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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底气十足，硬实力支撑未来

◆ 不惜血本，坚持过度研发投入

◆ 不偏不倚，多路线全面谋局

◆ 自食其力，零部件做大做强

◆ 合纵连横，广拓业态朋友圈



◼ 长城坚持研发过度投入，构建以保定总部为核心，涵盖欧洲、亚洲、北美等全球研发布局。拥有国内最大、规格最
高的汽车综合试验场之一， 具有研发、试制、试验、造型、数据五大功能的哈弗技术中心，实现了整车及零部件的
研发布局。

◼ 长城近6年来，研发投入相对于企业营收占比从未低于30%，2018年受电池及零部件业务剥离和汽车行业不景气的
影响有所下降，2019年第一季度再次回升，捍卫长城坚持研发创新的决心。

图表：长城汽车营收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不惜血本，坚持过度研发投入

图表：长城汽车研发中心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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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顶尖热效率的4N20发动机，并且首次采用米勒循环技术，在7DCT的基础上研制传动效率跟高的9DCT，进一
步提升动力性能。

◼ 全新ME平台在电量消耗方面由显著的优势，主力车型 R1 百公里电耗小于 10。

◼ 高性能的P2+P4混合动力总成系统，前桥采用高性能燃油发动机及P2模块电机，后桥采用e-axle电桥电机，百公里
加速低于5s的同时大幅降低油耗。

◼ 未势能源与上燃动力推出90kW乘用车燃料电池系统，低成本的III型/IV型高压储氢瓶，以及国内首个高集成度的
70Mpa高压储氢瓶阀。

图表：长城汽车技术储备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汽车之家，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不偏不倚，多路线全面谋局

图表：长城多条线路布局汇总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汽车之家，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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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汽车近年来持续高研发投入，传统汽车核心动力系统不断升级，全新米勒循环4N20发动机搭配全新9DCT、
9HDCT等高效自动变速箱，提升动力表现和燃油经济性。

◼ 长城集团旗下子公司蜂巢能源成为全球首家高速叠片方形电池制造商，凭借后发优势站在行业趋势前沿，推出全新
四元电池和无钴电池。

◼ 蜂巢易创全新发布6001系列电驱动产品，采用hairpin绕组技术，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三合一集成化设计，扭矩
密度提升32%、重量降低25%，高效区面积提升15%，并且有效功率密度达5.6kW/kg。

双管齐下，兼顾传统与未来

图表：长城汽车新能源技术储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长城传统燃油动力技术储备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汽车之家，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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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长城汽车旗下零部件业务独立运营，分别成立了蜂巢易创、曼德电子电器、诺博汽车系统和精工汽车。蜂
巢易创是长城汽车深入布局汽车动力总成及转向系统零部件产业的关键一环。

◼ 蜂巢易创于2018年6月注册成立，开始独立运作，旗下板块聚焦发动机、电驱动、智能转向等动力技术。 坚持自主
研发，不断迭代升级，全面发力多个技术路径，推出“Ⅰ纪元”动力总成技术产品。

◼ 诺博汽车整合长城内饰业务后，在2018年，诺博汽车销售收入达到140.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6％。

图表：长城旗下零部件企业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汽车之家，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自食其力，零部件做大做强

图表：蜂巢易创产品线规划

资料来源：高工电动车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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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平台是长城集合了多个国家的专家进行联合研发的全国首个纯电动汽车平台。不同于其他厂商，长城坚持原生纯
电动不做油改电，同时注重电动化与智能化协同发展，重视安全注重用户体验。

◼ ME平台注重产品的轻量化、小型化、高效能，集成式的电驱动模块，实现动力模块占用空间小、重量低、结构更加
优化，电能效率更高等特性，得力于这些优势，能够满足更好续航的需求，可根据市场需求可实现NEDC综合工况
续航里程200-500km的范围。

术业专攻，ME平台大展拳脚

图表：欧拉品牌介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ME平台研发理念及优势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新浪汽车，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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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长城汽车GTO战略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 长城汽车通过与博世、ZF、奥托立夫、博格华纳等国际一流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力求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通过信息、技术共享，助力从长城汽车剥离出来的零部件业务做大做强。

◼ 长城汽车携手生态合作伙伴，共建全域智慧生态，打造长城汽车全域在线（GTO）、不断迭代升级的出行机器人，
带给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体验与服务。首批合作伙伴包括：腾讯、阿里、百度、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华
为和高通。

