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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Title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 

电驱动桥——电机电控集成化趋势下升起的新星 
Table_Summary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概述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主要有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开

关磁阻电机。其中开关磁阻电机由于噪音、振动等未广泛应用；永磁同步电机

和交流异步电机性能出色，是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唯二选择，但前者具有更大调

速范围，功率密度、扭矩密度具有较大优势，可做到更小的体积和自重，成为

主流选择。电机控制器可控制电机按照设定方向、速度、响应时间工作，其占

成本很高的组件 IGBT 国产化率很低，据英飞凌数据，16 年英飞凌、三菱、

富士分别占据全球市场的 26.6%、17.0%、12.2%。2016 年，电机电控供应

量较高的企业有比亚迪、北汽新能源、联合电子、上海电驱动、安徽巨一等。 

 电驱动桥：电机、电控集成化趋势下升起的新星 

在产品体积和重量减小、成本降低需求下，电机、电控功能集成化是确定

性发展趋势。电驱动桥指“电机+电控+减速器”或相类似的电机电控与其他

部件的集成品，以博世电驱动桥 eAxle 为例，电机、电控、变速箱集成后体积

缩小，驱动母线集成后降低了成本，冷却机组、高压电缆集成后降低了损耗、

提升了效能。大众 MEB 电动汽车平台采用电驱动桥，这将加速电驱动桥的推

广。大众 MEB 平台 2020-2028 年目标销量 640 万台，若按电驱动桥 8000 元

左右的单价，不考虑年降下仅 MEB 平台带来的市场空间就超过 500 亿元。 

 电驱动桥行业竞争情况 

国际方面，博世、博格华纳、采埃孚、吉凯恩、麦格纳等零部件巨头均早

有布局且其类似产品已给主机厂供应；国内方面，华域汽车拟与麦格纳成立电

驱动系统合资公司供应大众 MEB 平台，汇川技术、方正电机、精进电动、上

海大郡、上海电驱动等都有“多合一”产品。 

 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是零部件供应商竞争力核心 

根据合格证数据，我国乘用车行业中主机厂自配电机与外购第三方比重

相当，客车自供较多，而专用车基本外购。专用车企业由于研发能力较弱，未

来一段时间仍会采购第三方供应商产品，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大的乘用车行业

中主机厂研发实力较强，未来其电机电控的自配将对第三方企业产生负面影

响。我们认为，在未来主机厂自配率提升下，电机、电控行业集中度会逐渐提

升，华域汽车、汇川技术、联合电子等具有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

定能力的第三方供应商值得关注。 

 投资建议  

双积分政策落地后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电机电控集成化趋势下电驱动

桥产品成熟后有望迅速上量，其单品价值量大，市场空间广阔。第三方供应商

方面，我们建议关注具有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的企业。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及预期；电驱动轴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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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概述 

 

新能源汽车的性能取决于核心部件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机控制器。其中， 

驱动电机可以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为车辆行驶提供驱动力，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来

源，电机相当于传统燃油汽车的发动机；电机控制器可控制电机按照设定的方向、

速度、角度、响应时间工作，通过调节电机运行状态使其满足整车不同运行要求。 

驱动电机概述 

电机是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即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与传递的一种电

磁装置。电机由定子、转子、轴承、壳体等组成，其中定子和转子是关键部件。定

子固定安装在壳体上，一般上面会绕有线圈，转子是通过轴承或轴套安装固定在机

座上，转子上有硅钢片。当处于工作状态时，电流在线圈的作用下会在定子、转子

的硅钢片上产生磁场，磁场从而驱动转子转动。 

 

图1：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与一般工业电机相比，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需要满足：1）转矩控制高动态响

应能力以应对汽车频繁加速、减速；2）电动车以固定齿比变速器取代传统多级变

速器，要求电机在宽广的速度范围内高效产生转矩，在爬坡时可输出较高转矩，在

汽车高速运行时提供较大调速范围以满足超车等要求；3）为降低整车能耗，减速

制动时可实现能量回收；4）结构紧凑、功率密度大，实现轻量化与成本降低等。 

回顾驱动电机发展历史，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开关磁阻

电机四种驱动电机较为常见： 

 直流电机 

电动汽车发展初期，由于主流电机技术成熟、控制方式简单、调速优良，大部

分电动汽车都采用直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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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已基本无车型选择直流驱动电机，主要因为：1）直流电机复杂的机械

结构使其瞬时过载能力及电机转速的提高受到限制（其转速范围仅为4000-6000 

r/min）；2）长时间工作下机械结构损耗会增加维护成本；3）电机运转时电刷冒

出的火花使转子发热，导致的高频电磁干扰会影响整车其他电器性能。 

 永磁同步电机：高功率密度与转矩密度 

永磁同步电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它是指一类在制造电机转子

时加入永磁材料，并且转子转速与定子绕组的电流频率保持同步的电机。定子绕组

通入交流电后产生旋转磁场，与加入永磁体材料制成的转子自带磁场相互作用，推

动转子围绕轴心线旋转。转子的转速与定子绕组的电流频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

通过控制电机的定子绕组输入电流频率以控制车速。 

永磁同步电机有较高的功率密度和转矩密度，即给汽车提供相同的动力输出

时，永磁同步电机的质量与体积会更小，而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对空间

占用及自重要求很高。另外，永磁同步电机相比交流异步电机调速范围大，更适用

于频繁起停等工况，且其峰值效率也较高。 

永磁同步电机缺点主要体现在：1）高温、震动和过流条件下，电机会产生磁

性衰退，所以在复杂工作条件下电机可能发生损坏；2）永磁同步电机对于密封性

要求也很高，以防止金属颗粒飞散；3）永磁材料价格较高，因此永磁同步电机成

本相对较高。 

 交流异步电机：成本较低、可靠性高、结构简单 

交流异步电机，又称交流感应电机，其与永磁同步电机的主要不同在于转子结

构。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内嵌有导体，导体两端连接成闭合回路。 

 

图2：交流异步电机内部结构 

 

数据来源：鹏芃科艺、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其工作原理过程为：对定子绕组施加交流电后定子产生旋转的磁场，旋转磁场

与转子导体产生相对运动导致转子导体切割磁感线。转子导体感应出电动势下，因

为导体两端连接成闭合回路，因此存在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旋转磁场中形成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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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带动转子转动（转子转速不可能达到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而称为“异步”的

