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22 
上海 / 中国

罗兰贝格

洞见

竞逐新赛道，制胜新征途

新能源商用车白皮书



每日免费获取报告
1、每日微信群内分享7+最新重磅报告；

2、每日分享当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

3、每周分享经济学人

4、行研报告均为公开版，权利归原作者
所有，起点财经仅分发做内部学习。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公号
回复：研究报告
加入“起点财经”微信群。。
 



新能源商用车白皮书2

引言

在汽车行业的革新浪潮中，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中国汽车产
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商用车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和基础设施建
设的关键支柱，其新能源发展对整个汽车行业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面对产业变革，商用车主机厂及产业链玩家迎来了
价值链重塑、竞争格局颠覆以及生态体系构建等全方位挑战。

本报告对新能源商用车赛道进行解析，结合政策、商业模式
及技术成本等驱动因素，分析新能源商用车市场与竞争格局
变化。此外，报告结合行业趋势与领先案例，从脱碳战略、解
决方案、技术布局与品牌建设等角度解读新能源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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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市场经历了持续增长后，随着国六切换完成迎
来周期性下滑。此外，2022年的疫情发酵更是使得行
业陷入谷底。然而，在整体市场走弱的背景下，受到政
策和创新模式的共同推动，新能源商用车依然保持了
强劲的增长，成为市场主推力。  01

1.	新能源市场驱动因素及发展趋势

新能源市场的发展早期由政策驱动。路权优势结合补
贴使得轻型商用车、城建渣土车成为新能源商用车主
力，但整体市场仍处在萌芽阶段，规模有限。

自2021年起，新能源商用车销量迎来质的飞跃。市场
由单纯的政策驱动向政策叠加创新模式驱动转变，车
型品系更丰富，换电与充电并进。

长期来看，新能源商用车将随着技术和规模发展迎来
成本和技术驱动阶段。新能源结合智能网联、自动驾

驶和滑板底盘在颠覆原有产品的同时，也在TCO上逐
步形成优势。预计2025年和2030年前后将是新能源
商用车的两大未来转折点。

1.1	新能源商用车早期：政策持续驱动市场发展
新能源商用车早期发展受环保政策、路权等政策推
动。我国自2014年起引入新能源商用车补贴，2017年
开始补贴退坡，但整体上针对新能源卡车仍存在政策
倾斜，如深圳对渣土车的支持政策和各地的路权政
策。新能源车企和客户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补贴盈利，
而新能源卡车的成本较高且性能可用性较差，纯电和
氢燃料电池车的购置成本超过燃油车一倍，且受补贴
政策要求持续调整影响，新能源车型快速迭代、高度
同质化。 

放眼未来，新能源政策支持仍将延续。宏观层面和行
业层面多有政策推进新能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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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商用车整体及新能源市场规模变化趋势	[万台]

资料来源：CAAM，上险数，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第一部分
竞逐新赛道——新能源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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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路物流企业对于降碳方面的目标和举措

1) 相较于2021年；2) 相较于2019年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宏观产业政策、路权和基建
在宏观层面，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降碳要求将从物流行业传导至商用
车行业。随着国家对重污染、重排放的行业、区域提
出更高的降碳脱碳要求，新能源成为钢铁、铝业、港口
等行业的必由之路。领先物流企业也正积极提出脱碳
降碳目标，同时将降碳举措落到新能源车辆采购、场
内基建配套等具体措施上。  02

与此同时，新能源路权将持续扩散和落地，目前已有
超过50个城市颁布新能源路权政策，针对轻卡、轻客
等限制燃油车型上路，部分城市如北京仅新增新能源
物流车辆。

此外，针对公交、城配物流等公共领域商用车新增渗
透率的纲领性目标陆续出台且逐步趋严。《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中明确了2025年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达20%、2030年达40%的目标，“十四五”期
间初步建立氢能供应体系，燃料电池车保有量约5万
辆，部署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达到10-20万吨/年，
并支持新能源汽车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充电桩建设
纳入新基建战略范围，以车桩比达到1：1作为战略目
标。