图表：长城汽车合作供应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合纵连横，广拓业态朋友圈

八大合作伙伴助力长城汽车GTO全域智慧生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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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池新秀，叠时代引领者

◆ 自立门户，蜂巢能源全新起航

◆ 厚积薄发，最懂汽车的电池专家

◆ 体系完善，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 迎难而上，后发优势助力前行



◼ 蜂巢能源前身是长城汽车劢力电池事业部，2012年起开展电芯的预研工作，2016年12月成立劢力电池事业部，
2018年2月独立为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蜂巢能源总部位于常州，拥有超过1750名员工，包含1030名研发人员，外聘专家超过350人。到2020年研发投入
30亿元，到2025年全球工厂建设计划投入超过260亿元。

◼ 目前3款新能源车型已经实现量产，在研配套车型超过20款。

自立门户，蜂巢能源全新起航

图表：蜂巢能源的历史大事梳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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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巢能源为保定市瑞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年蜂巢股权从上市公司长城汽车转移到控股公司体
内，既能缓解上市公司业绩压力，同时有利于蜂巢能源开拓第三方市场。

◼ 2019年7月初开始，蜂巢能源已经全面启动了IPO以及股权融资，而长城控股未来将减少到30%-50%，外部客户担
忧也将不复存在。

合作共赢，股权未来逐步开放

图表：蜂巢能源当前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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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蜂巢能源未来股权开放规划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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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整合全球跨行业专家737人。其中来 自欧美，日韩、印度等国的电池和汽车相关领域的资深外籍专家约60人。
预计到2020年，公司研发团队的规模将持续扩展到2,000人，其中外籍专家200人，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达到1,000
余人。

◼ 公司产品开发、试验和品质管理全都遵循汽车级的高标准。开发/测试/验证的V-model、品质管理的TS16949体系、
功能安全的ASIL-C/ISO26262等等，为的是确保产品汽车级的可靠性。

图表：全球范围内深入合作的协会及大学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厚积薄发，最懂汽车的电池专家

图表：最新发布产品优势概览

资料来源：公司产品发布会，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力求与全球顶尖技术同步 四元电池

1 循环性能优于NCM811

2 耐热，高温产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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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钴电池

1 材料成本下降5%-15%

2 放电电压高

3 循环性能高达2000周



图表：蜂巢能源高管团队简介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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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Q1，公司拥有将近1750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有1030名，比例达到了58.9%。同时拥有超过350名外
籍与外聘专家，研究领域覆盖整个汽车产业链，行业顶尖然才汇聚。

◼ 研发团队整合了全球跨行业精英，核心研发人员超过700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高达37%。从材料开
发到电芯设计、从系统集成到BMS软硬件设计，团队主要成员都曾供职于欧美、日韩的主要汽车和电池公司，其中
不少都拥有2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图表：蜂巢能源核心开发人员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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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忠儒 CTO、副总经理 马忠龙 副总经理 金根培 研发总工程师

袁梓欣 副总经理 于振瑞 副总经理 王君生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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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公司总经理、锂科
科技技术总监

曾任职于天津中聚、
比克电池、天津力神、
天津大学

曾任职于韩国三星
SDI电芯研发VP

曾任TRW汽车中国
区总经理及亚太地区
销售负责人、奥 托
立夫董事总经理

曾任职于力神、中
兴能源等公司

曾任ABB电动汽车 基础设施
中国区、储能业务亚太区 业
务负责人，杉杉合资公司总
经理



◼ 全球首家高速叠片方形电池制造商，相对卷绕工艺，叠片工艺放电性能远远领先，同时还可以将能量密度提升5%，
电池循环寿命提升10%，成本降低5%。

◼ 在电芯规格上可以更好地匹配纯电汽车平台对大模组、大尺寸电池的需求，也规避了卷绕工艺易引起热失控的风险，
大幅提升安全性。

◼ 公司独创的超高速叠片工艺突破效率瓶颈，金坛一期当前水平为0.65秒，二期将实现 0.45秒，金坛三期目标为0.25秒。

图表：叠片工艺先对于卷绕工艺的五大优势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汽车之家，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独树一帜，叠片工艺遥遥领先

