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Table_Title] 评级：增持(首次) 

市场价格： 

分析师：邓欣 

执业证书编号：S0740518070004 

电话：021-20315125 

Email：dengxin@r.qlzq.com.cn 

 

 

 

[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65 

总市值（亿元） 11396 

流通市值（亿元） 10101 

 

 

 

  

[Table_QuotePic] 股价与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相关报告 

 

《科沃斯：机器人时代有备而来的

探路者》2018.8.1 

 

《小米集团：从巨头环伺中突围的

科技消费品旗舰》2019.4.12 

备注：参考 wind一致预期 
  
 

[Table_Finance]  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指标 2016A 2017A 2018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83 1119 3051 4158 5372 

增长率 yoy% -- 510.95% 172.72% 36.29% 29.17% 

净利润 -11 67 308 339 481 

增长率 yoy% -- 696.05% 359.11% 10.14% 42.08% 

每股收益（元） -9.37 55.83 6.15 6.78 9.63 

P/E -- -- -- -- -- 

P/B -- -- -- -- -- 

 

投资要点 

2014 年 7 月，前百度地图负责人昌敬于北京创立石头科技。2016 年 9 月公司
发布首款“米家智能扫地机器人”，2017 年 9月公司发布自有品牌“石头智能
扫地机器人”，并于 2018 年 4 月加推自有品牌“小瓦智能扫地机器人”，展现
了出色的产品力。2019 年 4月 9日，公司申请科创板上市获上交所受理。本文，
我们拟从对公司、行业、招股书的分析，与您探讨这家扫地机器人的新兴企业
如何做到一日千里？ 

 公司：初创-成长-进阶 

初创期，借小米生态链快速起家。凭借深具技术背景的创业团队与小米在品牌、
渠道、供应链的全方位支持，迅速崭露头角。 

成长期，自主品牌已成半壁江山。公司成立 5 年高速发展，重点投入自主品牌，
对小米依赖度逐年降低。构建高中低区隔的品牌矩阵，用户群体得以拓宽；线
上线下全面开拓拉动增长，渠道得以持续延展。 

进阶期，科创板登陆加固发展实力。公司先后完成天使轮、A 轮融资，拟在科
创板募集资金 13.12亿，用于新一代扫地机器人项目、商用清洁产品开发新一
代扫地机器人项目、智连数据平台开发项目。 

 行业：需求-格局-竞争力 

需求：技术临界点看未来，中国市场最具爆发潜力。行业已现第三次技术变革，
基于人工智能的扫地机器人产品初现睥睨，未来有望解决现存痛点。低渗透率、
高接受度为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格局：行业趋向高度集中，中国企业从“追赶”走向“领先”。扫地机器人产
品需构筑较深的技术壁垒；升级需求下品牌意识崛起，护城河一旦建立将强者
恒强。中国企业从“技术追赶”走向“技术领先”，新品持续推出并不断进阶。 

竞争力：核心为技术累积、兼有运营、供应链两大壁垒。扫地机器人更新周期
较短，考验企业产品升级及新品拓展。消费者品牌意识崛起，新零售模式使传
统渠道壁垒相对弱化，挑战企业品牌粘性与运营效率。产品革新、技术进阶下，
考验供应链成熟度与对高阶产品的快速响应；性价比诉求爆发，挑战企业规模
效应与对核心零部件的成本控制能力。 

 财务：研发、销售、盈利、营运能力及 ROE 同业对比 

研发：石头科技 2018 年研发投入 1.1亿同比 9.7%，收入的爆发式增长导致研
发费用率降至 3.82%，居行业平均水平。 

销售：石头科技 2018 年销售费用率仅 5.3%，与小米渠道协同造成销售投入偏
低，预计未来销售费用率随非小米渠道占比的提升而趋于上行。 

盈利：石头科技毛利率近年随自有品牌的结构改善逐年提升至 28.79%。同时
低费用率的小米模式贡献较高净利率。 

营运：石头科技存货周转率高于可比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迅速提升。 

ROE ：石头科技 ROE由负值快速提升至 2018年 63.5%。 

风险提示 国内市场失速风险、海外拓展不力风险、竞争格局恶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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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14 年 7 月，前百度地图负责人昌敬于北京创立石头科技，创始团队拥有扎实

