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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乘用车分动力总成类型构成比实绩与预测
(2019～2020年实绩、2021～2060年预测)

欢迎订阅

～强化BEV的同时推进乘用车的混动化和商用车的氢动力转型～

■考虑到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基于LCA观点分析下一代动力总成！！！

■整理2035年形成1,000万辆以上NEV市场下的电动化零部件供应商的动向！！！

■梳理2020年量产中的电动汽车(NEV+HEV)用电机、减/变速器和电池的供应关系！！！

■调查主要乘用车制造商分HEV·PHEV·BEV的产能扩建计划！！！

■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商用车向FCEV转型中推出的措施及推广中的课题！！！

中国政府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推进NEV(BEV、PHEV、FCEV)的推广应用。在“碳中和”

的国际浪潮中，中国汽车行业基于在车辆使用阶段评估燃油经济性=CO2排放的油耗法规和

NEV法规，开始在Well to Wheel(从油井到车轮)和生产过程等的生命周期中推行生命周期评价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方法。2020年中国的NEV市场规模已达到100万辆，但HEV、

MHEV(48V)等节能技术尚未得到充分应用，除去NEV，汽车OEM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并未

得到改善。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政府计划在2025年作

为油耗法规的标准引入LCA。此外，将重新评估MHEV、HEV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面向2035

年同步推进NEV和非NEV的节能技术，力图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此之后，伴随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上升，内

燃机车的占比将有所下降，预计到2060年BEV比重将达到9成左右。

本调查报告是从2060年的长远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汽车产业的动力总成构成趋势，整理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系OEM的动力总成战略、电动化车型的电机、减/变速器和电池的供应关系，主要电动化供应商的产品战略

等。作为企业制定中国BEV战略的参考资料，希望本调查报告能对贵公司的事业发展有所增益，如被采用，则倍感

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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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动力总成�关的标准法规动向

中国政府从�保角度出发，大力��节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出�的�BEV为主的

NEV(BEV�PHEV�FCEV)��政�引�关注，�对未�入NEV��的HEV��政��在近年��增�。

2021年1月开始实���“低油耗乘用车”��内�的�关于�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新能源

汽车�分并行�理�法)的�定�。此��改方�中��关注的是在NEV�分��方法中将低油耗乘用车的

生产量��进�量在2021年度�2023年度分����数量的0�5倍、0�3倍、0�2倍计�，�此，生产��低

油耗乘用车的制�商�使在�定程度上�生产NEV�可���NEV法规要�。�于�系制�商所�长的HEV

产品被�入“低油耗乘用车”��，此���理�法�的��对�系企业��可�是��。此外，���放

EV�PHEV产品的中国系制�商�于低油耗乘用车的��政���NEV�车��将于2022年��，�有望�

�中国 中��������HEV�����

(FOURIN�据中国政府发�资料制作)

����(����) ���构 HEV��内���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年4月)

�业和��化�、国家发展和

改���会、��技术�

 �大汽车节能�保技术的�发和推广。推动�进燃油汽车、�合动力汽车和

��燃料汽车�发。

�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车����

政�的���

(2018年7月)

�业和��化�、�政�、

��总�、�����

 对节能汽车(�HEV)，减���车��。

 政府�后将�定期发�“��车��减���政�的对�车型目�”，并�对

�合标准的车辆发�公告。

 � 2018年9月，公�了第1�车型目�，��2021年1月�计公�了23��合标

准的车型目�。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标�

(�B27999�2019)

(2019年12月)

�业和��化�、

国家市场���理总�、

国家标准化�理��会

 ��“第5阶段油耗法规”(2021～2025年实�)，�对车型燃料消耗量�合

3�2ℓ/100�m(WL�C)�下的乘用车(HEV有望达标)，在计�企业平均燃料消

耗量�，可��2021～2024年的��政�。

 车型燃料消耗量��模��此前的NE�C��为WL�C。

 �用乘用车：���汽油��油为燃料的车辆(��HEV、PHEV)、EV、

FCEV、���燃料车辆����燃料车辆。

 �用期�：2021年～2025年。

�关于������生产和消�法规政

��系的���

(2020年3月)