叠片工艺电芯 卷绕工艺电芯

安全性高

绝缘结构简单，危险系数低

能量密度高

边角处更好的结构适应性，能量密度提升5%

功率密度高

叠片电芯比卷绕电芯的DCIR低5%

循环寿命长

全生命周期中更低的变形和膨胀，寿命提升10-20%

稳定性高

变形和膨胀力上尺寸更加稳定



◼ 全球动力电池在未来几年预计将进入上行的高速通道，未来7年的时间内，由2018年不足100GWh逐年增加，到
2025年预计将达到1000GWh的级别，而且增速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 蜂巢能源产能预计从2020年起进入快速稳定增长阶段，布局分散在中国，北美和东欧，到2025年共计120GWh的
巨大产能规模，跻身动力电池巨头之列。

图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装机量预测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布局未来，电池需求与日俱增

图表：蜂巢能源电芯/模组产品产能规划

资料来源：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GWh)

50
70

165
229

317

440

612

830

99

179

306

436

667

870

1061

1238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申万宏源 UBS Marketlines SNE Research(GWh)

5

15

20

35

50

6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预计产能



◼ 蜂巢能源计划在全球6个国家建立7个研发中心，5个制造基地，其中现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包括保定、上海、韩国以
及印度的研发中心和世界领先的常州金坛智能制造工厂，正在建造的包括无锡，美国和日本的研发中心。

◼ 蜂巢能源到2025年，全球总规划产能 100GWH，其中，国内规划产能60GWH，分散于全国的东西南北。除此之
外，北美制造工厂和欧洲制造工厂分别有20GWh的产能布局。

图表：蜂巢能源的全球研发与生产产能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发展战略，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体系完善，立足中国放眼全球

➢ 美国
先进材料研发

➢ 保定
中试及应用研发

➢ 韩国
工艺研发

➢ 日本
先进材料研发

➢ 上海
研发中心

➢ 常州
制造工厂

➢ 印度
BMS软件研发

➢ 无锡
技术中心

北美制造工厂
20GWh@2025

欧洲制造工厂
20GWh@2025

中国制造工厂
北部：保定，整车+Pack线
东部：常州，30GWh，2020-2025
西部：成都/重庆，15GWh，2023
南部：广州/中山，15GWh，2024



◼ 2018年全球动力电池供应商主要来自于东亚三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其中中国以超过全球一半的供应量傲视全
球，而且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提升，预计将来中国企业将占据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的70%的市场份额。

◼ 2019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动力电池产业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宁德时代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寡头效应明显，而宁德
时代和比亚迪合力霸占了70%的市场，装机量前十名的企业总计占了整个市场的88.6%，竞争不可谓不激烈。

图表：动力电池全球供应情况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强敌林立，电池市场群雄逐鹿

图表：国内上半年动力电池供应格局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车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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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时代近期对德国欧洲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增加投资，由原先2.4亿欧元增加至18亿欧元，产能也将大幅提升，产
品将配套给宝马、大众、戴姆勒、捷豹路虎、PSA等欧洲主要车企。

◼ 比亚迪与长安汽车合资成立动力电池公司，规划产能10GWh，分别在重庆和西安建厂布局产能20GWh和30GWh。
加之已有产能，其动力电池规划总产能共计100GWh。

◼ 松下作为特斯拉唯一的电池供应商，产能布局遍布中国、美国、日本，其中美国超级电池工厂已投入使用，产能达
35GWh。

图表：主流电池厂商产能规划情况

资料来源：搜狐汽车，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不甘人后，行业巨头角力未来

主流厂家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三星SDI LG化学 松下 亿纬锂能 力神 孚能

（GWh）

现有产能 61 40 8 9.4 35 11 10 8

规划产能 >121.26 100 25-30 111.4 52 25 24 38



迎难而上，后发优势助力前行

◼ 蜂巢能源面临着众多竞争者，包括有宁德时代、松下、比亚迪、三星SDI、LG化学等巨头，无论是人力和财力，蜂
巢能源都不具备优势。

◼ 蜂巢能源在行业内具有后发优势，摒弃历史负担，直接对接下一代工艺设备和应用811等新材料，少走弯路，效率
大幅提高，完全按照811标准建立的生产线。

◼ 蜂巢能源布局未来，具有创新优势，直接对接行业最前沿科技，包括旗下全新发布的四元电池、无钴电池和先进的
高速叠片工艺都在时间线上领先于其他对手。

图表：蜂巢能源竞争对手2018年装机量

资料来源：电池中国，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蜂巢能源已有或接触客户

资料来源：公司战略发展，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合作中的主机厂品牌：

光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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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氢能先锋，前瞻布局谋未来