行业积分、排放政策
在行业层面，尤其是2024年前后，随着新能源商用车
积分的落地及四阶段法规的推出，混动、电动、氢燃
料电池商用车将并进发展，从而推动行业增长。商用
车新能源积分政策中对混动、电动、氢燃料电池车型
均规划了对应积分，叠加未来四阶段法规要求，或在
部分场景中必须由混动技术满足。供给端将受政策驱
动，推出多能源形式的多款车型，带动行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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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能源商用车的当下：商业模式创新成为第
二火箭
2020年后，新能源价值链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凸显，  
“金融+科技+场景”服务盈利模式兴起。通过租赁/车
电分离打通用车充换电服务，以服务收益弥补购车成
本短板，既降低了客户购车门槛，也增加了供给端的
积极性。另外，能源企业积极布局基建及产业链服务，
提升充换电、加氢可用性，并通过在短途或区域型场
景高效运营，实现部分场景TCO（全生命周期成本）优

势。结合地方政府支持，推动新能源市场快速增长，
解决用户全生命周期用车痛点。  03

未来，预计主机厂和零部件玩家将进一步关注“机电
一体+软硬件结合”的服务与平台化的物流运营服务，
以实现价值链打通。随着车联网+自动驾驶融合以及
软硬件结合，预计将涌现出由算法驱动的数据应用增
值服务，利用网联数据赋能运营优化，实现更具颠覆
性的商业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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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能源商业模式演进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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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研判整体能源技术路线发展趋势

第四阶段燃油限值要求高，部分
场景需混动满足，这一阶段混动
为传统能源的升级替代版本
电池成本波动，如持续涨价，混
动或有TCO优势

“双碳”目标下，柴油发
动机终将逐步退出，混动
将被纯电和燃料电池取代

04： 新能源技术路线发展趋势 05： 各技术路线场景研判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1.3	新能源商用车的未来：长期技术与成本拉动
发展
长期来看，随着新能源技术成熟及成本下降，技术与
成本将成为新能源商用车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

技术路线研判
未来十年内，新能源多种技术路线料将并存，根据应
用场景不同，有所侧重。  04

随着四阶段燃油限值标准的实施，部分场景的燃油限
值需要混动技术满足。这一阶段混动为传统能源的升
级替代版本，混合动力将成为重型商用车重要技术路

线之一。另外，考虑到电池成本和油价波动带来的影
响因素，混动（含弱混）或在阶段内具备TCO优势。增
程仅为部分缺少燃油发动机积淀品牌的替代方案，较
难成为行业主流。

对于200km以内城配物流及运距短、启停工况多、且
实行新能源路权政策等场景，纯电将成为主要路线。
纯电在城配轻卡、市政环卫、短途牵引预计率先渗透。
而对于诸如长途牵引等200km以上且载重较大的城
际长距离运输场景，由于其对电池容量及耗电需求
较高，纯电车型实现困难，长期将由燃料电池车型主
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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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测算
从成本上看，基于传统底盘的新能源商用车受到三大
驱动因素影响，即能源价格下降、能耗的提升以及电
车维保成本优势。纯电/换电及氢燃料电车将分别在
2025年和2030年前后实现TCO优势。

核心成本下降：电池、电堆、氢气价格将随着规模和技
术发展持续下降。

1）罗兰贝格预计电池价格在2022年至2023年迎来高
点，2025年电池价格较价格高点下降约25%，在2030
年至2035年进一步快速下降。

2）电堆及氢气价格也将随着规模化发展大幅下降。
预计电堆在2035年前将实现40%以上的降幅。同时，
随着氢能源“制、储、运、加”的瓶颈突破，氢气价格
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价格的大幅下降。

能耗效率提升：未来预计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型将
同步推进能耗持续优化。但新能源车型电传输效率提
升潜力大，电耗预计将较燃油车有更高的降幅。部分
在乘用车、客车等领域积累了三电技术优势或具备整
车轻量化技术优势的企业，或将率先在能耗上具备更
大优势。

维保成本优势：相较传统燃油车需定期对发变桥进行

维护，且有更多机械零部件需维保，新能源维保频率
低。全旅程维保成本预计将达到燃油车的40%-60%，
成本节降明显。

平台化共享化发展：长期来看，滑板底盘技术成熟或
进一步带动制造端成本节降。已有主机厂和新势力规
划了新能源卡车专用平台，并积极探索滑板底盘等共
享化平台，推动产品可用性和经济性升级。

