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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a (ANET US; 278.41 美元; 目标价: 296.17 美元)  
云厂商资本支出阶段性放缓拖累 Q2 指引    
 
事项：数据中心网络设备商 Arista 于近日公布了 FY2019Q1 的财务报告，Q1 主要财务指标均超出此前市场预

期，但 Q2 收入指引略低于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公司股价下跌 10.4%，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财务表现：Q1表现稳健，但 Q2收入指引不及预期。公司 Q1实现收入 5.95亿美元（同比 26%，环比持平），

其中产品收入 5.50亿美元，服务收入 0.9亿美元，同时开票收入（billings）5.55亿美元（同比+31.8%）；实现

净利润（Non-GAAP）1.88 亿美元（同比+40%，环比+3%）。同时 Non-GAAP 口径下毛利率、运营利润率、

净利润率分别为 64.1%、37.5%、31.5%，分别较去年同期-27bps、+227bps、+314bps。公司预计 Q2收入期

间为 6.0~6.1 亿美元，中值（6.05 亿美元）对应同比增速仅为 16.4%，低于市场此前预期（6.4 亿美元），公司

将偏弱的指引归因于：库存消化&云计算巨头资本支出的后延等。 
 
宏观环境：北美云厂商资本支出有望在下半年回暖。我们认为，北美云厂商的强劲表现、前期堆积产能的逐步

出清，有望推动北美云厂商资本支出在下半年出现明显转暖：1）亚马逊、微软的一季报数据显示，AWS（同

比+41%）、Azure（同比+74%）一季度营收表现依然抢眼，随着欧美大型企业向云端迁移的全面开启，我们

预计欧美云服务市场中期符合增速仍有望维持在 20%以上；2）北美云厂商 2018H1 的大幅投入导致产能短期

过剩，并从 2018Q3 开始进入产能消化周期，目前已持续近 4 个季度，从历史经验来看，2019H2 有望重新进

入产能扩张周期，同时强劲的市场需求亦提供进一步支撑。 
 
业务进展：园区网络业务蓄势待发。产品层面，一季度公司相继发布了全新的 7360X、7130L 等新产品线，主

要面向高密度、低时延等应用场景，并推出了面向 400G 的旗舰型交换机产品。同时在公司 5 大客户群中，除

了云计算巨头资本支出暂时放缓之外，其他客户群表现依然强劲。在大企业（Enterprise）市场，一季度公司

每天新增 1~2 位企业客户，目前财富 500 强中的 25%，福布斯全球 2000 强中 20%均为公司客户。同时我们

预计公司在 6 月 6 号举行的分析师会议上，将大概率发布园区网络相关的产品线、渠道策略等，从而增强市场

对公司该部分业务的预期和清晰度。 
 
业务展望：中期仍有望维持 20%以上营收增速。云计算巨头（尤其是微软）资本支出的短暂放缓成为公司 Q2
业绩展望疲弱的主要拖累项。中期来看，我们预计公司营收增速仍有望维持在 20%以上，主要源于：1）长期

来看，云厂商资本支出和云服务市场增长相同步，且随着云巨头对市场可预见性的增强，资本支出周期性波动

有望逐步减弱；2）公司正在全力进入园区网络市场，高速增长的数据流量、日益复杂的企业 IT 架构将驱动企

业网络持续升级，公司开放、灵活的产品架构&体系形成的竞争优势明显。 
 
风险因素：北美云厂商资本支出未能如期反转风险、企业网络设备升级节奏放缓风险，市场竞争持续加剧风

险，公司在 400G 时代进展不及预期风险等。 
 
建议关注：作为全球数据中心领域领先的网络设备商，开放、灵活的架构有望使得公司持续受益于云厂商资本

支出、企业园区网络升级等驱动，中期营收增速仍有望维持在 20%以上。根据 Thomson 一致预期，公司当前

估值对应 PEG 水平大约为 1.4X 左右，略低于美股大市值软件企业（1.6X），园区网络业务更多细节发布、欧

美云厂商资本支出回暖将构成公司短期股价上行的重要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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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