的软硬件背景，核心研发团队均出自百度、华为、微软等巨头。2016 年 9 月公

司发布首款“米家智能扫地机器人”，2017年 9月发布自有品牌“石头智能扫地

机器人”，并于 2018 年 4 月加推自有品牌“小瓦智能扫地机器人”，展现其出色

的产品力。2019年 4月 9日，公司申请科创板上市获上交所受理。 

本文，我们拟从对公司、行业、招股书的分析，与您探讨这家扫地机器人新兴

企业如何做到一日千里？ 

 

     一、公司：初创-成长-进阶 

1. 过去时：初创期，借小米生态链快速起家 

携手小米起家，快速积累销量与口碑。公司创立后，凭借深具技术背景的创业团

队与小米在品牌、渠道、供应链的全方位支持，迅速崭露头角，2016 年首款产

品“米家智能扫地机器人”一经推出便成热销爆款，初创期，公司凭借高性价比

的米家品牌定制产品，快速积累销量与口碑。 

图表 1：石头科技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2014 年 7 月 前百度地图负责人昌敬创立石头科技。 

2015 年 9 月 天使轮融资数百万元人民币，投资方有顺为资本，小米科技，高榕资本，启明创投。 

2016 年 3 月 A 轮 融资，投资方有顺为资本、鼎翔科技。 

2016 年 9 月 小米定制品牌“米家智能扫地机器人”发布。 

2017 年 9 月 石头智能扫地机器人推出。 

2018 年 4 月 “小瓦智能扫地机器人“推出。 

2019 年 4 月 招股书披露，石头科技拟在科创板募资 13.12 亿元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实控人昌敬持股 30.99%，小米系持股 24.7%。招股书披露，公司实控人昌敬持

股 30.99%，小米系顺为公司与天津金米合计持股 24.7%，四大合伙人直接持股

11%，核心人员还通过石头时代间接持股 10%，可见创业团队激励到位。 

图表 2：石头科技股权结构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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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在时：成长期，自主品牌已成半壁江山 

自主品牌已成半壁江山，小米依赖度持续降低。公司成立 5 年高速发展，重点

投入自主品牌，对小米依赖度逐年降低，2018年收入规模破 30亿，同比+173%，

利润 3.08亿，同比+359%；其中米家品牌占比 47.8%，同比+46%；而自主品牌占

比 48.5%，同比+1272%。自主品牌取代小米定制成这一阶段成长性的关键驱动力。

具体则来自于： 

图表 3：2016-2018年公司经营业绩  图表 4：2016-2018年公司营收结构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之一，公司构建高中低区隔的品牌矩阵，用户群体得以拓宽。相较专注性价比

的米家产品，公司 2017年推出石头品牌定位更趋高端，2018年又加推小瓦品牌

弥补中低价位，2018年石头/米家/小瓦单位营收 1866/1160/964 元，区隔明显，

参考市场售价米家/米家 1S 的 1699/1999元、石头 S50/T60 的 2399/2799元，高

中低完备的品牌与定价策略，使用户得以快速拓宽。 

图表 5：石头科技分品牌销量及销售均价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之二，公司线上线下全面开拓拉动增长，渠道得以持续延展。2018 年小米渠道

占 50%，同比下降 40pct，非小米渠道大幅增长。线上：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京

东、苏宁等）占比 12%，同比+1671%；第三方电商模式（天猫、有品等）占比 13%，

同比+500%；线下：布局紫光、葛晨、国机等经销商，线下占比 25%，同比+3352%。

成长期，非小米渠道线上线下全面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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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16-18年公司销售渠道结构（%）  图表 7：16-18年线上平台线下前四客户销售（万元）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3. 将来时：进阶期，科创板登陆加固发展实力 