在这些因素驱动下，罗兰贝格预计纯电商用车和燃料
电池商用车将分别在2025年和2030年前后在细分场
景中实现TCO优势。由于场景载重、运距、电量等差
异，其TCO具备的优势有所不同。以下，罗兰贝格挑选
部分重点场景进行了测算。 

中重卡TCO测算
我们针对中重卡的三大场景——港口、园区/钢厂/电
厂、短途物流下纯电、换电和燃料电池车型的TCO进
行了测算。港口与园区场景因路线相对固定且中低速
居多，新能源车型有望率先与燃油车TCO打平。港口
平均载重相对钢厂小，或最先打平。而短途物流场景
平均时速相对较高，油耗和电耗差距小，新能源车型
的能源成本短期内较难显现优势，TCO或较晚实现打
平，且预计由纯电车型率先实现。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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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重卡TCO测算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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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卡TCO测算
我们针对轻卡的三大场景——商超配送、快递快运、
普货运输下纯电、换电的TCO进行了测算。轻卡三大
场景中，充电车型预计在2025年至2029年间与传统燃
油车型TCO打平，换电车型打平时间较充电晚。其中，
商超配送场景因路线较固定且运营效率较高，TCO率
先与燃油车实现打平。而普货则因路线较分散、载重
较大、对电池容量及耗电要求相对更高、购置价与电

耗较高等导致纯电TCO与燃油车的打平时间较晚。  

07 

在技术与成本驱动阶段，除了新能源商用车TCO将具
备优势外，领先玩家将通过构建“高端制造+基础设
施+电池资产”的生态盈利模式，把握新能源核心零部
件，打造新能源基础设施，并通过电池资产提升盈利，
进一步在成本端打造优势，促进新能源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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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轻卡TCO测算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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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商用车规模、结构及需求研判

2.1	新能源商用车市场渗透快速提升
新能源正逐步成为商用车的中坚力量，预计未来3-8
年新能源市场将快速增长，且能源类型从单一纯电主
导向“多能源形式”共同驱动转变。罗兰贝格预测，到
2030年中重卡纯电渗透率达25%以上，轻卡达30%以
上，同时呈现出电动、燃料电池、混动并存的局面。  
08

中重卡市场多品系渗透
中国新能源中重卡销量维持高速增长，并在2021年首
次实现销量破万，预计未来在销量结构上将呈现两大
关键变化。  09

品系结构变化：以原有专用和自卸车为主向牵引车占
比大幅提升转变。2019年，以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
大力推广纯电动城市自卸渣土车和自卸垃圾车，政策
影响下新能源商用车整体销量与自卸车销量曾迎来短
期快速提升。2021年，“政策+模式”双驱动下，新能源
牵引车销量亦有快速爆发，产品在港口、园区、钢电厂
等较固定路线、强排放监管场景得到大幅应用。车电
分离模式通过解决补能痛点得到市场认可，新能源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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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国新能源商用车销量预测	[万台]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

引车销量中换电式车辆占比约47%，模式驱动市场发
展效应明显。

能源类型变化：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加氢站等配
套产业逐步完善与城市示范群政策驱动，氢燃料电池
重卡逐步起量。未来能源类型亦将从单一纯电主导
向“纯电+氢燃料”共同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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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43.1

14%

41%
3%

42%

2025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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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新能源中重卡商用车销量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上险数；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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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能源商用车主要细分市场及未来趋势概览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罗兰贝格

1)为关键核心市场，并非完整市场; 2) 指的是场景内车辆在两个目的地之间，或每次连续作业通常需要的距离; 3) 当前几为空白市场，CAGR计算时取
25-30年规模变化情况

2.2	新能源优先渗透部分细分场景
新能源商用车主要基于运距和载重量进行细分市场
划分。新能源在短期内将主要渗透六大轻卡场景和
十大中重卡场景。其中，路线相对固定、受地方排放
监管影响较深的场景预计维持快速增长，具体包括
以商超配送、快递快运为代表的轻卡场景，与以资源