原因：当转子与旋转磁场转速相同时两者之间就不存在相对作用，也就不存在感应

电动势、感应电流以及使转子转动的力矩）。 

异步电机优点为价格较低、工艺简单、可靠耐用、维修方便，而且能忍受大幅

度的工作温度变化，没有退磁困扰。异步电机缺点为调速性、功率密度、峰值效率

不及永磁同步电机，且由于交流异步电机在工作中需要生成旋转磁场，感应出电动

势及电流、安培力进而驱动转子转动，增加了能量损耗环节。 

 开关磁阻电机 

1983年，英国TACS Drives公司首次向市场推出开关磁阻电机。开关磁阻电机

是高性能机电一体化系统，主要由开关磁阻电动机、功率变换器、传感器和控制器

四部分组成，其中开关磁阻电动机为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实现电能向机械能的转

化。开关磁阻电动机是利用磁阻最小原理，即磁通总是沿磁阻最小的路径闭合，利

用齿极间的吸引力拉动转子旋转。 

开关磁阻电机具有结构简单坚固、可靠性高、质量轻、成本低、效率高等优

点，且可控性好，可应用于较为恶劣的环境。其缺点主要为噪音和振动较大，控制

系统相对复杂，导致目前还无法商用。 

 

图3：开关磁阻电机定子与转子  图4：开关磁阻电机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鹏芃科艺、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永磁同步电机为目前主流选择，且市占率有望不断提升 

直流电机已遭市场淘汰，开关磁阻电机仍无法广泛应用，永磁同步电机和交流

异步电机均被市场广泛认可。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电机目前为市场主流选择，未

来其市占率有望不断提升。 

 

 从产品特性看，永磁同步电机和交流异步电机各有特色 

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开关磁阻电机中，直流电机性能参

数普遍较差；永磁同步电机功率密度较高，尺寸更小，重量更轻，峰值效率和控制

14232494/30242/20171225 14:42

http://www.hibor.com.cn/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8 / 32 

行业深度|汽车 

操作性能也较为出色；交流异步电机则拥有很好的可靠性，转矩性能和过载能力出

色，同时操控性能高，成本也能控制在较低水平；开关磁阻电机转速能达到15000 

r/min以上，可靠性、转矩性能、功率密度也都较高，但目前因为噪音、振动等问题

目前无法广泛应用。 

从产品特性来看，永磁同步电机和交流异步电机综合性能出色，是目前新能源

汽车的唯二选择。但相较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市占率有望不断提升，主要原因

是其调速范围大，在功率密度、扭矩密度上具有较大优势，可做到更小的体积和自

重，节省车内空间，降低整车重量，且永磁同步电机具有更高的峰值效率，有利于

节省能耗。 

 

表 1：电动汽车常用的四种驱动电机比较 

性能 直流电机 交流异步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 

功率密度 低 中 高 较高 

转矩性能 一般 好 好 好 

转速范围（r/min） 4000-6000 9000-15000 4000-15000 >15000 

峰值效率（%） 85-90 90-95 95-97 < 90 

负荷效率（%） 80-87 90-92 85-97 78-86 

过载能力（%） 200 300-500 300 300-500 

恒功率区比例 - 1:5 1:2.25 1:3 

电机尺寸/质量 大/重 中/中 小/轻 小/轻 

可靠性 差 好 优良 好 

结构的坚固性 差 好 一般 优良 

控制操作性能 最好 好 好 好 

成本 高 低 高 低于感应 

控制器成本 低 高 高 一般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从产品应用看，永磁同步电机为新能源汽车主流选择 

从国内外主流车型电机选择来看，永磁同步电机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主流选择。 

从国内外主流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来看，除特斯拉Model S、Model X选择异

步电机、宝马i3选用结合永磁同步电机与开关磁阻电机特点的混合直流电机外，永

磁同步电机是主流车型的普遍选择。 

 

表 2：国内外部分主流新能源汽车电机类型 

地区 车型名称 驱动类型 电机类型 

国内车型 

帝豪 ev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腾势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荣威 RX5 新能源 纯电动/插电混动 永磁同步电机 

传祺 GS4 新能源 插电混动 永磁同步电机 

北汽 EV 系列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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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云 100 纯电动 交流异步电机 

国外车型 

特斯拉 Model 3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特斯拉 Model S 纯电动 交流异步电机 

特斯拉 Model X 纯电动 交流异步电机 

普锐斯 Prime 插电混动 永磁同步电机 

宝马 i3 纯电动/增程式混动 混合同步电机 

雪佛兰 Volt 插电混动 永磁同步电机 

奔驰 B 级电动版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日产 leaf 纯电动 永磁同步电机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特斯拉Model S电机采用了三相交流感应电机，主要原因为： 

1、交流异步电机低成本、运行可靠等优良特性。 

2、对供应链不稳定的顾虑。永磁同步电机所需钕铁硼材料的供给主要来自中

国，且钕铁硼的烧结专利来自于日本日立金属株式会社，中国企业需要得到日立金

属的专利授权才能出口钕铁硼（钕铁硼磁性材料是钕、氧化铁等的合金，其具有极

高的磁能积和矫力，同时具有高能量密度，被称为“磁王”）。 

3、公司铜芯转子技术提高了电机效率。特斯拉用铜铸转子取代了铝铸转子，

降低了能量损耗。交流异步电机转子一般由铝铸造而成，但铝铸转子的交流异步电

机效率有限。特斯拉则通过将铜条插入转子槽后用铜质楔子构造端环的创新性方

法，完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铜芯转子制造，电导率更高的铜转子显著降低了交流

感应电机的能量损耗。 

但特斯拉也开始选用永磁同步电机。特斯拉于16年10月与国内钕铁硼永磁材料

龙头中科三环签订采购条款，特斯拉新款电动车Model 3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 

 

电机控制器概述 

电机控制器主要由冷却模块、功率半导体模块、控制模块、驱动模块、薄膜电容

组成，其中控制模块包含控制芯片和电源电路板。目前功率半导体模块主要使用

IGBT模块，IGBT模块由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和FWD（续流二极管芯片）通

过特定的电路桥封装而成。 

电机控制器作为新能源汽车中重要的信号和能量传递元件，一方面接收来自整

车控制器和控制机构（制动踏板、油门踏板、换挡机构）的信息对电机的工作加以

控制，一方面将电池中的电能转化为驱动电机工作的电能。通过电机控制器集成电

路对驱动电机的电压、电流进行控制，电机控制器可以使其按照设定方向、速度、

角度、响应时间进行工作，进而控制新能源汽车启停状态、进退速度、爬坡力度等

行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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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电机控制器主要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研究院、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IGBT对电机控制器整体性能和成本有直接影响。IGBT是一个非通即断的开关，

