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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用以压缩气体的设备，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空气压缩机

生产基地，近年来，收益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空气压缩机行业

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本文从空气压缩机行业概况、行业产业链、行业重

点企业等，进行了简要分析。 

结论： 

我国空气压缩机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及珠三角沿海地区，目前我国

压缩机的主要部件已经实现国内自主生产。 

国外企业占据市场优势。以阿特拉斯、英格索兰等外资品牌为代表的国际

企业在我国空压机高端市场处于优势地位。国内优质企业崛起。国内空压

机企业经过不断积累成长，出现了以华亿隆、汉钟精机、小固哥等为代表

的优质企业。这些国内企业已逐渐占据市场份额，具备产品成本和价格优

势，实现了对外资产品的部分替代。 

目前，国内企业不断加强技术革新，行业内的龙头内资企业，在技术不断

开拓进取，公司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在外资占主导的高端市场已有所

斩获。凭借产品性能的不断改进和技术的不断升级，内资企业的市场占有

率也逐年提高，这于我国空气压缩机市场而言，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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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市场运行情况

1.1. 行业概况 

我国空压机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及珠三角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

地理、人才和技术优势较为明显。目前我国压缩机的主要部件已经实现国内自主生

产。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及福建等地生产品种基本覆盖市场主流机型。同时，空

压机的应用领域广泛，销售区域遍布全国，但在国内并无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反而部

分优势产品已远销海外，进军国际市场。 

国外企业占据市场优势。以阿特拉斯、英格索兰等外资品牌为代表的国际企业在我国

空压机高端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及技术专用性较强，形成了自身

的独特优势，长期建立的品牌形象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使其拥有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在

我国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实力。但近年来，其高端市场正不断受到来自国内优质品牌冲

击，其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处于下降趋势。 

国内优质企业崛起。国内空压机企业经过不断积累成长，出现了以华亿隆、汉钟精机、

小固哥等为代表的优质企业。这些国内企业已逐渐占据市场份额，具备产品成本和价

格优势，实现了对外资产品的部分替代。同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企业经营

理念逐步完善，开始转变经营模式，与国际企业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在我国空压机中低端市场，仍存在众多不具备创新、设计生产

能力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仍停留在购置产品组装生产的阶段，受制于其结构单

一、技术附加值低等因素，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往往依靠价格战来争夺市场份额，

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1.2. 行业产品分类 

空气压缩机是气体压缩机中的主要产品大类，产品的主要分类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1：空气压缩机主要产品分类方法 

分类方式 描述 

按工作原

理划分 

容积式压缩机：工作原理是压缩气体的体积，使单位体积内气体分子的密度增加以提高压缩空气的压力。往

复式压缩机（也称活塞式压缩机）：工作原理是直接压缩气体，当气体达到一定压力后排出。 

离心式压缩机：工作原理是提高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使气体分子具有的动能转化为气体的压力能，从而提

高压缩空气的压力。 

按结构型

式划分 

回转式压缩机属于容积式压缩机，压缩是由旋转元件的强制运动实现的。 

活塞式压缩机是回转窖式压缩机，在其中水或其它气体当作活塞来压缩气体，然后将气体排出。 

按润滑方

式划分 
分为无油式压缩机和有油式压缩机。 

按冷却方

式划分 
分为水冷压缩机和风冷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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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动机

划分 
分为电动机驱动方式和柴油机驱动方式。 

按地基基

础划分 
分为固定式压缩机、有基础式压缩机、无基础式压缩机和移动式压缩机。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1.3. 行业投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空气压缩机生产基地，近年来，收益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

国的空气压缩机行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行业产能、产销规模呈现波动上涨态势，

行业利润较高。据统计，2016 年空气压缩机行业市场规模为 1888.81 亿元，近五年规

模增长 41%。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公布显示：2016 年制冷设备压缩机进口规模 995

万台，同比上一年下降 1.85%，2018 年 8 月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工业

生产价格指数同比涨跌者出厂价格指数为 102.5，同比增长 2.5%。 

图 1：2018 年 1-8 月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2012-2016 年压缩机行业进口规模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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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2-2016 年压缩机行业出口规模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图 4：2012-2016 年压缩机行业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图 5：2012-2016 年压缩机行业销售规模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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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产业链分析