运输、城市环卫为代表的重卡场景。在其他当前渗透
基数较低而市场容量高的场景中，新能源车型亦将在
部分固定路线场景得到率先应用，并逐步带动相关细
分市场快速增长，包括轻卡冷链物流、重卡普货等场
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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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细分场景用户需求变化
新能源商用车用户诉求在短期内与传统燃油车仍有
较大差异。因其应用场景特点及新能源的技术和生态
焦虑依然存在，商用车用户仍对新能源基础配套有强
顾虑，需要完整的解决方案予以应对。但长期来看，传
统车辆价值点依然是用户关注的要素，而新能源车在
传统价值点上有着需求升级和差异化特征。 

新增价值点及用户需求
在新能源商用车的加速渗透下，用户对续航、补能和
智能化三大价值点表现出新的期待。

长续航：用户对于长续航的需求价值关注度高。在市
场调研中，卡车司机反映“现在的电池能量密度无法
完全满足长运距重载的需求，补能也不够方便，希望
能有更加长续航的产品减少补能次数。”目前，重卡
续航在200km左右，续航能减少停机时间、拓宽场景
和安全边际，未来随着电池技术升级推动续航里程提
升，司机续航焦虑将得到缓解。

补能：司机对于补能便捷性的关注度高，未来随着社
会化补能网络的配套完善和换电模式渗透提升，补能
焦虑将得到大幅缓解。

智能化：用户对新能源车外观内饰的智能化属性及网
联功能有着更高的期待，车联网+自动驾驶结合、软
件服务完善、节油效果落地等使智能化关注度有所提
升。

传统价值点革新变化
针对传统能源价值点需求，用户在价格、服务、维保、
残值和节能的五大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价格：新能源车价高、购车门槛高，用户对价格敏感且
对租赁、车电分离等模式需求大。在市场调研中，有企
业用户反馈“新能源车价本身就高，电池也很贵，加上
补贴退坡，只有对减碳需求高、经济实力雄厚的的大
企业购买动力强”。

服务：新能源车需提供从换电充电设施布局到金融、
二手车等全套解决方案服务，尤其是企业客户，对省
心服务、高残值、金融方案多有追求。未来，用户将进
一步回归对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追求，服务解决方案的
完备性和成本重要性得以凸显。

维保：新能源车多为高频短距应用场景，要求快速维
修保障出勤，避免效率损失。

残值：新能源车残值率低，当前主要用户仍存在较大
顾虑。

节能：节能特性可在同样电池配置下增加续航里程，
缓解续航焦虑。同时，重卡TCO中能耗占比较高，对
TCO影响大，长期重要性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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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能源商用车竞争格局

中重卡新能源领域新兴车企涌现，竞争格局发生变
化，新晋主机厂通过模式闭环、政策红利抢占市场。

3.1	中重卡竞争格局中新晋主机厂涌现
从2021年新能源重卡分品系销量来看，传统主机厂   
（如福田、上汽、北奔）在牵引车领域仍具备优势，福
田售出722辆牵引车，成为该领域销量第一。新势力在
专用车和自卸车领域表现强劲，宇通专用车和自卸车
分别售出821辆和600辆，为该品系销量冠军。三一的
专用车、自卸车和牵引车均列销量前五，整体新能源
重卡销量领先。  11

商业模式创新，业务闭环抢占市场

案例分析：
三一在新能源重卡方面积极布局换电站、产业园等以
打造产品竞争优势。三一电动重卡与13家物流货运或
钢铁建材公司签订合作，进行钢铁、煤炭、矿石等运
输，市场占有率超70%；同时，三一通过直销模式满足
客户需求，增强竞争优势，缩减渠道环节，降低分销成
本，通过分利降价方式建立价格优势；此外，三一提供
全方位服务，横纵布局产业链，打造覆盖零部件、整
车、数字赋能服务等的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形成协
同效应。

��OEM ��OEM

821 782

372

130 116

600

374

243 218
177

722
669

533 518 497

11： 2021年新能源重卡分品系销量前五	[辆]

资料来源：上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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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轻卡竞争格局中新势力强势入局
在轻卡领域，2021年整体销量为2.1万辆，新势力玩家
（如远程、比亚迪）表现强劲，市场占比约达33%。在
传统主机厂中，东风以24%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福
田以1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12

