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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时间 2022 年 6 月 2 日 星期四 09:30-10:35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序号 接待人员职务 接待人员姓名 

1 董事长、总经理 黄  钢 

2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谢  冲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序号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姓名 

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唐海清 

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姜佳汛 

3 平安基金 李  鑫 

4 嘉实基金 陈黎明 

5 中国移动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王  翔 

6 深圳高新投集团 吕卓燏 

7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 孙  通 

8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  帅 

9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汪  洋 

10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石  础 

11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万里 

12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钊懿 

13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浩佳 

1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泠枫 

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介勇虎 

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梁  珂 

1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  寒 

1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  茜 

19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桑永亮 

20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克玉 

21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史  彬 

22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陈真洋 

23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  楠 

24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  立 

25 国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 吴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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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余喜洋 

27 中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梦遥 

28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  军 

29 拾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  立 

30 第一创业证券自营部 杨振宇 

31 北京嘉承金信投资 李卓涵 

3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灏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耀予 

33 长隽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龙  娴 

34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公司 王卫华 

35 河北东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小峰 

36 安信证券投资委 熊迪玮 

37 深圳市金之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飞云 

38 上海卓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曹尚舟 

39 长沙牧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雪明 

40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  臻 

41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  帅 

42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雷  刚 

4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灏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柯海平 

44 瑞锐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陈  洪 

45 上海留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军港 

46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  立 

47 （广州）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贺佳瑶 

4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业务四部 屈  萌 

49 杭州米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陈  哲 

50 苏州龙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声农 

51 上海友莹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甘以源 

52 安信证券投资委 熊迪玮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情况简介 

光模块的概念比较广，公司的光业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

光模块业务，一个是宽带接入光的业务。 

目前通信行业整体的景气程度还比较乐观，订单充足。但制造业

或多或少地受到物料、芯片等短缺的限制，而且上海刚经历了一波疫

情的影响。上海从 6 月 1 日起陆续解封，下半年预计可以看到恢复性

增长，宽带网络业务则有望实现更显著地增长。 

预计高速光模块 2022 年的整体市场规模相较 2021 年有 20%的增

长，增长较快的将会是 200G、400G 和 800G。其中，200G 和 400G 的

绝对量会增长较快，而 800G 虽然绝对量还较小，但增长率很高，

100G则基本持平，相对大的改变是从原来NRZ调制逐渐转到PAM4调

制的单波激光器，单波激光器今年成倍数增长，市场需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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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市场主要是通信设备商市场和超算数据中心市场。预计明年

光模块需求增长最快的是 Meta 元宇宙，号称在 400 万台以上，其他的

如谷歌和亚马逊也将有一定的增长，微软则会慢一点，设备厂商如思

科和诺基亚的需求增长也很快，特别是 400G以前比较集中在数据中心

使用，而现在已开始扩展到二级供应商，这些设备厂商的需求量开始

增加。 

二、Q&A 

Q：在硅光产品这一块，现在硅光技术从行业角度来看，在 400G

包括后面 800G 等这些产品的进展怎么样？包括成本、供应链的成熟

度，因为硅光像激光器这些可能跟传统都有区别，可能有些是连续光

的激光器，这些产业链的成熟度包括成本情况上现在来看怎么样？这

是从行业角度来看。能不能介绍一下公司在硅光产品这一块的进展？ 

A：实际上，硅光虽然呼声很高，但现在的发货量还不是很大，

特别是在 400G和 800G的情况下，硅光以前在 100G和部分 200G已经

有一部分的成功案例，400G 几家超算中心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超算中

心花了很多时间认证 400G EML 的方案，前段时间因为 EML 激光器短

缺、价格贵，所以他们就比较关注硅光的芯片，但现在 EML 的产能也

增加了，价格相对平稳下滑，并且一部分 EML 的应用被 DML 取代，

这是国外厂商的状况，DML 激光器在国内也很多，所以总的来讲激光

器显得没那么缺，但硅光仍然是大家积极考虑的方案，特别是几个做

得不错的硅光厂家在持续推动。 

硅光要解决几个问题，比如功耗、驱动器的匹配等，现在基本上

都做到一定的稳定，还是不错的。这次我到美国主要是参加 3 月份的

OFC 光通信展，后因上海疫情暂时未能返沪。在展会上我们展出了硅

光产品，性能确实比现在 EML 的方案好起码 1-2 个等量级，所以也得

到了很多关注，我们用的硅光芯片和硅光驱动器都是跟另外一个厂家

合作，他们做引擎，我们做模块，各有所长。目前已开始在北美对二

级客户发货了，一级客户还在考虑中。 

现在硅光的主要任务是攻克平行光纤光模块，譬如 DR4。大家已

经在看 FR4 非平行光纤这类模块，它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后面要考虑

到明年可能有比较重大的变化，硅光若用在 800G上就更有优势了，再

加上几个厂家在推动相干光模块，硅光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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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硅光的产业链里面，我们看到原来头部公司收购整合也比