导通时可以看作导线，断开时可以看作开路。在电机控制器中，IGBT主要负责将动

力电池传输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作为驱动电机的输入电流。 

高成本占比的IGBT模块技术含量较高，制造难度大，具有很高的壁垒，目前其

市场主要由欧美及日本企业占据。根据英飞凌数据，2016年全球IGBT功率半导体市

场中，英飞凌、三菱、富士、赛米控、安森美市占率分别为26.6%、17.0%、12.2%、

7.1%、6.6%，合计占据了IGBT全球市场近70%的市场份额。除中车时代、比亚迪具

备一定的IGBT设计外，国内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IGBT芯片/模组主要依赖进口。 

 

图6：2016年全球IGBT功率半导体各企业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英飞凌、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国内企业在IGBT国产替代上取得一定进展。2008年，中车时代收购英国Dynex

公司并引入6英寸IGBT生产技术。2011年，中车时代在6英寸IGBT基础上研发升级，

建成国内首条、世界上第二条8英寸IGBT芯片及模块生产线，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

26.6%

17.0%

12.2%

7.1%

6.6%

30.5%

Infineon 英飞凌

Mitsubishi 三菱

Fuji Electric 富士

Semikron 赛米控

ON Semiconductor 安森美半导

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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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半导体芯片方面的技术垄断，其生产的IGBT芯片已应用于旗下中车时代电动的

电控产品；比亚迪较早布局IGBT领域，2008年收购半导体制造公司宁波中纬，2015

年，比亚迪与上海先进半导体签订合作协议，集中比亚迪在IGBT芯片设计、封装方

面的优势以及上海先进半导体在IGBT芯片工艺研发与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共同打

造新能源汽车IGBT产业链，根据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告，2016年其交付比亚迪的新能

源汽车用IGBT芯片已实现产业化；2015年底，中车株洲时代与北汽新能源签署协议，

全面启动汽车级IGBT和电机驱动系统等业务的合作。未来IGBT模组若国产化进程加

快，电控产品成本有望显著下降。 

 

国内主流电机、电控供应商 

根据高工产研数据，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总装机量分别为56.17、

56.15万台（包括纯电动车、插电混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其中，比亚迪电机、

电控装机量均为14.02万台，约占市场总份额25%；北汽新能源电机、电控装机量均

为5.18万台，市场份额为9.2%，位列第二。整车厂外第三方电机、电控供应商方面，

上海电驱动、联合电子、安徽巨一电机装机量分列前三，联合电子、上海电驱动、安

徽巨一电控装机量分列前三。 

 

图7：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电机装机量份额  图8：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电控装机量份额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乘用车电机、电控供应商 

乘用车方面，2016年比亚迪、北汽新能源电机、电控装机量均居前两位，分别

占比32.0%、13.4%，主机厂江铃新能源、众泰汽车也进入了装机量前十，四家整车

厂合计分别占电机、电控装机份额的54.8%、54.8%。第三方供应商方面，上海电驱

动、联合电子、安徽巨一装机量也较大。安徽巨一与江淮汽车于2015年成立了合资

公司，共同开发生产电机及电控系统，实现了与江淮新能源汽车的整车绑定；联合

电子为上汽集团联营子公司，装机量主要依托上汽荣威新能源车型。 

 

25.0%

9.2%

4.8%

4.0%

3.6%3.3%3.1%

3.1%3.0%

2.7%

38.2%

比亚迪

北汽新能源

宇通客车

上海电驱动

联合汽车电子

安徽巨一

江铃新能源汽车

山东德洋电子

精进电动

长沙众泰汽车

25.0%

9.2%

7.0%

3.5%

3.3%3.1%3.1%

2.7%1.9%

1.9%

39.2%

比亚迪

北汽新能源

联合汽车电子

上海电驱动

安徽巨一

山东德洋电子

江铃新能源汽车

长沙众泰汽车

永康市斯科若

杭州杰能动力

14232494/30242/20171225 14:42

http://www.hibor.com.cn/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12 / 32 

行业深度|汽车 

表 3：新能源乘用车电机电控装机量排名 

电机 电控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比亚迪 11.16 32.00% 比亚迪 11.16 32.03% 

北汽新能源 4.67 13.38% 北汽新能源 4.67 13.39% 

上海电驱动 2.27 6.51% 联合汽车电子 3.91 11.23% 

联合汽车电子 2.02 5.79% 上海电驱动 1.96 5.63% 

安徽巨一 1.84 5.27% 安徽巨一 1.84 5.27% 

江铃新能源汽车 1.74 4.98% 山东德洋电子 1.76 5.05% 

山东德洋电子 1.72 4.93% 江铃新能源汽车 1.74 4.98% 

精进电动 1.71 4.90% 长沙众泰汽车 1.53 4.40% 

长沙众泰汽车 1.53 4.39% 永康市斯科若 1.09 3.12% 

永康市斯科若 1.09 3.12% 杭州杰能动力 1.08 3.11% 

其他 5.14 14.73% 其他 4.11 11.78%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客车电机、电控供应商 

客车方面，2016年比亚迪、宇通客车电机、电控装机量分列前两位，占比分别

均为18.9%、17.7%。装机量前10厂商中，除了大地和电气、上海大郡为纯正第三方

供应商外，其余8家均为新能源客车生产企业或由旗下子公司生产新能源客车。其中，

中车时代旗下中车时代电动、珠海银隆旗下珠海广通汽车均为新能源客车生产企业。 

 

表 4：新能源客车电机电控装机量排名 

电机 电控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比亚迪 2.86 18.86% 比亚迪 2.86 18.86% 

宇通客车 2.69 17.71% 宇通客车 2.69 17.71% 

中通客车 1.06 6.97% 中通客车 1.06 6.97% 

北汽福田汽车 0.62 4.08% 北汽福田汽车 0.62 4.08% 

中车时代 0.58 3.82% 中车时代 0.58 3.82% 

珠海银隆 0.58 3.81% 珠海银隆 0.58 3.81% 

厦门金龙 0.52 3.45% 厦门金龙 0.52 3.45% 

大地和电气 0.39 2.57% 上海大郡 0.42 2.76% 

南京金龙 0.39 2.55% 大地和电气 0.39 2.57% 

上海大郡 0.38 2.54% 南京金龙 0.39 2.55% 

其他 5.10 33.65% 其他 5.07 33.42%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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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车电机、电控供应商 

专用车电机电控方面，2016年第三方供应商占主导地位。从装机量看，前10名

厂商中仅北汽新能源、陆地方舟为整车厂商，两家厂商合计占新能源专用车电机、

电控装机量的比例均为12.30%。 

 