2.1. 产业链情况 

空气压缩机行业的上游为基础原材料（钢材、铸造、润滑油）行业、电动机行业和标

准件行业等，金属类的零部件对于空气压缩机的整体成本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其他

的零部件是以标准化的机电产品为主。钢铁以及有色金属的价格攀高会造成空气压

缩机行业成本的不断提高。 

图 6：空气压缩机行业产业链简介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2.2. 行业对上游议价能力 

综合来看，由于空气压缩机行业的主要原料市场——钢材市场和有色金属市场目前

整体上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虽然空气压缩行业前向一体化的能力较弱，但是其原材

料标准化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对上游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表 2：空气压缩机行业对上游议价能力分
析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2.3. 行业对下游议价能力 

从综合来看，由于空气压缩机市场仍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同

时厂商的后向一体化能力较弱，使其对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 

指标 表现 结论 

供需情况 

目前，我国空气压缩机行业的主要原料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

局面，金年来，虽钢材市场和有色金属市场价格处于上涨趋

势，但原材料价格仍处于合理区位。 

原材料市场供过合理，空气压缩机

生产企业对上游的议价能力合理。 

产品标准化程度 
空气压缩机行业所需的原材料标准化程度较高，在选择供应

商方面有较大的余地。 
产品标准化使得其议价能力较强 

前向一体化能力 
空气压缩行业与其上游行业的跨度较大，同时由于行业上游

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企业的前向一体化意愿较弱。 
前向一体化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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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空气压缩机行业对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指标 表现 结论 

市场需求 

从供求方面看，我国空气压缩机行业绝大多数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强竞争状态，总

体生产能力普遍高于市场需求，因而需求方始终处于市场强势地位，即买方市场。

在中低档产品市场上，有限的市场需求主要被若干个较大型的企业所分割；而在高

档产品市场上，尽管国内需求很旺，但国内生产企业难以提供设备，由于国外生产

企业之间激烈竞争，使购买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大，实际上讨价还价的主动权仍然掌

握在国内购买方手里。 

供过于求，空气压缩

机企业对下游议价能

力弱。 

产品同质化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空气压缩机企业受到需求方的压制较大，但在不同细分

市场上的压力程度却不尽相同，在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空压机产品上，市

场势力总体上有利于供方；而在中低档的空压机产品上，设备制造企业受到市场需

求的强大压力，需求方在讨价还价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而国内的厂商多为中低档

产品生产者。 

中低档产品较多，同

质化程度较高，对下

游厂商的议价能力较

弱。 

后向一体化

能力 

空气压缩机多应用于石油、化工、机械制冷设备、白色家电等企业，下游行业的进

入壁垒较高。 
后向一体化能力弱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2.4. 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 

空气压缩机行业的吸引力强，但有一定的进入壁垒，现有企业凭借其市场优势对潜在

进入者有一定挤压，因此资本一般通过投资现有企业实现进入，综合来看，潜在进入

者威胁一般。 

表 4：空气压缩机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指标 表现 结论 

进入壁垒 

1）空气压缩机行业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以螺杆式空气压缩机为例，其核心部件——螺

杆主机设计和加工难度较高。螺杆主机的设计关键是型线设计，型线设计直接影响压缩

机的能效指标、噪声水平，目前成熟的型线设计技术大部分掌握在阿特拉斯和英格索兰

等国际领先企业中，存在一定的技术垄断。 

2）规模化的空气压缩机的制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其主机的加工设备是精密磨床、精密

铣床、精密车床和加工中心，这些设备目前还未形成国产化，设备进口价格较高，对新

进入企业构成一定的资金壁垒。 

进入壁垒较高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2.5. 行业替代品威胁 

空气压缩机广泛应用于仪表控制及自动化装置、车辆的制动及门窗的启闭、大型船用

柴油机的启动、高压空气爆破采煤、轮胎充气、加工件的冷却、制冷设备、白色家电、

干燥等。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空气压缩机，换句话说，还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很

好的代替的空气压缩机作用。所用，空气压缩机的替代品威胁较小。 

2.6. 竞争情况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对各方面的竞争情况进行量化，1 代表最大，0 代表最小，空气压缩

机行业的竞争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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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空气压缩机行业五力分析结论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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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运行情况

3.1. 龙头企业综述 

国际方面，瑞典阿特拉斯 科普柯（Atlas Copco），美国寿力公司（York SULLAIR），

英国康普艾公司（CompAir），美国登福公司（Gardner Denver）等公司在空压机市场

上占据重要地位。 

国内方面，主要有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

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台

湾地区的复盛集团以及以家电压缩机为主的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空压机的研发和生产。 

