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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概况 

 主要业务：软件为核心，硬件为载体的激光设备控制系统 

 发展历史：10 年自主研发，成为国内激光设备控制系统龙头 

 股权结构：集中，前五大股东持股占 97.9% 

 高管背景：上海交大硕士团队创业，核心技术人员多为公司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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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以软件系统为核心，随动系统和板卡系统中的硬件部分均系软件系统的必要载体。 

 主要客户：宏石激光、邦德激光、迪能激光庆、镭鸣数控激光和嘉泰激光 

 应用领域：激光切割设备 

主要业务：以软件系统为核心的激光设备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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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动控制系统 板卡控制系统 

总线控制系统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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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软件系统为核心，随动系统和板卡系统中的硬件部分均系软件系统的必要载体。 

 

 随动控制系统 

根据电容反馈信号，实时控制切割头与待切工件间高度的控制系统。 

 

 板卡控制系统 

板卡是数控软件底层控制算法的载体及硬件接口，基于英特尔局部并行总线PCI标准，可实现对钣金平面切割机

或者管材三维切割机的机械传动装置、激光器、辅助气体及其他辅助外设装置的控制。 

 

 总线控制系统 

集成了板卡控制系统、随动控制系统、工业电脑、显示器、操作面板等其他部件，基于 EtherCAT 总线技术，

可以实现对钣金平面切割机或者管材三维切割机的机械传动装置、激光器、辅助气体及其他辅助外设装置的实

时控制。价格相对于板卡控制系统较高。 

 

 其他相关产品  

包括高精度视觉定位系统、I/O 拓展模块、轴拓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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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激光设备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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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10 年自主研发，成为国内激光设备控制系统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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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9 月 11 日于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办成立。 

2009 
• 获国家级创新基金扶持。 

2012 
•  进军光纤激光切割领域。 

2013 
•  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5 
•  获评闵行区科技小巨人企业，获“2015 年度闵行区最佳成长性企业”称号。 

2016 
•  获评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获“2016 年度闵行区最佳成长性企业”称号。 

2017 
•  获评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 

公司logo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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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和谢淼五人，持股占 97.9% 
 

股权结构：集中，前五大股东持股占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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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股权结构（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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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背景：上海交大硕士团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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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介绍 

 唐晔 董事长 
南京工业大学工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 
200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柏楚有限董事、总经理。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长。 

代田田 副总经理兼软件研发部技术总监 
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及硕士。 
200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柏楚有限董事长。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软件研发部技术总监。  

卢琳 电子总经理兼数控总经理 
合肥工业大学工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 
200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柏楚有限董事、技术总监。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电
子总经理兼数控总经理。  

胡佳 副总经理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文学学士。 
曾任欧文凯利自控阀外贸部主管兼总经理翻译；曾任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总经办主任兼人
力资源经理。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韩冬蕾  财务总监 

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学士。 
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曾任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曾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项目经理。
201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徐军 市场总监 
南京工业大学学士、硕士。 
曾任西安华为技术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移动宽带产品线主任工程师。2018 年 7 
月至今，任公司市场总监。  

公司主要高管及介绍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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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分析 

 营业规模：2018年收入 2.45 亿元（ YOY+16.67% ） 、净利润 1.39 亿元（ YOY+6.11% ）  

 盈利能力：2018年毛利率 81.17% 、净利率 56.79% 

 研发能力：2018年研发费用 0.28 亿元 （ 占营收 11.47%） ，研发人员占比过半 

 销售模式：直销模式，客户结构较为分散 

10 



请务必参阅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 

 2018 年营收为 2.45 亿元，同比增长 16.67%；2018 年净利润为 1.39 亿元，同比增长 
6.11%，复合增长率为 36.14%。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放缓了激光切割设备采购节奏，进而影响到公司下
游激光切割设备生产商的全年生产计划，对公司产品的销售情况亦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相对好转，下游激光设备生产商对控制系统的采购恢复较好的增速，同时
公司总线控制系统等新增业务发展情况较好，公司2019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利润均保持较好
的增长趋势。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约为7,600万元，较2018年第一季度
同比增长41.75%；2019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营业利润为5,100万元，较2018年第一季度同
比增长35.75%。 

