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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的温和回升、网络流量的爆炸式增长、更高速率数据传输的强劲需求、

物联网等带宽密集型技术的发展以及高速网络部署的持续扩张等驱动，无论在国内还是

国外，通信行业尤其是光纤通信技术将继续处于高速稳定的发展时期，为光模块发展提

供了良好市场环境。 

JQ 科技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大型通信科技跨国公司，总

部设在上海，2006 年成立并以 PON 产品受到行业内的认可和一致好评。2016 年开始开

展高速光模块业务，现已覆盖了大部分高速光模块产品类型以及 5G 光传送网模块。光

通信市场不断扩大，高速光模块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是公司作为高速光模块领域的新

秀面临着严重的市场竞争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环境竞争中，为了突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成功跨越关键的成长期，在此形势下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竞争战略已成为公司目前发展

的首要任务。 

本文共分为三大模块，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对 JQ 科技公司的竞

争战略研究中，通过 PEST 分析法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光

模块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运行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所面

对的现有竞争者压力、潜在竞争者和替代品的威胁以及供应商、客户的议价能力，找出

了外部环境存在的发展机遇以及挑战；通过发展现状、人力资源、财务状况和技术能力

分析了 JQ 科技公司的内部环境，找出公司在光模块业务发展中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

运用 SWOT 矩阵将外在的机遇与挑战、内部的优势与劣势相结合，提出了符合企业自身

发展的竞争战略，并提出相关的实施方案。 后为确保竞争战略方案的顺利实施，结合

企业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保障措施，以求企业在行业竞争中确立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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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of JQ Technology Company 
 Abstract 

No matter at domestic or foreign, the mild global recovery,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network traffic, the large demand for high data transmission r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ndwidth-intensive technology such as in The IoT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speed network 
deployments, to contribut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especially for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This provides a good development market for 
optical modules. 

JQ Technology, a large-sca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collec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ers, is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China. It has entered the optical 
communication industry since 2016. Now, we have owned most product types in high-speed 
optical modules and modules in 5G optical transmission networks. For years,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market is constant extending and the requirement of high-speed modules is 
ever-growing. But JQ Technology, a newcomer in high-speed opticals, is encountering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So it is primary mission to establish a practical competitive 
strategic for JQ Technology company to extrude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cross the critical 
period. 

The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which are arising problems, analyzing problems, and 
solving problems. Firs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 use PEST analysis method to inquire into the macro environment of 
optical transceiver i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technical. And analyz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with Michael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which the pressure of 
existing competitors, the threat of potential competitors, substitutes, and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status,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to introduce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find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JQ. Then use the SWOT matrix to combin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propose a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plan at last. Final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stablished competition strategy can be implemented smoothly, article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safeguard measures depending on JQ's situation. 
 

Key Words：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Optical Module; Competitive Strategy; 
SW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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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拥有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通信行业借助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全球化的春风，在近 20 年的发展中也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成绩。光纤通信安全度高、传输损耗低、支持高速率传输、成本优势明显等特点，

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和个人对现代通信更高、更快、更稳的需求，成为通信网络构建的

主流选择。在光纤通信中，信号以光的形式在网络中进行传播，信号终端设备以电作为

信息传递的媒介，为实现这两种信号的转换，打通整个网络咽喉，光模块成为实现这一

功能的关键部件。光模块作为光纤通信网络中 为基础也 为重要的核心器件之一，在

中国通信科技迅猛发展的 20 年中，几次大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中国光模块产业从无到有、

从有到精，一步步发展壮大。自 2001 年左右开始，中国经历了 10Gbit/s 速率，2007

年 3G 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直至 2012 年开始新兴起的数据中心、大规模 4G 网络建设

使得光模块产业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发展机遇。现在业界正处于第四次机遇的起点，

5G 通信网络、超高速互连的超大型数据中心、云计算厂商等需求层出不穷，不管在技术

上还是市场上都为国内光模块产业的第四次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环境。 

随着全球数据量的持续增加，光模块将向着超高数据和超大容量发展，2020 年是中

国的 5G 规模部署第一年，三大运营商在 2019 年就已经陆续启动 5G 光传输设备招标，

北美数据中心出现强劲的投资回暖趋势，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公司数据中心对光模块

需求开始呈现大幅增长，中国数据中心市场也将随着 5G 建设临近，进入一个资本开支

回暖期。受益于 5G 光传送网络建设以及数据中心市场需求回暖，2018 年全球光模块市

场总值 60 亿美元，2019 年约 66 亿美元，5G 网络部署以及数据中心扩张的速度受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放缓，但基本完成确定目标，相信 2021 开始随着疫情持续扩散，

全球经济将暂停放缓，电信市场和数通光模块市场将出现双向大增长态势，预计到 2024

年全球光模块市场规模将超过 150 亿美元[1]。 

诱人的市场前景使光模块制造厂家逐年增加，每年都有新加入者，每年也不乏淘汰

者。全球几大光模块龙头企业，比如旭创光电、华工正源、光迅科技以及国外的安华高、

菲尼萨等企业无论从产品技术还是从制造成本上已经做到的业内领先水平，其 25G 和

100G 光模块在技术和成本已经做到极致，400G 高速光模块也在陆续量产出货，并先后

开始投入 800G 产品的研制，多年的经营收获了一大批忠实客户，行业地位难以撼动。

很多非光模块企业借助原有的通信业客户基础和雄厚的资金投入也纷纷开展光模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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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想从中分一杯羹，导致近几年的光通信市场略显混乱。以光缆制造为基础产业的亨

通科技，2017 年与英国洛克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 100G/200G 硅光模块，如果实

现批量生产，其成本将低于业内平均价格的 30%，同时致力于 400G 光模块研发生产。 

光芯片是光模块中价值 集中的环节，占光模块总成本 30%以上，尤其是在高速光

模块产品占比更是高达 50%-70%。但是全球高速率光芯片和光器件大都被美国和日本企

业垄断，我国具有量产高端光芯片能力的企业少之又少，而且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对高

速率光芯片、器件的进口依赖现状暂时无法改善。2018 年 1 月，工信部发布的《中国光

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 年）》[2]，全面量化了对光模块核心原材料

（光芯片和光器件）的发展规划，全面提速 DFB、VCSEL 等核心芯片的国产化进程，由此

可见，光电子器件国产化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如果全面实现光电子器件的国产化，将

打破受制于人的现状，并且大幅度降低国内光模块厂商的生产成本，对于光模块研发技

术和生产工艺也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JQ 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主要从事于家庭、企业及工业应用类 ICT 终端设备和

通信设备开发、制造与维护。在 ICT 终端行业中的 PON 终端产品经过了 2015 年井喷之

后进入生命周期的末端，公司的终端业务也随总体变化而衰落。在通信行业摸爬滚打了

10 年之久，拥有良好的企业口碑和通信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和客户，于是企业高层决定

在原有的 ICT 终端业务基础上开展高速光模块领域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伴随着企业的资

产收购和产品知识产权的特许授权，公司于 2016 年开始计划进入光模块产品领域，2018

年 5 月签署收购 MAC 公司日本子公司的部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加上原有的技术储备

及全球化布局，公司将全面进入数据中心互联和电信级 100G 光模块及其组件的研发和

规模生产、持续创新以及全球销售。2019 年 3 月，公司收购 OCL 公司在光模块业务上的

部分资产、人员和业务，作为老牌光模块企业所拥有的电信级和数据中心互连领域光收、

发送器件及组件、光收发模块（100G LAN WDM 中长距系列、5G 无线网络传送系列、

100G\200G 系列等产品）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没有生产经验。随着海外企业

的并购、资产整合，全力在 PON 终端设备的基础上开展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业务，目前为止，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数据中心互联和电信级

100G/400G 高速光模块及其组件等，并在 2019 年初，智能制造工厂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

模，实现年化产能上百万支光模块目标。 

JQ 科技公司开展高速光模块业务不久，虽然具有强大的研发和市场团队，但是生产

成本偏高以及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持响应迟缓严重影响着公司光模块业务的发展步伐，尤

其是对国内市场的技术支持上，经常因为没有得到快速响应而被客户投诉。在光模块市

场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公司要想在光模块行业中迅速占领市场，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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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弯道超车并跻身进入光模块行业的前列，就必须对公司内、外部环境进行科学的、

客观的以及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以此制定出既符合公司的自身条件，又能适应市场竞

争和发展的竞争战略。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对于企业而言，战略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方向，为企业寻求和维持长期

竞争优势提供了有关全局的筹划和策略，是为企业确定长远发展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

为路线、政策方针和准则。当然，企业的战略管理不仅仅是简单地设定企业的战略目标，

更多的是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一个完美的战略需要好的执行力才能发挥其真正

的作用，如果只是纸上谈兵不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反而会为企业带来隐形的威胁。企

业战略的制定涉及多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下，战略的制定更应谨慎小

心，需要很多管理者综合考虑企业的内部状况、行业发展以及市场的、宏观的、微观的

外部环境。同时战略必须与公司的目标相匹配，因此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核心竞争力、

发展目标也是战略制定时应考虑的方面[3]。 

JQ 科技公司在高速光模块领域竞争力明显不足，生产成本偏高，对于客户端问题研

发不能及时给予技术支持，严重限制了公司在光模块领域中的生存与发展。本文通过对

JQ 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机遇和挑战，探寻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同时从战略管理高度就如何增强公司自身的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方面选择对

应的竞争战略，并对实施该竞争战略制定相应的实施保障措施，保证战略成功实施以应

对当前险峻复杂的市场环境。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文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的战略分析模型以及战略实施方法，按照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步骤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企业状况和光模块行业的研究分

析，同时通过文献查阅和数据分析整理对所研究的领域进行了细致了解；其次，对企业

内外部环境分析，通过 PEST 模型对光模块产业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

以及技术环境这四方面进行宏观环境的分析，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分别对现有竞争对手、

潜在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客户议价能力、供应商议价能力这五种外在力量以及对光

模块市场的发展预测进行行业环境分析，并对企业的发展现状、财务能力、组织结构、

人力资源以及技术能力等进行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分析； 后，通过 SWOT 矩阵分析法

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挑战，进而研究得出适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

方案，并为保障竞争战略的实施制定相应的保障策略。研究路线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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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理论概述 

企业战略是为了挖掘其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为占据优势条件而建立的全面且

系统的规程以及运作措施，是企业内各项规划和方案的综合，涵盖了竞争、销售、发展、

科技、人力资源以及品牌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对企业战略的研究

也会产生相应变化并有可能产生新的内容。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1   国外战略管理理论研究概况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末，企业战略研究进入一个黄金阶段，这一时期战略

管理理论研究分为三大学派，即以安德鲁斯为首的设计学派，以安索夫为代表的计划学

派和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定位学派。 

设计学派。1962 年，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通过对通用汽车、杜邦化学公司等 70 多

家大型公司发展历史的研究，出版了《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4]

一书，在著作中分析了环境、战略和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1971 年，安德鲁斯提出，企

业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企业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进

行匹配的过程其实就是企业战略形成的过程，这种匹配能使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与企

业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相协调。安德鲁斯提出的 SWOT 分析模型，重在研究分析企业

的内、外环境，综合组织内外部关系进行战略制定，是现在企业进行战略制定的基本框

架。 

计划学派。1965 年，美国学者安索夫在出版的《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

业战略”这一概念，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他认为，战略应包括产品

与市场范围、增长向量、竞争优势和协同效应四个要素，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从此逐渐

由单纯的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安索夫在 1979 年出版的《战略管理》

将战略的要素扩大为八个方面：即外部环境、战略预算、战略动力、管理能力、权力、

权力结构、战略领导和战略行为。 

定位学派。20 世纪 80 年代初，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Porter）教授对企业战

略管理理论影响 为突出。他认为，企业战略应当更多地考虑行业结构的定位，将战略

分析的重点由企业转向了行业，强调了行业环境对企业战略的重要性。提出的行业竞争

结构分析方法和模型，即五力分析模型[5]，受到战略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且成为外

部环境分析和战略制定 为重要和广泛使用的模型。五力分析模型将大量不同的因素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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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一个简便的模型之中，并以此分析行业的基本竞争态势，企业可行的战略应该包括

确认并评价这五种力量，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和特性因行业和客户的不同情况，其意义也

是不同的，但是只分析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特征，没有考虑企业的自身条件，是五力分析

模型的不足。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对战略理论进一步研究和实践，人们对企业战略管理的认识

更加完整。并逐渐认识到战略管理其实是动态的，要想使企业战略能够长期、稳定的为

企业发展服务，必须重视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不断依据外界条件及时整理战略目

标。 

2.1.2   国内战略管理理论研究概况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向国外引进了企业战略理念，在该阶段

主要是以哈佛大学教授代表团授予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知识体系，而中国

企业所处的环境与西方企业不同，一味地“拿来主义”必将与中国情理文化的“深层结

构”发生冲突。此时，以苏东水、周三多为代表的国内战略管理学家通过对国内外企业

战略管理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在借鉴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突出战略管理的环境

依赖与问题导向性，在测量变量尤其是控制变量选择上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

与文化背景，结合中国情理文化的行为特征和中国环境背景实现战略管理理论本土化。 

20 世纪 90 年代又出现了以康荣平、芮杰明、蓝海林为代表的新一代战略管理学家，

进一步对国内战略管理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康荣平总结了国内企业在发展、竞争和国际

化方面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提出了法律的“大数据”和“企业战略地图”。项保华在《战

略管理—艺术与实务》[6]中提出的内在实力、外部环境、使命目标这三种假设构成其战

略理论的核心。蓝海林认为[7]，战略管理需要基于环境变化和反馈更全面的管理过程来

实施，以动态环境为背景的对战略管理的研究过程，管理者应当通过对企业文化、管理

机制和组织结构的全面考察制定更有效的战略管理模式。 

作为一个经济性组织，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这意味着企业战略活动的

价值在于获取持续竞争成本。基于这种假设和推测，当前主流的战略管理理论即围绕企

业追求经济利润增长的战略目标，借助战略分析工具，强调对环境变化的预测，不断地

根据市场竞争的态势和行业发展来制定战略规划并组织战略实施[8]。目前，我国在战略

管理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从理论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公司多元化、以