表 5：国内前十大压缩机企业简述 

序列 公司名称 基本情况介绍 

1 Atlas 阿特拉斯 
(创于 1873 年瑞典,世界领先的工业生产解决方案提供商,世界知名品牌,阿特拉斯·科

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 IngersollRand 英格索兰 
(全球领先的多元化跨国工业公司,世界著名品牌,较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英格索兰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 YORK 约克 
（成立于 1874 年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约克镇，美国约克国际集团，约克(香港)有限

公司） 

4 SULLAIR 寿力 
(创建于 1965 年美国,全球较大的螺杆式空压机专业制造商,螺杆压缩技术领域知名企

业,深圳寿力亚洲实业有限公司) 

5 复盛 FUSHENG 
(创立于 1953 年台湾,国内空气压缩机行业极具影响力品牌,大型多元化跨国集团公司,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6 开山 
(国内规模较大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制造企业,浙江名牌,浙江知名商号,上市公司,浙江

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7 CompAir 康普艾 
(创于英国,全球知名空压机品牌,领先的压缩空气和压缩气体系统制造商之一,上海康普

艾压缩机有限公司) 

8 捷豹 Jaguar 
(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名牌,国内知名空压机十大品牌,大型空压机专业提供商,台商独

资,厦门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9 Bolaite 博莱特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旗下,国内空压机知名品牌,极具知名度的螺旋式空压机品牌,博莱

特(上海)压缩机有限公司) 

10 
红五环

HONGWUHUAN 

(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机械工业重点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红五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KOBELCO 神钢 
(创立于 1905 年日本,全球领先的综合性压缩机提供商,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神钢压缩

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3.2. 重点企业分析 

1.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http://www.bosidata.com/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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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超过 60 年历史的专业压缩机企业，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22 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螺杆空气压缩机、螺杆膨胀发电机及

应用于其他领域螺杆压缩机的研发、制造，重点开拓螺杆膨胀发电机在海外地热发电

市场的应用及开拓螺杆空气压缩机海外市场。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空气压缩机的研发、制造，螺杆空气压缩机能效等技术水平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制造规模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在各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公

司螺杆膨胀发电机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全球领先，符合能源梯度利用和

节能减排需要，除在国内余热余压低品位能源回收利用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外，近年来

公司以螺杆膨胀发电技术和成套设备为分布式电站的核心关键设备，独创推出的“一

井一站”模块化地热电站模式，全新地热发电技术路径得到了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认

可，海外地热发电市场开拓已初见成效。公司正在坚定不移地向全球领先的可再生能

源运营跨国公司和地热发电成套设备提供商战略转型。 

开山产品经销网络遍及全国，有 2000 多家营销网点，拥有优质的销售服务。产品销

往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企业经营情况

2018 年以来，公司仍以螺杆式空气压缩机为代表的螺杆机械为主、其他业务为补充。

主导产品螺杆式空气压缩机能效水平、技术指标继续保持在行业内领先地位，并广为

市场所认可，营业收入上升明显；生产经营规模继续在国内居于前列。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紧紧围绕向全球有影响力的可再生能源运营企

业和地热发电成套设备提供商战略转型的目标，加大研发投入和团队建设力度，独创

推出的以螺杆膨胀发电站为分布式电站核心设备的“一井一站”地热发电全新技术路

径，展现了模块化井口地热电站的新模式，得到了海外地热发电市场的认可。 

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增长，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都有所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721.73 万元，同比上升 23.91%；利

润总额 7421.98 万元，同比上升 59.69%。其中内螺杆机械产品收入占比为 86.57%；

活塞式空压机产品占比 2.97%，二者为公司主要产品，贡献了公司的大多数利润。 

表 6：浙江开山 2018 年上半年压缩机分类经营情况 

分类 营收（元） 收入比例 成本（元） 成本占比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螺杆机 11.66 亿 86.57% 8.77 亿 85.73% 2.89 亿 89.23% 

活塞机 3996.10 万 2.97% 3652.19 万 3.57% 343.91 万 1.06% 

数据来源：公司半年报 

2.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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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简介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枫泾古镇,交通便捷,居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南来

北往顺畅,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目前汉钟精机已成为中国颇具实力,生产规模较大的螺

杆式制冷压缩机生产企业,汉钟精机专业从事螺杆式压缩机相应技术的研究开发,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主要产品包括 R 系列(螺杆式制冷压缩机),L系列(螺杆式冷冻压缩

机),A 系列(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真空泵产品,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是重要的机电通用