表 5：新能源专用车电机电控装机量排名 

电机 电控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厂商 装机量（万台） 份额 

南京越博动力 1.14 18.63% 蓝海华腾 0.84 13.11% 

北汽新能源 0.52 8.44% 北汽新能源 0.52 8.44% 

深圳民富沃能 0.44 7.18% 南京越博动力 0.44 7.21% 

苏州和鑫电气 0.31 5.05% 深圳民富沃能 0.44 7.18% 

POSCO 0.29 4.79% POSCO 0.29 4.79% 

北京锋锐新源 0.26 4.31% 苏州和鑫电气 0.29 4.67% 

合普动力 0.26 4.18% 北京锋锐新源 0.26 4.31% 

山东休普动力 0.25 4.01% 珠海英搏尔电气 0.25 4.09% 

广东陆地方舟 0.24 3.86% 山东休普动力 0.25 4.01% 

湘电莱特电气 0.21 3.37% 广东陆地方舟 0.24 3.86% 

其他 2.22 36.17% 其他 2.35 38.34%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电驱动桥：电机、电控集成化趋势下升起的新星 

电机电控功能集成化成行业确定性趋势 

目前，电机、电控功能集成化是电机、电控行业一大确定性技术趋势，国内外

企业均在布局。厂商通过在封装板中集成更多的器件和功能，可以为电机、电控系

统节约一些重复的电子元件，降低体积、自量的同时降低成本，也方便下游整车厂

的布置和安装。 

目前国内电机、电控功能集成化主要有以下3种技术方案。 

（1）电机集成变速系统：典型代表为精进电动为小型或紧凑型纯电动乘用车

提供的一体化电机与减速器驱动总成，该系统将驱动电机与二级减速器集成，有效

降低了系统的尺寸与重量。精进电动的这套总成系统应用在精进电动某客户车型

上，使驱动电机和减速器总重量由传统分体式结构下的88公斤下降到一体化结构下

的8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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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精进电动一体化驱动总成与传统分体式总成对比 

 

 
数据来源：精进电动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电控系统集成其他控制模块：典型代表为上海大郡为商用车提供的五合

一集成控制器，该系统集成了电机控制器、DC/DC变换器，打气/转向泵控制、高

压配电柜、VCU整车控制器，使系统空间结构更加紧凑，利于整车布置和安装。 

 

图4：上海大郡五合一集成控制器  图5：上海大郡集成控制器应用案例 

 

 

 

数据来源：上海大郡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上海大郡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3）电机、电控及其他零部件的配套整合：上海电驱动、上海大郡等公司均

有电机、电控及其他零部件的配套整合的产品。上海电驱动将自己生产的电机、电

控产品根据不同车型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组合、配套销售；上海大郡则直接将电

机、减速器、电控整合在一体化系统中，使一台设备同时具备多项功能。相对而

言，后者集成程度更高，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小系统尺寸、重量；但前者技术难度较

低，通过合理的组合，可以满足下游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14232494/30242/20171225 14:42

http://www.hibor.com.cn/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15 / 32 

行业深度|汽车 

表 6：部分厂商电机电控集成产品 

集成方案 厂商 相关产品 

电机集成变速系统 精进电动 
乘用车：驱动电机+减速器 

商用车：驱动电机+电磁换档自动变速器 

电控集成其他控制模块 

上海大郡 
五合一集成控制器（电机控制模块 DC/DC 模块+打气/转向泵控制

模块+高压配电柜+整车控制器） 

精进电动 三合一控制器（电机控制模块+DC/DC 模块+电磁离合器模块） 

蓝海华腾 
五合一控制器（驱动电机控制模块+发电机控制模块+转向电机控

制模块+DC/DC 模块+高压配电模块） 

电机、电控及其他零部件

的配套整合 

上海电驱动 电机+电控配套销售 

上海大郡     电机+减速机+电机控制器一体化集成方案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电驱动桥：集成化趋势下的新星 

电驱动桥，指“电机+电控+减速器”或相类似的电机电控与其他部件的集成产

品，是新能源车型特别是紧凑型纯电动车型或者电子四驱新能源车型的关键部件。

国内外零部件企业均在布局该产品，电驱动桥未来的广泛应用已成业内共识。 

 具体产品说明：以博世电驱动桥产品eAxle为例 

在今年法兰克福车展上，博世展示了其全新产品电驱动桥eAxle。其实博世早

在2008年就与格特拉克合作开发了一款30kW电驱动桥，并应用于标致3008电动

版、菲亚特500e等新能源车型，但当时电力电子设备未完全纳入其中。博世eAxle

电动轴是具有更高集成度和平台化灵活设计的新一代产品，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

但样品已与主机厂开展测试，预计最迟于2019年开始量产。 

 

图10：博世eAxle电驱动桥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GTM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具体结构方面，博世eAxle将电机、电子设备及变速箱集成为一体：如下图所

示，eAxle左侧为大功率永磁同步电机，电机上部为电机功率控制逆变器，中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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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接插件为低压通讯控制信号接插件，右侧橘红色接插件为高压直流母线，电机的

右侧为变速箱（减速齿轮结构）和输出轴。从左侧的特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电机功率

控制逆变器的大功率交流驱动母线已被集成到电机左侧，长度大幅减短。 

博世电驱动桥产品基于平台化理念开发，可用于前轴或后轴安装，可配备永磁

同步电机或交流感应电机，也可用于混动或纯电车型。博世电驱动桥具体产品系列

可实现的输出功率范围为50kW到300kW，扭矩范围为1000Nm到6000Nm。 

 

图11：eAxle电驱动桥左侧视角  图12：eAxle电驱动桥右侧视角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GTM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GTM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集成化产品eAxle电驱动桥特点及优势 

博世电驱动桥eAxle特点及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度集成化。博世BOSCH充分利用其完整的产品线，进行高度整合后将动

力电机、电机功率控制逆变器和变速箱合三为一，三者占空间大幅减少，更能支持

新能源车型紧凑的动力布局。 

 

图13：博世eAxle电驱动桥具体组成部件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GTM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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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的降低。高度集成的另一好处为电机和逆变器的液冷冷却管路整合，

简化了管线布置。模块内部集成大功率交流驱动母线，也进一步降低了线缆成本。 

3、更高的效率。博世eAxle的高效率主要与高效的个别零件使用有关，也与高

压电缆、插头和冷却机组等这类零件精简后的效能损失降低有关。 

4、良好的EMC性能，减少了高压线束传导和辐射的影响。 

总的来说，电驱动桥通过将原来独立的电机、变速箱和包括逆变器在内的功率

电子模块集成将使得整个电驱动桥成本更低、体积更小、效率更高。 

 

图14：博世eAxle电驱动桥特性介绍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大众 MEB 平台加速电驱动桥发展，对电机电控集成化产生深远影响 