国家发展和改���会、

司法�

 有��的�方对消����节能新能源汽车等������。

 ��公�、��、出�、��、�市�政��作业、�市��等��新增和�

新车辆采用新能源和��能源汽车(��HEV等)。

�关于�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新能源汽车�分并行�理�法)的�

定�

(2020年6月)

�业和��化�、�政�、商

��、�关总�、国家市场�

��理总�

 ����中，新增�“低油耗乘用车”的定�。新增�了低油耗乘用车在��

�分达标�的����等��变��。

 � 低油耗乘用车是��合燃料消耗量��过�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

��标�(�B27999�2019)中对应的车型燃料消耗目标值����年度的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要�之�的��燃料乘用车。�2021～2025年实�的

第5阶段油耗标准中的燃料消耗量目标值�比，2021～2023年燃料消耗量

达标要�分�为123�、120�、115�。���上述��则被�为低油耗乘

用车。HEV�合低油耗乘用车的��。

 � �对低油耗乘用车的生产�供应企业，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

在计�新能源汽车�分目标值�，可分���生产量�进�量的0�5倍、

0�3倍、0�2倍计�，2021～2023年将�年提高低油耗乘用车的����力

度。

 �2021年1月1���行。

�关于2020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

耗量和新能源汽车�分�理有关事�的

���

(2021年2月)

�业和��化�

 在2020年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分��中，对标准���速��系�、制

动能量��系�、��提���的车型，�燃料消耗量可�应减��定�度

(可��)。

 � ���速��系�的车型燃料消耗量��减��度为0�15�/100�m。对

�有制动能量��系��REE��标�电�等�为12V的车型，燃料消耗

量��减��度为0�05�/100�m�标�电�等��过12V的的车型，燃料

消耗量��减��度为0�15�/100�m。����提���的车型燃料消

耗量��减��度为0�1�/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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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主要动力总成��动��制�商的开发动向和��业绩

�������/������

民�系电机、减/变速器制�商主要是�比��、长�汽车、�来汽车等整车企业和�进电动、方�电

机、上�电�动等汽车����ie� 1供应商为主开展业�。�企业�在�用��在电机和变速器����的

技术经�，推进�成电机、减速器、�变器的�合����成�C��C��器、充电机、P�U等的�合�机

电��化系�开发。机电��化系�有�于实现电�动系�的�型��量化、�减成本、��提高整车的�

�效�等。

民�系汽车制�商中，��2020年11月，比��和长�汽车已经�成了�成�C��C��器、P�U、

VCU等机电��化系�的开发。上汽���下的上汽变速器2020年10月������新能源(VMA�)��

战略合作��，�方将在电源电��合�总成、新能源�合动力系�、电��合�总成、减速机、电机�制

�中国 ������动�车用��������车型��(2020年)�

(FOURIN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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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国有企业�分����，�中国一�、���车、�安�车一�的�企和��集�、��集