资源为基础的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战略柔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等开

始受到高度的重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在理论上基本朝着跟随国际研究前沿问题、与

国际研究接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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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的战略理论研究来看，在企业战略研究和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都是以

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分析结果作为基础，依靠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结合企业自身

的资源和能力，制定符合自身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2.2   基本竞争战略理论 

根据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有三种基本的竞争战略：成本领

先战略，企业通过发现和挖掘其所有的资源优势，运用合理有效的方式降低成本，使企

业成本明显低于竞争对手，从而在价格上获取竞争优势；差异化战略，通过差异化使企

业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有明显区别，迎合市场客户需求，并能形成与众不同的特点，进

而对客户有价值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给产品带来额外的加价或竞争力；集中化战

略或叫聚焦战略，企业的经营活动集中于某一特定的产品线或者某一特定客户群或市

场，即在行业内很小的竞争范围内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公司应用高效、规模化生产策略，提高生产效率，对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及研发、推销等方面加强成本控制，全力以赴降低成本，把成本降到 低限度，

以低成本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公司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依然保持成本领

先的战略[14]。成本领先战略可以对现有竞争者和潜在进入者形成优势障碍，增强讨价还

价能力，降低替代品的威胁，保持领先的竞争地位。成本领先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

手段将单位平均成本降到 低，并依靠成本优势获取 大的市场份额。成本领先战略的

实施需要市场满足一定的条件：市场完全是买方市场，客户具有很高的议价能力；行业

产品是标准化的产品或者是同质产品，产品替换不会给客户带来过大的投入；购买者不

过于注重品牌间的差异，对价格非常敏感，价格竞争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15]。 

差异化战略，是企业用来提升产品吸引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企业为迎合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采取相关策略，设计对商

品或者服务等一系列有意义的差异，使公司的产品同竞争对手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以

便更好地符合目标客户所青睐的独特价值。差异化战略产生竞争优势必要条件：一是企

业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二是提供的产品可以降低顾客在使用时产生的总成本，提高

客户的满意度；三是应该紧密连接企业独特的核心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技术创新能力、

可靠地产品品质保证、高效系统的服务体系，这种能力差异使竞争者不易模仿，对潜在

竞争者形成天然的进入屏障[15]。 

集中化战略，是企业通过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以满足某一特定竞争细分市场或区域

市场的需求的竞争战略，目的是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服务于目标细分市场的购买者，其核

心思想是通过特定消费者群体的特殊需要或者集中于某一有效的区域市场来建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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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优势[15]。实施集中化战略使企业将发展重心聚焦于某一特定区域，与行业内的其

他企业相比，可以为特定客户群提供更高效、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与此同时,集

中化战略也是一把双刃剑，当细分市场的市场利润明显升高或大于总体市场的市场利润

时，同行业的竞争对手会争相模仿；或者目标市场的市场利润明显降低甚至难以支撑必

要的企业运营时，会带来很大的企业运营风险；特定市场或者领域，其专有的特殊性，

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2.3 战略管理方法 

2.3.1   PEST 分析模型 

PEST 模型是用来分析企业宏观环境的工具模型，不同行业和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经

营需求，对宏观环境的分析因素和具体内容可能会有差异，但一般都采用 PEST 分析法[9]。

主要从政治因素（Politics）、经济因素（Economic）、社会因素（Society）、技术

因素（Technology）四个方面对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这种企业的外部环境一

般是不受企业掌控的。 

 

 

图 2.1  PEST 分析模型 

Fig. 2.1  PEST analysis model 
 

政治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体制、政治形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等因素对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新法案的产生和实施，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方

向；经济因素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条件、经济特征、经济联系等因素，

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国内外的需求；社会因素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

形成的人类习以为常的社会方式或者信仰，它主要由特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

观念及风俗习惯等内容构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需求欲望、购买行为

和生活方式，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影响着产品需求和产品设计；技术因素是指一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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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技术水平，技术政策，新产品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发展等的行业环境因素，新技

术的应用影响着成本定位和产品质量，新的竞争对手影响价格、市场份额和边际利润。

宏观环境的四大主要因素对研究的行业现状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方向和发展速度，是企业竞争战略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2.3.2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 

20 世纪 80 年代，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Porter）教授把产业组织理论方法引

入了企业战略分析，提出了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方法和模型，即波特五力模型。迈克尔.

波特认为，一个行业的竞争不仅仅是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而是围绕着五种基本竞

争力量：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竞争、客户的议价能力以

及供应商的议价能力[5]。 

 

 

图 2.2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 

Fig. 2.2  Potter’s five strength model 
 

（1）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竞争力量是 为激烈的，也是企

业面对的 强大的一种竞争力量。这些竞争者针对行业状况以及发展趋势，依靠其在本

行业的经营经验以及核心竞争力，运用各种手段突出其竞争优势力图占据产业链的有利

地位，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对行业内企业造成极大的威胁。 

（2）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是行业竞争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新进入者

大都拥有包括生产能力、资金优势或者其他某种必需的资源优势，这种新进入者带进的

资源和新技术势必会引起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加大企业间的竞争力度，不过新进入者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行业技术门槛的限制。 

（3）替代品的威胁，绝大多数产品在本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存在替代品，替代品的

存在将影响产品的销售。替代品的威胁从目的上讲，如果该替代品在价格上或性能上具

有吸引力,那么一些买主会被其吸引而改变习惯。替代品的威胁程度，主要体现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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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厂商生产替代品对于市场份额的挤压和利润增长等方面。很明显，替代品的性价比越

高，则替代品越具有竞争优势[10]。 

（4）客户的议价能力，是指站在买方的角度，通过压低价格、要求提升产品品质

或者要求其他更多的服务内容等方式，在卖方和竞卖者之间竞争的过程中进行谋利的能

力[11]。客户的议价能力一般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相对于供应商数量的买主数量、单

个买主的购买量、可供客户选择的替代产品的数量、客户选择替代产品的成本、客户逆

向合并的威胁以及购买者的信息的程度。客户可能会要求降低价格、高质量产品以及更

多的优质服务，其结果就是竞争者之间的竞争残杀，导致行业的利润下降。 

（5）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是指企业在供应商处采购原材料时，供应商争取获得更

大利润的能力[12]。在经营过程中，管理者会本能地考虑竞争者的威胁，因为竞争对手们

能压低价格，降低利润。但是，还有一些其他降低利润的威胁也是管理者不应该忽视的，

其中一种威胁就是供应商带来的。决定供应商议价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供应商行业的市场

状况、提供物品的重要性、供应商的集中程度（市场上有大量的供应商还是少数几个占

支配地位的供应商）、品牌名气等几个因素。 

从这五种基本力量的竞争状况及综合强度可以看出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以此掌握

行业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企业自身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和核心竞

争力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 

2.3.3   SWOT 分析 

1971 年，安德鲁斯在其所著的《公司战略概念》中认为，战略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

把企业内部条件与企业外部环境进行匹配的过程，这种匹配能使企业内部的强项和弱项

与企业外部机会和威胁相协调，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战略制定模型即 SWOT 分析模型。 

 

表 2.1  SWOT 矩阵分析 
Tab. 2.1  SWOT matrix 

 优势（S） 劣势（W） 

机会（O） 
SO 战略：利用外部机会，发

挥企业优势 

WO 战略：利用外部机会，克服

内部劣势 

威胁（T） 
ST 战略：加强内部优势，回

避外部威胁 

WT 战略：减少内部劣势，规避

外部威胁 

 

SWOT 分析模型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寻找分析企业的资料，分析市场环境、宏观环

境、竞争对手、企业运行状况，把企业自身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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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处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结合考虑，

力求能够抓住环境中的机会，尽可能地规避环境中的威胁，将企业自身的优势发挥到

大，并且克服企业的劣势，其 终目的是制定企业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企业战

略[13]。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研究概况以及竞争战略理论和基本方

法。通过国内学者多年对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践、研究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竞争战略

基本理论，尤其是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强调了外部环境对战略制定的重要性，并

以此形成了基本竞争战略即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和集中化战略；PEST 分析模型和

五力分析模型为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等外部因素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提

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由安德鲁斯提出的 SWOT 分析模型通过将企业内部环境所拥有的

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合理的匹配，并以此形成适合企业自

身发展的竞争战略。下面几个章节将运用本章提到的竞争战略理论和分析方法模型对 JQ

科技公司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找出公司拥有的优劣势以及机遇、挑战，并以此

公司制定适合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的竞争战略措施以及战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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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Q 科技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提出，环境因素逐渐成为竞

争战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3]。战略中的环境范畴界定为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

部环境”两部分内容的观点。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企

业的外部环境分析，找到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威胁;内部环境分析是企业认知自我

的良好过程，通过企业内部环境分析，找到企业本身的核心优势和劣势。企业内外部环

境分析是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的必需环节，本章将从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

公司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对 JQ 科技公司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 

3.1  宏观环境分析 

宏观环境分析是对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都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公司战略的制定

离不开宏观环境。PEST 分析法能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ic）、社会（Society）、

技术（Technology）四个方面比较好地全面把握宏观环境的现状及所研究行业的变化趋

势，基于公司战略的眼光来分析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有利于企业及时地发现生存发展

的机会并加以利用，对环境可能带来的威胁及早发现并避开。 

3.1.1   政治环境分析 

光通信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国家密集制定支持光通信

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为光通信行业在国内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2016 年 3 月，

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布，提出要构建现代化通信骨干网络、推进宽带接入光纤化进程、

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推进 5G 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并启动 5G 商用等。同年 11 月，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并部署了推进高速光纤网络建设、实现全国网络跨越、加快构建 4G/5G 新一代无线宽带

网、布局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等具体任

务。2018 年，为了促进中国光电器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信部制定出台了《中国光电子

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 年）》[2]文件，力求引领产业发展导向、促进合

理布局规划，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我国光电子产业加快跨越升级发展，加快提升我国

光电子产业国际竞争力。此外，“宽带中国”、“三网融合”、“智能电网”等一系列

发展战略也在稳步推进，按照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工信部、国资委印发关

于开展深入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 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

进一步提升宽带网络供给能力、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信息消费和“互联

网+”行动深入开展，助力网络强国建设。2020 年 3 月，工信部在发布的《关于推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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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中指出：鼓励各地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初步实现对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数据采集、汇聚和应用，加快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

同时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继续全力推进 5G 网络建设、

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保障，充分发挥 5G 新型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

国家产业政策对光通信行业在我国的发展营造了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利的政策保

障。 

目前，光通信已发展成一个全球性产业，长期来看，行业的发展主要受到各国政府

政策规划及行业技术变革的影响。我国光通信产业是国家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近

几年不断颁发促进光通信行业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为光通信行业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的政治环境。世界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加大对光通信产业的投资力度，国家规划

为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光通信技术的不断变革与升级也为行

业带来新的发展浪潮，行业的发展在未来长时间内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 

由政治环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光通信产业发展出台各种有利政策，随着光电子

器件的国产化进程不断的加快，尤其是在 5G 网络和大数据的推动下，政府对光通信企

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JQ 科技公司的光模块业务有着巨大的市场机会。但是在政府支

持和政策推动下，光通信行业异军突起，光模块、光器件相关企业林立，使得光电子企

业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 

3.1.2   经济环境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环境的状况对企业发展以及对战略的制定实施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影响。中兴禁令、华为制裁、中美关税问题等一系列经济手段限制光模块中核

心器件-高速光芯片以及先进技术对华的出口，导致中国的光模块厂商的成本大幅增加，

也严重限制了 100G 及更高速率光模块在国内的发展。加之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100G

和 25G 光模块价格都有所下降，国内厂商在 2019 年上半年营收整体下滑，净利润受到

很大影响，尤其中美贸易摩擦后，全球 ICP 巨头纷纷放缓资本开支并对光模块去库存，

直至第三季度行业拐点出现，全球去库存接近尾声，资本开支触底回升。 

放眼全球光模块市场，据 ICCSZ 统计公布的相关数据，自 2015 年开始，光模块市

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2017 年，全球光模块市场总值达到 56 亿美元，

2019 年这一数值达到 77 亿美元，2020 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部分数据中心的

扩张被延迟，但是对整个光模块市场的影响不大，2020 全球光模块市场总值为 84.6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8.34%。从长远发展来看，人们对流量需求的不断增长，将继续推动

5G 光传送网和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其双轮驱动以及资本开支的增加，未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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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模块市场的增速将会加快，2021 年下半年随着疫情被控制将重回增长态势，全年全

球光模块市场有望突破百亿美元。 

 

 
资料来源：ICCSZ 

图 3.1  2017-2022 年全球光模块市场规模（亿美元） 

Fig. 3.1  Optical module market on global in 2017~2022 
 

就当前的经济环境来看，JQ 科技公司同国内其他通信企业一样仍然面临着国际形势

的危机，美国通信技术尤其是高速光电芯片的使用严重影响光通信产业在国内的发展，

同时关税问题对海外客户的开发也产生一定影响。总得来讲，从全球以及国内光模块市

场规模和发展趋势来看，光通信产业以及光模块市场发展势不可挡，尤其近几年的发展

速度，给 JQ 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光模块业务发展的市场机会。 

3.1.3   社会环境分析 

光纤通信是现代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主要支柱，被认

为是信息传输的公共平台。不管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而言，互联网、大数据、光纤入户

（FTTH/B）已经深入人心，并与人们的生活形影不离。目前，光通信在全球信息网络中

普遍使用，全球 95%以上的信息量是通过光通信来传送的，移动通信网、电子政务网、

企业专网、数字电视、智能交通、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各种通信业务均是通过光通网

络传输的。据光纤产业网统计，全球 FTTx 宽带用户急速增长，通过对 ICCSZ 数据整理

的分析，截止到 2019 年底，全球 FTTH 用户超过了 5.7 亿（如图 3.2），其中中国大陆

作为 FTTH 大的市场，占全球光纤到户用户的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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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CCSZ 整理 

