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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254.53 美元; 目标价: 300 美元)  
数字货币推动业绩超预期  游戏及数据中心领衔增长    
 
业绩：数字货币推动业绩超预期，游戏及数据中心领衔增长 
英伟达 1Q2019 营收 32.1 亿美元 (YoY+66%，QoQ+10%)，净利润 12.4 亿美元 (YoY+145%，QoQ+11%)；
营收及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且超出华尔街一致预期 (营收 29.0 亿美元、净利润 9.3 亿美元) 。当季数字货币
挖矿显卡贡献收入 2.9 亿美元，总收入占比 9.0%，公司预计 Q2 数字货币相关收入将降低至本季度的 1/3。公
司各业务收入同比均有明显增长：游戏收入 17.2 亿美元 (YoY +68%)，数据中心收入 7.0 亿美元 (YoY+71%)，
专业视觉化收入 2.5 亿美元 (YoY+22%)，OEM&IP 收入 3.9 亿美元 (YoY+115%)，汽车收入 1.5 亿美元
(+10%)。此外，公司毛利率达到新高，1Q2019 毛利率 64.5%，同比增长 5.1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2.6 个百分
点。 
 
游戏：游戏玩家数量扩张，升级换代带来单价提升 
1Q2019 游戏业务收入 17.2 亿美元 (YoY+68%，QoQ-1%)，总收入占比 54%。游戏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游戏玩家数量提升，叠加游戏显卡升级换代带来的单价提升：1) 全球游戏市场稳定增长，大逃杀题材游戏为
GeForce 系列显卡带来增量游戏玩家；2) 电子竞技持续火爆，游戏的社交属性日益增强，玩家更倾向于购买
高端显卡，存量玩家中约 35%升级为最新 Pascal 架构显卡；3) 英伟达推出 NVIDIA RTX 实时光线追踪技术，
生成接近电影级的画质，具备此功能的游戏将于今年下半年陆续面世，届时高端 GPU 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数据中心：收入增速放缓，从训练垄断到推理加速 
1Q2019 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7.0 亿美元 (YoY+71%，QoQ+16%)，总收入占比 22%。Volta 架构的 Tesla V100 
GPU 被广泛应用于 AI 和 HPC 超级计算机：1) AI 训练，英伟达继续保持垄断优势，Tesla V100 被应用于全球
主流云服务厂商，包括亚马逊、IBM、微软、谷歌、Oracle 等；2) AI 推理，公司推出 TensorRT 4 AI 加速器，
对于一般 AI 应用 (计算机视觉、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 的处理速度比 CPU 快 190 倍，当季推理 GPU 的
出货量为上一季度的 2 倍以上；3) HPC，DGX-2 为全球首个可提供 2PFLOPS (1PFLOPS=2^10TFLOPS) 算
力的超级计算机，性能为去年 DGX 的 10 倍，其下游客户有望从超级计算中心向云服务厂商扩展。 
 
汽车：从信息娱乐到自动驾驶，关注长期市场空间 
1Q2019 汽车业务收入 1.5 亿美元 (YoY+4%，QoQ+10%)，总营收占比 4%。公司预计，2035 年全球自动驾
驶乘用车将达 1 亿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将达 1000 万辆，自动驾驶芯片市场将达 600 亿美元。英伟达在汽车领
域加强布局：1) 推出 DRIVE Constellation 自动驾驶模拟器，帮助整车厂、一级供应商及其他开发者在虚拟世
界中测试验证自动驾驶算法；2) 推出 DRIVE Pegasus 自动驾驶处理器，支持 L5 级完全无人驾驶；3) 与超过
370 家厂商开展自动驾驶相关合作。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下行对高端游戏带来负面影响；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进步速度不达预期；自动驾驶芯片竞争日益
加剧等。 
 
建议关注 
看好英伟达在 AI 时代的中长期战略机遇。上调公司 2019 财年 (对应 2018 年度) 净利润预测至 44.7 亿美元 (原
预测 37.6 亿美元)，预测公司 2020/21 财年净利润为 48.9/54.0 亿美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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