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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人股份(002639.SZ)/18.62 元 

技术领先，压缩机与膨胀机业务有望

爆发 
 

事    项 

目前位置建议买入雪人股份（002639.SZ），预计公司 15-16年净利润 1.5亿元

和 2 亿元，考虑定增后的股本，对应 EPS 0.75 和 1 元，给予公司 15X40PE，

目标价 30元。 

主要观点 

1. 螺杆压缩机占到整体压缩机销量的 50%，市场空间大，囿于技术，高端市

场为外资垄断。公司通过与全球螺杆压缩机鼻祖 SRM的合作，在高端的大

型螺杆压缩机上实现了技术全球领先，同时收购意大利莱富康获得其成熟

的技术、品牌与渠道资源，切入中央空调领域，在压缩机上的布局已经完

成且产能从 14 年 9 月开始释放，有望在中高端领域实现进口替代，压缩

机业务进入爆发期。 

2. 公司通过两次认购新股成为 SRM 母公司 OPCON AB的第二大股东（17.21%，

与第一大仅相差 0.3%），OPCON 具备数十年的螺杆膨胀机生产销售经验，

低温发电技术全球领且项目经验丰富，依托技术优势，公司正积极参与低

温余热发电项目的招标，低温余热发电有望成为公司另一业绩增长点。 

3. 公司原有制冰机业务主要跟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在经济增长平稳的背景

下，预计公司的制冰机业务也将保持稳定，维持在近几年收入规模 3亿、

利润 5000 万的水平。制冰机业务将为其他业务发展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与

销售渠道支持。 

 

风险提示 

1. 公司压缩机销售不达预期。 

2. 公司制冰机业务竞争加剧，毛利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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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data] 公司基本数据 

总股本(万股) 16000 

流通 A 股/B 股(万股) 16000 

资产负债率(%) 31.64 

每股净资产(元) 7.28 

市盈率(倍)  

市净率(倍) 2.56 

12 个月内最高/最低价 20.9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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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绍 

公司 2011 年底上市，主营工业及高端商用制冰设备、成套制冰系统的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工程安装及售后服务。产品包括片冰机、板冰机、管冰机等制冰机及制冰成套系

统。 

2012-2013 年开始公司向制冷的其他领域拓展，以压缩机装备作为公司产业升级的方向：

1)2012 年 6 月，公司公告投资 5.5 亿元建设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产业园，年产压缩机 6000

套；2)2013 年 6 月公司投资 3300 万元获得杭州龙华 51%的控股权，进入中央空调销售与安

装领域；3)13 年与螺杆压缩机型设计鼻祖瑞典 SRM 公司合作，开发大型螺杆制冷压缩机，

认购其母公司 OPCON AB 17.21%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深化合作；4）13 年 11 月，1600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3120 万元)的价格购买意大利莱富康及上海莱富康有关螺杆压缩机及

活塞压缩机业务的相关资产。通过收购与合作，公司完成了在压缩机领域的战略布局。 

2014 年中报，制冰机业务与中央空调业务分别占到公司主营业务的 67%和 33%，主营

利润的 80%和 20%。 

图表 1  2014H1 公司主营收入构成  图表 2  2014H1 公司主营利润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创证券 

二、研究逻辑 

（一）压缩机技术领先推动进口替代，业务进入收获期 

1、囿于技术水平，高端市场为外资主导，进口替代迎来机遇 

螺杆压缩机市场空间大，增速快。螺杆压缩机具有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操作维护简

单、动力平衡性好、能效比高等优势，已经取代活塞式成为压缩机的主流机型。根据制冷工

业协会的统计，螺杆压缩机占整个制冷压缩机销量的 50%，2011 年销售规模 32 亿元，过去

10 年复合增速在 20%以上。囿于技术水平，高端市场为外资主导，进口替代迎来机遇。 

 国内品牌国内市场上，高端的大型螺杆压缩机市场由外资品牌主导，包括开立、约克、

日立、麦克维尔、莱富康、前川等，国内品牌由于在技术的落后，能效、稳定性与外资

品牌存在差距，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小型螺杆压缩机领域。 

 另一方面，随着国产品牌中央空调认可度的提高，以格力、美的为首的国产品牌市场份

额逐年提升，2012 年市场份额达到 32%，相对 2011 提升 3.2%。 

 国产品牌多以性价比优势竞争且普遍不具备螺杆制冷压缩机的生产能力，随着进口替代

的加速，必将寻求成本更低的国产压缩机配套，将给国产压缩机厂商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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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合作与收购，雪人占据了技术的制高点 