图 3.2  全球 FTTH 用户数量 

Fig. 3.2  The quantity of FTTH user on global 
 

同时，近几年全球流媒体需求爆发带动了数据流量暴增。尤其是 2020 年因新冠肺

炎疫情，大部分地区人们选择居家办公并减少外出，自媒体平台活跃用户数量快速提升，

以国内的抖音平台为例，2020 年 8 月抖音活跃用户数量高达 6.2 亿人，相比三年前提升

27 倍。全球范围内，2019 年流媒体市场规模 4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如图 3.3 所示），

流媒体市场的爆发亦为全球移动数据流量的迅速提升起到了带动作用，进而促进光通市

场的发展。此外，智能城市、自动驾驶、物联网等其他智能服务也慢慢改善着人们的工

作、生活和娱乐，这些智能服务都需要更稳定更快速的网络来实现和保障。 

由此可见，人们对更高速网络的需求，催促着各级运营商必须加速 5G 光传送网络

的建设，同时数据中心也需要不断提高数据传输速度来应对人们生活中对数据流量的需

求。当前数通 100G 光模块已日渐成熟，同时对 200G、400G 和 800G 光模块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和需求量，促使光模块生产厂家不得不根据通信商客户的要求加速高性能光模块

的研发和生产。由此可见，人们对网络流量、智能生活、智能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量，

为光模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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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讯石光通信 

图 3.3  全球流媒体市场规模 
Fig. 3.3  The streaming media marketing size on global 

 

3.1.4   技术环境分析 

光通信行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谁掌握了 顶尖的技术

谁就能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通信设备厂商和数通领域的国际互联网巨头的要求即是行

业 顶级的需求。国内光模块业务的领军企业，他们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拥有一定的技

术优势，或者在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开发，或是在生产工艺技术具有其他竞争对手难以

复制的技术优势，像中际旭创、光迅科技、昂纳科技集团等依靠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国

际光通信产业链上主流供应商，其业务已经涵盖了谷歌、Facebook、微软等互联网巨头

以及阿尔科特-朗讯、华为、烽火等设备商。如图 3.4 中所示企业占有全球大部分市场

份额，他们代表了国际 先进的技术，从客户供应链角度看，国内的光模块供应商占有

全球一定的市场份额，在国际光通信行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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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吴证券 

图 3.4  2019 年光通信市场份额 

Fig. 3.4  Market shares in 2019 
 

表 3.1  2020 年 100G-400G 光模块发展现状 
Tab. 3.1  The status of 100G,200G,400G opt modules in 2020 

速率 电接口 距离 光接口 规格 应用情况 

25G*4 ≤100m 25G*4（NRZ） SR4 成熟应用 

25G*4 ≤10km 25G*4（NRZ） PSM4/CWDM4/LR4 成熟应用 

25G*4 ≤10km 100G*1(PAM4) DR1/FR1/LR1 衔接 400G 平台 

25G*4 ≤80km 25G*4（NRZ） ER4L/ER4/ZR4 FEC 对接，SOA 集成 

100G 

50G*2 ≤100m 50G*2 SR2 DSFP 和 QSFP56 两种封装 

50G*4 ≤100m 50G*4 SR4 
200G 

50G*4 ≤10km 50G*4 FR4/LR4 

PAM4，QSFP28 的过度升级；

多为定制产品 

50G*8 短距 50G*8 SR8 成熟 

50G*8 短距 50G*8 SR4.2 100G BIDI 一分四，推出晚 

50G*8 中距 100G*4 DR4 

50G*8 中距 100G*4 FR4 

应用场景&成本具有优势；硅

光技术正在挑战 EML 方式 

50G*8 长距 50G*8 LR8 

50G*8 长距 100G*4 LR4 

需求时间、应用场景已经明

确，功耗有待降低 

400G 

50G*8 超长距 400G 16QAM ZR 功耗和管理都在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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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以及 5G 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开，50G、100G、200G 和

400G 光模块的需求量日益攀升，高速光模块的产品技术和应用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

表 3.1 所示，2020 年 100G、200G 和 400G 在产品技术和应用上都有一个质的改变，100G

系列的 SR4、PSM4、LR4、CWDM4 相关协议以及应用技术基本成熟；Lambda 系列推出时间

晚，多元协议基本完善并逐步成熟来配合 200G/400G 网络架构部署；400G QSFP-DD 产品

作为大流量传输的功能模块，俨然已经成为未来光模块市场的明星产品，正逐渐走向成

熟，但功耗以及成本将是 为关注重点，同时硅光技术是否能在 400G 产品上成功使用

并代替EML方案成功进入量产阶段成为各大光模块供应商在提高技术壁垒和降低产品成

本上博弈的重点。 

 

 
资料来源：Yole 

图 3.5  2018-2020 硅光收发器市场规模 
Fig. 3.5  2018-2020 marketing size of Si photonics-based transceiver  

 
硅光技术在光模块领域不断应用，其潜在的成本和制造优势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硅

光技术在 100G 光模块的应用已经实现，这一新型工艺使得光器件的成本可以降低 30%

左右。2006 年，Intel 公司首次推出电子混合激光器，但因为硅光芯片与激光器耦合技

术局限，当时只能适用于低速光模块。目前，Intel、洛克利、亨通等企业先后推出硅

光芯片级、模块级产品，并逐步实现样品出货，但是，此时的硅光模块仍处于起步阶段，

不适合高速光模块的大批量生产行为，技术成熟度有待提高，但是从目前各光模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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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对硅光市场投入以及 2018-2020 年硅光市场发展来看（图 3.5），基于硅光的收发器

件市场规模正在逐渐崛起。 

光芯片以及光器件属于光模块的上游产业。在光模块中，光芯片的价值是 高的，

也是技术含量 为重要的部分，而且随着光模块速率以及性能的提高，光芯片的重要性

以及成本比重越高，100G 以上的产品光芯片生产成本比重高达 50%-70%。目前的光芯片

市场中，全球 90%以上的光电芯片以及器件的研发以及制造技术大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

中，尤其是高速光芯片技术，基本已被美国和日本技术所垄断。在中国，大多光通信元

器件的生产厂商规模较小，性质也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且多以10G速率及以下的激光器、

探测器和调制芯片为主，技术简单，利润较小，25G 国产光芯片只占 3%左右的市场份额

(如图 3.6 所示)，设计和制造能力比美日发达国家落后 1-2 代以上，25G 及以上高速光

芯片和光器件仍然依赖国外进口，导致国内光模块产品的研发技术受到美日技术的制

约。这是国内光模块供应商共同面临的困境，需要国内领先的光通信企业共同合作开发，

才能打开当前的技术枷锁。2018 年工信部制定颁布的《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

线图（2018-2020 年）》，为全面推进核心光芯片、器件的国产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和政策支持。 

 

 

资料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所 

图 3.6  光模块、芯片国产化程度 
Fig. 3.6  The degreed domestic of optical module and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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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模块技术的发展迭代速度飞快，企业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技术博弈，谁掌握了更先

进更高超的技术，谁在市场竞争中就越有话语权；光芯片的国产化还需要国内芯片厂家

以及光模块、设备厂商的龙头企业共同领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推进光芯片研

发和制程工艺的国产化，逐渐削弱国外技术对国内光通信产业发展的制约力度。JQ 科技

公司在刚刚加入光模块制造商行列之初，公司没有过强的技术基础，通过与海外企业的

技术、业务的收购，现已拥有了从 25G，100G，200G 和 400G 的产品，但是产品的成本

居高不下，生产效率和生产良率难以提高，导致产品成本竞争力弱。同时当下各大企业

热衷的硅光技术、相干光技术对于 JQ 科技公司来讲暂时没有能力实现新型技术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由此可见，公司还需要不断提升研发技术和生产技能，增强企业的创新和

技术开发，积累每个技术难点的成功经验，争取攻克关键技术，提高产品的技术优势和

核心竞争力，确保未来公司的光模块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具有良好的优势。 

从整个宏观环境来看，网络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尤其近年来，智能生活、

自媒体等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不断推动着 5G 网络和大型数据中

心的快速发展，同时光纤技术不断突破式发展，更是直接为光通信产品尤其是高速光模

块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和发展空间；政府出台的《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

线（2018-2022）》、率先推动开展 5G 网络部署等一系列政策方针鼓励高端通信技术、

光电芯片以及模块技术在国内发展，尤其是在光电芯片、光模块工艺技术等高新技术领

域的不断投入，为光模块厂家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为 JQ 科技公司的光模块业务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光电芯片作为光模块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依然受到美、日技

术的制约，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边缘化严重影响着中国光通信技术的发展，这

是国内光模块厂家共同面临的威胁。 

3.2   行业环境分析 

企业外部环境包括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环境。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市

场，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成为企业战略化行为的主要动因，在对有限市场资源的竞

争中，企业战略化成功与否往往依赖于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变化[15]。 

3.2.1   市场发展预测 

根据咨询机构 Yole 2020 年 8 月份 新报告的数据，2019 年全球光模块市场规模高

达 77 亿美元，其中数通光模块销售额 40 亿美元，电信光模块 37 亿美元。依托 5G 与数

据中心“新基建”双重驱动，至 2025 年，全球光模块市场总额增至 177 亿美元，从细

分市场来看，数通光模块将实现 121 亿美元的份额，实现年复合增长率 20%，电信光模

块将占有 56 亿市场份额，年复合增长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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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讯石光通讯咨询网 

图 3.7  中国 5G 基站建设情况 

Fig. 3.7  The construction of 5G base station in China 
 

2019 年 6 月 6 日，我国工信部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预示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

如图 3.7 所示的三大运营商的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底我国共建 5G 基站 18 万站左右，

2020 年新增约 62 万个 5G 基站，同时工信部公布对 2021 年的网络部署规划，加快 5G

覆盖面积，推进共建共享，新建 5G 基站 60 万个以上。5G 基站的不断扩建，为 5G 光模

块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根据对国内 5G 电信光模块市场需求量统计，在 2020 年开始大幅

增量，如图 3.8 所示，2020 年国内 5G 光模块需求量 1077 万只，销售额 5.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78.9%。同年，全球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向运营商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全球

范围内开始进行 5G 通信网络部署。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大部分

人员居家办公，通信网络以及人们对流量的需求推动了 5G 网络部署的发展，2020 年部

分国家还是继续投入 5G 网络部署，投资 5G 建设的国家由 2018 年的 80 个增长至 2020

年的 131 个，同时 EMEA 共部署 5G 商用网络 85 个，亚太地区 35 个，美洲地区 15 个。

5G 的部署如按预期计划进行，5G 前传和回传用的 25G SFP28 LR 灰光、BIDI 以及彩光光

模块、50G、100G LR 光模块在 2020-2021 年将迎来电信领域光模块的高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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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ightCounting 

图 3.8  中国 5G 光模块市场 

Fig. 3.8  The demand for 5G optical modules in China 
 

 
数据来源：Synergy 

图 3.9  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发展数量 

Fig. 3.9  Growth of Hyperscale data centers on global 
 

全球在对 5G 资本投入的同时，以太网作为全球光收发器市场中 大的细分市场，

不管是人们对其的需求量还是政企单位对其的投资力度，都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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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居家远程办公需求增长带动了云计算需求的增长，同时受大数

据的发展、电子商务、网络游戏以及日益增长的用户流量等因素的推动，大型数据中心

将进一步扩张。据 Synergy 统计，如图 3.9，到 2020 年底，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新增 84

家，总数将增至 597 家，是 2015 年数量的两倍。如图 3.10 所示数据中心在全球的分布，

截止 2020 年底，美国以 39%的主要数据中心数量依然引领世界，也是 2020 年建设数据

中心 多的国家，中国地区拥有 10%，日本分布有 6%。中国在 2020 年继续鼓励在国内

建设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以满足未来网络流量需求，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中国移动

开建项目 多，据传言至少有 21 个，占总量的 20%，总投资约 92 亿元，规划机架近 46

万台，除了三大运营商和 BAT 之外，参与数据中心建设的第三方服务商、金融以及政府

等企业、机构近 50 家，如表 3.2。 
 

 
数据来源：Synergy 

图 3.10  超大型数据中心分布 
Fig. 3.10  Distribution of Hyperscale DC 

 
表 3.2  2020 年中国大陆开建数据中心 

Tab. 3.2  Initiated project of DC in mainland China in 2020 

IDC 服务商 
项目数量

（个） 
投资规模

（亿元）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规划机架

（万个） 
规划服务器

（万台） 
三大运营商 33 1207 483 63 820 
BAT 13 1038 157 10 185 
第三方 IDC 服务商 58 2394 935 107 1370 
合计 104 4639 1575 180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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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模块迭代升级速度快。在光通信领域一直在追求更高速率、更大容量，随着用户

规模的不断扩张，用户宽带需求的迅猛增长，光通信网传输容量的需求呈现出超摩尔定

律的增长趋势。目前，通过综合采用 DP-QPSK/DP-QAM 等调制编码、相干接受、电域处

理和请判决前向纠错等技术手段，单通道 100G、单根光纤传输容量 8T（8x100G）的 OTN

系统技术成熟，已在电信网中规模商用，并向单波到 400G 传输速率迈进[17-18]。在以太网

的收发器的大规模部署中，Facebook 在 2019 年 3 月宣布继续选择 100GbE，并在 2020

年至 2021 年过渡到 200GbE。亚马逊在 2021 年中期开始部署 4x100GbE DR4 收发器。谷

歌自2019年开始部署2x200GbE，但数量有限。阿里巴巴计划将在2021年开始部署400GbE

模块。随着数据中心投资增长，逐渐实现 200G\400G 带宽服务器部署，以太网光模块市

场将保持两位数增长，这也将导致 2x200GbE、4x100GbE 和 400G 在内的下一代以太网模

块已然成为数通模块领域的热点产品。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图 3.11  数据中心光模块发展趋势 

Fig. 3.11  Development trend for optical modules of data centers 
 

就目前数据中心光模块网络的发展趋势可见，100G 的数通光模块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将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并逐步向 200G、400G 过渡。如图 3.11 所示，在 2022 年

前可以稳定在数通市场 45%的市场份额。北美数据中心 200G/400G 的网络部署推动下，

2020 年 400G 光模块在数通领域超过 10%。如果说 2019 年是 5G 正式商用元年，那么 2020

年便是 400G 商用元年，首先拥有 400G 光模块批量制造技术并占领大的市场份额的企业

在未来将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新冠疫情对 2020 年的光模块市场影响不是很大，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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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 5G 部署基本按预定方向正常发展，尤其是数据中心、云计算厂家不断的扩大

