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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16 年 12 月 13 日  

收盘价(元) 34.00 

总股本(万股) 10380  

流通股本(万股) 4207 

总市值(亿元) 35.29  

每股净资产(元) 3.69  

PB(倍) 9.21  

              

 

 

 

 

 

财务指标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万元) 
2510.54 13600.75 29045.63 43568.44 60995.81 

净利润 

(万元) 
791.92 4968.42 7401.63 12172.33 17580.59 

毛利率（%） 65.99 64.60 52.85 54.26 55.17 

净利率（%） 31.54 36.53 25.48 27.94 28.82 

ROE（%） 9.03 63.69 28.91 33.61 34.41 

EPS(元) 0.27 3.06 0.71 1.17 1.69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行业，是国内

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BMS）研发、生产、销售的领军企业。2016

年 5 月进入创新层。 

BMS 是衔接电池组、整车系统和电机的重要纽带。能源电动

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最大的区别是用动力电池作为动力驱动，而

BMS 作为衔接电池组、整车系统和电机的重要纽带，重要性不言

而喻。国内外许多新能源车企都将电池管理系统作为企业最核心

的技术来看待。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BMS 市场空间广阔。国内新能源汽车

行业高度景气，将大大促进 BMS 行业的发展。此外随着对于整车

特别是乘用车安全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BMS 的受重视程度也将

不断加强。 

公司产品技术领先，具有较强竞争实力。公司拥有主动均衡、

无线传输、功能安全和容量管理等核心专利和技术方案，能够为

国内外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成组企业提供清洁、低碳、可靠、高

效、实用的产品解决方案。 

盈利预测 

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401.63 万元、12172.33 万元和 17580.59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71 元、1.17 元和 1.69 元，2016 年 12 月 13 日收盘价对应于公司

2016~2018 年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47.68 倍、28.99 倍和 20.07 倍。 

风险提示 

经营现金流为负，市场竞争风险，核心人才流失风险。

李菲菲 

lifeifei@wtneeq.com 

010-85715117 

 

科列技术（832432）               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BMS）领军企业 

教学方案提供商 

 

   

投资评级：买入（首次） 
 
流动性评级：BA 
 

mailto:lifeifei@wtneeq.com


新三板证券研究报告 

                                                                      1 

目  录 

 风险分析 ................................................................................................................ 1 

 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BMS）领军企业 ............................................................ 2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BMS 市场空间广阔 ....................................................... 2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景气，业绩大幅度增长 ........................................................ 6 

 盈利预测 ................................................................................................................ 7 

图表目录 

图表 1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2 

图表 2 BMS 在锂离子电池产业链所处地位 ................................................................................ 3 

图表 3 BMS 系统组成示意图 ........................................................................................................ 3 

图表 4 公司研发的 BMS 系统各模块介绍 ................................................................................. 4 

图表 5 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快车道（单位：万辆） ................................................................. 5 

图表 6 公司 2013~2015 年各业务板块营收状况（万元） ......................................................... 6 

图表 7 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 6 

图表 8 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净利率和期间费用率 ..................................................................... 7 

图表 9 公司盈利预测..................................................................................................................... 7 

 

 



新三板证券研究报告 

                                                                      1 

 风险分析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团队方面:  

通过分析公开信息，未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团队方面存在明显风险。 

财务方面： 

1、经营现金流为负 

公司业务处于快速扩张之中，现金流压力较大。2016 上半年，公司经营现

金流为-2611.83 万元，公司需要通过募集资金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目前正在定

增募集资金。 

2、应收账款增长较快 

公司下游客户为动力电池厂商及整车厂商，由于汽车行业的特殊性，公司

与下游客户应收账款账期一般在 3-6 个月，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大幅增加，导

致公司应收账款上升幅度较快，存在应收账款坏账的风险。 

公司业务及行业方面： 

1、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的核心技术已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国内已经形成一定的先发优势，但

随着新能源汽车及其锂电池产业的快速发展，行业内专业从事 BMS 研发和生

产的企业会逐渐增多，同时部分实力较强的整车制造厂商和锂电池组生产厂商

会通过自主研发 BMS 配套使用，预计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公司产品毛利率

和净利率可能存在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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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BMS）领军企业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2015 年 7 月挂牌新三