�、��集�和���车等地方国企�成��企相比地方国企在电动化转型等�营方���的����为

��，���中�政府推进的新能源�车�NEV�发展方�，�于�心成本增加��致销�低�，�电动化

步�相对����一方�，在�应商的���，�于�����中国系零部件�应商的��和��，�倾

向于�本土系�应商采购��地方国企的�营��度相对�高，在��政���和��利益的��性的同

时，��地��外资系或外资系的在�合资��采购零部件��同步推进BEV和PHEV发展的��集�之

外，��国有企业�采�以BEV为主力产�的电动化技术路线��海市政府2021年2�发布的��海市�

�购�和�用新能源�车实施办法�规定，�2023年1�1��，���购��电��合动力��增程���

车的，不再发放专用���度���PHEV��优�政策的��，��集��可能向以BEV为主的发展方

向转型�
��� ���业�制造商�主要�E�·�E�车�的���������供应商���

�� 制造商 车� 动力 ��� �� �� ����

一� 中国一�

����e� Fl��� 
E�H�3

EV
LG化� LG化�

��时代 中国一�
���� 中车时代

���Be��u��� E01 EV �.�. 中车时代 ��时代 中国一�

��

���车

����u�Fe��� E11K EV ���� ����达 ��海基 ��新能源

����u�Fe��� EV30 EV �.�. ��/合普动力 比� 比�

���Ae�lu�� E�1 EV ��/�产��度� �海电�动 力� 力�

���Fe����e�� E60 EV ���车�P�A� ���� ��能源 ��能源

���Fe����e�� E�0 EV ��变速器 ��电动车 ��时代 ��时代

������u��� EV ���车�P�A� ���车电��天�� ��时代 ��时代

����
���Fe���u���� E1 EV ��/�产��度� �海电�动 力� 力�

���Fe���u���� 580 PHEV CH� �进电动 力� 力�

����
������e��� �50 EV �.�. 比��/��电动车 ��达 ��达

���L������� EV �.�. 合普动力 ����� �����

�安 重��安

C�15 EV ��变速器 重��安�车 中��电 重��安�车

C�55 EV ��变速器 重��安�车 比�� 比��

C�55 E����� EV ��变速器 重��安�车 中��电 重��安�车

�动�E���� EV ��变速器 重��安�车
��时代 重��安�车

中��电 重��安�车

�动�E���� E� EV ��变速器 重��安�车 中��电 重��安�车

�动�� �E��� ��� EV ��变速器 重��安�车 中��电 重��安�车

欧���u������ �� EV ��变速器 ���电气 国�高� 国�高�

���C������ EV ��变速器 ���电气 国�高� 国�高�

�欧�N��� �� EV ��欧格� ���电气 力�����能源 ��新能源

���Be���� EV ��变速器
中车时代 中��电 重��安�车

中车时代/�海电�动 中��电 重��安�车

C��5 PHEV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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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车 合��H����� 00� EV �本电产���� �本电产���� ��时代 ��乘用车

��乘用车

A��� L� EV �本电产���� �本电产���� ��时代 ��乘用车

A��� V EV �本电产���� �本电产����

��时代 ��乘用车

中��电 ��乘用车

�能�技 ��乘用车

A���.� EV �本电产���� �本电产����

��时代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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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4 PHEV ��动力 �进电动/�� ��时代 ��乘用车

分OEM整理主要电动化零部件的采购关系

第2章

基于LCA(Life Cycle Assessment)观点分析动力总成战略

第1章

FOURIN 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车产业下一代动力总成战略4

�1� �车全生��期�放评价标准的�动方�

中国政府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在��2025年在�车��引�评价

全生��期��气体�GHG��放的LCA�L��e C��le A��e���e��、生��期评价�法规的���中国政府

��欧��等国�的LCA��成�，�在致力于制定�合中国国情的LCA法规��生产过程的�放法规和

NEV法规之外，��划在��料获�、零部件制造、�车生产、燃料生产、车���等的全过程��地加

严法规的�制，���对�车�业���大的���

2020年��，作为中国政府��的中国�车技术��中心�CA�A�C�发布�LCA相关的�����中

��� ��车单车��生命周期�排放�2010�201���� ��� ��车单车��生命周期�排放�������
�2010�201����

注：车��期����料获�、��料加工制造、��车生产、��修保��燃料�期�燃料的生产��ell����Pu�����P、��为�ell���������和燃料的�用�Pu��������eel�P��、��为����������eel、���用

年�11.5年��                                                                                                                                                                    �CA�A�C�

