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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发展概况和趋势 

公司主要产品为光网络建设维护产品和电磁环境安全监测产品，其原材料主

要有外壳、电子元器件、各类芯片、线路板等，均属于充分竞争市场，来源充足。

公司产品主要运用于光网络的建设和维护以及电磁环境的监测，属于光通信行业

及环境保护设备行业。公司光网络建设维护产品与其下游光通信行业市场需求息

息相关，这意味着该产品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通信行业发展的情况，

因此本公开转让说明书通过以光通信产业发展状况为研究视角，对光网络建设维

护产品发展状况加以行业分析。 

（1）光通信行业 

光通信（Optical Communication）是以光波为载波的通信方式。光通信因为

传输频带宽、通信容量大、传输损耗低、中继距离长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1880 年，美国电话发明家贝尔成功的研发出了光电话。他利用太阳光作光

源，将弧光灯的恒定光束投射在话筒的音膜上，随声音的振动而得到强弱变化的

反射光束，这个过程就是调制。然后以大气为传输媒质，用硒晶体作为光接收器

件，对接收端收到调制后的光信号，进行解调制，还原成原始信号，这样就实现

了通信，通话距离最远达到了 213 米，是真正意义光通信历史上的第一步，是现

代光通信的雏型。贝尔发明了光电话，但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光不会拐弯，这是大

气光通信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后来先后出现反射波导和透镜波导等地下通信实验。

用专门的光反射/投射的光学玻璃通道来传送光信号，这样虽然解决了光的拐弯

问题，但光通的建设成本太高，光传输损耗太大，到 60 年代中期，优质光学玻

璃的损耗仍高达 1000dB/km，还是没有办法大规模使用。当时没有可靠的光源，

稳定的传输介质，所以未能发展到实用阶段。 

从 1960 年，美国科学家希奥多·哈罗德·梅曼（Theodore Harold Maiman）发

明了第一个红宝石激光器，解决了光源问题开始，人类也逐步揭开了光通信的神

秘面纱。到华裔科学家高锟（Kao K. C.）提出光纤作为传输介质的可行性，再到



1970 年，美国康宁拉出了第一根衰减为 20dB/km 的低损耗石英光纤，标志着世

界光通信进入新篇章。同时，美国贝尔实验室、日本电气公司 NEC 和苏联先后

研制成功室温下连续工作的双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光纤和激光器的结合促使通

信技术从实验室研究跃入到光纤通信实用化。因此，1970 年被称为光通信的“元

年”。 

此后数十年中，是光通信着重提高传输速率和增加传输距离为目标和大力推

广应用的大发展时期。随着光纤损耗的降低及新的激光器件和光检测器等光通信

器件的不断研制成功，光纤通信得到爆炸式的发展，各种实用的光纤通信系统陆

续出现。光纤通信系统的传输容量呈百万倍提升，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我国光通信从 1973 年武汉邮科院研究第一根光纤开始，发展历程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八十年代，武汉邮科院为主的科研院所研究发展阶

段；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产业积累阶段，以华为、中兴、长飞、烽

火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光通信企业快速崛起；第三阶段是 2006 年以来国家大力推

进新一轮光通信网络建设，光通信进入全面迅速的发展建设阶段。随着成本的不

断降低，光纤光缆由原先的通信线路干线应用发展到光纤入户。 

目前，我国光纤到户（FTTH）的占比已达到新的高度，光纤也被越来越多

的家庭所接受。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2019 年我国光纤接入(FTTH/O)用户占

比持续上升。自 2017 年起维持在 80%以上水平，2019 年中国市场 4G 网络建设

及光纤入户(FTTH)已达高峰，2020 年 4 月底光纤接入(FTTH/O)用户 4.27 亿户，

占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 93.1%。 



 

资料来源：工信部 

经历过 3G 到 4G 网络的发展及 5G 建设新周期的到来，我国光通信行业迅

速发展。在 2019 年光通信行业的市场产值中，光器件占比约 20%，光设备占比

约 40%，光纤光缆占比约 40%。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光纤光缆是传统通信制造业，利用光的全反射原理，在由塑料或者玻璃制成

的纤维之中传输信号，是当代社会信息传输的基础。每一代通信设施的建设会拉

动光纤光缆的需求，推动产业繁荣。 

3G 到 4G 时期网络的迭代、基站的升级推动了光纤光缆需求量，行业迎来



黄金十年。CRU 显示，2015 年到 2017 年，我国光纤需求量分别为 2 亿芯公里、

2.4 亿芯公里、3 亿芯公里。国内光缆需求从 2009 年的 0.6 亿芯公里持续高速增

长至 2017 年的将近 3 亿芯公里，年复增长率达到 19.58%，2018 年则已超过 3

亿芯公里的需求量。 

国内光纤需求量（亿芯公里） 

 