电机电控集成化是行业确定性发展趋势，但目前装配电驱动轴或类似产品的车

型不多。大众MEB电动汽车平台产品将使用电驱动桥，2025年目标销量200-300万

台，这将对电驱动桥产品的加速推广应用产生深远影响。 

 大众MEB平台简介 

大众集团战略重心逐渐向新能源市场转移，其专为电动汽车研发的全新生产平

台——MEB模块化平台预计于2019年正式推出。 

MEB平台是环绕电池而造，围绕电池组进行布局。基于此平台的车辆特点为：

更大的空间、更长的轴距、更高的坐姿，电池完全铺在车身下面。基于MEB平台的

车型上，车轴模块和传动系统模块相隔较远；车辆具有较长的轴距；所有的传动系

统模块均紧凑小巧，MEB平台将采用电驱动轴产品。 

大众已推出I.D.系列三款概念车型，分别为I.D.紧凑小车、I.D.BUZZ微巴和

I.D.CROZZ SUV车型，I.D.系列拥有宽敞和灵活的全新空间布局。据大众的规划，

未来I.D.家族将会投放紧凑型轿车、紧凑型跨界SUV、中型SUV和中型轿车。由于

MEB平台内部大空间设计，出自这一平台的电动车其内部空间往往要比外形尺寸提

升一个级别，即紧凑型车拥有中型车内部空间，中型车拥有中大型车内部空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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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桥更高的集成度可以帮助其新能源车型留出更多的乘坐空间或者配备更大容量

的电池组。 

 

图15：大众MEB平台动力总成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 

在今年大众汽车品牌电动车战略媒体沟通会上，大众汽车品牌中国CEO冯思翰

表示，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大众计划分三个阶段在中国市场进行布局： 

（1）从当前至2019年为第一阶段，大众汽车的重点是基于现有车型推出新能

源车型，其中大部分将基于MQB平台打造。具体车型上，2017年大众汽车品牌将

推出国产辉昂插电混合动力版和进口e-Golf，2018年将推出一款国产纯电动的A级

轿车、一款国产插电混合动力的B/C级车、一款国产插电混合动力SUV以及进口蔚

揽GTE。 

（2）第二阶段为2019年-2020年，大众将以“电动&互联”为发展主题，一方

面，基于MEB、MLB平台研发全系列新能源车型；另一方面，在所有大众汽车品牌

的车型上实现全面互联并以创新服务拓展生态系统。在车型上，大众在第二阶段将

会推出两款国产纯电动A级车、一款国产插电混合动力B/C级车、一款国产插电混

合动力的SUV、一款国产纯电动的SUV以及一款进口的插电混合动力SUV。 

（3）第三阶段是2020-2025年，大众将把MEB平台引入中国市场，在2020年

以后推出I.D.家族系列纯电动车型。 

电驱动轴供应方面，大众采用自配及外购方式。2016年6月，大众汽车集团发

布“TOGETHER-Strategy 2025”战略，2020年到2028MEB平台目标销量640万

台，若按电驱动桥8000元左右的单价，不考虑年降下仅MEB平台带来的市场空间

就超过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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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动桥行业竞争情况 

电驱动桥行业国际竞争情况：各零部件巨头均有布局 

除博世外，博格华纳、采埃孚、吉凯恩、麦格纳等零部件巨头均有布局。相比

国内零部件供应商，这些零部件巨头布局较早，有的企业甚至在近10年前就已有类

似电驱动桥的高集成化产品。 

 博格华纳：集成了eGearDrive的驱动电机模块eDM 

博格华纳是全球汽车动力系统高水准零部件和系统工程领域领导者，在19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74家制造和技术基地。从公司产品发展轨迹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其

驱动系统的集成化发展：从初代eGearDrive传动系统到电子程度高的eGearDrive，

到集成了eGearDrive的驱动电机模块eDM，再到计划未来做控制器、电机和减速箱

等集成的产品（即电驱动桥）。 

eGearDrive电子驱动桥是博格华纳公司针对电动汽车传动系统推出的产品，最

早亮相于2008年。博格华纳应用于电动车的eGearDrive 31-01和eGearDrive 31-03

全部使用铝压铸壳体，实现轻量化、紧凑化设计，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了大转矩传

递、超高效率及低NVH。 

以应用于世界首款电动跑车Tesla Roadster的eGearDrive 31-01为例，它可实

现峰值400Nm的转矩传递，最高输入转速达14000 r/min。博格华纳该产品使用了

高效率的传动齿轮，使其拥有高达近98%的传动效率，并有效降低了行驶噪音、震

动磨损，NVH表现出色。后来，eGearDrive 31-01型号所有权被特斯拉买下。 

 

图 16：伯格华纳 eGearDrive 31-01 电驱动桥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博格华纳、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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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博格华纳又为福特首款量产纯电动车Transit Connect 配套了31-03

型eGearDrive，该车最高时速121 km/h。相比eGearDrive 31-01的36kg，博格华

纳eGearDrive 31-03重量下降至28kg。除了应用于电动轿车的单速比31-XX系列产

品之外，博格华纳还研发了可纵置布置的应用于商用车的32-XX系列产品以及具有

3个挡位应用于电动客车的34-XX系列产品。 

国内方面，博格华纳的eGearDrive 31-03于2016年供应吉利帝豪EV，2017年

供应北汽新能源车型。 

图17：博格华纳eGearDrive 31-01传动效率   图18：博格华纳eGearDrive 31-03传动效率 

 

 

 

数据来源：博格华纳、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注：输入扭矩50Nm，65°C，Mobil Dex VI润滑油 

 数据来源：博格华纳、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博格华纳后来又专门为纯电动车研发了集成了eGearDrive变速器电子驱动桥和

电机的减速器集成驱动电机模块eDM（Electric Drive Module）。公司通过采用紧

凑的轻量化设计，进一步简化部件，有效将整车重量减轻至75kg。与竞品驱动模块

相比减重15kg，长度缩短104mm，不仅能满足轻量化要求，其可扩展和紧凑型设

计可帮助OEM实现车辆更高的传动效率，给客户安装、维护带来很大便利。 

 

图19：博格华纳eDM电驱模块   图20：eDM电驱模块高精度螺旋齿轮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盖世汽车、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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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eDM电驱模块右侧体积较大部分为电机，左侧经过固定传动比齿