◆ 过度研发谋长远，加快氢能板块布局

◆ 氢能中国，始于上燃

◆ 未势能源专注氢能燃料，联合上燃强势亮相

◆ 入股H2 MOBILITY 布局氢能源，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过度研发谋长远，加快氢能板块布局

◼ 2016年开始布局氢能，秉持研发“过度投入”策略，不断引入业内顶级专家，240人队伍包含顶级的外籍专家57

人；2018年正式运行长城氢能技术中心，入股世界领先的德国加氢站运营商H2 MOBILITY，加快氢燃料板块布局。

◼ 当前长城集团氢能板块有三个主体：上燃动力（参与国家863项目）、未势能源（承担氢能技术研发）和上市公司

（承担整车制造）

图表：长城汽车氢能源领域布局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保定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

未势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

100% 100%

➢ 燃料电池技术的开发

➢ 燃料电池系统集成研发

➢ 燃料电池控器开发

➢ 车载供氢系统研发

➢ 由长城投资建立

➢ 乘用车燃料电池研发

➢ 乘用车储氢系统研发

➢ ……

➢ 氢燃料汽车的整车制造



氢能中国，始于上燃

◼ 上燃动力为长城控股集团100%全资子公司，是于2001年组建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

集成开发，具备丰富的燃料电池汽车运营经验。

◼ 上燃动力形成以燃料电池为核心的业务能力，主要包括燃料电池系统集成研发、燃料电池控制器的开发、车载供氢

系统研发、燃料电池关键部件的仿真测试等。

图表：上燃动力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技术储备阶段：2001-2005

- 2001年由多个企业合资建立，致力于新能源

汽车动力系统技术领域

-第一代至第四代燃料电池轿车动力平台研发

- 开拓出“电电混合、动力系统平台、副产氢

气纯化和高压储氢”

示范运营阶段：2006-2010

- 2008年奥运会20辆燃料电池轿车

- 2010年上海世博会173辆各型燃料电池汽车

行业应用阶段：2011-2017

- 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60辆燃料电池观光车示范运行

- 参加必比登国际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

产业化阶段：2018-

-打造成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技术

领域的总成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未势能源专注氢能燃料，联合上燃强势亮相

◼ 2019年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专注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和产品研发，为长城控股旗下全资子公司。

◼ 2019年18届上海车展，未势能源与上燃动力联合推出90KW乘用车燃料电池系统，全新一代全功率金属板水冷电堆，

低成本的Ⅲ型/Ⅳ型高压储氢瓶，还带来了国内首个自主研发、高集成度的70Mpa高压储氢瓶阀，国内领先的结构

紧凑、高效率空气压缩机。

图表：长城燃料电池主要产品参数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参数 FC-90Plus电堆

额定功率 92KW

模块效率 ≥68%

尺寸 480X320X127mm

质量 27kg

体积 18.4L

预期寿命 ＞10000HRS

体积功率密度 5.0KW/L

质量功率密度 3.4KW/kg

产品特色

-自主打造的第三代金属板电堆，
国际领先的功率密度水平
-更加紧凑的结构化，全新的流
畅设计

参数 燃料电池空压机

空压机类型 单级、离心式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电机

轴承类型 空气箔片轴承

质量流量 330kg/h

压比 3.1

响应时间 ＜1S

整机效率 ＞70%

电机功率 19KW

额定转速 15万转/分钟

尺寸 260X180X140mm

重量 ＜8kg

参数 IV型储氢瓶

额定工作压力 70MPA

类型 IV型（塑料内胆）

尺寸 直径332mm，长710mm

水容积 35L

储氢瓶重量 18.5KG

重量比容量 7.1WT%

产品特色

-完全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性内胆-阀座链接技术
-同等水容积和额定工作压力的IV型
气瓶与上一代相比质量优化28%

FC-90Plus电堆

IV型储氢瓶

燃料电池空压机



入股H2 MOBILITY 布局氢能源，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 H2 MOBILITY Deutschland GmbH＆Co. KG负责为德国的氢能源交通铺设基础，目前已在德国拥有超过50座加氢