200G/400G 网络部署，相信未来几年内也将继续保持快速的部署和发展。 

随着光模块供应商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壮大，光模块市场的竞争也是愈演

愈烈，光模块降价成为主流（如图 3.12）。数通模块领域在 100G 网络部署完成进入大

规模应用后随着 200G、400G 时代的开启，100G 光模块价格有望降到 600 元人民币。以

100G CWDM4 产品为例，2016 年售价 560 美元，2019 年售价 155 美元，降价幅度高达 70%，。

同时对于电信市场，5G 大力推广，庞大的市场需求也吸引了大多数光模块厂家投入 25G

光模块的生产，导致 25G 光模块降价不可避免。大幅度降价势必导致使用传统芯片器件

（InP 半导体材料）的光模块利润被压缩甚至亏本。 

 

 
资料来源：ICCSZ 

图 3.12  100G、25G 光模块单价趋势 

Fig. 3.12  The trend for unit price of 100G CWDM4 module 
 

在《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 年）》的引导以及市场的推

动下，国产芯片逐渐崛起。尤其在 2020 年，华为 800G 光通信芯片提振高端器件国产化

信心；6 月，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联合上海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厂商共

同完成了首款基于全国产芯片的 50G PAM4 高速光模块研制和认证；9月份，南通赛勒科

技发布单通道 100G PAM4 硅光芯片，瞄准 400G 数据中心市场，为数据中心市场提供高

性价比的 DR1/DR4/FR4 光通信芯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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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 5G 通信网络部署，25G、50G 光模块将作为主要电信级光模块慢慢代替

10G 光模块，成为电信市场领域销售的主体。根据各大国际数据中心部署，数据中心的

高速光模块需求依然带给光模块厂商更大的市场空间，并且 100G 网络带宽逐渐向 200G、

400G 转变。由此可见，在 5G 网络部署与数据中心双轮驱动下，高速光模块产业在未来

几年将呈现一个快速增长态势。同时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的激化，作为拥有比较成熟的 5G

储备技术的华为公司，也向国内许多光模块厂商推出了数量可观的订单，国产光模块俨

然成为市场的主导产品。JQ 科技公司高度注重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应当在 2021 年

抓住机会，依赖 5G 技术和市场，加速上海研发团队继续在 25G 市场的开拓以及 100G 产

品成本的降低，并依赖日本的研发团队和领先技术加速 200G 和 400G 甚至 800G 系列的

光模块研发，同时加速智能工厂的扩产规划，争取按计划完成扩产任务，在全球 5G 商

用化和数据中心大发展的建设中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增长点。 

3.2.2   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 

同行业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是指行业中现有企业运用各种策略或手段与企业竞争的

能力，可通过企业市场占有率和企业成本费用以及企业技术能力三方面进行现有竞争者

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国内大大小小的光模块供应商有 300 多家，全球范围内光

模块厂家有上千家之多，每年都有不少厂家退出光模块业务，也不乏有新成员加入。目

前光模块厂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还是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表 3.3 中列出了

几大光模块厂家的产品分布和主要客户，本文选取了其中两家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对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进行同业竞争者分析。 

（1） 中际旭创 

中际旭创成立于 2008 年，在高端光通信收发模块的产品研究和设计领域、成本管

控及经营管理上均具有突出优势。公司具有独特的光学封装平台的设计能力、高频电路

和信号完整性专业设计及自主研发的全自动高效测试平台等业内领先技术，主营产品从

10G 到 100G、400G 全系列产品，主要客户是 Google、Facebook 等北美大型数据中心以

及 HUAWEI、中兴等设备厂商。2018 年 3 月，中际旭创在 OFC 推出业内首款 400G QSFP-DD

和 OSFP 系列的新产品，并在 2019 年进入了 400G 产品量产阶段并批量出货，针对 400G

及 5G 新产品的研发已处于业内领先地位。截止到 2020 年中期，800G 光模块已突破技术

瓶颈，成功研制，但是尚未达到出货水平。 

公司受益于北美和中国数据中心市场的高速发展，2017 年，背靠北美数据中心，以

100G 高速光模块作为核心产品，保持在全球光模块细分领域的龙头地位，稳居全球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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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市场份额第二的地位。2019 年度，受中美贸易战升级以及部分客户资本开支增速放缓、

去库存等外部因素影响，上半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较 2018 年同期有所回落，

但是进入下半年以后，得益于 100G 产品需求回暖，400G 产品逐步起量、5G 产品批量交

付等原因，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有所回升。 

 

表 3.3  行业竞争分析 

Tab.3.3  Analysis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优势产品 有无激光器 产品线 主要客户 

中际旭创 
400G、800G 光模块

领导者 
无 

10G、25G、40G、100G、

200G、400G、800G 样品

谷歌、华为、Hyve、中兴、

Facebook、微软、Arista 

光迅科技 全产业链 10G 及以下
10G、25G、40G、100G、

200G、400G 
华为、烽火、中兴 

昂纳科技 有源、无源光模块 10G 及以下
10G、25G、40G、100G、

200G、400G 
朗讯、华为、烽火、微软 

II-VI 全产业链 有，IDM 
10G、25G、40G、100G、

200G、400G 
思科、华为、Ciena、Dell、EMC、

爱立信、惠普、中兴 

Lumment
um 

全产业链，VCSEL
技术领先 

有，IDM 
10G、25G、40G、100G、

200G、400G 
Ciena,华为，思科，微软，诺基

亚 

AAOI 全产业链 有，IDM 
10G、25G、40G、100G、

200G、400G 
亚马逊，Facebook，微软，思

科，Arista 

JQ 科技 100G CFP2/4 无 
25G、40G、100G、200G、

400G 
华为，思科，Arista，微软 

 
中际旭创客户集中在全球数据中心以及云计算厂商，产品也主要部署在数通市场，

其 40G/100G/400G 等数通光模块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较重，根据 ICCSZ 统计，中际旭创

在数通细分领域的 40G、100G 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分别占有全球份额的 37%和 30%以

上；首先拿到 400G 入场券，作为 400G 光模块领导者拥有业界 全的 400G 产品系列。

中际旭创在高速光模块领域市场份额位居全球光模块供应商中的领先地位，但是电信市

场占比一直不高，面对 5G 建设带来的巨大机遇，中际旭创也在积极进入电信市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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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4 日签署收购储翰科技 56%股权，有效弥补在电信市场的不足，降低包括

研发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支出，提升竞争力。 

中际旭创公司已具备电信市场和数通光模块市场全系列产品、领先的封装工艺及低

成本量产能力，100G\400G 硅光光模块以及 400G 相干技术开发已在进行中，但是不掌握

核心部件如芯片、激光器的生产技术。 

（2） 光迅科技 

光迅科技依靠自身邮电部固件器件研究所的背景，积累大量的通信业客户和通信技

术，2009 年上市后，通过并购购买了丹麦厂商 IPX 来巩固高端芯片的布局。光迅科技主

要产品有光电子器件、模块和子系统，是国内业界少有具有全产业链的公司。按应用领

域可分为光电传输类产品、数据与接入类产品、数据通信类产品。光模块领域，主营产

品从 10G 到 400G 全产品线产品。在 CIOE 2019 器件，光迅展出了一系列 5G 相关产品，

推出的 25G 10KM SFP28 BIDI 有效应对光纤资源消耗问题；同时推出的基于 DML 方案的

25G 30km SFP28 BIDI 产品兼顾了前传网络中对传输距离、部署成本、光缆耗费等多方

面因素，并在 2019 年第四季度出现出货高峰期。数通光模块方面，光迅科技既有传统

的 40G、100G 相关产品，也及时推出了 400G 全系列高速产品，并且首次推出基于 CWDM4

波长的 400G LR4 解决方案，解决了 10km 的数据中心间的光互连问题。  

2013 年光迅科技收购了丹麦的 IPX 公司，进军高端光芯片制造行列，目前 10G DFB

芯片已经量产并能自给；10G EML 芯片达到量产水平；高速 25G DFB 系列芯片开发完成

并于 2018 年实现量产；同时在硅光光源以及调制芯片研制技术得到了有效提升，为后

期硅光产品的开发奠定技术基石；平面光波导集成推出工业级应用；完成硅光有源芯片

设计开发、流片和测试；重点推进五个功能平台建设，以支撑 400G 高速数据通信器件

研发。光迅科技为国内少数具备设计、生产 DFB、EML、VCSEL 等激光器与高速光芯片的

厂商。 

从以上两家竞争对手来看，在扩充本身实力的时候都选择了并购或者战略合作的方

式，或者是在垂直供应链上或是平行业务方面。不得不说近两年来资本收购和合资办厂

异常火爆。仅在 2020 年跟光模块厂商有直接关系的并购案例多达 10 多起，比如中际旭

创收购成都储翰科技 67.19%的股份，进一步巩固在电信领域的地位；诺基亚收购硅光子

公司 Elenion，借助其在硅光和相干光学模块光学技术上的优势，降低 25G 产品成本；

光库科技收购 Lummentum 铌酸锂系列高速调制器生产线，提高高速信号质量；平治信息

收购光模块厂商武汉飞沃，进一步扩充产品线；天孚光电收购北极光电 100%股权等等各

大企业间进行的并购大潮，一是提高自身的技术、产品水平，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和成

本优势，防止竞争对手以及潜在威胁者的进入，再就是间接削减竞争对手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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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在数通模块占有领先技术和市场份额，而且其高超模块封装工艺技术全球

领先，可以做到较低成本；光迅科技占有较大的电信模块市场，并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具有激光器和高速光芯片设计、生产能力的厂家。各大企业间的合并以及战略合作不断

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并尽可能的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总的来看，现在光模块产业的

竞争其实就是技术的竞争，国内乃至全球占有较多市场份额的企业都具有自己的产品特

色，并在某一方面具有一技之长，同时通过资产收购的方式弥补了自身不足，使得在技

术层面上更上一层楼，这种收购以及战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产品成本，在市场竞

争中形成价格优势。JQ 科技公司不具备芯片和激光器的生产能力，虽然通过技术积累以

及海外资产收购已具备了封装高速光组件以及高速光模块研发、生产能力，但是大批量

生产经验不足，工艺流程不够完善，生产成本偏高，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 

3.2.3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能力 

作为信息网络的核心技术，光通信产业正在崛起。预计电信市场中的光模块供应商

在未来的 5G 市场中将拥有超过 4G 市场 75%的市场份额，全球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厂商数

量的不断扩增，带来了巨大的数通光模块市场。同时 5G 市场和大型数据中心的巨大资

本投入引诱着越来越多的通信企业加入光模块产业来分食这份大蛋糕。随着光模块技术

迭代速度的不断加快，使得进入该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而且面对新加入者，现有企业

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潜在竞争对手加入的威胁，不会一味地降低成本和利润，这对

自身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而是采取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不断的开发更高的技术以产生

更高的技术壁垒来阻挡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现有光模块厂商建立的进入门槛，使得新进入者要想进军光模块业务，必须具有一

流的研发团队，在短时间内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靠的

合作机构或者企业，来快速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才能在光模块供应商大军中生存下来。

比如全球 大的光缆供应商亨通集团，2016 年与英国洛克利制定合作战略协议，依靠洛

克利在硅光子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力求实现从硅光芯片的设计、封装、测试到光模块

的设计、封装、生产、测试整个产业链条的垂直整合，快速推出 100G 硅光模块方案，

并且依赖强大的背后财团和客户基础，开发并推出的传统分立式 100G、200G 光模块，

快速得到市场的认可并拿到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3.2.4   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在光模块市场中，替代品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芯片、器件和模块的相关技术的更新。

芯片设计开发要求的技术含量，行业门槛比较高。目前来看，器件及模块领域比较具有

竞争力的就是硅光技术在高速光器件和光模块上的应用，目前硅光技术在 100G 器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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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上的应用还处在小批量试产阶段，如果在 100G 和 400G 光模块领域达到批量生产阶

段，其成本优势势必会快速将传统器件的市场份额拿下。还有高速电模块的技术突破，

ADC 产品应用铜缆作为信号传输，由于铜缆本身衰减比较大，不适用于长距离传输，一

般应用于数据中心百米内两个交换机之间，而且对电信号来讲很难达到 50G 以上单波传

输速率，所以目前数据中心用的 100G 以上短距离传输也会采用光纤传输，如果可以突

破电信号的高速传输，就电模块产品的传输性能和功耗而言，是完全可以替代当前的短

距光纤传输，但是只是在百米内的短距离传输有市场。 

说到底，在光模块产业和通信行业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替代品还是在技术层面的

升级迭代或者更新，硅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势必会导致市场重组，铜缆技术的发展以及

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势也将会在短距的数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公司应当在保障当前研

发技术和市场份额的基础上，重视新型技术和工艺技术的开发，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

和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 

3.2.5   客户的议价能力 

在光通信产业链中，光模块厂家主要面对的客户是通信设备厂商、数据中心以及电

信运营商，这三类企业在光模块集采时一般都是万颗级甚至十万颗级的，数量较大；面

对国内三百多家以及全球上千家光模块供应商，选择范围较广；全球的通信行业设备系

统以及光模块厂商都是按照 IEEE 和相关 MSA 等协议进行产品开发和测试，行业内产品

和服务的兼容性较高，相对其他行业来讲，光模块产品的替代成本较低。综合以上因素，

在光模块行业中，客户具有绝对较高的议价能力。 

3.2.6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在光模块成品中，占据 大成本的原材料就是驱动芯片和激光器。如图 3.13 所示

的低速率光模块中光芯片的成本占比约为 30%，高速率芯片的成本占比约为 70%。10G

速率及以下的光芯片已在我国少数企业中量产并出售，但是高速率芯片的生产技术仍然

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国外企业手中，国内芯片供应商中只有 GigeDevice 具有 25G 以