轮后将动力传递到差速器，再由差速器分配到两侧车轮。模块使用了高精度螺旋齿

轮，齿轮采用斜齿设计，齿型改进后啮合总重合度> 4，更低的齿隙使噪音有效降

低。同时，通过表面抛光减少闪点温度，进一步提升高速性能，实现齿轮部分传递

效率>97%。eDM电驱模块最终实现模块传递扭矩最高可达315Nm，轮上持续扭矩

和轮上峰值扭矩分别达到1450Nm和2500Nm，最高输入转速达12000r/min，实现

系统传动效率大于93%。 

博格华纳动力驱动系统武汉工程中心总监张相宏曾公开表示，eDM现在是电机

和eGearDrive的集成，下一步会是控制器、电机和减速箱等集成在一起，未来博格

华纳将给客户带来更全面系统的电动解决方案。 

 

 采埃孚 

采埃孚总部位于德国，专业提供传输、转向、底盘系统等汽车零配件，作为全

球三大变速箱厂商之一，其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和底盘技术具有世界领先地位。采埃

孚1981年进入中国，已在中国建立了2家地区总部、32家生产企业。2016年，公司

实现营收389亿美元，实现净利润9.5亿美元。 

2012年采埃孚层在多个展会上展出其电机、减速器、差动齿轮机构合为一体的

纯电动汽车用驱动机构Electric Axle Drive，并于2013年在铃木上进行了实车展

示。但当时采埃孚的Electric Axle Drive没有将逆变器进行整合，采用的感应电机最

高输出功率为90kW，最大扭矩为1700Nm，性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采埃孚电驱动桥产品可完美用于小型和紧凑型车。其电机、带有差速器的

变速器、壳体、冷却设备和带控制软件的功率电子被集成为一套完整的电驱设备，

最大输出功率为150kW，噪音较低，且集成了液冷系统。 

 

图21：采埃孚电驱动桥外观   图22：采埃孚电驱动桥内剖图  

 

 

 

数据来源：ZF、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ZF、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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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凯恩集团（GKN） 

吉凯恩创建于1759年，主要业务有大型民航客机和运输机结构件、汽车传动系

统、非高速公路用工作车辆和特种车辆、农用机械、粉末冶金、环保用汽车催化转

化器等。吉凯恩在全世界有280多个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员工超过50000人。1988

年至今，吉凯恩在中国已拥有19家合资和独资分公司，员工超过8000多名。 

今年4月18日，吉凯恩宣布将其最顶尖的电力驱动系统全球生产中心落户上

海，预计到2025年实现100万个单元的年产量，预计2019年在中国生产的最新 

eDrive电力传动系统单元，将实现电动机、逆变器和减速箱置于同一封装空间，这

是eDrive单元最精炼的一代产品，噪音非常小，功率密度非常高，同时减轻了重

量，可大幅度提高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eDrive系统是吉凯恩在2002年推出的电力驱动单元，主要为纯电动汽车和混合

动力汽车提供动力，在落户中国之前，主要是由吉凯恩位于欧洲和日本的工厂生

产，目前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万辆电动汽车使用 eDrive 电传驱动系统，既有标

致、菲亚特、三菱、尼桑这样的大众品牌，也用在沃尔沃XC90 T8、保时捷918 

Spyder、宝马i8等高端车上。 

GKN新一代的电驱动桥甚至在小型化的基础上开始支持扭矩矢量控制，来更好

地提升新能源车型的运动性。目前量产混合动力车平台只能从电池获得到30%的总

动力，GKN预期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大的扭矩矢量电动驱动桥可以在今后的车辆提

供动力的60-70%，GKN认为解决方案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模块，让汽车具备电动全

轮驱动和扭矩矢量分配。该动力传动系统结合了成熟的保时捷918 Spyder的和宝马

i8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福克斯RS上采用的Twinster扭矩分配系统技术。一个功率

60kW，240Nm的GKN EVO的电动马达驱动的电动桥采用1:10的传动比。这样带

有一套双离合器Twinster扭矩矢量分配系统就能为后轮分配2400Nm的强大扭矩。 

 

图23：吉凯恩GKN电驱动桥产品 

 

数据来源：高工电动车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麦格纳 

麦格纳国际公司是全球著名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具备整车工程及代工制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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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产品能力包括制造车身、底盘、外饰、座椅、动力总成、电子、主动驾驶辅

助、镜像、闭锁及车顶系统，拥有多个领域的电子和软件工程能力，在29个国家设

有321家制造工厂，102个产品开发、工程和销售中心，全球共159000名员工。

2016年公司实现营收364亿美元，实现净利润20.3亿美元。 

麦格纳动力集成产品为etelligentDrive，该产品可用于纯电和混合动力汽车，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高度集成的电驱动轴产品研发工作。麦格纳与华域汽车已联合获

得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关于大众全球电动汽车平台MEB平台电驱动系统总成相关产

品的定点意向书，该产品未来将由其与华域的合资公司华域麦格纳负责配套供货，

预计于2020年投产。 

电驱动桥行业国内竞争情况  

 华域汽车 

华域汽车总部位于上海，业务主要包括金属成型与模具、内外饰、电子电器、

功能件、热加工、新能源六个业务板块。17年前3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7.5

亿元，同比增长11.7%；实现归母净利润48.2亿元，同比增长7.8%。 

今年10月份，公司发布公告，拟与麦格纳全资子公司麦格纳科技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其中华域汽车持股50.1%，麦格纳科技公司

持股49.9%。华域麦格纳主要产品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总成产品，该类产品主

要通过一体化集成驱动电机、变速器、控制器等（即电驱动桥），实现对现有传统

汽车内燃机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替代。 

华域汽车与麦格纳在华域麦格纳筹备期间成立了联合项目组，已成功获得上汽

大众、一汽大众关于大众MEB平台电驱动系统总成相关产品的定点意向书，该产品

未来将由华域麦格纳负责配套供货，预计于2020年投产。未来华域麦格纳将以

MEB平台电驱动系统总成相关产品项目为起点，争取更多整车客户的配套供货机

会。同时，经大众评审，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将为华域麦格

纳生产的MEB平台电驱动系统总成相关产品，提供全部驱动电机部件的配套供货。 

与麦格纳的电驱动系统业务合资合作，有利于华域汽车快速形成新能源汽车电

驱动系统的本土化集成开发和全球批量供货能力，有助于公司完善新能源汽车核心

零部件产业链的布局，实现对现有驱动电机等业务的快速拉动和协同发展，使公司

加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风险提示：公司与麦格纳合作进展低于预期；MEB平台销量低于预期。 

 

 汇川技术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品包括各种电机控制器、辅助动力系统、DC/DC等

产品，目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客车、物流车、乘用车市场。在新能源客车

领域，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新能源客车企业宇通客车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已经成为

国内新能源客车电机控制器最大供应商。2016年，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共实现销