较多，您现在感觉硅光大概有哪些产业模式？比如说 IDM 的，像自己

设计去流片的，还有采购芯片来封装的，这些不同路线之间的竞争格

局或者未来展望这个竞争力你们是怎么判断的？ 

A：现在号称做硅光的很多，我们也在与国内的一些公司合作，

但大部分公司是流片，做硅光引擎，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做的很成

熟，他不光是流片，还有整套东西，包括光驱、TIA 等很关键的东

西。而且他不是做到模块，他只是做到引擎、光驱为止。现在比较快

的，微软可能会最早启用他们的硅光。其他的供应链，如激光器比较

容易，国内有几个厂家连续光都做的很不错，特别是低速率的，硅光

已经相当成熟。硅光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性能，最后跟

DSP 芯片可以匹配，这个也很重要，新一代的 DSP 都集成了光驱，光

驱能不能驱动硅光引擎，两边还要提高。 

 

Q：能不能再分享一下你们主要的下游客户或者下游的云厂家、

设备商，他们现在对于硅光使用的现状，大概有多少比例的量现在是

硅光方案的，往下半年或者往明年去看，你们有没有预判大概硅光的

渗透率会是怎样的提升过程？ 

A：LightCounting 对硅光更有信心，预测明年会占到 400G 的将近

一半。我觉得明年 400G 会有很大一部分用硅光，800G 一开始出来非

硅光，但硅光的发展现在更有优势。下一步，我们优先推硅光，成本

各方面都有优势。有些客户如二级超算中心客户或者一些设备厂商并

不关注供应商是硅光还是非硅光，只要性能各方面表现好就能用，我

们已开始对这些客户发货，一级超算中心设备厂商还在考虑中。 

 

Q：因为硅光模块结构和传统的还是有些差别，比如激光器也不

太一样，还会引入引擎，包括 Driver 这些可能有定制化的改变，我们

从几个芯片，比如说激光器这一块大概能省多少，引擎这一块这个价

值量大概是多少，可能这一块成本就上去了，综合看起来现在成本大

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或者有多少优势？ 

A：在激光器上至少可以省 20 美元，现在 EML 10 多美元，连续

光两个加起来也就是 5 美元，所以省 20~30 美元没问题，但问题是硅

光量现在没起来，实际上光引擎本身的成本并不高，硅光如果量起

来，成本会非常低，预估可以省 50 美元以上。总体来讲，其他还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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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但生产成本节省更多一点，因为硅光光模块现在看来比较确信

生产过程比传统方案容易很多，毕竟传统光模块的生产成本也挺高

的。 

 

Q：我们看现在这些新的供应商，原来头部的供应格局基本这几

年也比较稳定，现在其他的供应商想继续突破这个市场，像 Molex 这

几年冲的也比较猛，原来像 CloudLight 等有些客户份额也上的比较

多，现在对于整个竞争格局或者份额的变化，能否再给大家分享一

下？ 

A：Molex 有为亚马逊供货，且历史上很长时间是他的供应商，包

括无源、芯片、低端的，所以 Molex 有很大的发展。CloudLight 一直

在给谷歌供货。每个大客户都有不同的时间点，总体来讲就要时间，

光模块比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业务需要更长的时间。头部的云数据中心

3-5 个供应商最多了，一旦某个客户例如 Meta 迅猛发展，新的供应商

可能就有机会了，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在技术上突破，我

们日本团队投入了 75%的资源在研发 800G 或者以上的产品，在导入

800G 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像这种大的客户，想让他积极导入你的

100G 产品相对较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最近好几家客户开始导入我

们的 100G CWDM4这么个成熟产品，我们卖的也不是特别便宜，就是

可能要找一个机会。一开始某个产品比如说 400G DR4，最好的时机是

2019 年、2020 年，现在可能要等下一个窗口，800G 的窗口在明年，

那时候如果做得好的话，机会是很多的，LightCounting认为将来 800G

的量很快会超过 400G。 

 

