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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声科技 (2018 HK; 110.1 港元; 目标价: 162.54 港元)  
Q1 业绩承压  声学增长依然强劲    
 
汇兑影响叠加产品结构改变，一季度业绩个位数增长 
公司 2018Q1 实现营收 46.38 亿元，同比+10%；实现净利润 11.26 亿元，同比+6%；毛利率同比-3.59pct 至
38%，一季度业绩略低于市场预期，其中净利润增速不及营收增速，主要源于汇兑损失同比+309.77%达 1510
万元。我们认为 Q1 业绩个位数增长主要源于人民币强劲升值 (同比+7.5pct) 致收入及毛利降低，以及触控马

达等产品结构改变所致，若加回公司汇兑损失及汇兑对公司营收及毛利影响，我们测算公司 Q1 营收同比

+15%，净利润同比+22%。对比其他消费电子同行，公司 Q1 仍然实现营收及利润正增长，表现优异，其中声

学业务营收同比+27%，扬声器模组不断改进设计，新 SLS 技术投放旗舰机，毛利提升；非声学业务则收入及

毛利下降明显，其中收入同比-11%，毛利率下降主要源于马达业务占比下降，RF 占比上升；此外光学业务保

持个位数增长，MEMS 器件收入同比+65%符合预期。 
 
声学增长强劲，光学、结构件及 MEMS 进展顺利，触控马达看后续创新 
(1) 声学：公司全球市占率 30%稳居龙头，18Q1 收入同比+27%，扬声器模组持续升级，销量及 ASP 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目前 SLS 技术已经实现自动化生产，预计 18 年能推广至更多旗舰机型，高端产品 ASP 将进一

步提高。(2) 光学：公司 Q1 镜头产量达 1500-1700 万支/月，单价 2 美元，预计 Q3 单月出货量 2500-3000 万

支；玻塑混合镜头独家 WLG 方案已受市场认可，目前已规划 500 万支/月产能，预计年底达到 1000 万支/月产

能。混合镜头在 3D 端进展顺利，未来亦有望用于普通镜头中，2018/19 年弯道超车可期。(3) 结构件：公司

2017 年金属机壳/框年产能 1200w 支，2018 年有望翻倍，目前已基本覆盖安卓系第一品牌阵营，预计 2018
年毛利稳定增长。(4) MEMS：18Q1 销量+65%，符合预期，随自有专利 MEMS dies 设计及数位式 ASIC 芯

片，业务价值有望进一步上升。(5) 触控马达：目前维持 3000-5000w 出货量，预计后续公司游戏设计方面创

新以及安卓机对 X 轴执行器需求的增加将为马达业务提供持续增长动力。 
 
前瞻布局 5G 及智能音箱等新兴行业 
公司通过收贩 Wispry 将其 RF-MEMS 天线调谐器与公司射频设计方案整合，率先采用新材料积极布局 LDS、
FCP 及 MIMO 天线等产品，前瞻布局大 5G 时代，深化公司在微型结构件领域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能力。除

手机领域外，公司亦开始战略布局新兴市场，在声学、光学、触觉领域均有涉及储备，有望助力公司在未来 5
年内向智能音箱、智能汽车、AR/VR 等新领域进军。 
 
风险因素 
汇率持续强劲，声学降价，光学进展不及预期，马达份额变化。 
 
建议关注 
公司为世界领先的电声器件供应商，立足客户优势扩展无线射频结构件及振动马达等业务，并积极向光学方向

延伸。考虑到汇兑影响以及产品结构改变，我们将公司 2018-20 年 EPS 预测由 5.42/6.51/7.92 元下调至

5.25/6.16/7.57 元 (分别对应港币 6.02/6.97/8.59 元)，给予 2018 年 27 倍 PE，目标价 162.5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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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