租赁及能源闭环商业模式+产品创新切入市场
案例分析：
新能源轻卡新势力从生态和前瞻产品发力，实现物流
闭环与模式创新。2022年3月，吉利商用车集团与兴业
金融租赁达成50亿元战略合作，后者发挥金融租赁产
品优势，支持吉利商用车集团新能源发展战略。吉利
搭建绿色智能换电运力服务平台，通过绿色智联匹配
轻卡物流场景，结合阳光铭岛提供组合式离线可循环
能源科技服务，从而实现零碳绿电、储能及换电应用
的服务。同时，吉利的远程星瀚H产品对商用车纯电
化驱动硬件平台进行重塑，带来整车范围的结构性改
变，在外观设计上采用无格栅、无后视镜的模式；在内
饰上采用极简风，包括木饰装饰等；对于配置采用人
体工学座椅等实现座舱空间重构，司机反馈“吉利新
车外观内饰很好，车身轻量化轻很多，操控性好，油门
刹车悬挂的安全感好很多。”

自主租赁平台助力渗透
产品与服务的持续创新是推动车企打造市场格局竞争
力的关键手段。在服务创新上，新能源租赁已成为主
机厂关键成功要素之一。租赁平台客户在新能源轻卡

客户结构中占比最高，预计2025年达到顶峰后，逐步
稳定在50%左右。领先车企纷纷自建租赁平台，主机
厂系租赁平台市场占有率已高达约60%，且预计未来
仍将持续提升。2021年新能源轻卡销量前三的车企东
风、吉利远程、福田等典型玩家均已自建新能源租赁
平台。  13

由于租赁服务可帮助车企增加业务利润并驱动产品销
售，后进车企亦需积极考虑租赁布局，通过自建或第三
方合作共建形式，帮助车企打造速赢能力。

主机厂

业务规模

大客户

核心布局逻辑

•~7,000台
•覆盖成都、西安等30个城市

•~4,000台
•覆盖襄阳、深圳等10个城市

•~600台
•覆盖北京、天津等5个城市

顺丰速运、京东物流等大型物流公司

•打造品牌生态，推动协同发展
•推进产品渗透，助力整车销售

吉利远程

绿色惠联

东风股份

东风海博 智程

智蓝汽车

13： 主机厂新能源租赁平台示例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24%

19%

18%

5%

4%

4%

4%

10%

11% 东风

解放

远程

其他传统

江铃

福田

跃进

比亚迪

其他新势力

∑=2.1万辆 新势力 传统~33% ~67%

12： 2021年能源轻卡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上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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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持续增强竞争力
在产品创新上，新兴车企如吉利在2021年发布远程星
瀚H重卡，并计划2024年上市。新车在动力上支持液
氢能源甲醇动，采用换电技术的纯电驱动及增程式电
驱动，结合吉利旗下补能网络建设，缓解用户补能焦
虑。在迎合用户智能化价值点诉求上，新车“内外兼

修”，造型上结合空气动力学外观、极简风座舱与内饰
材料创新，勾勒造型体验的智能化。功能上，新车额
外划分淋浴房、洗手间、厨房、洗衣机等生活化区域，
支持L3级以上自动驾驶、HMI交互、车货匹配与能量
管理，实现功能体验的智能化。  14

前卫的外观
> 无格栅
> 无后视镜
> 集成式前挡风玻璃

极简风内饰
> 2个显示屏
> 无换挡把
> 木饰装饰

舒适的配置
> 洗脸盆
> 人体工学座椅
> 木质扶手

独立的生活空间
> 淋浴房
> 单人床
> 大侧窗

14： 吉利远程星瀚H新能源产品创新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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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时代，无论是主机厂还是价值链企业，想要制
胜市场，就需要在传统市场竞争要素上更加关注脱碳
战略、解决方案提供、技术领先性打造及品牌先行。

1.	制定脱碳战略

首先，企业需将新能源战略提升至脱碳降碳的高度，
结合企业降碳目标与规划，提出脱碳战略，在政策面、
行业面、用户面等形成更大影响力。其次，需全面盘查
研-产-供-销-服各环节的碳足迹，并结合自身情况提出