资料来源：CRU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3 年的 3G 建设周期内光纤产量大

幅度增加，由 2009 年 8,428.8 万芯增加到 2013 年 22,726.6 万芯公里，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 21.85%；2013 年步入 4G 时代，新的周期到来，光缆产量持续增长，

于 2015 年达到顶点 34,947.2 万芯公里，年复合增长率为 24%。随后三年光纤产

量始终维持高位，2017 年同样达到了 34,211.1 万芯公里，2019 年光纤产量为

26,515.6 万芯公里，同比下降 16.4%。 

光纤光缆产量走势（万芯公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达到最高，2019 年光纤光缆需求出现下滑，宣布 4G 建设进入尾声，

而彼时 5G 建设尚未开启，行业发展逐步进入空窗期。受前期 3G、4G 建设刺激，

光纤光缆企业不断增减产能，而实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供过于求，光纤光缆的

价格出现急剧下降。 

国内光纤产能和需求情况 

 

资料来源：光通信平台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经济经历短暂停滞，随着疫情逐渐控制，

经济活动重新走向正轨。为能够有效提振经济，满足群众生活日渐数字化、网络

化的需求，同时应对国际对华科技限制从而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以发展高科技

产业为主要目标的新基建在近期得到了顶层多部门的推进。2020 年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节后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包括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设。其中新基建作为“两

新一重”的代表，成为今后相关产业发展的关键政策基础。 

新基建覆盖范围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 

根据工信部赛迪智库《“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测，新基建将对多涵盖的

7个行业带来巨额资本投入，到 2025年直接投资总计 9.96万亿元，带动投资 17.07

万亿元。其中 5G 在总投资位居第二，为 7.5 万亿元。 

新基建预计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赛迪智库 



受益于 5G 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基建政策的加码，基站建设数量激增，预计

1000 万站宏基站和近 1200 站微基站将在 5G 周期内建成，结合国际市场需求，

光纤光缆的需求有望再创新高。 

从最近两年 CRU 预测光缆需求数据来看，2020 年全球和中国光缆需求量分

别为 5.06 亿芯公里和 2.50 亿芯公里；到 2021 年，全球及中国光缆需求量将分别

达到 5.58 亿芯公里和 2.90 亿芯公里。表明未来光通信行业市场需求依旧很大，

将带动产业链加速布局。 

 

资料来源：CRU 

（2）环境保护设备行业 

我国环保产业是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环保设备是环

保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设备是指用于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而由生产单位或建筑安装单位制造和建造出来的机械产品、构筑物及系统，包括

废水处理设备、废弃物管理和循环利用设备、大气污染控制设备、消除噪声设备、

监测仪器和设备、科研和实验室设备、用于自然保护以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设

备等。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带动下，我国环保设备市场需求量再次得以增长，除

尘设备、燃煤烟气脱硫设备、城市污水处理设备、生活垃圾处理设备、脱销设备



都随之高速增长。 

2012 年《环保装备“十二五”规划》提出目标：“十二五”期间环保装备产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0%，2015 年达到 5,000 亿元；环保装备出口额年均增长 30%

以上，2015 年突破 100 亿元；形成 10 个以上区位优势突出、集中度高的环保装

备产业基地，10-20 个在行业具有领军作用的大型龙头环保装备企业集团，培育

一批拥有著名品牌的优势环保装备企业。 

2014 年《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要求：环保装备

制造业年均增速保持在 20%以上，到 2016 年实现环保装备工业生产总值 7,000

亿元，重大环保装备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环保装备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产学研用联盟建设，有效提高先进技术的产业转

化率，突破一批关键共性环保技术，获得 200 个以上专利授权，大幅提升关键零

部件和原材料的国产化水平。 

2017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定工作目标：到 2020 年，行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

创新驱动的行业发展体系基本建成；先进环保技术装备的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

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主要技术装备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际竞争力明显增

