外随着大型低轨通信星座发展，通信卫

星要求也在提高，卫星间要求高精度激光对准，对准距离约为 3 万公

里，与遥感卫星精度水平要求相当。 

单颗卫星的价格区间在 30-300 万，其中高精度遥感的价值量在

200-300 万；而对于 1-2 年寿命的卫星，价值量在 30 万。 

问：5、天银星际的低轨道卫星产品方面的竞争对手有哪

些？ 

答：低轨道卫星产品方面的竞争对手主要是 502 所、成都光电所

等。502 所技术强，国有体制下主要做北斗等高轨道卫星，高轨道卫星

研制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是高昂的，北斗从 2002 年开始，20 多年

也就几十颗。未来低轨道卫星星座发展模式是每年就要成百上千颗。



 

国内低轨道卫星主要是公司在做。 

问：6、天银星际的产品优势有哪些？ 

答：我们公司产品的性价比和技术指标领先，有竞争优势。航天

产品需要在轨卫星数据运营，否则无法取得客户的信任。目前公司产

品在轨 130 多颗，一共卖了 300 多颗，目前国外已经签合同交付的 14

颗，此外在手还有一些没有签订合同的。 

问： 7、天银星际产品在国际上的实质销售如何？ 

ONE-WEB 等客户的拓展情况如何？ 

答：本公司产品在欧美日英有销售，目前体量还小，公司的销售

客户都是商业客户。ONE-WEB 的代理之前找我们做了 200 台的阶梯询

价。进入欧洲卫星市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并已经在德国全球多媒

体卫星星座上应用。未来卫星研制将会进入新模式。目前 SPACE X、

ONE-WEB 的供应链类比汽车行业，早期零部件内部供应，形成批量后

进入开放式环节。公司现在是把国内做好，持续跟踪国外市场。 

从马斯克发射的卫星来看有 3 个变化，每颗星装载 2 个星敏，其

中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星敏感器有改变，说明第一次可能有问题，是不

成熟的。如果用我们公司技术，会做到更好。 

问：8、天银星际的现有产能及未来规划如何？ 

答：扩产能是必然的，现在生产能力每年能做到四五百台。未来

需要每年上千台。目前国内 50 多家企业在做，都有很宏伟的发射计划。 

问：9、华清瑞达公司总体业务情况如何？ 

答：本公司是 2010 年成立的，但雷达目标模拟器产品从 1996 年

开始做，传统业务规模保持领先地位，新技术发展逐步扩大范围。整

体发展一句话概括：目前是发展最好的时期。 

（1）华清瑞达公司规模：首先人员数量，2015 年被收购时华清瑞

达当时是 60 人；目前已经 200 人，并建立了成都、天津分公司。传统

业务一半从北京搬移到天津，成都公司主要是高速信号处理等电子新

技术研发。其次合同额，2014 年全年 4000 多万，2019 年签订合同和

投产通知共 2.5 亿。2018 年受军改影响比较大，2019 年后半年正常化，



 

预计今年订单还会有大幅增长。目前出现较多新公司，竞争激烈。但

我们公司管理很好，预计新的竞争对手大部分不赚钱。主流竞争对手

仍是南京长峰、雷科等，新的竞争对手很多没有听过，形成不了竞争

力。 

（2）业务规模：传统业务是雷达测试地面设备，其中目标和环境

信号源的市占率第一名。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装备核心部件配

套和外场训练装备等，训练方向投的国家入比以前扩大很多，目前已

有战支和空军的批量订单，竞争对手是国家队。并拓展导弹、雷达等

核心组件配套。 

民品目前主要是智能驾驶领域，智能驾驶领域有毫米波雷达、激

光雷达、可见光成像等 3 大传感器，公司是某厂商毫米波测试配套商

国内招标第一名，也签订了合同。此外某无人机、某安防、某新能源

汽车厂商等也在和公司接触；某车研所的毫米波雷达鉴定设备也是公

司的，未来毫米波雷达要装车上路需要车检所颁发牌照。智能驾驶测

试配套和导弹测试配套类似，公司也是希望能在智能驾驶领域做到较

大的规模。 

（3）技术发展：以高速信号处理为核心技术，FPGA 信号处理板

集合毫米波，除了传统技术，SIP 技术等，不断拓宽技术能力。  

问：10、华清瑞达向民用测试测量领域拓展进展况如何？ 

答：针对智能驾驶传感器测试，市场容量比较大，不仅生产线上

需要，还有 4S 店需要简易型。目前美国是德科技(Keysight)和德国公司

罗德斯瓦茨(R&S)也在开拓这个市场，说明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空间，预

计国内每年 5-10 亿元。国外厂商的缺陷通常是 OEM 公司做，单套价

格高。公司价格是其一半。目前某新能源汽车客户还没有形成销售。 

问：11、讯析科技的卫星地面站产品情况如何？ 

答：讯析的产品优势是超宽带信号采集、捕获和分析记录，卫星

地面站只是其中一个应用方向，主要是配合国家队的装备对卫星的信

号监控、过境数据的捕获等。地面运维以前主要是军方承担，军用量

很大，最近几年不但地面站升级换代较多，针对民用的新地面站论证



 

也启动很多，2020 年规模化会有很多。公司目前 2 个产品进入地面站

的配套，从 70-80 万到 200-300 万。此外，民用运维也逐步交给中科院

空间中心及民营企业来做，确实很多在重新规划。 

公司产品技术先进性很高，有跨代的优势，关键指标对标美国是

德科技和德国罗德斯瓦兹早一年推出市场，打破国外出口限制，具有

不可替代性。目前公司转型从单台套预研转向小批量产品化，已经取

得军工三证，开始配套国内市场，并可以直接向军方供货。 

问：12、公司家电业务和军工业务比例如何？家电业务发

展情况如何？ 

答：目前家电和军工营收比例大概为 8：2。受益于节能环保的政

策引导和市场发展趋势，公司家电板块 2019 年的营收和利润都实现稳

定增长，特别是变频控制器等节能型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2019

年家电业务预计增长 5%以上，2020 年预计稳步增长。目前订单饱满，

且已向地方政府申请，并于今日顺利复工。 

  