 

营业规模： 收入 2.45 亿元（ YOY+16.67% ） 、净利润 1.39 亿元（ YOY+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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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公司收入及增速 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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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毛利率为 81.17%，基本与 2017 年持平； 

 2018 年净利率为 56.79%。 

 总体看，激光运动控制系统行业毛利率较高而柏楚的毛利率略高于可比公司。2017 年，维

宏股份、深信服、四维图新、麦迪科技四家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为 73.77%。 

 公司采取自主研发软件系统为核心，辅以少量外购的硬件，成本比较低。这使公司各产品保

持着高毛利率，其中随动系统稳定在 85% 以上。 

 
 

盈利能力：2018 年毛利率 81.17% 、净利率 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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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0.28 亿元，占营收比例高达 11.47%， 复合增长率达到 42.70%。 

 2018 年公司研发人员共计 83 名，员工占比 51.23%。 硕士及以上学历 39 人，占比 

24.07%。 

 公司在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的投入，意图丰富公司激光加工控制类产品线，不断推出新产

品。 

 

 

 

 
 

研发能力：研发费用 0.28 亿元（占营收 11.47%） ，研发人员占比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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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模式：直销 

 随动和板卡系统为公司两大主要产品， 2016-2018 年占总收入均超过 90%。总线系统属于

公司较新推出的产品，部分用于公司内部研发测试，部分免费赠与客户试用，导致近两年产

销率较低。 

 客户结构较为分散，客户合作稳定。2018 年前五大客户营收占比 24.19%。 

 

 

 

 

 

 

 

 
 

销售模式：直销模式，客户结构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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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分析 

 行业简介：中低率激光器国产化，PC-Based 控制系统逐渐取代 PLC 

 市场空间：下游推动运动控制系统，市场规模逐步增长 

 竞争格局：柏楚引领国产， 国际厂商主导中国市场高功率 

 公司优势：技术与品牌效益为未来高功率设备控制系统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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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加工行业： 
 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步使用激光设备代替传统设备，是目前全球激光加工行业市场增长主要驱

动力之一。大功率激光器的技术突破和增材制造技术的成熟将促使未来激光器行业快速增
长。 

 自 2015 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激光器最大消费市场。中国低功率激光器基本实现国产替代，
国产中功率激光器近几年来快速增长。 

 

行业简介：全球市场受惠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低功率激光器实现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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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年全球激光器行业收入 
 

2011-2018E年中国激光设备市场销售收入及预测 
 

单位：亿元  

2013-2017年中功率光纤激光器中国销售数量 （台） 
 

2013-2017年低功率光纤激光器中国销售数量 （台）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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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简介：激光切割需求持续增长，带动中低率激光器国产化 

激光切割设备行业： 

 2017 年，激光切割设备占激光设备市场总规模的 46%。 

 中国工业领域呈现从传统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型的态势，保证了中国激光切割领域市场规模的

较高速增长。 

 2017 年，中国中低功率激光切割设备销售数量达到 22,500 台，较 2016 年增长了近 

60%。目前已实现了较高的国产化率。 

 大功率激光切割设备相比于中低功率激光切割设备单价较高，市场增幅相对较低。  

 

 

 

 

 

 
 

2013-2018（E）年中国激光切割设备销售数量及预测 （台） 
 
 

2013-2017年中国激光切割设备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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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简介：PC-Based 控制系统逐渐取代 PLC 

运动控制系统行业： 

 运动控制系统是自动化机械的核心。其功能是根据控制程序，经计算机处理后，实时控制执

行机构的动作。2016 年中国运动控制市场规模达到 62.46 亿元，同比增长 8.7%。 

 目前运动控制器主要分为三类：PC-Based、专用控制器、PLC。PC-Based 产品下游运用最

为广泛，在激光加工行业增长较快，逐渐取代 PLC。 

 

 

 

 

 

 

 

 

 

 

 

 