强；环保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 10,000 亿元。 

我国环境保护设备制造行业可以分为 3 类，即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

监测专用仪器仪表、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 

中国环境保护设备制造行业分类情况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制造 

环保设备行业专用设

备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水质污染防治设备、固体

废弃物处理设备、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电磁

波和放射性污染防治设备等。 

废旧物品加工机械 废鞋起掌机、定显影液提银机等。 

工业材料回收专用设

备 
酸、碱回收设备、汞回收设备等。 



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 

水污染监测仪器 

采水器、污水流量和液位计、沉淀物采样器、

水质测试仪器、水质污染监测系统、水质污染

遥测系统。 

空气污染监测仪器 

空气环境采样器、污染源采样器、空气环境质

量测定仪、污染源污染物测定仪、空气环境质

量监测系统、空气环境质量遥测装量等。 

噪声与振动监测仪器 噪声监测仪器、振动监测仪器等。 

环境污染处理专

用药剂材料 

污水处理药剂 絮凝剂、污泥脱水剂、防垢剂等 

污水处理材料 
填料、生物滤池用滤料、膜材料(反渗透漠、

超滤膜、中空纤维膜)。 

空气污染治理材料 玻纤滤料、合成纤维滤料覆膜滤料、脱硫剂等。 

中国环保产业链的结构，主要包括上游市场即工业“三废”的排放，以及在生

活中产生的废品，废水等。环保设备制造是中国环保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上游主要是生产设备所需的钢材、有色金属、PP 塑料等原材料，下游主要包

括电力热力行业、钢铁、煤炭行业、造纸行业等。 

2019 年中国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产量为 8.38 万台，水质污染防治设备 36.36

万台，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为 528.42 万台，大气污染防治设备为 43.89 万台，

均较上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增长尤为迅速，同比增长

160.10%。电磁安全环境监测设备属于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为公司新的主营

业务，未来将带给公司更多的发展空间。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2、行业竞争格局 

（1）公司的竞争优势 

1）技术和人才优势 

作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技术。通过多年的研发积累，

公司在多个领域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并且通过对产品和技术进行升级，近年来不

断推出新产品，持续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并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内部培养了一批电子、光学和机械结构方面经验丰富的骨干技术人才，

其中包括多名具备十年以上研发经验的资深工程师。他们对光通信领域和电磁环

境监测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和深入理解，熟悉市场上诸多设备的性能和品质，并紧

密跟踪相关的技术和市场发展。公司与嘉兴学院、清华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进行

多方面的技术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以及新产品，未来在高精尖技术上会有更大

的突破。 

2）销售及服务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一支专业、高效的营销团队，负责线上的

服务平台和线下的各大客户群体，并且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公司



的许多销售人才均有较长的从业时间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并且伴随着公司业务的

发展，与遍布全球的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在全国有几百家代理商，终端客户覆盖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等三大运营商以及广电、铁路、中电、中核等其他领域系统。在海外，公司的

产品已经遍及美国、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覆盖包括泰国、韩国、乌克兰、

英国、越南、俄罗斯、巴西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上公司积极听取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意见和建议，预测和甄别需求，并在

制造技术、研发及设计工程等方面不断进行投资和创新，使产品更贴近市场需求。 

3）行业经验优势 

作为国内较早进入光网络建设维护设备以及电磁环境监测设备的厂家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累了较好的用户基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在与同类

型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经验优势。公司持续跟踪行业技术的发展，在保持较高的

研发投入下，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已经过多次升级换代，赢得了市场上良好的声誉。 

4）管理优势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十余年的光通信行业经验，对行业技术发展和经

营模式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高素质的专业管理团队，对公司的快速发

展和管理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公司在客户营销、市场开发、技术研发以及内

部管理等方面，能够适应行业的发展不断完善，并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公司通过核心员工持股以及其他业绩考核与奖励机制实施有效激励，

有利于公司员工和管理层的稳定，并有利于进一步吸引优秀管理人才加入公司。 

（2）公司的竞争劣势 

1）融资渠道少 

公司目前未使用融资渠道，资金规模相对较小。在 5G 网络的快速推动下，

我国的光通信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公司应抓住机会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因此，

公司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营销和技术服务网络、扩充产能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仅仅依靠公司自身积累、股东投入已不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 