板。2016 年 5 月进入创新层。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行业，是国内动力锂电池管

理系统（BMS）研发、生产、销售的领军企业。 

公司拥有主动均衡、无线传输、功能安全和容量管理等核心专利和技术方

案，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国内外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成组企业提供清洁、

低碳、可靠、高效、实用的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直接向动力电池成组企业提供产品及技术方案的方式开拓业务，

收入来源主要系产品销售收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泱渊。张泱渊先生 2010 年创建本公司，现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图表 1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料来源：Choice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BMS 市场空间广阔 

 BMS 是衔接电池组、整车系统和电机的重要纽带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动汽车锂电池管理系统（BMS）的研发和销售。能源电

动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最大的区别是用动力电池作为动力驱动，而 BMS 作为

衔接电池组、整车系统和电机的重要纽带，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外许多新能

源车企都将电池管理系统作为企业最核心的技术来看待。以特斯拉为例，其电

池来自于松下，电机来自于台湾供应商，而只有电池管理系统是特斯拉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 

BMS 实时采集、处理、存储电池组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信息，与外部设备

如整车控制器交换信息，解决锂电池系统中安全性、可用性、易用性、使用寿

命等关键问题，主要作用是为了能够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过度充

电和过度放电，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监控电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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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链是一个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晰的产业链体系。正

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隔膜等材料厂商为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的上游企业，为锂离

子电芯厂商提供原材料。 

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的中游企业为锂离子电芯厂商、BMS 提供商、锂离子

电池封装厂商。电芯厂商使用上游电芯材料厂商提供的正负极材料、电解液和

隔膜生产出不同规格、不同容量的锂离子电芯产品；BMS 提供商根据不同规

格和容量的电芯产品设计电池管理系统，以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

过充电和过放电，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监控电池的状态；PACK 厂商根据下

游客户产品的不同性能、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的锂离子电芯、不同的电源管理系

统方案、不同的精密结构件、不同的制造工艺等进行锂离子电池封装的设计与

生产。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下游应用包括纯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新

能源汽车生产厂商。 

图表 2 BMS 在锂离子电池产业链所处地位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产品 BMS 系统包括主控模块、采集均衡模块和显示模块等，各模块

排列后的组合如下图， 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上述模块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应用

于纯电动客车、混合动力客车、纯动力乘用车的电池管理。根据产品销售形态

来看， 根据客户需求可分为成套 BMS 系统和单独模块的销售。 

图表 3 BMS 系统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书 

系统内各模块的作用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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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公司研发的 BMS 系统各模块介绍 

模块名称 产品图例 功能及用途 

主控模块 

 

主控模块是 BMS 系统的核心控制模块，通

过 CAN 接口与采集模块进行高速通信，

BMU 通过对电池组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

动态制定电池管理策略，通过热管理、主动

均衡管理、充电管理、放电管理、边界管理

等手段控制电池工作在合适的工况，同时与

车辆及充电机进行信息交换。 

采集均衡模块 

 

采集均衡模块，在主循环里执行电压检测、

均衡控制、温度检测、热管理等程序，采集

相关信息并对电池进行主动管理。在串联成

组的电池组系统中，整个电池组系统的容量

由容量最小的单体决定，因此电池容量的一

致性会影响整组电池的性能，电池均衡技术

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手段。 

显示模块 

 

主控模块与显示终端共同构成了控制与人

机交互系统，能够实时监控电池系统的所有

运行数据，既可以作为监控仪表安装在电动

车辆上，也可以作为调试终端在生产维护过

程中使用。 

资料来源：公开转让说明书 

 公司产品技术领先，有较强竞争实力 

新能源汽车所用动力电池相较于传统消费类锂电池,无论是结构复杂程度、

所搭载的单体个数,还是整体对于安全性能的要求都显著提升,这使得 BMS 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公司在竞争中具备以下优势： 

1、技术优势：公司在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等领域进行了多年实践和研究，

截至 2016 年上半年共取得 15 项专利，其中 5 项为发明专利。公司是深圳市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资助项目，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其中锂电池主动均衡技术处

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地位。 

2、产品及服务优势：公司拥有从电动大巴、混合动力大巴、电动中巴、电

动轿车、微型电动车、电动物流车等完整的动力锂电池管理解决方案，同时公

司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可以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3、人才优势：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是电子、电源、电池、控制等技术的综