未来碳中和目标，并分解到新能源转型目标。同时，应
考虑将脱碳战略结合ESG战略，进一步强化企业社会
责任，提升企业ESG地位。

	2.	提供解决方案

企业需要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从三
电、整车、租赁、金融、补能、电池银行、服务备件、二
手车等领域，提供用户所需的整体解决方案，降低购
车、用车门槛，增加用户黏性。未来还存在具体细分
场景定制化服务，并提供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

第二部分
制胜新征途——新能源四大成功要素

案例分析：解决方案集成商

领先解决方案集成商国电投通过换电标准定义、
生产环节介入、资产管理及回收等，横纵拓展上下
游业务，实现全生命周期闭环打造。在上游换电总
成和换电站零部件环节，国家电投通过融和电科、

玖行能源科技，以“自建+合作”形式，实现对行业
换电技术标准的输出和对换电连接器、电池pack
等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的把控。在下游资产管理
和处置环节，通过启源芯动力、融和电科打通资产
持有、租赁和电池拆解梯次利用，实现对资产运营
能力的完善。  15

换电

毛利

无电池
整车

参与方1)

国家电投关
联方

OEM

牵引车底盘生
产，集成换电

总成

整车集成

> 按照技术要
求集成车辆

玖行能源科技

换电站技术
持有

重卡换电总成技术持
有

苏州某企业

换电连接器生产

换电总成和换电站的零部件和技术

宁德时代

电池pack生产

> 输出给电池厂和
OEM技术标准，通
过标准把控来控制
上游供应链

> 由玖行能源决
定，后期准备
接洽其他电池
厂

> 玖行能源买断
了该公司的模
具并要求独家
供应

融和电科
下属芯智动

电池采购

> 配资进行电池包
的采购，充当贸
易角色

> 15-20%

电池资产持有

换电站资产持有

启源芯动力

电池经营性租赁

无电池整车经营性租
赁或融租

融和电科 融和租赁一下属部
门和一投资公司

电池拆解梯次利用

资产管理 资产处置

> 资产持有 > 提供金融服务

> 换电服务：15-20%；
6-7年回收换电站投
入

> 电池经租：~10%；
但考虑到较高的资
金成本，整体盈利
并不高

> 刚起步，未盈利

无电池整车持有(主要
针对国电投内部企业)

电池

国家电投

15： 集成解决方案打造案例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罗兰贝格

1) 融和电科：融和租赁持股~40%；启源芯动力：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持股~36%；玖行能源科技：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持股~31%，同时其由中
电投融和资产管理持股93%，而中电投融和资产管理由国核资本100%控股；融和租赁：国核资本控股65%，而国核资本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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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领先一步

随着新能源三电、燃料电池等绿色能源技术的不断提
升，主机厂需充分借鉴乘用车、公交车等成熟跨界技

案例分析：商用车新势力技术布局

商用车新势力积极打造前瞻技术。如三电、智联智
驾、不同新能源的技术路线布局。以技术支撑打造
创新、豪华、尖端的领先中重卡产品。

技术支撑体系：首先，吉利远程实现两大驱动技
术路线，以纯电驱动和增程式电驱动的动力系统
为核心的城市商用车技术路线，以液氢能源甲醇
动力与采用换电技术的纯电驱动为核心的公路商
用车技术路线；其次，吉利远程结合三大核心，涵
盖集团内协同共享乘用车板块和汉马科技包括电
机、电驱、电控在内整套动力系统的深厚技术储
备，驱动效率行业领先，自研主攻高能量密度电池
及中长途换电应用，为进一步提升续航里程奠定
基础；此外，在智联智驾上，吉利通过自研+第三
方合作共建双轮驱动模式，打造整车中央域控制
电子架构，高阶可感知、可进化自动驾驶技术及多
维度智能AI交互技术，构筑自动化、智能化的竞争
力，配合自建智能车联网技术，实现“人、车、货、