Q：导入新供应商的时候整个流程时间大概怎么样？比如审厂，

后面到送样测试、可靠性测试等等，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是多长？ 

A：每个客户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客户认为有必要导入新的

供应商，多半是老供应商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质量问题。招标这个过程

大概是一到两个月，看了你的回标以后，你确实有产品，这跟设备厂

商不一样，如果你将来有产品，包括正在研发的产品，也可以算，也

可以招标，双方一起开始共同完成研发。但是像一般的超算中心，你

有产品就回标，没有产品最好不要回，一回标，他说这几家，各方面

的因素都要考虑，他通知你说我要拿 32 个或者 64 个来测试，你要马

上提供样品，大概要测两到三周，如果测试没太大问题的话，会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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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个到 1000 个之间，拿到全球各地数据中心的现场测试，大概跑三

个月，如果急的时间还短一点，这样跑了以后，他认为你比较稳定

了，没什么问题，你可以进入下一步，当然有小问题也可以修正。 

在你提供 32 个样品之前会做一个预审，如果他要进入小批量的时

候，他会做一个正式审厂，现在疫情影响，都是线上开展的，大概 5-8

个小时，你在全球范围测试好了以后，三个月以后他会再做几天的复

核审厂，所有的整改方案都要到位，这部分他们觉得好了以后，就会

让你开始做小批量的发货；真正发货的，大概数量是 10k、100k 或者

更多。从招标开始一直到最后完成批量发货，再快前后也要一年时

间。 

 

Q：具体对于公司的情况，你们几条产品线，包括宽带接入这一

块，无线的，包括小基站、光模块，能否做一个结构上的拆分？比如

说去年或者今年收入结构上，包括每一块业务毛利率的情况？ 

A：毛利率在我们去年的年报里有披露，今年我们估计是维持不

变或是总体略有降低。一季度我们受上海疫情影响特别大，二季度是

到现在刚刚解封，这段时间牺牲比较大，我们也是一直在生产中，并

没有停工，解封后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把之前积压的货发出去，

这个对所有产品线都有影响，光模块影响小一点，因为体积小，发货

稍微容易一些。另外，光模块这种物料储存比较充足，其他的业务板

块物料也短缺，不光是我们发货的问题，供应商来料也受影响，所以

6 月份开始我们会把这些积压的事情做完，下半年力争把失去的时间

补回来。今年发展更快的是宽带接入业务，海外需求现在势头强劲，

下半年芯片供应短缺情况也将有所缓解。无线业务发展比较快的是小

基站，现在需求量很大，因为海外 5G开始布局，他们小基站的比例比

国内稍微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小基站业务还不错。 

光模块今年我们的增长是比较大的，但是基数比较小一点，相对

别的事业部，它可能是增长比较快的，但它的净增长额还是少一些。

我们的客户对光模块的需求量都在增长，也可能是最近芯片短缺，发

货都有一些问题，很多格局有些变了，发现我们开始能拿到很多标

书、询价，我们下半年肯定要把这个做起来。 

 

Q：公司现在 200G 和 400G 的产品是不是已经有批量供应的海外

客户？国内客户这边有没有验证和批量的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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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内的我们只有在一个超算中心有发货 100G 和 200G 的，以

100G 居多；国外有 100G 和 400G 的，其中一个超算，另外一个 200G

在测试中。 

 

Q：之前收购的日本资产包括之前泰国代工厂这边生产设备的整

合，你们现在整体各个地方产能布局的结构能不能再跟大家介绍一

下？ 

A：那时候我们在泰国生产，它的设备所有权都是属于日本的，

日本又转到上海来，所有设备现在已经搬到上海，基本关闭了泰国的

生产，同时开启了马来西亚的生产，马来西亚工厂在非光模块业务的

生产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也开启光模块生产，日本那边研发资源现

在更加聚焦于高端的 400G、800G 或者说更先进、更加高端的光模块

研发，上海团队也逐渐发展起来。分工上，上海团队主要承担 400G及

以下，日本团队则是负责 400G 及以上。 

 

Q：海外的光模块主要客户有哪些？通信设备的 JDM、ODM 这一

块现在有哪些主要的客户？ 

A：海外的光模块主要是一个大的设备厂商，还有好几个二级

的，这些都集中在北美。全球主要光模块市场要么在中国，要么在美

国。国内我们跟两家设备厂商有合作，但是有选择性的，有些低端的

模块不做，只做高端的。国内的超算有一家半，100G 为主，200G 为

辅，200G有些小批量的，国外主要是 100G、400G。现在国外 5G前传

光模块主要是往 50G 转，这个我们开始发货，需求量还不错。 

JDM 业务和原来一样，更加聚焦于高端，这个是非常大的客户在

做，也在导入新的国外客户做 JDM 业务，国内的业务基本上持平。现

在这些业务都聚焦于一些高端的产品，大部分在上海生产，其他的产

品在武汉、西安或者马来西亚生产。上海工厂生产聚焦高端的光模

块、高端的无线小基站等。 

 