2）高端技术由国外品牌掌握 

由于我国光通信行业以及环保行业起步较晚，多数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都由

日本、美国等少数几家大型公司所掌握。目前，对于高端应用场景中使用的仪器

仪表，国外品牌产品的认可度明显高于国内品牌。 

3、行业壁垒 

1、技术壁垒 

公司目前所处的光通信行业和环境保护设备行业均为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

不断研发新技术以保持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尤其是目前是 5G 网络部署的

初始阶段，对各公司来说技术需要更新迭代。而目前行业创新体系尚不健全，科

研力量多集中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一般公司很难全面掌握本行业所需

技术，即使依靠技术引进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技术人才进行转化和吸收。因此，

研发投入高、产品更新快、核心研发人员缺乏，将成为新公司进入此领域的主要

障碍。 

2、人才壁垒 

光通信行业和环境保护设备行业从研发到生产都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且

需要熟练技术员工以保障企业产品的可靠性，而这些熟练的专业技能培养需要较

长的时间，需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一般公司的人才储备不足，培训体系也

并不完善，新进入者的人才培训和经验积累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形成了人才壁

垒。 

3、资质认定壁垒 

光通信行业和环境保护设备行业客户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非常高，他们会对

供应商的管理体系、技术服务能力和配套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调查，并倾向于要

求供应商通过 ISO9001 认证；此外，具体到解决方案中的配套产品，还可能需

要通过相关的专业认证，如国内邮电通信行业唯一的权威认证—泰尔认证，以及

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欧盟 CE 认证、ROHS/WEEE 测试，美国的 FCC 认证等，

而这些资质认定将对行业新进入者构成壁垒。 



4、市场规模 

1、光通信行业 

光通信行业的发展能够给予未来海量数据以及高速运算要求更好的环境，因

此光通信行业有望保持持续增长。据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光通信市

场规模逐步增长，2019 年达到 1,118 亿元的市场规模。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0

年我国光通信市场规模将达 1,200 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 

随着 5G 建设的正式展开、光纤接入的持续普及升级改造，光通信行业在电

信市场领域也将保持强劲的需求。光通信是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 5G 的必然选择，

5G 基金设施的布局带动了光纤光缆的需求，而建设光纤光缆需要的相关设备也

尤为重要。未来光时域反射仪、光功率计、光纤熔接机等产品需求将随着 5G 网

络建设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lectroniCast Consultants 预测，2021

年全球光时域反射仪（OTDR）市场将达到 2.31 亿美元，光纤熔接机市场将达到

7.28 亿美元。 

2、环境保护设备行业 

环保设备行业总产值数据显示，2016 年环保设备行业实现产值 6,200 亿元，

相比 2011 年增加了一倍；2017 年环保设备行业实现产值约为 6,800 亿元，同比



增长约为 9.68%。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环保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所有工业的核心发展问题，虽然国内对于环保生

产的关注和执行力度比不上发达国家，但防止盲目扩张之风盛行、杜绝重复建设、

减少生产能耗大、效率低等问题依就是当下全局之重。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逐渐凸显的环境矛盾，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努力改善环境质量，积极探

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产业

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国家政策刺激下，预计 2020 年，环保装备制造业市场规模

将达到 10,000 亿元，2025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5,028 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5、行业基本风险特征 

1、市场风险 

光通信行业还是环境保护设备行业是充分竞争的行业。随着行业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大，可能会不断出现新的竞争者加入该行业，导致服务和产品价格下降，

继续保持较高市场份额的难度增大。随着运营商相互之间市场竞争的加剧，其对

光通信行业的服务质量和产品性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行业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导致

行业利润率下降的风险。 

2、政策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光网络的建设维护以及对电磁环境的监测，主要消费群体

为国内电信运营商、电力、铁路、金融等的通信系统。三大运营商作为主要客户，

其用于网络建设的资本支出规模及周期安排会影响对公司产品的采购规模，进而

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此外，通信运营商的投资规模及节奏会受到宏观政策、

经济环境、产业规划、行业发展格局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规模增速减缓，

影响公司产品的需求增长，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6、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1、公司主要竞争对手 

光通信设备领域 

北京信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是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光网络测试与

维护的仪器仪表，生产经营产品包括掌上型

OTDR、光纤传输网络综合测试仪、掌上型光功

率计系列、掌上型稳定光源系列等。 

西安光谷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光纤工程施工与维护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电源系统的维护服务，产品

包括光时域反射仪、光纤熔接机等光纤通信仪

器仪表。 

上海光维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提供光通信网络部署及检测解决方案的综合供

应商，产品包括光时域反射仪、光纤切割刀、



双波长可调/稳定光源、手持式光功率计、红光

源等。 

环境监测设备领

域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代理销售电磁辐射检测等仪器仪

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电磁辐射检测产品

及系统。 

2、公司在行业内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在国内较早从事光网络建设维护设备及电磁环境安全监测设备。从成立

以来，公司重视技术的研发革新，使得公司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具有丰富的技术

能力及客户资源积累，并且努力研发出具有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的产品，从产品

的特征、工作性能、耐用性、可靠性、样式设计等方面体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

目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大运营商、电力、铁路、广电等通信系统领域，得

到客户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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