公司先后完成天使轮、A轮融资，拟在科创板募集资金 13.12 亿，用于新一代扫

地机器人项目、商用清洁产品开发新一代扫地机器人项目、智连数据平台开发项

目。科创板登陆，意在继续发力研发等护城河，加固实力加速发展步伐。 

图表 8：石头科技募投项目规划（万元） 

项目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新一代扫地机器人项目 75,760 75,000 

商用清洁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 28,896 28,000 

石头智连数据平台开发项目 14,806 14,000 

补充营运资金 13,157 14,000 

总计 132,619 131,000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行业：需求-格局-竞争力  

1. 需求：技术临界点看未来，中国市场最具爆发潜力 

回顾全球扫地机器人行业的历史革沿，市场的爆发离不开技术的更迭，每一次

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极大刺激了消费需求的释放。行业已现三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随机碰撞式的家用扫地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2002 年全球领军企业

IRobot推出的 Roomba系列成为里程碑，产品初具随机行走与自动清洁功能，但

价格高昂与产品体验成其痛点。 

第二次，全局规划式的扫地机器人步入智能规划时代，2015-2018年 IRobot、科

沃斯、小米/石头科技相继推出基于 SLAM的全局规划产品，基于 LDS激光测距的

SLAM路径产品与基于视觉传感的 VSLAM路径产品有效实现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覆盖与清扫效率大大提升。 

第三次，基于人工智能的扫地机器人产品初现睥睨，物体识别、语义识别、人机

交互等 AI 应用有望与扫地机器人深度融合，未来继续解决现存痛点，进一步推

进产品由可选品向必需品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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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第二次技术革命有效推动了全球扫地机器人的加速，全球市场三年

CAGR高达 34.5%。 

而今，站在第三次技术临界点看未来：北美、欧洲与亚太为全球三大核心市场，

中国最具爆发潜力。 

图表 9：全球扫地机器人龙头产品沿革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怡康显示，2018年国内扫地机零售额 80亿元，同比+42.9%；零售量 577万台，

同比+42.1%。 

图表 10：2013-2018 年国内扫地机销售情况 

 
来源：中怡康，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渗透率看，扫地机器人在中国市场存在巨大的提升潜力。中国沿海地区扫地

机器人渗透率仅 4%，内陆地区渗透率仅 0.5%，而美国渗透率 16%，国内与之形

成互补和替代的洗衣机、吸尘器渗透率分别 90%、30%。 

图表 11：中国扫地机器人渗透率横纵向对比 

 
来源：GFK，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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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透率、高接受度为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强劲的爆

发力。从全球出货量看，自 2017 年起中国出货量占全球已超过 1/3，且渗透率

远不及全球，未来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市场。 

 

2. 格局： 行业趋向高度集中，中国企业从“追赶”走向“领先” 

纵观全球格局，北美市场更早进入全局规划时代，但中国企业正从技术追赶一

步步走向技术领先。 

先看国内 CR10：就国内格局而言，各大电商平台出售品牌多达上百种，但从 2014

年至今，行业 CR10持续稳定在 80%以上，可谓高度集中。 

再看国内 CR3：新进入者不断增加，2018 年龙头线上份额 CR3 约 70%（科沃斯、

小米/石头合并、海尔）却能不降反升，而零散企业份额反而备受挤压。 

小米系份额近三年迅速提升（2018 年米家石头合计份额 23.7%），反观 IRobot

份额快速下行（5.3%）。 

图表 12：2015-2018 年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 

 
来源：中怡康，中泰证券研究所 

结合北美与全球市场份额： 

全球龙头呈现高度集中。全球龙头 iRobot在北美高端市场份额高达 85%(高出其

后第二名 Neato近 80pct)。当前 iRobot 全球高端市场份额在 62%，紧随其后的

中国企业科沃斯全球高端市场份额占 15%（同比 2017年 11%正向提升 4pct），更

有中国企业小米系跃居全球第三，份额超过 5%。 

图表 13：2012-2017 年全球高端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 

 
来源：GFK，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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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行业趋向高度集中，原因在于： 