上光芯片研发、生产能力，25G 及以上激光器仅源杰、光迅科技等稍有的几家国内企业

具有生产能力。目前看来，为数不多的光芯片供应商占据了光模块产业链的重要地位，

遏制着光模块厂商的发展咽喉，所以光器件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还是处于强势供应商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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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光芯片在光模块中成本占比 

Fig. 3.13  The ratio of opt-chip in optical modules 
 

目前对于 JQ 科技公司来说，行业需求量日益扩增，全球电信运营商逐渐进行 5G 网

络部署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为光模块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利润丰厚

的光模块市场，越来越多的厂家想加入光模块大军来分一碗羹，因此 JQ 科技公司同其

他厂家一样不得不加大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开发先进技术建立技术壁垒，试图阻挡一部分

潜在进入者；电模块以及硅光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高速光模块的市场份额的冲击，虽然 JQ

科技公司已经进行了硅光技术的开发，但是目前还没有硅光产品问世，一旦其他公司突

破硅光技术瓶颈抢先上市，传统光模块厂家将受到严重创伤；其实竞争者带来的威胁是

JQ 科技目前面临的 大的为威胁，JQ 科技公司虽然在通信行业多年，尤其是 PON 产品

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但是对于高速光模块还属于新秀，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

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研发能力、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成本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3   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企业内部环境，是企业能够加以控制的因素。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有

云：“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

殆”。孙子的军事战略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定既要知彼更

要知己，其中“知己”即是通过对企业本身资源和能力的分析，掌握企业发展历史和现

状，认清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进而结合市场环境有效地利用自身的

优势资源和能力，发挥其优势特长，同时规避或改变企业劣势，扬长避短，突出核心竞



 

- 32 - 

争力，从而保障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分析，更好地

帮助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措施。 

3.3.1   公司发展现状分析 

JQ 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6 年，2017 年 11 月 A 股上市，总部设于中国上海，并分别

在上海、武汉、西安、泰国、台湾设有制造加工厂，通过并购以及资源整合，分别在上

海和日本相模原设有光模块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在日本八王子组建有光器件研发团

队。公司多年在通信行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客户群体，储备了大量的精尖人才，拥

有了很强的技术研发实力，在行业内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口碑。 

光模块业务是公司在原有传统光器件部门扩充产品线的一项战略部署。其实公司对

光器件的关注及研发是从 2009 年开始的，从 初 GPON 的 BOSA on Board、1.25G、2.5G

到今天的 25G、100G、400G 高速率光模块，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光器件专

有技术及人才储备，加上收购 MAC 和 OCL 部分光组件、光模块业务和资源，公司一跃拥

有了 100G、400G 高速率光模块开发能力，并同时拥有了全球一流客户。结合 JQ 自身的

研发和智能制造技术，在 25G、100G 和 400G 及更高速率的光模块领域开发具有一定的

竞争力。通过 2019 年和 2020 年的资源整合以及产线扩产，如果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将

达到百万级的年生产量。 

目前公司在高速光模块和5G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和进展，

公司基本拥有了 100G 全系列产品， CWDM4 和 SR4 已量产出货，LR4、ER4Lite 已完成在

一部分客户端的质量认证；100G Lambda、200G 和 400G 高速光模块也已完成设计和内部

测试，已陆续在客户端送样测试；800G 高端模块也已在 2020 年 9 月份正式立项，有望

在 2021 年上半年完成研发，将成为全球首批具有 800G 研发技术以及成品的企业；5G

无线通信网络前传和回传光模块 25G SFP28 LR、BIDI、CWDM6 已经批量出货，同时成为

国内首批带有 OAM 功能的 25G MWDM12 以及 LWDM12 的生产厂家。 

日本研发团队的技术积累以及研发经验和能力是上海团队所不能及的，100G、200G

以及 400G 高端产品均由日本团队承担研发任务，可是在客户端问题却不能及时给予有

效的建议或技术支持，这是光模块行业的大忌。尤其是中国国内客户一旦出现问题，由

于高端产品是日本团队研发，上海研发团队不能立即对客户问题做出有效地应答，致使

客户一直抱怨我司的客户服务没能达到满意度。尤其是 2020 年新冠疫情，更是突出了

这一矛盾，日本研发不能及时进行国内客户的技术支持，让公司因为客户端测试问题没

有得到及时解决而丢失了一部分份额，尤其是在华为、中兴的部分 100G Lambda 和 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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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没有完成导入，同时日本生产管理人员也不能到达上海生产中心进行现场生产指导

和培训，导致生产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升。 

3.3.2   公司资源分析 

（1） 人力资源分析 

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竞争战略能够有效地实施，需要人力

资源作为坚实的后盾。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优秀人才的竞争，尤其是对于一家高新

科技企业，前沿科技手段不断升级迭代，企业战略的实施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

需要人力资源保驾护航[19]。 

JQ 科技公司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尤其在光模块业务领域，通过内部培养、外

部招聘、收购整合等一系列方式，在上海、美国和日本共拥有 170 多名光模块研发人员

团队，并且团队由多名世界知名大学毕业的硕士、博士带队，其余成员均为本科及以上

学历，团队核心成员均具有多年的光通信研发经验，掌握高速光模块、光组件的关键技

术和核心工艺。市场销售平台也是有多名在光模块产业中具有资深市场开拓或者研发经

验的人员组成，对市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公司作为光模块产品开发企业，已拥有了全球先进的光模块产品开发技术，目前，

人才资源对其竞争实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三地 170 多名研发成员中，有 140 名左右

是收购的两家日本企业的原始员工，具有丰富的高速率光组件和光模块研发经验，在光

模块资产和业务收购过程中，无一人员离开，保持原有的团队和管理方式。上海总部技

术研发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聘请的方式，本就有着资深的光模块研发经

验和管理经验的人员，经过严格的试用期观察和考核，只有通过考核者才能正式入职，

留下的员工均是有丰富经验的高水平人才。目前，在国内已组建有 30 人的光模块研发

团队。由此形成了以日本研发团队为中心，上海本部团队为辅的局面，这种严重失调的

人员分布，这很不适合光模块业务在全球光模块市场占比 大的中国市场，加大对上海

研发团队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迫在眉睫。 

近几年大型数据中心、云计算厂商的大量扩增和 5G 商用牌照的发送，促使光模块

需求量迅速增长，全球光模块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并不断壮大，国内光模块厂商

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导致光模块技术人才的竞争在各企业之间激烈展开。为了留住本

企业的优秀人才不被挖走，公司对资深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签订必要的保密协议和竞争

协议，从规章制度层面约束相关人员的日常行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员工不外协，对保

持员工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2） 财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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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顾名思义是对企业的财务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报表资料或其他相关资

料为分析依据，采用一系列专业手段、方法，对企业的过去和现在相关的筹资活动、偿

债能力、经营活动的盈利能力等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财务分析对于企业战略制定和管

理具有重要意义，从财务分析中可以了解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而做出相对应的规划或战

略[20]。 

 
表 3.4  JQ 科技公司财务状况（2015-2020Q3 年） 

Tab. 3.4  Financial situation of JQ technoligy company 
                                                                  单位：万元 

 2020 年 Q3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212500 297400 315600 248700 199800 224400 

营业利润 -14500 2024.94 8116.33 6020.2 6350.32 14200 

利润总额 -12500 2163.31 8123.2 6060.05 6631.8 14300 

净利润 -12600 2174.62 7677.75 6060.05 6631.8 12300 

短期借款 59500 50100 30000 11000 -- -- 

资产负债率 49.16% 59.13% 58.91% 54.83% 58.94% 68.42% 

经营现金流 -46110 15900 -16700 19800 3448.57 28500 

资料来源：JQ 科技公司财务管理中心 

 

JQ 科技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在 A 股上市，近 5 年的营业总收入及净利润如表 3.4

所示。2015 年前主要是传统的 PON 终端和无线产品收入， PON 终端产品在 2015 年达到

行业顶峰，JQ 公司的 PON 终端产品和无线产品出货量也随行业井喷时期带来了客观的出

货量和营业收入，但是随着行业的衰败，公司的 PON 产品收入也随之不断下降。2016

年开始进入高速光组件和光模块业务，随着海外企业、资产收购整合、新产品研发投入

以及对外投资，2016 年至 2018 年间，老产品的利润下降、新产品线业务的研发资金的

不断投入，虽然营业总额在不断的上升，并超过了 2015 年的总收入，但是净利润一直

在降低。尤其是 2019 年前三季度，收购、整合 OCL 日本光模块部分资产，投资苏州光

通信公司 4.8%股权作为公司光器件的 OEM 厂商，加上泰国、日本的部分生产设备搬迁到

上海，并将上海传统产品产线搬至武汉和西安，此间生产产能受到了严重影响，2020

年前 3季度受到疫情影响，前三季度光电子市场整体增长低于预期，同时光电子事业部

开展多项 200G-400G 研发项目，研发成本不断 高，虽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逾 50%，但

仍未达到公司原定目标，影响了公司整体利润。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前三季度公司的营业

收入以及净利润达到近 5年来 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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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A股上市后凭借自身的行业影响力和品牌声誉，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其资

产负债率近几年来基本保持在 50% 左右，有较强的还债能力，可以保障企业正常、稳定

的运营。2019 年募集资金用于高速光模块及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项目投资总额为

6.47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1.03 亿元。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光电子市场对大

部分光模块企业有所影响，境内外出差不便导致客户端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维护和解决，

也导致大部分主打产品没有打入客户端，销售、回款慢等各方面原因导致 2020 年 JQ 科

技公司的业务收入达到历史低点，预计亏损 1.8 亿元左右。 

3.3.3 公司能力分析 

（1） 管理能力分析 

 

 
资料来源：JQ 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 

图 3.14  JQ 科技公司组织架构图 

Fig. 3.14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JQ Technology company 
 

作为一家在高速光组件和光模块领域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身的 JQ 科技公司来

讲，在原有的组织架构中及时加入光电子市场事业部和光电子上海事业部（如图 3.14），

日本光模块和光器件研发团队及市场销售团队保持原有的组织架构不变。上海光电子市

场事业部以及日本、美国的海外市场销售团队通过与客户间的交流以及市场分析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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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方法，了解市场动向和客户需求，及时与上海和日本研发团队沟通讨论产品的研发、

生产方向。 

光电子市场部下设外协产品管理部，根据销售和市场人员对客户需求的分析，及时

与 OEM 厂商和研发团队讨论协同开发产品，优化产品性能、完善公司缺失的产品领域；

产品售后部主要负责客户现场应用支持，解决客户端问题，反馈客户技术要求，完善产

品性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时还需要与研发团队沟通对产品的升级优化，来更好地适应

客户应用端。市场部总经理直接汇报给总裁。 

光电子事业部（上海）的光器件研发技术分中心，协同日本团队一起进行新产品开

发，致力于低成本、高性能产品的研发工作，负责人是研发总监，统筹光器件项目管理

和技术研发的所有工作，以及改善新产品爬坡阶段时的质量问题和生产流程；光器件生

产中心主要负责光组件和光模块产品研发完成后的量产任务，光器件生产中心又下设测

试工程、产品工程、工艺工程、品质以及生产管理部门，各部门间协同合作，共同改善

产品量产阶段的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良率。 

日本事业部下设光模块研发中心、光模块市场部以及光器件中心。光模块日本研发

中心与上海研发中心一样负责高速光模块的研发工作，优化产品性能；光器件研发中心

凭借多年在光器件方面的丰富经验，主要负责高速 TOSA、ROSA 光组件的设计研发，以

满足日本和上海光模块研发中心对光器件需求。 

运营支撑平台各司其职，协同各事业部、各部门进行企业日常工作的管理，保证各

部门间的工作和任务顺利完成。采购管理中心负责各产品线资源生产和研发所用的原材

料供应商管理以及各部门的日常办公所需用品的采购，成本管理中心主要是对研发和生

产成本的管控，人事部门负责人才招聘、薪资福利等的管理。其他市场销售和产品资源

线事业部负责公司其他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作，比如，交换机、路由器、PON

终端产品等，由于都是通信行业产品，在不影响各自业务正常开展的情况下，也会进行

一定的技术交流和人力支援。 

通过以上组织架构图及个别部门的职能介绍可以发现，JQ 科技公司是事业部管理模

式，事业部之间互相独立，各事业部总经理或总监工作直接向总裁汇报，这样有利于公

司高层及董事会各成员快速、清晰地了解公司的运行情况，方便高层命令的下达和执行。

各事业部独立核算、自负盈利，责任划分比较明确，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和企业经济效

益。 

（2） 研发能力分析 

创新，一直是公司所坚持的研发理念。拥有完整而雄厚的研发实力和智能制造技术

将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高速光组件和光模块产品。凭借多年在通信行业积累的经验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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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产、技术等的融入，截至 2020 年 2 月，公司共有 237 项专利，其中包括光模块研

发、设计以及通信设备上的实用型新专利。2019 年 9 月份在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上，展览的 25G SFP28-LR、400G QSFPDD-FR4、100G QSFP28-FR 等一系列广泛应用于无

线前传和回传、数据中心、企业网等各个领域的热门产品和高端技术受到参展客户的关

注。 

公司的光模块团队中很多成员来自于朗讯科技光网络部，在光通信行业领域均具有

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公司的北美和日本团队中多人曾在全球著名光模块公司中有多年的

工作经验，在业界颇具影响力。通过两次资产并购和整合，公司不但拥有原企业几十家

高端客户群体，还得到了在光模块和光组件领域中具有经验丰富的日本研发团队和全球

一流的研发技术，使公司迅速成为光模块行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3） 生产能力分析 

公司现已拥有从 25G、100G 到 400G 的全系列产品线。2019 年，公司为高速光模块

及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项目投资总额达 6.47 亿元，提前将部分产线从日本和泰国搬

回国内，并在上海生产基地扩建 25G、100G、200G、400G 产品生产线，预计项目达产后，

可形成年产 101 万只 100G 光模块、5 万只 200G 光模块、18 万只 400G 光模块和 135 万

只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的生产能力，真正实现百万级的总年产能，可以满足电信运

营商和数据中心、云计算厂商、设备厂商客户的各种要求。采用 ERP 平台和 K2 流程管

理系统，保证生产以及研发质量的问题能够及时有序地展开和解决，严格的现场 6S 管

理制度和完善的自动化生产线，均保障了产品和服务得以高质量的输出。 

但是由于缺少光模块的批量生产经验，生产工艺、流程管控还不成熟，目前 大需

求量的 5G 前传 25G 灰光和彩光光模块的 终良率只有 80%，100G 数通光模块 终良率

不到 60%，不良率过高是生产成本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竞争中不具有价格优势。公