售收入8.45亿元，同比增长31%。 

2016年，汇川技术新能源乘用车电机控制器产品也获得海马小批量销售，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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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乘用车企业进行深入对接，取得多个项目合作机会。2016年公司推出了新一代新

能源乘用车电机控制器，该产品基于AUTOSAR软件架构，并按照IS026262开发流

程进行设计，具备高功率密度、高防护等级特点。 

汇川技术近年来不断在新能源动力总成领域加码布局：2016年9月30日，苏州

汇川出资2亿元投资设立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新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

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的研发、销售与服务，在电控研发团队的基础上，公司组建了新

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研发团队。2016年，公司又推出了物流车集成式电机控制器，为

新能源汽车领域提供集成式电机控制或动力牵引系统解决方案，利用物流车集成式

电机控制器等产品，成功布局微面和蓝牌4.5T轻卡等车型。产品方面，公司已有成

功的产品五合一控制器（驱动电机控制模块+发电机控制模块+转向电机控制模块

+DC/DC模块+高压配电模块）。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研发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产品推广不及预期。 

 

 方正电机 

方正成立于1995年，是微电机及控制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驱动总成，汽车控

制系统的领军企业，目前有深圳高科润、上海海能、广西三立、杭州德沃仕、湖北

方正、越南方正等6家子公司。 

为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一流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公司先后成功收购深圳高科

润、上海海能和杭州德沃仕，成功研发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汽车驱动控制器、

汽车专用微机控制器、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等产品并逐渐投放市场。 

2017年9月份，公司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过41090万元，其中投入募集

资金30740万元于“年产35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成系统项”，项目产

品包括高功率密度驱动电机（年产20万台）以及电驱动集成系统（年产15万台），

建设周期为18个月。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研发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产品推广不及预期。 

 

图24：方正电机驱动电机型谱  

 

数据来源：方正电机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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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进电动 

精进电动是目前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供应商，主要配套客户

包括吉利、东风、广汽传祺等实力主机厂。针对乘用车，精进电动推出了一体化电机

与减速器驱动总成，有效减低了系统尺寸和总量。与传统分体式结构相比，集成了

电机和二级减速器的一体式方案可以将尺寸减低 15%左右，并将系统总量由 88Kg

减低到 84Kg。针对商用车，精进电动推出了两款集成驱动电机和电池换挡自动变速

器的动力总成，峰值功率分别为 1000Nm 和 1500Nm。在电控方面，精进电动也推

出了集成电机控制模块+DC/DC 模块+电磁离合器模块三合一控制器系统。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研发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产品推广不及预期。 

 

表 2：精进电动驱动电机+电磁换档自动变速器产品参数 

项目 
1000Nm 驱动电机+电磁换档自动变速器 

（高压版） 

1500Nm 驱动电机+电磁换档自动变

速器 

适用车型 8 米客车/总质量 6-10 吨卡车 12 米客车/总质量 10-12 吨卡车 

连续功率/峰值功率（kW） 95/162 100/149 

连续转矩/峰值转矩（Nm） 605/1000 800/1440 

额定转速/最高转速（rpm） 1500/4500 1200/3200 

额定电压/电池电压（VDC） 576 576 

电压范围（VDC） 300-720 300-720 

冷却方式 水冷 水冷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大郡 

目前，上海大郡推出了电机+减速机+电机控制器一体化集成驱动方案，适用于

前置前驱的高端商务车型，并已成功应用在东风电动商务车。该集成化系统简化了

散热回路、高压回路，使得空间尺寸更加紧凑，方便动力总成布置。 

 

图25：上海大郡电机+减速机+电机控制器集成方案  图26：上海大郡三合一集成方案应用案例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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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控系统方面，上海大郡推出了集成式控制器系统，在原电机控制器基础上，

集成了整车控制器、高压配电柜、打气/转向泵控制器、DC/DC 变换器等组件，形成

集成度高、体积小、更便于安装的集成控制系统，目前在金旅客车上已有所应用。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研发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产品推广不及预期。 

 

 上海电驱动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同时具备新能源汽车电机与电控的

开发能力，可以根据不同车型的实际需求，组合电机、电控产品，并进行配套销售，

公司组合产品客户包括一汽、长安、广汽、奇瑞等国内主流主机厂，其电机、电控组

合产品 EM2011/EC2005 在长安 C206 上得到应用。 

风险提示：公司产品研发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产品推广不及预期。 

 

图 27：上海电驱动 EM2011/EC2005 电机、电控组合  图28：应用上海电驱动EM2011/EC2005的长安C206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将成供应商竞

争力核心 

主机厂电机电控自配率较高，未来自配率提升将对第三方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前9批纯电乘用车、客车、专用

车、货车今年前3季度合格证数据进行了统计（第3批目录合格证数据缺失暂不考

虑），我们发现专用车、货车主机厂由于自身实力相对较弱，电机基本上外购自第

三方；乘用车、客车主机厂则自供及外购电机同时采用，但根据我们调研情况，越

来越多的主机厂已开始进行电机、电控研发，且规划未来逐渐自供，将对第三方供

应商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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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用车：主流主机厂自配与外购第三方比重相当 

根据我们统计结果，纯电动乘用车电机配套中，从总量来看，主机厂自配量与

外购第三方量比例大致相当，分别约占 52%、48%。其中，比亚迪、北汽、江铃全

部自配，众泰、长安自配率分别为 78%、58%，吉利、奇瑞、江淮则全部采用第三

方供应电机。 

 

表 7：主流电动乘用车主机厂电机配套情况 

主机厂 合格证（千台） 电机供应商及电机供应量占主机厂总需求比例 自配率 

北汽 

（不含银翔） 
50.48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0.0%） 100.0% 

比亚迪 

（比亚迪、腾

势） 

24.85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86.6%）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13.4%） 
100.0% 

众泰 20.70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众泰新能源全资子公司）（46.1%）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31.8%） 

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方正电机子公司）（18.7%） 

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3.1%）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0.2%） 

78.0% 

知豆 19.88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100.0%）* 0.0% 

奇瑞 19.86 

合肥巨一动力系统有限公司（63.0%）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杰诺瑞汽车电器系统有限公司（大洋电

机子公司）（31.7%） 

上海汽车电驱动有限公司（5.3%） 

0.0% 

长安 19.31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58.0%）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27.4%） 