站投入运营，还有40多座加氢站项目正在实施中。

◼ H2 负责全部运营工作包括网络规划、建站和加氢站运营,目标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包括多达400座加氢站（为

世界最大）的网络，以加氢迅速便捷、续驶里程长为有点，打造环境友好型（氢能）电动汽车基础设施。

图表：H2 Mobility 公司加氢站在德国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长城氢能技术中心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专注氢能燃料研发，明确未来产品规划

◼ 根据长城汽车氢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长城汽车将于2020年展示首辆基于专属设计平台的FCEV原型车,2022年推

出第一款全新燃料电池乘用车，基于XEV平台。

◼ 长城将持续专注于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和产品研发，全面布局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在业内顶级专家技术支持下加

快氢能源板块布局。

图表：长城系氢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2018.02

和宝马股份公司签署

合作意向书，拟展开

氢能源领域合作

03

长城汽车作为首家

中国汽车企业加入

国际氢能委员会

06

参加氢能源产业发

展创新论坛进行学

术交流

08

收购上燃部分股权,

具备了开发和部署

燃料电池的能力。

10

长城汽车入股世界领先的德

国加氢站运营商H2 MOBILITY,

成为该公司第七大股东

2020

首辆基于专属设计

平台的FCEV原型车

2022

首支燃料电池车队

2025

正式向市场推出成熟

的氢燃料电池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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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力革新，孜孜前行不止步

◆ 核心动力进化，技术参数改善

◆ 全面进入国六时代，长城动力技术升级

◆ 自动变速器性能良好，长城尽显引领者风范

◆ 聚焦动力技术，谋求深远发展



核心发动机不断进化，技术参数持续升级

◼ 对比长城汽车核心发动机（1,5T）技术参数，最大马力和最大功率出现逐步增加趋势，最大扭矩随着发动机不同代

技术变化增加，最大功率转速基本不变，并且随着国五到国六的转换，新技术下发动机的环保排放标准从国五变为

国六，汽车污染排放减少。

图表：长城汽车核心发动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发动机型号 GW4G15 GW4G15B GW4B15 GW4B15A（国六）

发动机图片

最大功率 78 110 124 124

最大扭矩 138 210 285 285

发动机特有技术 - 双VVT CVVL CVVL

供油方式 多点电喷 多点电喷 直喷 直喷



发动机技术参数过硬，实力不输合资品牌

◼ 长城汽车最新一代1.5T核心发动机（GW4B15A）最大功率达到124Kw,最大扭矩达到285Nm，采用特有CVVL(连续可变气

门升程技术技术)，以及缸内直喷技术有效提高热效率并降低排放。该发动机装配在最新哈弗H6及F5、F7等核心车型

上，其中核心参数与其他自主或主流合资品牌相比，均具有不同优势，丝毫不逊于合资品牌。

图表：长城、吉利、上汽、广汽、通用发动机参数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公司 长城 吉利汽车 上汽乘用车 广汽自主 通用 长安汽车 大众

发动机型号 GW4B15A JLH-3G15TD 15E4E 4A15J1 LYX JL476ZQCF CSS

发动机图片

排量 1.5 1.5 1.5 1.5 1.5 1.5 1.4

最大功率（KW） 124 130 124 126 132 131 110

最大扭矩（Nm） 285 255 250 265 275 265 250

发动机特有技术 CVVL DVVT - DCVVT - - -

供油方式 直喷 直喷 直喷 直喷 直喷 直喷 直喷



过硬技术支撑升级，领先进入国六时代
◼ 1.5T发动机型号由”GW4G15B”型升级为国VI的“GW4G15F”型，峰值扭矩输出转速由原先的2200rpm下探到

1800rpm，并一直持续到4400rmp；6孔喷油器方案升级为8孔喷油器，汽油雾化效果提升；燃油压力由3.8bar提

升至4.5bar，从而达到改善喷雾及燃烧效果的目的。

◼ 6月6日，长城皮卡中国首台柴油国六皮卡交付，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汽柴油国六车型的皮

卡品牌，用行动助力国家蓝天保卫战，开启中国皮卡国六新时代。

图表：国六发动机技术升级路径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长城汽车升级版国六发动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发动机型号 GW4G15F GW4B15A GW4C20B