司已向外招聘具有丰富经验的光模块生产技术、工艺技术开发以及生产管理人员，来完

善生产流程，提高工艺水平，提升产品良率，降低生产成本。 

（4） 市场营销能力 

公司在上海、美国、日本均设有市场销售团队。市场团队人员在通信行业工作多年，

具有丰富的光模块研发经验和产品知识，并在光模块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对光

模块市场的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判断力。目前，公司已经与国内外近 100 家客

户建立了业务关系，与国内华为、中兴、烽火等设备厂商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电信

公司以及国外亚马逊、谷歌、阿卡迈等知名大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不断开拓海外

市场的同时，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在 5G 网络构建战略的推动下，25G 灰光、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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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WDM 彩光产品已大量出货并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100G Lambda、200G 和 400G

产品，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出并全力配合客户进行质量测试和性能优化。 

由此可见，JQ 科技公司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在光模块业务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通

过国内外资产和人员的重组以及国内研发力量的不断积累和培养，整体的研发力量在国

内外光模块厂家中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次，工厂本身每年百万级的供货能力，

同时与代工厂达成深度的战略协议，产能有保障；通过与国际顶尖的光电芯片厂家达成

战略协议，补齐国内其他厂家光电芯片不足的短板，突出了 JQ 科技公司的原材料优势

资源；并且通过几年的发展以及生产线并购，目前已拥有了 25G、50G 到 100G、200G、

400G 系列大部分产品，产品类型齐全，可以满足目前大部分光模块应用场景。同时，JQ

科技公司也存在着不足，没有大批量光模块生产经验，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不成熟，一

次良率不高，复测率以及不良率双高，进而导致生产成本偏高，在市场竞争中，不具有

成本优势；国内研发力量薄弱，目前大部分研发还是要靠日本团队，不管从技术还是人

数上，国内研发力量相对薄弱，不能及时给国内客户更好地提供服务；人才流失严重，

人均薪资以及激励条件相对竞争对手较弱，人才流失时有发生，尤其是技术能力或者业

务能力强的员工，跳槽现象严重。 

3.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运用竞争战略研究理论以及PEST分析模型和波特五力分析法对JQ科技公

司所处的宏观环境以及行业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结合近几年光通信产业和光模块

行业的发展状况对光模块市场做了深入剖析，此外还对 JQ 科技公司能力和资源进行了

客观的分析。通过以上对 JQ 科技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发现，光模块大环境良好，并

且呈上升趋势，虽然行业竞争激烈，但是总体来看市场潜力巨大，同时 JQ 科技公司先

后收购的 MAC 和 OCL 业务和资产成功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但为公司带来了优质

客户，也为公司带来了一流的产品线和研发技术，但是对于公司在行业竞争中，一方面

应长期保持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同时还需要满足市场客户的需求，从试产到量

产，提高生产技术，尽快向低成本生产转化。此时 JQ 科技公司应该根据外界环境以及

自身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竞争战略，以保障公司能够顺利度过二次创业的瓶颈期，实现

弯道超车，成为全球一流的高速光模块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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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争战略的制定与选择 

“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他的《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到，

在一个产业中，参加竞争的每一家企业都有其显性或者隐性的竞争战略[16]。战略的核心

要旨在于做出合理、正确的选择[21]，这种选择需要企业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对内外部环

境进行分析研究，并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掌握市场的发

展趋势，尽量躲避劣势或者采取相应措施弥补不足，把优势做到 大化的发挥，增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把握住市场机会，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持续的发展并保持优势。 

本章运用 SWOT 分析工具，结合第三章对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分析以及宏观环境和

行业竞争环境的分析，针对光模块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找出了企业已拥有的优

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运用 SWOT 矩阵，为公司的光模块业务找出

一套科学有效的竞争战略，提高公司在光模块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在高速光模块

以及 5G 电信网络领域中弯道超车。 

4.1   SWOT 分析 

4.1.1   公司占有的优势 

竞争优势（Strength）是一个企业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能力，或者企业能以此提高

核心竞争力的能力或者资源。 

（1） 研发能力较强 

光模块产品技术迭代迅速，尤其是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方面，市场发展和客户需求

不断升级。JQ 科技公司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一直紧跟市场发展与客户需求的脚步，密切

关注技术发展方向，不断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国内外研发中心共 170 多名研发

人员，在光模块和光器件行业中具有多年的研发经验，其中多人在专业期刊发表多项技

术论文并在国内外拥有很高的威望，研发团队一流的专业水平和研发能力在全球范围内

不容忽视。目前公司的技术水平已取得多项突破并在某些方面占居世界行业前列水平，

确保研发的新产品以及技术开发跟上行业发展。经过上海和日本研发中心的努力，以及

生产团队和市场、销售团队的努力，紧跟市场发展方向，目前已拥有 25G、100G 全系列

产品，200G\400G 高速光模块已经研发成功并样品出货，目前 400G 高速光模块在国内还

很少有厂家能够做到，属于蓝海领域，利润率比较客观。25G 和 100G WDM 光组件也相继

开发成功并实现量产出货。第二代降成本方案的 25G SFP28 LR、BIDI（单纤双向）和

CWDM6 彩光产品已研发完成并向国内客户送样测试通过，其 1.1W 超低的功耗远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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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协议规定的 1.5W，深受广大客户的好评；100G CWDM4 和 LR4 产品新方案的成本和

性能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并已完成送样测试，已经实现大批量出货；公司在完

成 400G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研发和测试的基础上，现已投资立项 800G 高速数通光模块的

开发和设计工作，以达到未来市场对更高速率光模块的需求。 

（2） 供货能力强，产能有保障 

产能保障是制造型企业保障客户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的一重大指标。JQ 科技公司

的供应链一体化能有效控制成本并提高供货能力。公司在国内外拥有多处生产基地，有

效地避开因关税和运输问题导致的成本增加。2019 年继续扩大光模块生产基地，提前进

入国产化进程，并将海外代工厂部分生产设备搬回国内，扩建 100G、200G、400G 高速

光模块和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生产线，待生产线全部落成后，仅上海生产中心的生

产能力可提高到年产量百万只级别。并与多家兄弟公司达成战略联盟协议，开启共同开

发、共同生产的合作模式，攻克技术难题的同时，融合各自的优势，将研究成果尽快转

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缩短了研发周期，短时间内完成量产计划，快速进入市场、

响应客户需求。 

（3） 原材料资源优势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光芯片、集成电路芯片。公司在通信行业多年，尤其是在 PON

终端业务，与国内外的光电子器件供应商有多年紧密的合作关系。公司在 2018 年收购

MAC光组件生产线以及2019年收购的OCL光模块业务时双方达成协议，两公司的高速光、

电驱动芯片以及激光器低于市场平均价格供给并优先满足 JQ 科技公司需求，形成供应

链战略联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JQ 科技公司在芯片技术上的缺失，也为公司后期的产

能提供了保障。同时公司实施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战略，自己研发组装 TOSA、ROSA 等光

组件，一定程度上实现减少了光组件外购的成本。 

（4）产品类型多样 

JQ 科技公司经过 2018、2019 以及 2020 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基本拥有了从 25G、50G、

100G 到 200G、400G 全系列大部分产品，而且 800G AOC 产品已经立项并完成前期的设计

评估和仿真。针对市场的不同需求，同时完善了 100G 产品 4 波和单波产品系列，4 波

100G 产品能够快速进入市场，单波系列产品能更好地配合未来数据中心 200G 和 400G

网络部署，市场部预计从是 2021 年开始，100G Lambda 系列产品将随着 200G 和 400G

产品的数量需求成为明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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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公司所处的劣势 

竞争劣势（Weakness）是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由于自身原因，比如技术能力、财

务原因、管理因素等导致企业在某些方面不具有竞争力，从而使自己与竞争对手相比处

于劣势地位。 

（1） 生产成本偏高 

目前光模块供应商林立，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光模块价格一降再降，利润不

断压缩。对于 JQ 科技公司来讲，目前大量出货的 25G 和 100G 模块主要供给国内外高端

客户，旨在稳定原有客户，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扩大企业影响力，原材料成本价格相比

国内其他光模块供应商较高，不适合在占据市场大份额的中小客户中推广，产品的总体

成本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目前，公司也要求中、日两地的研发团队共同协作开发降低产

品成本。同时，上海的光模块生产团队从技术和管理上缺乏经验，在生产流程、性能测

试和产品管理方面沿用传统产品的工艺流程，由于缺乏专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混乱

和方法落后，一次良率偏低，产品性能得不到保障，反复的返工和维修，生产效率难以

得到提升，这也是导致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2） 国内研发力量薄弱 

近几年光通信市场在中国增长迅速，同时国内 5G 网络部署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不

断扩建，中国的光模块市场无疑成为全球 大的光模块需求市场，这也是公司高层决定

进军光模块市场的一大重要原因。但是光模块的上海研发团队不管人数还是总体的研发

技术水平，与日本研发团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 JQ 科技公司的光模块研发还是主

要依靠日本研发力量。在新产品导入客户 BOM 时，由于国内外文化以及距离等现实问题，

面对客户端的测试问题，日本研发人员与负责国内客户的售后人员以及国内研发团队没

有得到良好有效地沟通，导致客户端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地解决，从而致使部分 100G 

Lambda 以及 400G 等市场热点产品在重要的 2020 年还没有通过华为、中兴等几大客户认

证测试。由于国内研发力量的薄弱，长期主要依靠日本研发人员和技术，势必会影响光

模块业务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也给市场售后人员带来不小的挑战。 

（3） 人才流失时有发生 

光模块科技行业无疑是对人才的考验，好的科技型公司技术人员除了具备优秀的专

业技能和知识，还要有认真负责、有恒心。作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 JQ 科技公司，国内

光模块事业部研发和市场人员无论数量还是平均薪资水平都远不及国外团队，而且薪资

水平还处于光模块行业的中下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一些有

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员工纷纷选择离开，好在核心人员和中流砥柱还算稳定，但是人才

流失现象不能不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虽有明确的薪资福利政策，但是实行力度不大，员



 

- 42 - 

工激励机制不完善。同行业中对员工都有一定的奖励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比如项目奖

金、年终奖等，但是 JQ 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只有在招聘时承诺各种优质福利，在实际

中并未执行，这也是员工对公司产生明显不满情绪的一大原因。 

4.1.3   公司具有的机遇 

企业面临的机遇是对公司行为极具富吸引力的领域，企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并

且在该领域由于技术变革或者国家政策支持为此领域带来了丰富的市场机会，此机会也

将给企业带来成长和利润空间。 

（1） 5G 商用市场已经打开 

2019 年我国 4G 基站总数已达 544 万个，4G 网络扩容超出预期支出，说明国内运营

商在网络扩容上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大。同时，2019 年作为 5G 光模块商用元年，在三大

基础电信企业和中国铁塔公司在 5G 相关投资推动下，5G 网络建设有序推进，相信 5G

网络会加速接力 4G 扩容需求，预计在未来五年，5G 无线光模块的需求量会逐年递增，

2020 年，5G 无线光模块中的 25G 前传光模块在中国的需求量达到千万级别，粗略估计

有数十亿的市场份额，另外还会有中传和回传光模块。2019 年公司已开发完成并投入市

场的 25G SFP28 LR 和 BIDI 以及 CWDM6 彩光的降成本产品得到了广泛使用。 

（2） 大数据时代开启促进高速光模块的需求 

大数据时代，尤其是云网络、数据中心规模的不断发展，推动了高速光模块相关产

品的需求。根据 ICCSZ 预测，2021 年，全球超级数据中心将从 2015 年的 259 个增长到

485 个，届时超级数据中心将承载 83%的公有云服务器和 86% 的公有云负载，这一增长

将带动 200G、400G 光模块的需求量。自 2016 年开始，北美数据中心厂家大批量采购 100G

光模块，2022 年前，100G 光模块在数据中心的占比会基本稳定，同时 400G 光模块开始

起量，在 2020 年 400G 在数据中心光模块领域占有率已突破 10%，可以说 2019 年是 5G

商用元年，2020 年是 400G 光模块的商用元年。当前 400G 高速光模块正处在产品生命周

期的成长期，少量 400G 光模块通过测试，国内很少有厂家已经做出 400G 产品，未来利

润相当可观。目前公司的 400G 高速光模块应该同时在国内和国外的 400G 蓝海领域内持

续并加大推广力度，占领市场份额。 

（3） 国家政策支持 

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强力支持，宽带中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给予了强力支持。政府层面对宽带接入光

纤进程、高速无线宽带的推动，5G 商用牌照的发放和对 5G 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及加速国

内大型、超级数据中心建设的部署和推动，都无疑加速了光通信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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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芯片国产化上，政府为芯片半导体厂家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技术支持，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的《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

（2018-2022 年）》文件，为国内光电子器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加速了高端技术

国产化的进程，推动发展光电器件国产化为国内光模块厂家的利润带来一定的增长，也

为光模块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潜在市场空间 

4.1.4   公司面临的威胁 

企业面临的威胁（Threats）是环境中某一种或几种行为或现象，对企业在该领域

中的发展趋势所形成的的挑战，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战略行为，这种不利挑战将导致企业

的竞争地位受到削弱。政策、经济、技术壁垒以及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等因素都会对企

业目前或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 

（1） 企业间竞争激烈 

企业间的竞争关系是对企业 大的威胁，中际旭创、武汉光迅、菲尼萨、AAOI 等老

牌企业在光模块产业链经营多年，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2019 年，JQ 公司在并购完成

后，重新采购部分物料，其物料审核以及交期影响部分产能；为了降低长期成本，将国

外代工厂迁回上海工厂期间产能受损；主要客户需要重新认证公司的产品和工厂，并重

新签署采购协议，也延缓了产能爬坡的进度。公司产能受损，此时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2） 国际市场不稳定 