（1）扫地机器人产品属性高度集成、快速更新，需构筑较深的技术壁垒。（高

技术壁垒易造就高行业集中度，如汽车、航空、核电） 

（2）升级需求下品牌意识崛起。（消费者会买“奢侈品”，会买性价比高的“高

档品”，但会远离“山寨品”），护城河一旦建立更将利于强者恒强。 

纵观国内成型品牌大体分三类：专业型企业（科沃斯、浦桑尼克、IRobot、Dyson）、

生态型企业（小米/石头、360）以及家电巨头企业（美的、海尔、飞利浦）：升

级趋势下，IRobot、Dyson国际巨头纷纷强势切入高端市场；国内龙头也依靠先

发和本土优势快速占领份额，并凭借高性价比走向欧美日韩市场；而中小厂商通

常采取低价低配扩大销量，但低配策略往往制约了部分用户体验。 

图表 14：国内主流扫地机器人品牌企业关键因素对比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整理 

总之，扫地机器人虽起源海外，却由中国企业从“技术追赶”走向“技术领先”，

新品持续推出并不断进阶。我们判断：在当前的非零和博弈市场，以石头科技、

科沃斯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将共促市场扩容。 

 

3. 竞争力：核心为技术累积、兼有运营、供应链两大壁垒 

技术迭代能力 

扫地机器人属技术迭代明显的非耐用消费品，更新周期短（2-3 年），考验企业

产品升级及新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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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科技：将激光雷达算法大规模落地，在 LDS、深度学习、算法优化、运动模

块拥有多项核心技术，部分专利与小米共有，拥有自主使用权。2016 年发布米

家扫地机器人以 1699 元冲击市场；2017 年推出石头；2018 年推出小瓦；2019

年推出新品 T60。 

科沃斯: LDS 与 VSLAM 并重，持续创新领域。2011 年发布擦窗机器人；2016 年

管家 UNIBOT；2017年发布移动空净机器人、导航扫地机器人和商用机器人旺宝；

2018年发布搭载 AIVI技术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并于 2019年上市 LDS新品 T5。 

iRobot: 主打 VSLAM，高研发投入创新产品。28 年技术积淀，全球超 1000项专

利，IEEE10大电子专利排名第五。 

图表 15：国内市场主流扫地机企业新品比较 

 
来源：公司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品牌运营能力 

消费升级下消费者品牌意识崛起，考验企业用户粘性与品牌运营能力； 

线上主导的新零售模式使传统渠道壁垒相对弱化，挑战企业运营效率。 

石头科技: 以极致性价比&爆品战略迅速抢占国内市场，米家、石头、小瓦三大

品牌区隔定位，初期自身技术与小米品牌、渠道完好协同打开市场，积累口碑后

自主品牌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科沃斯: 率先进行消费者教育，巧用电商实现口碑销量丰收，重视多层次营销，

2018 年起国内重点发力线下渠道，海外在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逐步建立竞争

优势，全球份额获显著提升。 

iRobot: 高端品牌，同样聚焦于高端市场的还有英国 Dyson、美国 Neato。全球

高端份额位居第一，未来难点在于实现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运作，解决部分产品线

与定价策略不适用中国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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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国内市场主流扫地机企业 SKU和定价比较 

  石头科技 科沃斯 iRobot 

SKU 10 59 7 

价格 1099-2799 659-4999 2299-8999 
 

来源：官网，京东商城，中泰证券研究所 

 