 
 

运动控制系统流程 
 

运动控制系统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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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下游的激光切割设备需求的增加带动了运动控制系统的发展。 

 预计到 2023 年，中国激光切割设备总体市场规模达 403.69 亿元。由于激光切割需求增

加，中国运动控制市场预计到 2020 年市场规模将接近 90 亿元，在三类运动控制中PC-

based 增速最快。 

市场空间：下游推动运动控制系统，市场规模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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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3年中国激光切割设备市场规模预测（亿元）  
 

PC-Based运动控制器市场规模及增速  

2015-2020年中国运动控制市场规模及预测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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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低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领域中，柏楚电子、维宏股份、奥森迪科占有国内 90% 份

额，国外的竞争者有倍福和 PA 等。公司在中低功率领域的相关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

占有率约为 60%。 

 在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领域中，国际厂商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德国倍福、德国 PA、西

门子等主导中国市场。国产激光运动控制系统仅占据约10%的市场份额，几乎全部为公司所

占有。 

 国外市场目前基本没有中国公司的参与。 

 

 

 

 

 

 

 

 
 

竞争格局：柏楚引领国产， 国际厂商主导中国市场高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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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先的完整技术体系 

高功率激光加工设备控制系统在各项技术上的更高要求和技术门槛。公司是业内首批激光专业加工成套系

统的开发厂商，目前已满足高功率各项技术要求。 

 

 市场占有率与品牌效益 

根据《激光行业研究报告》，公司在国内中低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领域中排名第一并在此领域树立了自

己的品牌地位。相比中低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的品牌知名度要求更高。在此

基础上，公司进入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相对更容易获得行业的认可，进而实现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

系统业务的持续发展。 

 

 专业的研发团队 

公司已拥有一支稳定、专业、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具有行业内领先的人才优势。在专业技术团队的带领

下，公司可以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有助于公司在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领域的持续发展。 
 

公司优势：技术与品牌效益为未来高功率设备控制系统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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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线激光切割系统智能升级项目 - 根据公司现有装配规模及激光切割软件系统市场需求情况，对总

线激光切割系统（其中包括平面高功率激光切割系统、三维管材激光切割系统、智能卡盘控制系统及

智能传感器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与扩产。  

 超快激光精密微纳加工系统建设项目 - 用于开发针对脆薄非金属材料的超快激光精密微纳激光切

割系统。 

 设备健康云及 MES 系统数据平台建设项目 - 建立设备健康云及MES系统云数据平台，分别接入

激光切割设备制造商和激光切割终端工厂，为柏楚设备提供专业的设备维护管理云服务功能。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在上海闵行区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自建综合楼中的3层、4层建立研发中

心，从而满足公司进一步提高研发水平和逐步扩大公司研发队伍的需要。  

 市场营销网络强化项目 - 对现有的武汉、深圳两个区域事业部进行强化升级，同时增设济南、无

锡、温州、广州、北京及福建6个区域事业部，并在上海新建营销总部及展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投资金额 建设期 项目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1 总线激光切割系统智能升级项目  31,402.00 31,402.00 3 年 27,883.10 3,518.90 

2 超快激光精密微纳加工系统建设项目  20,314.00 20,314.00 3 年 17,854.50 2,459.50 

3 设备健康云及 MES 系统数据平台建设项目  19,689.70 19,689.70 3 年 18,861.30 828.4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262.00 8,262.00 3 年 8,262.00 / 

5 市场营销网络强化项目  3,869.00 3,869.00 2 年 3,869.00 / 

合计 83,536.70 83,536.00 

公司募投项目及资金规划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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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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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产品开发风险 

公司所处的工业运动控制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技术创新要求较高，对产品的技术需求不断提

高。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准确地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在技术开发方向的战略决策上发生失误，或者未能及时

进行产品升级和新技术的运用，可能使公司丧失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从而影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高功率激光切割市场开拓风险 

国内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市场目前仍基本由进口垄断，面对技术成熟价格适宜的进口产品，公司如无

法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高功率产品，则将面临一定的市场开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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