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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 (NVDA US; 164.43 美元; 目标价: 280 美元)  
业绩不达预期 渠道库存待消化    
 
美国时间 11 月 15 日，英伟达发布三季度财报，当季营业收入 31.8 亿美元 (YoY+21，QoQ+2%)，净利润
12.3 亿美元 (YoY+47%，QoQ+12%)。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Q3 业绩不达预期，渠道库存待消化 
英伟达 3Q2019 营业收入 31.8 亿美元，净利润 12.3 亿美元；non-GAAP 每股收益 1.84 美元，低于路透一致
预测 1.86 美元。英伟达 4Q2019 指引营业收入 27.0 亿美元、净利润 7.3 亿美元，低于路透一致预测营业收入
27.9 亿美元、净利润 8.3 亿美元。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增速有所回落：游戏、数据中心同比增速分别为 13.0%、
58.1%，对比去年同期分别为 25.5%、108.8%。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加密货币热度衰退，导致
中端显卡 Pascal 系列渠道库存过剩，公司 CEO 黄仁勋在财报电话会议中指出当前渠道中有大约 12 周的库
存；挖矿热度下降也使得公司毛利率逐渐回归正常水平，1-3Q2019 分别为 64.5%、63.3%和 60.4%。 
 
游戏：图灵显卡有待放量 
3Q2019 游戏业务收入 17.6 亿美元 (YoY+13%，QoQ-2%)，总收入占比 55%。收入环比下降主要是由于任天
堂 Switch 游戏机的季节性销量下滑。公司于 8 月推出了新一代图灵架构 GPU，为自 2006 年 CUDA 推出以来
的最大飞跃，RT Cores 可加速光线追踪，Tensor Cores 可用于人工智能推理。目前图灵架构仅有高端产品
RTX2070/2080/2080Ti 在售，价格分别为 499/699/999 美元，我们预计公司或将于 1/2Q2019 推出中低端产
品，届时可期显卡换代拉动的业绩放量。 
 
数据中心：高基数下增速放缓 
3Q2019 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7.9 亿美元 (YoY+58%，QoQ+4%)，总收入占比 25%。云端：英伟达保持垄断优
势，Volta GPU 被应用于全球主流的云计算厂商及超级计算中心，全球 TOP500 超级计算机中有 127 台采用
英伟达 GPU 加速器，RAPIDS 开源 GPU 加速平台已被戴尔、IBM、Oracle、SAP 等采用，TensorRT 推理加
速器已被搭载于谷歌云平台。终端：发布 Jetson AGX Xavier 开发包，雅马哈将应用其实现旗下多种产品线自
动化的运作，并包括骑行机器人 MOTOBOT。 
 
汽车：关注中期自动驾驶车型落地 
3Q2019 汽车业务收入 1.7 亿美元 (YoY+19%，QoQ+7%)，总收入占比 5%。英伟达 L2 自动驾驶方案已进入
丰田、沃尔沃、五十铃等整车厂的供应商体系，量产车型或于 2020 年前后落地。此外，全球领先的一级供应
商如大陆、Veoneer 等采用英伟达 Drive AGX Xavier 作为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主控芯片，将于 2020 年上半年
投入使用。对比 Mobileye 芯片 2017 年全球出货量 870 万颗，我们认为，2020 年英伟达自动驾驶芯片出货量
或可达数百万量级，届时可期汽车业务收入爆发式提升。 
 
风险因素 
盈利不达预期带来的盈利和估值双杀；科技巨头独立研发 AI 芯片导致公司垄断地位动摇；国际关系紧张导致
中国销量不达预期等。 
 
建议关注 
我们长期看好人工智能带来的投资机会，看好英伟达在 AI 时代的中长期战略机遇，同时提醒短期业绩不达预
期及国际关系紧张带来的风险。Thompson Reuters 一致预测公司 2019/20/21 财年净利润分别为
45.7/46.7/57.7 亿美元，分别对应 22/22/18 倍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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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