供应链掌控力 

产品革新、技术进阶下，考验供应链成熟度与对高阶产品的快速响应； 

消费者性价比诉求爆发，挑战企业规模效应与对核心零部件成本控制。 

石头科技: 供应链践行小米模式，生产采用全部代工达到轻资产和快速响应，无

自建生产基地。自主研发的激光扫描测距模块稳定性高，有效延长使用寿命，降

低后续维护成本。 

科沃斯: 2019Q1出货量超过 iRobot跃居全球第一，采用自建生产基地模式，仅

低端随机产品外包生产，公司初步实现规模效应，基本实现核心零部件国产化。 

iRobot: 同样依靠中国供应链实行中国生产全球销售，未来难点在于如何在全球

市场实现更低成本运作，提升价格竞争力。 

图表 17：石头科技 T60扫地机器人主要零部件构成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8：公司委托加工采购金额（万元） 

 
来源：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财务：从招股书看同业对比 

对于正由导入期迈向成长期的扫地机器人市场，技术、品牌、供应链等为突围企

业带来的挑战已扑面而来，最后，我们结合关键指标分析，PK 鉴证同业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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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投入 

研发占比最高为技术引领者 iRobot12%；同业中科沃斯总研发 3.6%（扣除代工后

机器人研发占比 5%）；福玛特研发占比 5%；石头科技 2016-2018研发支出 21.49%、

9.50%、3.82%（2018 年研发投入 1.1 亿同比 9.7%，由于收入随渠道爆发，研发

费用率降至 3.82%，居行业平均水平）；海尔美的同处 3%+。 

图表 19：2016-2018 年同业研发投入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 销售投入 

销售占比相对较高为 iRobot、科沃斯、海尔（三者同处 15%以上水平），福玛特

27%，美的 10%，石头科技最低 5%。石头科技由于小米渠道协同造成销售费用偏

低，2018年 5.3%远低于科沃斯 18%与福玛特 27%，我们预计随近年非小米渠道占

比的提升，未来销售费用率继续上行（广告推广、电商渠道、线下渠道拓展以及

各平台服务费及佣金）。 

图表 20：2016-2018 年同业销售投入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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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盈利水平 

从毛利率看，iRobot、科沃斯（机器人）毛利率 50%高于可比，小米系低于可比

（石头品牌毛利率 42%，米家品牌毛利率 15%，小米模式以石头科技为 ODM 商，

依小米订单需求组织代工生产并以成本价销售给小米，所得毛利双方分成）。而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石头科技毛利率随自有品牌结构改善逐年提升，2016-2018

综合毛利率从 19.21%提至 28.79%。 

从净利率看，低费用小米模式贡献高净利率，2018 年石头科技净利率 10%同比

+4.1pct，高于科沃斯净利水平 8.5%。 

图表 21：2016-2018 年同业毛利率  图表 22：2016-2018年同业净利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4. 营运水平 

从营运能力看，首先存货周转率方面，石头科技拥有明显高于可比企业的存货周

转率；其次，从应收账款周转率方面，石头科技近三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迅速提

升，由 2016年的 1.5次提高到 2018 年的 8.0 次，且 2018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已经高于可比企业。 

图表 23：2016-2018 年同业存货周转率率  图表 24：2016-2018年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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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E 

近三年，石头科技盈利能力持续提升，ROE由 2016年的负值快速提升至 2018年

的 63.5%，远超可比企业。 

图表 25：2016-2018 年同业 ROE比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全文总结： 

中国有望成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市场，未来市场不会一家独大，而是允许多家企

业共存。我们以产品（核心为技术迭代）、运营（核心为品牌运营）与供应链（核

心为供应链掌控力）为壁垒建立实力矩阵：推荐生态型企业石头科技、专业型

企业科沃斯。 

图表 26：竞争对手业绩与估值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国内市场失速风险：国内市场普及率提升不及预期，或受到替代品类大幅冲击。 

2.海外拓展不力风险：海外增速不及预期，欧美及新兴市场拓展不力致增长乏力。 

3.竞争格局恶化风险：相关企业、生态型企业、传统家电巨头冲击致使格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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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

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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