创驱（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4.6%） 

58.0% 

江铃 18.35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00.0%） 100.0% 

吉利（不含知

豆、康迪） 
16.27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 

海博瑞德（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0.0%） 
0.0% 

江淮 11.09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97.0%） 

合肥巨一动力系统有限公司（3.0%） 
0.0% 

数据来源：工信部、中国汽车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客车：主流主机厂自配率较高 

纯电动客车电机配套总量中，主机厂自配和第三方供应占比分别约为 66%和

34%，总体来看客车主机厂自配率较高。宇通、福田、比亚迪、中车时代、安凯、苏

州金龙（海格牌）南京金龙（开沃牌）均全部或接近全部自配，广通、厦门金龙（金

龙牌）、厦门金旅（金旅牌）电机自配率分别约为 87%、61%、19%，中通、重汽

豪沃（黄河牌）电机则全部外购自第三方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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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主流电动客车主机厂电机配套情况 

主机厂 合格证（千台） 电机供应商及电机供应量占主机厂总需求比例 自配率 

宇通 4.6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100%） 100.0% 

广通（包括广通

牌、广通客车

牌、广客牌） 

1.68 

珠海银隆电器有限公司（86.8%） 

苏州和鑫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2.2%）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公司（0.8%）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1%）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0.1%） 

86.8% 

中通 1.33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44.9%）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4.6%） 

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15.8%）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6.5%）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5.4%）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5%）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公司（0.4%） 

0.0% 

福田 1.0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0%） 100.0% 

厦门金龙（金龙

牌） 
0.76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61.3%）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16.8%） 

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7.6%） 

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5.9%） 

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3.9%） 

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4%）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 

61.3% 

比亚迪 0.7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98.4%）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1.6%） 
100.0% 

中车时代（包括

中车时代牌、南

车时代牌、南车

牌） 

0.58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88.7%）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1.3%） 
100.0% 

重汽豪沃（黄河

牌） 
0.40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100.0%） 0.0% 

南京金龙（开沃

牌） 
0.21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97.1%） 

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1.4%） 

旭利无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1.4%） 

97.1% 

厦门金旅（金旅

牌） 
0.16 

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0.4%）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40.4%）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19.2%） 

19.2% 

苏州金龙（海格

牌） 
0.04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100.0%） 100.0% 

数据来源：工信部、中国汽车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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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车（含货车）：主流主机厂基本外购自第三方 

纯电动专用车（含货车）电机配套总量中，主机厂自配和第三方供应分别占比

约 3%和 97%。今年前 3 季度合格证超过 1000 的主机厂东风、楚风、通家福、瑞

驰、舒驰、太行成功中，仅瑞驰和东风有极少量电机自配，其自配率分别也仅为 4.1%、

0.3%。 

 

表 9：主流电动专用车主机厂电机配套情况 

主机厂 
合格证（千

台） 
电机供应商及电机供应量占主机厂总需求比例 

自配率 

东风汽车（不

包括东风随

州、郑州日

产、东风云

南、深圳云

南、东风小

康） 

6.78 

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26.5%） 

浙江格雷博智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21.7%）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8.8%）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7.5%） 

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7.5%）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4.4%）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公司（1.5%）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6%）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0.6%） 

杭州伯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0.4%） 

东风汽车电气有限公司（0.3%） 

格源动力有限公司（0.1%） 

0.3% 

楚风 4.19 

北京德威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4.6%）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5.3%） 

江苏微特利电机制造有限公司（0.0%）* 

襄阳宇清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0.0%）* 

0.0% 

通家福 5.50 山东休普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 0.0% 

瑞驰 3.04 
湘电莱特电气有限公司（95.9%） 

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4.1%） 
4.1% 

舒驰 1.58 无锡华宸控制技术有限公司（100.0%） 0.0% 

太行成功 1.49 河南新能微特利电机技术有限公司（100.0%） 0.0% 

数据来源：工信部、中国汽车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专用车生产企业由于自身研发能力较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仍可能继续采

购第三方供应商电机电控产品，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的乘用车行业中主机厂研发

实力相对较强，未来其电机、电控产品的自配将对第三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是第三方供应商竞争力核心 

我们认为，在未来主机厂自配率提升下，电机、电控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

升，未来具有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的第三方供应商会依靠其专

业性及与主机厂的良好关系得以发展，我们建议关注华域汽车、汇川技术、联合电

子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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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汇川技术为例，公司新能源业务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其与主机厂的绑定

（在2015年国内新能源客车爆发之际，公司与宇通客车达成战略合作，通过联合研

发、贴牌生产的方式为宇通相关车型提供配套电机与电控，一跃成为国内电机控制

器最大的供应商），另一方面则是其强研发能力。 

公司具有研发能力超强的团队：公司董事长朱兴明先生等多名公司核心人员拥

有华为电气、艾默生工作经历，以董事长为核心的高管和业务骨干覆盖了从研发、

营销、供应链、质量等各个业务部门，长期从事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技术研发、产品

管理、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工作，既拥有国际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了解并

掌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又对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本土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 

公司拥有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技术方面的多项技术优势，在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技

术方面，公司拥有多项技术优势，其中：永磁同步电机静止辨识转子位置技术，处

于行业领先位置，该技术的应用可大大提高产品的易用性；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

矢量控制技术，可保证在1Hz时满转矩输出，该技术将极大简化系统，推动永磁同

步电机的普及。 

同时，公司持续在研发上高投入。2014-2016年，公司研发人数分别为694、

869、1290人，研发人员占公司总员工比例分别高达24%、24%、28.5%；2014-

2016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2.17、2.59、3.85亿元，分别占当年营收的

9.7%、9.3%、10.5%。 

 

图 29：汇川技术研发人员情况  图30：汇川技术研发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汇川技术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汇川技术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迎来快速提升期，电机电控集成化趋势下电驱动桥产品成熟后有望

迎来迅速上量期，且其单品价值量大，市场空间广阔。第三方供应商方面，我们建

议关注具有强研发力、强产品力、强主机厂绑定能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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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及预期；电驱动轴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供应商电驱动轴研

发进展不及预期；主机厂自配进度快于预期；行业技术发生预期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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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 e_Research 广发汽车行业研究小组  

张 乐： 首席分析师，暨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发动机专业学士，5 年半汽车产业工作经历，8 年卖方研究经验。新

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2011、2012、2013 年入围；中国保险资

产管理业最受欢迎卖方分析师 IAMAC 奖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4、2015 年第三名；水晶球、金牛奖评比中多次上榜和

入围；2012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闫俊刚： 资深分析师，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士，13 年汽车产业工作经历，4 年卖方研究经验，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

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团队成员，2013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唐 晢：  高级分析师，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浙江大学金融学学士，CPA，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2015

年第四名、2014 年第五名团队成员，2014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刘智琪：  联系人，复旦大学资产评估硕士，复旦大学金融学学士，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2016 年第一名团队成员，2016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李 爽：  复旦大学金融硕士，南京大学理学学士，新财富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 2017 年第一名团队成员，2017 年加入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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