设备之一。 

近年来由于销售额大幅成长,同时有鉴于市场需求,已先后成立了华北(济南),华南(广

州),华东(南京)分公司并成立武汉,沈阳,重庆办事处,未来将再设立西南,西北,东北等

办事处,将整个国家辐射在汉钟精机的服务范围内。 

（2）企业经营情况

现阶段，随着国内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国内厂家采购国产螺杆主机的意向已基本形

成，为国产螺杆主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该公司产品通过近几年不断优化，提升能效标准为前提，节能效率十分突出。过去一

年在双段油润滑螺杆机、工频机、永磁变频机、低压机和配套用专用机等等行业的推

出，广受经销商及用户的肯定。例如玻璃行业、纺织行业、水泥行业、永磁变频节能

产品的多样发展，满足用户在节能减排方面更多的需求。同时，搭配公司的云端服务

系统，为用户提供更稳定安全的运行模式。借力节能减排的国家政策，公司仍将持续

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低能耗、高性价比产品，为空压机市场竞争赢得更多的竞争

优势。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638.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53.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3%。其中空压产品营收

1.71 亿元，占比 21.01%，但花费成本较高，获益相对较少，产品利润较低。 

表 7：汉钟精机 2018 年上半年空压产品分类经营情况 

分类 营收（元） 收入比例 成本（元） 成本占比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空压产品 1.71 亿 21.01% 1.45 亿 26.63% 2679.28 万 9.81% 

数据来源：公司半年报 

3.上海海立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上海海立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2 年在上海市证交所成功上市，此后携手外资进军空调

压缩机产业，并逐步向制冷关联产业领域延伸，如今海立已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空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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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研发制造商。 

公司主要业务为从事制冷转子式压缩机、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和制冷电机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的转子式压缩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博士后

工作站、现代制造技术中心、以及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技术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能

够生产各种冷媒、不同电压和频率的 9 大系列 1,000 多个高效节能机种，是目前转子

式压缩机行业中机种最全、客户最多、应用最广的领导企业；公司实施国际化产业布

局，近年已在上海、南昌、绵阳、印度 4 地建立了 5 个世界级绿色工厂，并在中国、

欧洲、印度、日本、美国等地设立了 7 个技术服务中心。公司的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

为世界领先的驱动、泵体、电机一体化产品，在节能环保、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达

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打破了外资品牌的垄断，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是国内规模

最大的全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电机专业供应商，拥有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微

特电机节能降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分别在杭州、眉山建立了可生产多品种制冷压缩机电

机的生产基地，产销规模在制冷压缩机电机行业排名第一。 

（2）企业经营情况

作为关键零部件，压缩机及电机均为中间产品，公司采取“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

模式，提供优质产品，满足顾客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研发方面，公司在针对顾客个

性化需求进行设计开发的同时，把准行业技术趋势，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积极推出更

新换代乃至全新产品，引导顾客需求。生产方面，公司的产品生产具有多品种、大规

模等特点，而主要原材料铜、钢等近年价格波动大，存货成本高且管理风险较难，因

此，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销售方面，作为中间产品供应

商，公司依托国际化的产业布局，主要采取“直销”模式为全球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抓住了空调和空调压缩机行业增长机遇，充分发挥海立主业空

调压缩机产销规模化效应，压缩机及相关制冷设备营收为 53.47 亿，占比营业总收入

的 76.57%。上半年该公司把握市场增长契机，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快速响应市场需

求，空调压缩机销量达 1442 万台，同比增长 20.0%。海立新事业拓展方面，海立电

器持续加大 N-RAC、PAC 产品研发投入、新品开发、产能建设与市场开拓，在细分

领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2018 年 1-6 月 N-RAC（非家用空调用压缩机）销量达 47 万

台，同比增长 109%，PAC（轻商用大规格压缩机）销量达 90 万台，同比增长 173%。 

表 8：海立股份 2017 年报压缩机分类经营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分类 主营收（元） 收入比例 主营成本（元） 成本占比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压缩机及制冷设备 77.49 亿 74.18% 65.6 亿 74.33% 11.90 亿 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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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压缩机为核心,集工业、商业冷冻、冷藏及其成套制

冷、制冰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工程安装、售后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 

在全球制冰设备制造行业,雪人股份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名列第一，在全球建立 6 个技