合应用。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和销售，拥有

来自华为、EMERSON 和 TCL 电池等领域的专业技术和销售人才，在发展过程

中吸纳和培养一批优秀的、复合型技术和管理人才，涵盖软件、电源、机械、

电子、控制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技术能力。 

4、品牌优势：公司基于主动均衡技术的锂电池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已经成功

运用于众多电动汽车厂，截至 2015 年底已累计服务了 5 万多辆电动汽车，公司

http://finance.qq.com/l/industry/xiaofeits08/xiaofe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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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 2011 年深圳大运会单批订单提供超过 1000 多辆混合动力大巴锂电池管理

系统的供应商，知名度日益提高，具备较强的品牌优势。 

 新能源汽车产量快速增长，BMS 市场空间广阔 

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37.9 万辆，同比增长 4 倍，新能源汽车产量渗

透率达 1.35%。未来五年，在基数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新能源汽车产量仍将快

速增长。预测至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有望达 290 万辆，渗透率达 9.27%，

年复合增长 45%。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还未得到大量释放。随着产业技术的成熟

以及充电站、充电桩等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加

速发展的态势有望持续。 

图表 5 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快车道（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中国产业信息网 

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高度景气，将大大促进 BMS 行业的发展。此外随着

对于整车特别是乘用车安全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BMS 的受重视程度也将不断

加强。 

 市场集中度低，未来竞争可能加剧 

市场上专业从事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本身主营生产电动汽车或者锂电池产品，动力锂电池管理系统主要

用于配套自身锂离子电池产品使用，如比亚迪；另一种是主营动力锂电池管理

系统产品的企业，如本公司。 

对于主营业务为 BMS 产品的企业，该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集中度

较低，目前国内的 BMS 企业有上百家，企业数量较少且普遍规模较小。随着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逐渐加大、市场产能的逐渐释放、技术应用领域

的日益拓展，市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行业内企业逐渐增多，未来市场竞争可

能会加剧。 

  



新三板证券研究报告 

                                                                      6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景气，业绩大幅度增长 

 新能源板块收入暴增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持续景气，迎合市场需求，公司不断丰富产品线和开

拓市场，各项产品均获得快速增长。其中由于电动客车对主动均衡系统需求旺

盛，2015 年，电动客车 BMS 营业收入占比从 35.7%上升至 51.47%；电动乘用

车 BMS 本期收入额也同比有较大增长，但占营业收入比由上期的 55.85%下降

至 43.76%；此外，公司产品开始运用在物流车、环卫车等专用车领域，新增电

动专用车 BMS 产品类别，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2.79%。 

图表 6 公司 2013~2015 年各业务板块营收状况（万元） 

 

资料来源：Choice 

 业绩高速增长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两旺，公司近年来业绩高速增长。2016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18.25 万元，同比增长 200.58%；实现净利润 3,056.11 

万元， 同比增长 144.33%。 

图表 7 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资料来源：Choice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13 2014 2015 

  其他 

  客车BSM 

  电动专用车BMS 

  乘用车BSM 

(2,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13 2014 2015 2016H1 

营业收入(万元) 



新三板证券研究报告 

                                                                      7 

 毛利率有所下降 

随着客户采购金额的扩大，公司销售价格略有下降，因此公司毛利率有所
下降。 

图表 8 公司近三年毛利率、净利率和期间费用率 

 

资料来源：Choice 

  

 盈利预测 

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对公司进行盈利预测，预测公司

2016~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401.63 万元、12172.33 万

元和 17580.59 万元，每股收益分别为 0.71 元、1.17 元和 1.69 元，2016 年 12

月 13 日收盘价对应于公司 2016~2018 年动态市盈率分别为 47.68 倍、28.99 倍

和 20.07 倍。 

图表 9 公司盈利预测 

 2014A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万元) 
2510.54 13600.75 29045.63 43568.44 60995.81 

净利润 

(万元) 
791.92 4968.42 7401.63 12172.33 17580.59 

毛利率（%） 65.99 64.60 52.85 54.26 55.17 

净利率（%） 31.54 36.53 25.48 27.94 28.82 

ROE（%） 9.03 63.69 28.91 33.61 34.41 

EPS(元) 0.27 3.06 0.71 1.17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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