站、电”一站式打通。

产品卖点：吉利打造出绿色能源、舒适生活、数字
重卡的产品卖点，突出零排放、高驱动，结合新能
源动力 (纯电、氢能源等）实现脱碳减碳，绿色环
保，并利用电机桥技术实现传动系统能耗降低，提
升驱动效率。同时，吉利打造驾驶室内置洗浴空间
和大尺寸床铺，满足卡车司机长途驾驶的休息需
求。整车配置了视野开拓的苍穹车顶、主动降噪驾
驶室、外置厨房、洗烘一体洗衣机等多元化功能，
全面提升司机驾驶舒适性，并采用智能电子架构
设计，奠定实现整车数字化赋能的智能驾控功能
基础。丰富的智能网络座舱应用实现车内数据实
时上传，提升车辆运营监管效率，货箱增添数字化
功能，提供实时货物跟踪信息。  16

吉利通过技术支撑体系三要素协同发展，助力打
造出了卖点鲜明、全面领先的中重卡产品，预计未
来进一步的技术应用创新将持续推动产品竞争力
提升。

创新
•技术、设计
创新推动产
品创新

豪华
•定位高端中
重卡市场

产品核心
价值点

尖端
•配置领先，
技术前沿

突出新能源动力 (纯电、氢能源)应用，实现脱
碳减碳，绿色环保

整车采用智能电子架构设计，奠定实现整车数
字化赋能的智能驾控功能基础
丰富的智能网络座舱应用，实现车内数据实时
上传，提升车辆运营监管效率
货箱增添数字化功能，提供实时货物跟踪信息，
提升人货匹配效率

高效驱动

零排放绿
色
能
源 应用电机桥技术实现传动系统能耗降低，提升

驱动效率

舒
适
生
活 多功能

大空间

数
字
重
卡

驾驶室内置洗浴空间和大尺寸床铺，满足卡车
司机长途驾驶的休息需求

人-智能座舱

车-智能架构

货-智能货箱

整车配置了视野开拓的苍穹车顶，主动降噪驾
驶室，外置厨房，洗烘一体洗衣机等多元化功
能，全面提升司机驾驶舒适性

两大
驱动

•以纯电驱动和增程式电驱动的动力系统为核
心的城市商用车技术路线

•以液氢能源甲醇动力与采用换电技术的纯电
驱动为核心的公路商用车技术路线

三电
核心

智联
智驾

•通过自研+第三方合作共建双轮驱动模式，
打造整车中央域控制电子架构,高阶可感知可
进化自动驾驶技术及多维度智能AI交互技术，
构筑自动化、智能化的竞争力
•配合自建智能车联网技术，实现“人、车、
货、站、电”一站式打通

•集团内协同共享乘用车板块和汉马科技深厚
的包括电机、电驱、电控在内的整套动力系
统的技术储备，驱动效率行业领先
•自研主攻高能量密度电池及中长途换电应用，
为进一步提升续航里程奠定基础

产品卖点 技术支撑体系

16： 领先新能源新势力技术支撑案例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术，加速能效提升。同时，增加人性化配置的研发和配
套，在下一代新能源场景下提供更智慧、舒适的新一
代产品。此外，还需打造结合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技术
的数字化产品，实现人、车、货的全面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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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品牌先行引领

针对新能源业务的发展，主机厂需强化品牌引领意
识，对内形成新文化、新气象，对外形成新定位、新形
象，支撑新能源业务腾飞，包括：

案例分析：新能源战略及品牌愿景目标

领先主机厂已纷纷发布新能源战略及品牌，通过
提出新能源的愿景、研产供销服等体系目标，展现
新能源实力。此外，延伸差异化内涵打造，点检内
部资源能力与未来布局规划同样重要。  17

战略目标与愿景、产品布局与核心技术为当下新能
源/碳中和战略的共性及核心要素，需要重点明确
与宣传。

企业需基于内部资源能力与未来布局规划，可选择
性发布其他内容要素以丰富战略内涵，建议可将绿
色工厂、全面生态合作等作为差异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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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能源战略发布案例

1) 含产品标识更新 2) 人才、组织架构等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1）提前设计、发布完整的品牌架构和价值体系，形成
市场声量，抢夺用户心智。

2）结合未来的研发、产品、生产供应链、生态等布局，
体系化发布前瞻的新能源品牌，凸显新能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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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未来五年商用车市场的竞争中，新能源将是重中之
重。无论是主机厂还是价值链企业，都应围绕市场发
展趋势和新时代的特征提前布局，为应对多变的外
部环境，做到前瞻储备、系统设计、机制创新、灵活策
略，以竞逐新赛道，制胜新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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