��� ������������车车�的生命周期
�排放�����201�����2020�2030�����

��� ������������车车�的生命周期
�排放�����201�����2020�2030�����

注：统�对�为乘用车总产量�电动化�分�为现有政策情�30%、低碳情�35%��油车��油耗分�为现有政策情�4.8ℓ/100��、低碳情�4.5ℓ/100���BEV��电耗分�为现有政策情�10.5���/100��、低碳情�

10.0���/100���                                                                                                                                                                  �CA�A�C� 

���u�� ������o�������������周期�排放��� ��� �E�和E�fu�����车的全生命周期�排放���

注：�CC��国��������、ANL���国�实��、

CA�A�C�中国�车技术��中心、�EC�欧��车�发���

注：A�. E� �E�欧���可再生能源电力、PV���发电

�CA�A�C�

 

FOURIN 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车产业下一代动力总成战略2

�1� �车全生��期�放评价标准的�动方�

 ��启动时�：2019年1��

 ��资�规�：250�������大���基��全���发展与气

�变化专项基�和能源基���E�e��� F�u��������资助�

 ���18�����，��大�等28���机��与��中，国��

�中心、中国����市发展与环����、国�发��能源���

等政府��机�和��大��主要��成��

 2020年10�21�，发布��成��

 生�环�部气�变化������、��大�气�变化与可持�发展

����������发���主�，��气�变化和低碳���、生

�环�部�部���民等政府����发布��

���大�气�变化与可持�发展����

中国政府为�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在��强化2030年的国��主�定���N�C�目标�制定

2030年以�全��制��1.5�情�下的�度�碳目标�2020年10�，国�发��能源���等政府��机�

与��大��合发布的�中国�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合���以下��：�����中提��中

国实现低碳��的路线方��

����提到的�政策情�、�强化政策情�、�2.0�情��以�制��2.0�目标为�向�、�1.5�

情��以�制��1.5�目标为�向���情�中，��1.5�情�可以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中国的

��� ����期��发�������������� ��� ���应��������排�标�

�中国政府发布�

��
��

�O�21������
�ni��� ���ion� �u��i� 

on �io�i��r�i��

�办地
法国��

�2015年12��
�国��

�2020年9��

提�� 国�主���� 国�主����

目标
年度

2030年 2060年

目标

�碳�放2030年��达����达��
���国�生产总��G�P���化碳�

放比2005年下�60�65%�
��化�能源占一�能源比重提高到

20%���
����积量比2005年增加45� �

�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
�放���

�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 ����期��发�����������的���

���大�气�变化与可持�发展����

��� 2030�������标�������O2排放�����

注：N�C�N������ll� �e�e����e� C������u�����、国��主�定������体��2030年目标提��

���大�气�变化与可持�发展����

�全��主要��的����排放������� �全��主要��的������排放�������

注：GHG�G�ee���u�e G��、��气体 ���大�气�变化与可持�发展����

 
 
 
 
 
 
 
 
 
 

�标 200� 2010 201� 2020 202� 2030

G�P年增���%� � 11.3 �.9 5.9 5.3 4.8

5年G�P能源强度下��度�%� � 19.1 18.5 14.3 14.0 14.0

能源��量����e� 26.1 36.1 43.4 49.4 55.0 59.8

能源
��
��

���%� �2.4 69.2 63.� 5�.0 51.0 45.0

�油�%� 1�.8 1�.4 18.3 18.5 18.0 1�.0

天然气�%� 2.4 4.0 5.9 8.5 11.0 13.0

�化��%� �.4 9.4 12.1 16.0 20.0 25.0

��能耗C�2强度��� C�2/�� 
�e�

2.32 2.25 2.16 2.03 1.90 1.�5

C�2�放量��� C�2� 60.6 81.3 93.� 100.3 104.5 104.6

G�P的C�2强度5年下��度
�%�

� 21.5 21.2 19.� 19.4 20.6

比2005年下��度�%� � � � 50.3 60.0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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