附件清单（如有） 参与人员姓名及单位名称 

日期 2020 年 2 月 11 日 

 

 

 

 

 

 

 

 

 

 

 

 

 

 

 

 

 

 



 

附件：参与人员姓名及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冯福章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君 天海投资 

张傲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宋文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晓凤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杉 泰诚资本 

葛婷婷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宁 四川军民融合基金 

张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郭瑶 私募投资 

花超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刚 盛世知己投资 

傅德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吴其蔚 盛世知己投资 

袁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源 神农投资 

袁昌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孙伟琦 深圳伟创富通合伙有限公司 

马卓群 安信军工 李德庆 深圳市能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翟森 平安基金 李德庆 深圳市能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迪光 诺安基金 周源泉 深圳前海泽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朱天立 农银汇理基金 程乙峰 上海准景投资 

朱天利 农银汇理基金 丁衷 上海涌东创业投资中心 

李更 南方资产 陈勇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公司 

周成元 南方基金 辜若飞 上海磐耀资管公司 

史博 南方基金 陈奕霖 上海健顺投资 

吴卫 博时基金 吕一文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巍 博时基金 陈跃雄 上海道仁资产 

徐煦 军民融合基金 常兰萍 山汇资本 

沈诚 聚成投资 陈颖宜 山汇资本 

马成继 玖泰基金 常婕 山汇资本 

储达 景田投资 林闪球 山汇资本 

杜浩 金鹰基金 陈艳梅 山汇投资 

李海俊 椒图基金 卢杰 厦门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肖滨 混沌投资 曾宪钊 诺鼎资产 

蒋逸 惠安基金 蔡春根 人保资产 

国强 华鑫投资 韩华 群益投资 

戴瑞亮 华夏基金 郑钟锋 筌笠资产 

李宏 华夏基金 魏力波 乾知资产 

万方方 华夏基金 许西文 前海人寿 

刘波 东吴基金 谢文 前海控股有限公司 

沈嘉墨 中汇金投资 刘青林 启石资产 

杨忠凯 中航基金 李浩玄 浦银安盛基金 

张义慧 中国银河投资 王博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薛凯 中国人寿资产 GaoFeng 明石投资 

乔磊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王朋红 名禹资产 

李思 国寿养老保险 方丽 每市科技 

和岩彬 国际军民融合基金 陈荣威 流光溢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黄伟新 广发证券 赵晨凯 凯石基金 



 

冯骋 广发基金 朱槿 凯读投资 

戴德顺 准锦投资 薛琴 俊盛投资 

刘建华 中证金葵花基金 汪志斌 君子兰资本 

刘鹏 交银施罗德基金 孙伟 君天健投资 

董丽 嘉怡财富公司 蒋晓丽 君弘资产 

刘安田 中阅资本 程海勇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玉发 中银基金 刘潇潇 华泰保险资产管理 

刘博 诚通基金 张宝涵 华富基金 

严进龚 申万宏源证券 李玉 厚朴投资 

何思源 中山证券 朱凤蛟 鸿道投资 

李建平 中融人寿保险 吴哲 洪湖投资 

李近佳 中科飞鸿科技有限公司 薄宗臣 红帆资本 

宋鹏宇 中船集团 郑伟 弘道投资 

陆伟涛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斌 恒基投资 

肖硕磊 中兵投资 郭志强 和沣资本 

谷丰 中兵顺景私募基金 许来斌 何聚投资 

苏杭 中兵顺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岩松 合晟资产 

周情 正弘投资 顾一合 禾永投资 

朱庆新 甄投资产管理公司 马哲峰 禾永投资 

罗志宏 真科基金 焦云 禾永投资 

曾维江 真科基金 罗友源 浩友投资 

张吉 招商证券 韩硕 国投信托 

杨希 招商基金 韩硕 国投信托 

彭晴 源乘投资 于刚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彭晴 源乘投资 刘奇 光大永明资产 

张伟 元昊投资 鲁迪 高正投资 

柴易飞 元昊投资 庞涛 高毅资产 

李广博 优选资本 陈勇顺 富荃投资 

赵旭杨 永瑞财富公司 谭金宇 飞玄资本 

何鲜玉 永瑞财富 黄升科 敦诚投资 

张子鑫 胤狮投资 陈彦彬 东方马拉松投资 

王健 银华基金 叶峰 东方亮投资 

张昌平 兴业证券 刘明 东方阿尔法基金 

何萍 新华基金 翁胆 东方阿尔法基金 

朱光灵 湘财基金 杨越英 鼎力投资 

朱继刚 曦泰投资 杨雨楠 德邦证券 

张艺馨 希言资产 韩阳 德邦基金 

钟成 汐泰投资 李晓光 道仁资产 

范桂峰 汐泰投资 孙方达 大象资产 

何亚东 汐泰投资 张爽 大连峰岚投资有限公司 

于航 西藏阖木投资 刘磊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朱一锋 务聚投资 李想 辰阳资产 

胡智敏 武汉美阳投资 徐长银 朝希资本 



 

史纯 未来资产 程希云 常春藤资产 

旷斌 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继 渤海汇金资产管理公司 

张金贵 望正资产 周明巍 标普投资 

叶成 望正资本 高喜阳 北京曜德投资 

叶晨 旺正资产 冯浩成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一 天月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