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以及 5G 板块整体走势对公司的光模块业务具有一定的影响，

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国外先进技术以及部分必需的国外原材料（比如：高

速光器件技术以及光电芯片）受限，未来仍有可能会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国内光模

块厂商由于国际贸易争端，限制对华高端技术输出，尤其是美国相继对中兴、华为的制

裁行为以及 2019 年提出的供给华为的产品不得有 25%的美国技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光

模块企业的发展。2019 年，公司跟其他光模块产业链上的公司一样，由于贸易事件、去

库存的影响，加之海外生产线搬回国内导致的产能受损，公司的业绩受损。 

（3） 硅光技术的发展 

目前，硅光模块由于其高度集成性、低成本、功耗小等优点，同时解决了传统光模

块的温飘问题，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亨通科技以强大的财务支持以及产能保证与洛

克利强强联手，借助洛克利在硅光技术和硅光芯片研发的技术优势，强势开发 100G 硅

光模块。同其他硅光模块厂商一样，由于受到硅光耦合技术的瓶颈的限制，性能优势不

明显，并且生产工艺还不成熟，导致生产良率不高，成本优势不明显，目前的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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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还不高。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硅光模块的技术瓶颈一旦突破，硅光模块的

成本和功耗带来的优势将会迅速占领传统模块的市场。 

经过 SWOT 分析法对公司的内外部环境进行深度解析，找出了公司拥有的优势和劣

势，以及面临的机遇与威胁。明显得，随着 5G 网络部署的不断完善，大数据、云计算

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数通市场对容量和速率要求的不断提高，光模块市场潜力巨大。

面对良好的政策支持以及市场潜力，JQ 科技公司虽然具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技术积累，

但是在光模块市场的占有率不高，除了客观存在的同行间竞争以及市场变化，其生产技

术和管理水平导致的低良率以及客户服务的不满是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中存在的 大

问题。 

4.1.5   SWOT 矩阵分析 

结合前面四个小结对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所处外部环境中处在的机遇和面

临的威胁，企业内部环境中占有的优势和具备的劣势的分析结果，运用 SWOT 分析[22]之

后，对公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了汇总、归纳，如表 4.1。JQ 科技公司具有

一定的自身优势，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劣势，因此一定要利用本身的优势，克服内部劣

势，迎合市场需求，规避市场风险，把握市场机会，从而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处

于优势地位，实现弯道超车快速跻身世界光模块行业前列的目标。 

SO 战略，企业内部在某些方面明显优势，而外部所提供的市场环境或者宏观环境为

企业这些优势提供了有利发挥的机遇时，可采取此战略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机会，

着重发挥企业在特定方面存在的某些明显优势，抓住外部环境提供的发展机会。JQ 科技

公司应该顺应光纤通信这一朝阳行业，集中公司的光模块研发技术、市场团队能力以及

财务等资源上的明显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和产能优势，同时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推

动下，借助 5G 和大数据时代的朝阳趋势，在光模块行业市场中公平竞争，促进在产品、

服务以及技术开发方面实施战略改革，继续保持与市场客户需求的高度切合度，把光模

块业务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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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 SWOT 分析表 

Tab. 4.1  SWOT analysis for JQ technology company 
 优势（S）： 

产品研发能力强； 

供货能力强，产能有保障； 

公司资源优势明显； 

产品类型齐全 

劣势（W）： 

产品成本偏高； 

国内研发力量薄弱； 

人才流失时有发生； 

机会（O）： 

5G 商用市场已经打

开； 

大数据时代开启促进

高速光模块的需求； 

国家政策支持； 

SO 战略： 

合理运用强大的研发技术能力，加强产

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大产品和服务的

差异化； 

利用产品类型齐全和供货能力的优势，

扩大市场份额； 

利用公司优势资源，进一步优化产品成

本，形成成本优势； 

WO 战略： 

集中优势，优化产品方案降低产品

成本； 

优化生产工艺技术，提高良率，降

低生产成本； 

增强国内研发实力，更好地抓住国

内市场机会 

落地实施员工激励政策，激发员工

工作积极性，降低离职率 

威胁（T）： 

市场竞争激烈； 

国际市场不稳定； 

硅光技术的发展； 

ST 战略： 

运用技术优势以及优秀的资源环境，增

强产品的差异化研发和生产； 

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营销战略和方向； 

发挥技术优势，聚焦热点产品，加大新

型技术的研发投入； 

利用技术优势和财务优势，加速国产化

进程； 

WT 战略： 

优化产品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增

强价格控制力度； 

丰富收入来源，增强竞争能力； 

 

4.2   公司竞争战略选择 

竞争战略的选择需要结合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制定

一系列的竞争措施，来充分突出自身的优势，同时规避或改善自身的劣势，抵御市场竞

争压力并巩固市场地位，并以此赢得客户的青睐和认同，从而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得以可持续发展并早日实现战略目标。 

4.2.1   竞争战略目标 

竞争战略的目标是指企业通过竞争战略活动指明企业发展的方向，进而实现战略目

标。JQ 科技公司的竞争目标是：把 100G 单波和 200G、400G 高速光模块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继续推广，抢占蓝海市场；丰富产品种类，降低产品成本，深化与核心客户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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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在国内外光模块市场的影响力，扩大在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国际

市场的市场份额，力争 2022 年前进入光模块产业市场份额第一梯队。 

4.2.2   差异化竞争战略选择 

基于 SWOT 矩阵，明显地，目前公司的光模块业务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同行业的

竞争对手，这是每个行业都现实存在的共同问题；同时中美贸易冲突以及 2020 年的新

型冠状肺炎导致了市场的极不稳定；此外硅光技术等新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冲击着传统

工艺技术。目前公司的研发能力、生产规模等方面优势显著，4G\5G 网络部署、全球大

型数据中心的崛起以及政府不断的政策鼓励，面对如此好的行业大环境，充分发挥公司

研发能力和产能供应等的优势，抓住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既定的

战略目标。 

波特总结了三种通用的战略：集中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公司拥有

较成熟的光模块研发技术，但是在市场上的总体占有率比较低，如果采用集中化基本战

略，一方面会限制公司的发展空间，不能充分发挥公司的优秀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另一

方面光模块市场环境瞬息万变，集中化战略可能会导致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不能灵

活、迅速地做出反应，所以 JQ 科技公司不适合选择集中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可以充

分发挥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但是成本领先战略旨在降低企业的总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但是极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从而失去原有的竞

争优势，公司不适合将成本领先战略作为长期的主要竞争战略实施；差异化基本竞争战

略，是以市场发展为导向，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质量可靠、种类丰富的产品以

及优质的服务，以此得到客户的信赖和长期支持。 

就目前而言，公司的产品已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得到了部分客户的认可，使

得企业短时间内提高了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同时公司拥有在光模块产业链上全球一

流的研发团队，市场销售网络也比较完善，在全球多地建立有市场营销中心，拥有巨大

的市场营销潜力可供挖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市场变化和客户的独特需求，并反馈给研

发团队。由此可见，JQ 科技公司实现差异化战略有一定的基础、能力和市场支持，可以

充分发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好地符合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顺利实现战略目标。 

4.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总结第三章对 JQ 科技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时所得出公司面临的具体优劣

势以及机遇、挑战，明确了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目标。通过 SWOT 矩阵分析法将公司光

模块业务的长处和缺点以及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通过对市场、政策解读，结

合自身条件进行深入分析后，确定了 SO 策略：依靠自身的研发技术和资源优势，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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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和大数据提供的巨大市场，将光模块业务做大做强。同时根据 SO 策略方向，对比了

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终确定了差异化竞争战

略能更好地贴切 JQ 科技公司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提高竞争力，从而巩固并提高 JQ

科技公司在光模块行业中的地位。竞争战略的制定为公司更好更快地实现战略目标提供

了科学的莅临依据，为接下来竞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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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竞争战略实施和保障措施 

通过前三章对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分析，结合其战略目标以

及光模块产业的特点，制定了适合 JQ 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发展的 SO 策略，同时确定了

差异化基本竞争战略。本章将继续结合光模块产业的发展特点以及公司本身的发展状

况，针对既定差异化竞争战略来制定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实施战略和保障措施。 

5.1   竞争战略实施  

通过第 3章的外部环境分析，可以看出在光模块行业，顺从市场发展趋势提供高质

量的产品、可靠的客户服务以及一定的技术壁垒是目前国内外一流光模块企业所具有的

企业特点，这也是 JQ 科技公司实现战略目标一定要具备的。所以 JQ 科技公司要想顺利

实现战略目标并取得长远发展，必须提供产品必须顺应通信市场发展趋势，为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可靠的、具有特色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来换取公司利益，这就需要在产品方

面实行差异化，进而形成竞争壁垒。 

5.1.1   产品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通过提高顾客效用来提高顾客价值的战略，企业提供高价格和高差异

化的产品或服务，获取超长利润。在光模块市场竞争中，与客户进行紧密配合的主要体

现在服务和产品上。由于客户在光模块产业链上具有高度的议价权，对于客户端的服务

基本是遵循“客户即上帝”的遵旨，同时服务差异化，更容易被竞争对手效仿。因此 JQ

科技公司的差异化战略需主要体现在产品差异化。如何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

客户和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还要高度提高客户对公司的依赖度，是 JQ 科技公司

在竞争战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产品的多样化，先要满足多变的市场以及不同客户领域的不同需求。目前公

司已有用 25G 灰光、彩光、BIDI 以及 50G、100G 等 5G 前传、中传光传送网中大部分产

品，100G CWDM4 和 LR4 目前作为公司的热销产品出货 BAT、华为、微软等企业，早在 2019

年 3 月份在深圳 OFC 展会推出的 100G WDM 光组件、200G 光模块以及 2019 年 9 月份在

21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上展览出的400G QSFPDD-FR4高速光模块和高端技术得到了参

会企业的青睐。通过 2019 和 2020 年的努力，100G 单波、200G 和 400G 高速光模块已陆

续研发完成，并向华为、中兴、谷歌、微软等国内外设备厂商和数据中心送样测试。目

前来看，JQ 科技公司已拥有了从 25G、50G 到 100G、200G、400G 全系列光模块产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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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TOSA、ROSA 高速光组件的生产能力，并在不断进行优化，大部分产品都已经通过

国内外客户的认证。 

除了多样的产品类型，产品差异化 主要是 JQ 科技公司的产品要有明显特色区别

于其他竞争对手，让 JQ 的产品在质量和性能上获取客户长期的称赞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从而成为公司忠实的合作伙伴。首先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全面的质量管控。从生产工艺

以及生产管理方面着手，严格把控生产流程中人、机、料、法、环的各个环节。TOSA、

ROSA 组件是光模块的核心器件，管控好 COC 阶段的成品率是提高整体产品质量的重要环

节，这就需要加强上海和日本团队之间协调高效运作，努力将成品率提高到 99%以上，

打造一定的行业壁垒；产品性能需要研发团队不断挖掘客户的主要关注点，尤其功耗和

可靠性，不断寻求新的设计方案和信号完整性手段，降低功耗，从而解决客户应用端的

用电量问题，同时在产品研发阶段，严格按照并高于行业规定的可靠性要求，提高产品

可靠性。此外，为应对未来市场需求，不断加强对超前产品和技术的研发，目前，应当

继续 800G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工作，争取于 2021 年间推出，成为全球千余家光模块企业

中首批具有 800G 速率光模块产品开发和生产技术的企业，并试图建立一定的壁垒；其

次，在未来的光模块业务发展中，公司应该继续关注市场发展的方向以及客户需求变化，

精准抓住客户的关注侧重点，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开发生产不同的产品类型和技术方

案，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客户的不同需求，加固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产

品差异化的目的。 

此外，为实现差异化产品战略，少不了在服务以及技术上的支持。服务支持提高客

户对产品的认可度，解决产品在不在客户端的兼容度，同时通过与客户的售前、售后服

务，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进而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技术支持是实现差异化产品战略的

重要保障，是建立起竞争壁垒的关键所在。 

5.1.2   服务支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质量已然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在产品售前、

售中和售后全过程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法[23]。差

异化战略的实施也要求在服务方面提高客户的体验感已达到增加客户粘度和满意度的

目的。JQ 科技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围绕着客户的需求，所提供的产品从设计、生产到

销售和售后等等环节，都严格遵循客户的本质需求，了解客户的终端应用需求，为客户

提供完全定制化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特有需求，进而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客户服务体

系；同时，地域差异也是公司制定服务战略的核心考虑的问题，JQ 科技公司业务遍布世

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区域文化，公司要有针对性的制定产品和服务方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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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群体的需求；此外，光模块厂家面对的客户众多，规模有大有小，

对光模块的了解和专业知识也是有多有少，比如有些小客户对 PON 或者低速产品比较了

解，但是对高速光模块的运用和技术知识面薄弱，面对这种客户，需要建立线上或者线

下的咨询服务，提高客户在产品的和应用方面的知识，也提高客户对公司的满意度，同

时有利于售前和售后双方能更顺畅的沟通。 

（1）建立公司与客户的沟通机制 

在与客户前期沟通的时候，客户并不能十分准确的说出自己的需求，所以要求客户

在提出自己的需求或者问题后，公司能够及时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以及市场人员深入了

解客户提出的要求，结合市场发展方向，挖掘客户真正的需求，然后再与客户以及公司

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反复沟通，有针对性的更新和改进产品以及服务。在整个阶段，建

立完善的客户-公司的相互沟通机制尤为重要，不管在产品设计之初、研发阶段，还是

在销售和售后阶段，高质量的有效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2）客户端异常服务 

面对客户端出现的问题，在得到反馈后应当及时做出回应，做到无时差，项目经理

和产品经理的手机都要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态。同时市场技术支持部、研发部门与客户

建立良好沟通机制与售后机制，完善 RMA 流程。在产品研发之初，市场人员需要充分了

解客户的终端需求，有必要连同相关技术部门共同深究客户的真正需求；对客户端出现

的问题，市场技术人员需要及时与客户沟通问题情况并及时给出有效答复，需要研发人

员介入的时候，研发人员需要在 2个工作日内给出响应或者前往客户处进行现场问题排

查，直至客户端的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并且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问题，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的客户群体，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来以此提高客户服务效率，提高客户的满意