Q：光芯片现在 28G DML 和 400G 用的 56G EML 现在的采购价格

大概是怎么样，跟去年的同比降幅，光芯片这一块同比降幅大概什么

水平？ 

A：光芯片的降幅还可以。相反，电芯片很多价格在上涨。现在

国内的 EML 已经相对成熟，采购价格根据采购数量决定，但是 E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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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端的基本上还是国外提供，单价在 8-12 美元这个范围内，价格

取决于采购量。这个比较重要，占成本比重高，DML 在 3-4 美元或者

更低，EML可以做到 50G 或者 100G，现在出货量比较大的是 200G光

模块，预计到 2025 年，全世界的超算中心都将用到 200G 光模块，另

外是 100G 的光模块，DML 也就开始出来了，可以看到光模块突破还

是很快的。电芯片方面也是，业界投入很大，这个方向还是比较乐观

的。 

 

Q：现在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国内和海外疫情防控观点不一样，

想请教一下公司领导海外的客户对于中国供应商供应链安全这个角度

有没有一些考虑？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份额回流北美的公司？ 

A：北美公司的供应链也在中国，中国公司有些生产也在国外，

不能一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这个考虑上来讲他们的担心是

有的，很多客户要求供应商多地生产，并非必须在国外生产。我们已

在马来西亚部署生产基地多年，有一定的优势，现在出货情况也很可

观。一起初源于关税的问题，现在客户要求多区域生产，这个不光是

疫情，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虽然疫情管控，光模块该发货还得发货，

但对其他非光模块产品像光纤接入、交换机、小基站业务的影响比较

大，还有物流等也受影响。 

 

Q：供应链包括芯片成本或者电子元器件成本端的情况，今年我

们看成本压力包括原材料成本的拐点，这个方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

下？ 

A：每种材料都不一样，电芯片在涨，DSP 最大的涨幅大约是

15%，很多早就涨且涨了好几轮。有些芯片不是涨，而是没有货源，

如 TI 的芯片，拿不到货；这时候，国内的厂商的机会就显现了，因为

这个门槛也不是那么高，国内的供应商出来，在平时你换一些国内的

供应商，国外的客户可能没有那么积极去测、验证，现在因为供应链

受影响，他们会更积极地验证，所以我们研发就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但也促进了国产化的进程，间接推动了在今年下半年、主要是明年降

成本，因为刚刚推行的时候可能成本没那么低，但总的来讲国内供应

商也比较容易去降低成本或者降低产品价格，明年可以看到国产化程

度会提高很多，给成本下降带来很多空间，光模块的市场价一直在往

下走，原材料的成本下降几乎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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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司有大概多少收入是美元结算的，或者成本端可能有些是

美元，整体的汇率波动对于你们的毛利率、净利润这一块的影响能不

能给大家做定量一点的分析？ 

A：我们去年的利润是 6,726 万元，含扣除的汇兑损失 5,029 万

元，可见影响很大，前年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就不好说了，人民币有

涨有跌，总的来讲一季度的影响还是很大，约 2,000多万元，二季度估

计影响不大。汇兑损益很难预测，关键是在一个季度、一个报告期最

后一天的汇率是最重要的，取一个平均数，它不是每天平均，所以比

较难预测，我们的商业模式很难锁定汇率，很多银行都在帮我们想办

法。 

三、公司总结 

前期公司的经营情况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公司还是首批复工复产

白名单企业。疫情封控期间，60%-70%的产能还在运转。完全解封以

后，各项业务将很快全面恢复。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些物流瓶颈还要

进一步的打通，所以希望后面很快能够恢复到以前一样，争取努力挽

回前两个月失去的生产和发货。 

随着 6 月 1 日开始上海全面复工复产，公司员工已“应复尽复”。

并且公司加大了招聘力度，截止目前录取人员能满足我们生产人力缺

口。除此之外，公司的很多供应商主动要求联系物流提货，公司全体

员工积极复工复产、防控生产两不误，确保在人力、物料满足的情况

下，在 6 月份打一场硬仗。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