公司的压缩机布局分为两部分，依托 SRM 技术的，生产大型螺杆压缩机，主要定位在

工业制冷、商业制冷领域，如冷库、冷藏车船、冷藏集装箱等等；收购莱富康，进军小型螺

杆压缩机，定位在民用，切入到中央空调压缩机领域。 

 瑞典 SRM 是双螺杆压缩机型线设计的鼻祖，SRM 型双螺杆机组市占率 95%，其设计

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为众多外资螺杆压缩机厂商提供技术合作。 

 雪人通过入股 OPCON 以及和 SRM 合作，开发最先进线性螺杆压缩机，比目前的螺杆

式压缩机节能约 15-20%，同类产品定价比外资品牌低 20%，有望实现在高端大型机领

域的进口替代。 

 莱富康的产品主要是氟利昂螺杆制冷压缩机和往复机，与汉钟精机、比泽尔、复盛处于

第一梯队，产品用于民用的中央空调，市场份额领先，具备成熟的品牌和销售渠道。 

 雪人通过收购莱富康的相关资产，不仅可以利用雪人先进的管理经验帮助莱富康降低制

造成本提高提高竞争力，同时还借助莱富康已有的技术、品牌、渠道快速切入中央空调

领域。 

在完成业务布局后，公司也进行了产能扩张，压缩机业务进入爆发期。随着公司产能的

投放，我们未来几年压缩机的销量与收入规模将逐年提升，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预计公司

15 年压缩机销量在 3000 台以上。 

 公司压缩机项目年产能为 6000 台，14 年 9 月已正式投产，预计 14 年产能负荷 35%，

15 年产能负荷 85%，16 年达产。 

 压缩机国内以雪人品牌依托的现有网络进行销售，目前已经成为海尔、吉荣、美的、盾

安、申菱等的供货商，国外借助莱富康的网络进行扩张，以 SRM 或者莱富康品牌销售。 

（二）膨胀机技术领先，低温余热发电有望成为另一业绩增长点 

我国工业低温余热资源丰富，特别是在钢铁、有色、化工、水泥、建材、石化等高耗能

行业，余热资源约占其燃料消耗总量的 17%-67%，但余热利用率较低。随着国家对节能环

保的重视以及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需求，低温余热资源利用成为主要关注点。低温余热发电

的核心是螺杆膨胀机技术，近几年，国内螺杆膨胀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项目的落地，低温余

热螺杆膨胀发电在经济性和环保性上逐步得到用户的认可，市场空间在千亿以上。 

OPCON 具备数十年的螺杆膨胀机生产销售经验，技术全球领先且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

其代表性的“PowerBox”技术利用 55 度的热水即可实现发电，适用范围超过国内竞争对手。

雪人通过入股 OPCON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深化与 OPCON 的合作，利用其先进技术，全面

展开工业制冷、废气余热回收及朗肯循环发电等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进军低温余热发电

领域。依托技术优势及 OPCON 的项目经验，公司正积极参与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的招标，通

过示范项目打开市场，低温余热发电有望成为公司另一业绩增长点。 

（三）制冰机业务保持稳定，为其他业务发展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与渠道支持 

公司是国内制冷设备龙头企业，在核电、矿井降温、化工、食品加工、商超零售等行业

制冰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名列第一，在核电、冰冷却矿井降温、化工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 50%，

“雪人”品牌已经成为国内制冰机的第一品牌。 

制冰业务的下游应用广泛，市场主要跟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在经济增长平稳的背景下，

预计公司的制冰机业务也将保持稳定，维持在近几年收入规模 3 亿、利润 5000 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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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冰机业务将为其他业务发展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与销售渠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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