度，以此提高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咨询服务 

在国内外存在很多客户不同于华为、中兴或者谷歌、微软等这些在通信行业多年的

终端设备或者数据中心企业，对光模块以及光网络技术方案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度的了

解。很多中小型客户只对自身的产品比较熟悉，对光模块技术、产品性能以及实施方案

了解不够深入，对于这种客户或者第三方代理商可以通过网站对其提供非机密性的培训

资料，并派专人负责在线指导，必要情况下在现场进行方案指导和答疑。此外，可以通

过网站论坛的方式进行技术应用、产品特点、方案实施等方面的技术讨论，形成优势互

补、促进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有了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才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差异化

竞争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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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方面，采用各种措施，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不同的高

质量、高效率的售前、售后以及咨询服务，提高客户对公司的好感度和依赖度，将客户

与供应商关系努力打造成伙伴或者合作关系，才能收获到一批稳定的客户群体，才能体

现差异化战略带来的优势之处。 

5.1.3   技术支持 

在光模块市场领域，全球千余家光模块制造厂家的竞争主要还是技术的竞争，谁掌

握了先进的、独特的研发和生产技术，谁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了绝对优势。公司成立至

今，一直保持着技术创新为先的理念，紧跟市场和客户需求的脚步，坚持技术创新。在

光模块业务中，公司应当一如既往地持续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员的投入，以确保研发能力

和产品技术走在光模块领域的前沿。市场的认可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光模块产业技

术迭代迅速，唯有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原有的优势地位并能得到提高。目前，日本

和上海研发团队的技术结合，在高速率市场以及 5G 承载网、大型数据中心网络结构领

域中占有一定的技术话语权，使得公司在全球光模块厂家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

是 400G 高速光模块的问世，让公司在行业内又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但是光模块行

业的技术迭代速度，如果只啃老本，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追赶上甚至被超越，必须通过

新型技术开发形成技术壁垒以及通过多方合作达成战略联盟，建立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

有力技术屏障。 

（1）壮大国内技术实力 

目前国内作为全球 大的光模块市场，国内技术力量的薄弱直接影响着公司在国内

市场中的竞争力度。首先，只依赖日本研发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面对国内市场，

这就需要继续加大对上海研发团队的投入，通过培养和外聘的方式，在国内组建高速光

模块技术和经验一流的研发力量；其次，上海团队没有光模块批量生产的经验，日本团

队也是以研发为主，没有量产经验可循，这就需要通过外聘专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

完善生产流程、优化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能在国内的市场

竞争中，以优势的研发技术和产品技术脱颖而出，才有可能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2）形成技术壁垒 

当下，公司应当继续保持甚至加大对光模块研发技术的投入和生产工艺的创新。硅

光技术对高速光模块来讲是一个新型技术，就 100G 光模块而言，硅光技术的使用较比

传统实现工艺将节约 30%的 BOM 成本，但是硅光技术与激光器耦合工艺上还不成熟，这

一瓶颈也导致暂时没有达到量产水平，此时公司应该利用日本光器件团队的技术积累，

进入并争取率先突破硅光耦合技术瓶颈。同时投入相干技术开发，相干技术可以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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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模块的传输距离达到 80km 甚至更远，相干技术已在北美超远距离信息传输中使用，

随着远距离传输需求的发展，这一需求将会在未来 2年内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同时投

入研发资源开发降成本产品，尤其是在 100G 和 400G 具有未来市场的产品上，通过技术

手段降低产品成本，达到成本优势。当然，不光只是需要在研发技术上加大人力和物力

的投入，在生产技术上也要引进和培养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技术创新型人才，努力提供

光模块的生产效率、良率和质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和返工成本，为实现年产百万级产

能提供技术保障。只有不断的进行新技术开发以及积累，在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上形成

一定的技术壁垒，阻挡一部分潜在进入者，并有力打击现有的竞争对手的快速模仿，才

能掌握未来市场并提前占据市场需求，提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3）建立战略联盟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光模块领域，技术联合、资产并购等一系列战略联盟在光

模块产业中不断出现。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可以共享某一领域的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各方的优势技术（比如新产品技术，生产工艺技术以及生产

管理）补充或形成独特的并在某一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JQ 科技公司先后收

购了日本两家光器件和光模块的部分技术以及人员资产，实现了公司在高速光组件和光

模块上的迅猛发展，同时联合国内几家光模块公司，共同研发光模块新技术，补充在短

距离传输上的技术缺失和产品空白。尤其是国内在光芯片技术领域上的不足，美国对华

贸易以及技术封锁严重阻碍了中国通信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高速光电芯片技术在中国的

发展，目前 25G 以上国产激光器和驱动芯片在技术和产量上远不及美日企业。JQ 科技公

司现阶段应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在光模块市场站稳脚跟，逐步实现高速光组件

和高速光模块生产技术国产化，同时依据在应用上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与高校有、科研机

构、上游光电芯片企业（比如西安源杰、JG Device）以及国内各大光模块领头企业进

行技术上沟通交流，建立战略联盟，深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推动国内产业链

上的光电芯片的技术发展和技术改革、以及生产设备的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光模块生产

工艺、技术以及原材料的国产化，进而削弱国内光模块技术以及通信技术对国外的依赖

性。 

光模块厂家之间的博弈其实就是技术层面的较量，哪家率先拥有高超的研发技术或

者优越的生产工艺技术，哪家在市场竞争中就有较大的话语权。所以说，在实施差异化

竞争战略的核心就是提高产本身的产品技术和生产技术，建立一定的技术壁垒能有效地

阻挡一部分潜在进入者，同时在现有竞争者中不但在技术上还是在成本上都具有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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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战略保障措施 

5.2.1   加大研发力度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是企业提高市场适应力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JQ

科技公司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其

高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得在过去几年里，公司的 PON 终端产品在通信行业

具有良好的市场销量，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企业规模，为光模块业务能够顺利的开展奠

定了基础。在光模块业务中，公司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和人才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研究，目

前公司已拥有 10G、25G、100G 和 400G 等不同系列的光模块产品以及 25G、100G 高速光

组件，是国内少数具有 400G 生产能力和高速光组件封装技术的企业之一，这也是公司

有信心进入光模块产业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光模块产业

的技术迭代速度超乎想象，企业间主要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JQ 科技公司要想在短

时间内提高市场地位，实现弯道超车从而进入国际光模块厂商的第一梯队，需要将已取

得的成果快速应用到产品和服务并投入市场，同时顺应应用端客户的发展和行业技术改

革，鼓励核心技术研发，提高自身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继续加大在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公司起初是以 ODM 和 JDM 的业务

模式，其技术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创新专利是其他公司所不能及的。但是光模块技术与其

传统产品技术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企业收购中，虽然获取了一定的先进技术和一流

研发团队，但是依然缺乏光模块批量生产的经验。光模块技术的发展之快，靠现有的技

术是难以维持企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投入是一个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拿华为来说，

它将每年五千万亿左右收益的 15%投入到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中，才让华为在发展历

程中能够势如破竹、步步取胜，并稳定了在通信行业中综合实力第一的地位。因此，公

司应当深度分析自身的综合实力，适时的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让自身的核

心技术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才能根固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夯实

的基础。尤其是需要加大对上海团队的投入，提升上海团队的整体水平，更加及时有效

地服务国内客户，更有利于光模块业务在国内的开展。首先，加强研发团队的技术交流，

有助于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同时客户帮助海外事业部尽快度过磨合期，融入企业文化；

其次，基于现在的研发力量增加培育力度，积攒后发力量，让技术团队永葆活力和创造

力；再次，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优秀的团队和专家力量，不断壮大企业的研发力量，解决

急缺的技术难题，并尽快将已取得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客户需要的产品；同时，拓宽

技术创新渠道，积极与外界先进的机构、知名高校或者研究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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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发，信息共享，资源共享，让各方的优势进行叠加，实现合作双赢。不断扩展企业

的技术研发力量，才能保持创新的能力，缩短研发周期，快速占领市场。 

5.2.2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配合。人力资源管理是战略实施中的一大重要资

源，是企业稳步发展的强劲动力，在企业战略制定中起着导向作用。通过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创造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的良好企业环境，为企业招揽更多的优秀人

才，为竞争战略的实施创造更优质的人力资源。 

完善、落实员工激励措施。人才激励措施能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激发员

工潜力，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 终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24]。长期以来，大多数员工

在公司工作了几年都没有得到职位和薪资的晋升，导致一些有经验的员工会自动流失，

公司应该制定并严格执行工资涨幅机制以及职位晋升机制，同时制定详细的加班制度、

项目奖金制度以及股权分配制度并且严格落实，激发员工活力；此外，奖惩制度也应该

日渐完善，每年年底，有主管或项目经理与员工一起对一年来的目标完成情况和进度进

行考核打分，并以此作为奖金和来年薪资涨幅的依据；另外，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对违反职业道德协议、竞业协议以及滥用私权等行为严惩。真正做

到有功必奖，有过必惩。 

完善员工培训体系。人力资源培训的目的是为公司培养各类优秀人才，根据公司发

展需要，尊重员工职业规划，对不同岗位的员工定期开设多样化的职业素质教育和专项

技能课程，将因工作能力不足导致的人力成本浪费降到 低，并从中为公司培养和选拔

各类合格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培训从三个方面着手：企业化，宣传企业文化、团队

精神、企业使命感，让员工明白企业对其的要求，使员工成为具有鲜明企业特色的企业

人才；职业化，塑造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让员工明白工作的本质和底线，

使员工成为职业化的企业人才；专业化，打造专业的人才、专业的技能、专业的岗位，

让员工明白其在企业中的价值，使员工成为具备专业素质的企业人才。培训内容可以分

为：第二专长培训，尊重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有选择的进行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既

可以使企业的技术得到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弹性运用人力；提高素质培训，帮助

员工树立正确的观念，以及帮助员工提高办事能力；管理职位培训，对部分员工进行管

理能力、管理技术、分析方法以及决策能力方面的培训，增强其在管理方面的能力，一

个企业的发展，一个团队的进步，都必须拥有科学合理的管理技巧[25]。同时，将教育培

训作为绩效考核项目，鼓励员工积极参加培训，并将考核成绩纳入绩效考核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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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

度。通过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进行战略人才储备，积极引进人才，提高员工的

整体素质和能力，为实施竞争战略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5.2.3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在现代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打造企业内部独特的文化特色，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活力，能够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经营行

为和员工的工作行为，是确保企业各部门间协调配合的基础，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

接体现[26]。 

JQ 科技公司是光模块行业中的一颗新星，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顺利实施

竞争战略，实现战略目标并且得到长远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符合 JQ 发展的企业文化，

无论是公司的管理层人员还是一线普通员工，都能深刻领会实行的竞争战略的精髓，同

心协力为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深化“双价值”理念，

即以创造客户价值为核心，以价值创造者为本源。 

企业文化的执行和传承还需要企业高管带头，因此，该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必须要制

定高效的决策机制，以及完善、开放而且细致的经营策略，然后辅助提高所有员工为客

户着想，维护客户利益的思想境界，更好的解决客户需求问题，提高企业品牌形象，提

升企业品牌价值[27]。其次还需建立有效的企业内、外部沟通渠道，处理好企业与社会各

界以及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各界的公益活动，实现企业

的社会价值，树立良好的企业奉献精神和企业形象；有组织的培训或者交流，强化员工

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从而使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发展能更完美的结合和执行；尽可能地

让员工知晓或者参与公司的决策，一方面能够表示对员工的尊重，同时也能让员工感受

到归属感和成就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 

5.2.4   组织保障 

组织结构是企业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公司在日常运营中根据这个基本框架进行分

工协作、规定职能职责。组织框架必须根据组织战略目标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良

好的组织结构能明确责任、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为保障 JQ 科技公司竞争战略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现状，优化组织结构：公司对

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各部门职责以及管理流程进行重新分工，并且分工细则与考核

内容相结合，使每位员工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明确奖惩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积极

性；注重人才培养，充分考虑工作人员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晋升空间，考虑如何使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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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高员工相应素质和技能，这样可以使员工在任何岗位都能看到希望，进而提高工作

效率，挖掘员工潜力，为公司不断提供、培养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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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文基于5G电信时代以及大型数据中心光模块行业发展为大背景，结合竞争战略理

论和战略研究方法，对JQ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展开研究，通过对公司内部环境以及外部

环境的分析，找出了公司在光模块市场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机遇和挑战。以这些

分析结果为基础，制定了符合JQ科技公司发展的竞争战略以及战略保障。详细研究成果

如下： 

（1） 通过相关文献整理和数据收集，运用PEST分析模型和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分别

对公司在开展光模块业务时所处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做了深度分析，对光模块产业所

面临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等的外部环境做了深刻的理解。 

（2） 通过对JQ科技公司的发展状况、人力资源分析、财务状况以及研发、生产、

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等方面做了评估，充分了解企业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3） 通过以上对公司内外环境的分析和评估，找出公司在光模块业务中的内部优

劣势以及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运用SWOT分析法将这些优劣势和机遇、挑战进行

整理总结，进一步做全面分析，为企业在做战略规划时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4） 通过对企业发展目标的树立和明确，确定企业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必要的

竞争手段。通过SWOT分析获得的分析成果，结合公司的本身资源和能力以及行业发展环

境， 终确定了SO策略。同时通过对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化战略这三种

基本竞争战略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对比， 终确定将差异化竞争战略作为公司的竞

争战略。 

（5） 在确定了差异化竞争战略后，确定产品差异化战略为企业核心竞争战略，本

文 后根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不足之处制定了公司竞争战略实施计划以及保障措

施，来保障战略的顺利落实和战略目标更好更快的实现。 

本文为JQ科技公司光模块业务制定了符合自身实力和可持续的竞争战略，为企业在

光模块领域更快更稳地发展以及提升竞争力指引了方向，为其在5G领域以及在数通光模

块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方案，相信公司在光模块产业中，借着国家政策的东风一定会

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球光模块市场的领军企业，迎来二次创业的成功。笔者可能对行

业的分析不够全面，还存在不足之处，问题分析的角度和维度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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