术研发中心，公司拥有制冰机及制冷系统产业和压缩机及机组两大产业园，另外在意

大利还建造压缩机研发和制造基地。公司与压缩机泰斗瑞典 SRM 公司合作开发可适

用于天然工质（空气、水、CO2、NH3、碳氢化合物）及各种环保制冷剂的新型高效

节能环保制冷压缩机，该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填补国内螺杆压缩机领域的技术

空白。 

（2）企业经营情况

公司以制冰与压缩机为两大核心，布局制冷设备+压缩机+螺杆余热发电+燃料电池四

大板块。冷链及冰上活动双轮驱动传统业务，压缩机国际双品牌确保 30%高速增长；

螺杆余热发电收益环保放量，最具爆发力；燃料电池深度布局行业稀缺标的。 

2018 年上半年受原材料价格、资金成本的上升及贸易战影响,公司所处的市场竞争非

常严峻。报告期内,公司凭借掌握压缩机核心技术以及品牌优势,加快在工业冷冻领域

的拓展,加快进口产品替代。在化工、石油、天然气压缩机市场获得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在氢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积极推进“AUTOROTOR”氢燃料电池

空气循环系统生产的组织工作,公司目前已经相继向上燃动力、苏州弗尔赛、金华青

年曼、国电投、郑州宇通、武汉泰歌氢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清华大学等 11 家车

企和科研机构提供能匹配于新能源汽车的空气压缩机核心部件试验样品,已与如皋市

亚曼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研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在氢燃料电池技术

及产业化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氢燃料电池整车(FCV)领域、氢燃料电池发动机

空气供应系统和氢气循环泵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41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3.06%;实现营业利润

1,039.28 万元,同比增加 547.32%;实现利润总额 1,192.58 万元,同比增加 23.08%。实现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81.69 万元,同比增加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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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雪人股份 2018 年上半年压缩机分类经营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半年报 

5.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公司于 1996 年 6 月 19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江西省第二家、景德镇市第一家上市

公司。专业生产用于冰箱、冷柜、饮水机、制冰机及除湿机等制冷电器的各类压缩机。

公司率先在国内举起环保大旗，是国内最先淘汰 R12 而采用 R134A 新制冷工质的企

业，并首家推出无氟制冷压缩机。公司所制造的无氟压缩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绿色

环保产品，公司的生产规模曾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公司制造的

压缩机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先后通过 CCEE、CB、VDE、TUV、

UL 和 3C 等认证。“华意”牌压缩机先后荣获“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2）企业经营情况

2018 上半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欧元区经济上半年复苏动能减弱，

下半年风险仍存在。新兴经济体通胀上升，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美联储持续加息，中

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汇率波动，全球贸易环境开始恶化。国内经济在金融去杠杆、

供给侧改革等政策的影响下，消费增速减缓，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债券违约事件时有

发生。冰箱压缩机行业市场需求依旧疲软，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压缩机 2,591 万台，销售压缩 2,609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7%、11%，国内冰箱压缩机市场占有率 27.18%。其中变频压缩机销量 284 万台，同

比增长 42.71%，商用压缩机销量 224 万台，同比增长 14.29%。2018 年 1-6 月实现营

业收入 473,563 万元，同比增长 8.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27 万

元，同比下降 52.32%。 

表 10：长虹华意 2018 年上半年压缩机分类经营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半年报 

6.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5 年,于 2015 年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总部位于宁波奉化。公司前身成立之初主要从事螺杆压缩机核心部件-螺杆主机

分类 主营收（元） 收入比例 主营成本（元） 成本占比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压缩机（组） 35.99 亿 76.00% 31.35 亿 74.85% 4.64 亿 84.83% 

分类 主营收（元） 收入比例 主营成本（元） 成本占比 主营利润(元) 利润比例 

压缩机 1.99 亿 35.98% 1.62 亿 38.96% 3787.64 万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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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螺杆压缩机整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且掌握了与螺杆主机设计、生产加工相关

的系列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成功研发节能螺杆主机、

整机系列产品。公司压缩机产品一直使用“鲍斯”品牌，目前，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主要的螺杆压缩机主机供应商和螺杆压缩机整机制造商。 

（2）企业经营情况

公司产品实行“进口替代”的市场策略。公司产品技术水平、能效水平已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且具有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及成本优势，通过不断的提高工业机械基础零部

件及整机制造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抢占国内中高端市场，有能力实现公司产品在工

业制造领域中高端市场的进口替代。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0798.42 万元，同比增长 46.33%；其中压缩机

产品及相关业务收入 35205.16 万元，同比增长 27.32%，占营业收入的 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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