升级优势

1、电控系统由

UP6升级至UP8

2、6孔喷油器方

案升级为8孔，燃

油压力提升至

4.5bar

3、980℃高耐温

排气系统取代原

930℃耐温系统

1、由200bar电喷

系统升级350bar

电喷系统

2、采用高瞬态响

应性电控增压器

3、增加了气门异

步开启、小升程

相位减小等功能

1、全面采用

350bar电喷系统

2、采用缸盖集

成排气歧管设计

3、全面匹配电

控双流道增压器，

发动机扭矩升至

385Nm/1800rpm。



7DCT荣膺世界十佳变速器，多技术路线驱动并行
◼ 长城汽车自主研发的7DCT湿式双离合变速器，由电液控制可直接换挡，选用的齿轮和离心式减震器可强化NVH的

性能，并且匹配性更好，登榜“世界十佳变速器”。

◼ 长城发布了与9HDCT相匹配的高性能动力总成P2+P4（混动系统），该系统将会率先应用在WEY品牌SUV车型中，

官方数据显示零至百公里加速时间低于5秒。

图表：长城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表：蜂巢易创产品线规划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V+PHEV/HEV+ICE”多技术路线驱动总成同步发展



国内自动变速器逐步突破，优势自主领先布局
◼ 国内自主变速器研发以整车厂主导为主，吉利汽车从2014年至今坚持轻量化、纯电控7DCT&7DCTH的量产开发；

长安汽车第三代动力总成，自主研发湿式DCT变速器；上汽变速器立足于成为“全面掌握高档位手动变速器、自动

变速器2+1（DCT、CVT+AMT）研发制造和清洁能源传动系统核心技术的汽车变速器公司“，力争攻克电换档、

电离合与电驻车等核心技术；广汽乘用车与爱信AW签约，共同成立广汽爱信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图表：自动变速箱的研发进展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品牌 长城 上汽 长安 吉利 广汽 万里扬

自动变速器
研发进展

2017年长城自主研
发的7DCT变速箱斩获
“世界十佳变速器”
荣誉。后持续推出
9DCT和P2路线的

9HDCT，传动效率更
高，节油水平更强。

全资成立上海汽车变
速器有限公司，成功
研发SH36D6自动变速
器、SH25D7自动变速
器、SH12M5 AMT自动
变速器，立足于研发
制造自动变速器2+1
（DCT CVT+AMT）

长安目前第三代动力
总成，包括自主研发
的湿式DCT变速器，是
在五款SUV车型上搭载
的第4款自动变速箱，
长安汽车第一台自主
研发双离合变速箱

吉利汽车收购了世界
第二大自动变速器企
业—澳大利亚DSI公
司，全系车型已陆续
普及6速自动变速箱，
当今与爱信合资生产

6AT变速箱

广汽传祺采用的双离
合变速箱是与欧洲知
名企业菲亚特共同研
发打造的带有手动换
挡模式和运动模式的
变速箱；目前广汽和
爱信合资，主要生产

6 速自动变速器

万里扬收购奇瑞汽车
变速箱公司后获得了
MT变速箱和CVT19变
速箱，后研发CVT25
变速箱，并且万里扬
的8AT变速箱项目也
受到了众人的关注



聚焦动力技术革新，谋求长远发展
◼ 按照公司规划，在4N20发动机基础上，还将以模块化的形式开发高性能、微混动力、插电混动、超低油耗等

版本发动机，以适应不同车型，且所有机型的零部件通用化程度高达90%，有效降低开发成本和开发周期。

◼ 公司基于现有的7DCT，未来将持续推出9DCT和P2路线的9HDCT变速箱，蜂巢易创将谋求从单一零部件向

系统供应商转变，持续向混动、纯电动、智能互联升级，在做稳做优传统汽车业务的同时，快速发展新能源

汽车业务和智能互联汽车业务，力争到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突破550亿元。

图表：DCT变速箱的持续升级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参数 7DCT 9DCT 9HDCT

类型 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9档湿式双离合 P2混动变速箱

输入扭矩级别 200-450Nm 200-400Nn 300-500Nn

档位 7+R 9 9

中心距 197mm

尺寸 389mmX643mmX414mm 357mmX542mmX411mm 402mmX529mmX411mm

重量 84kg 78kg 113kg

混动拓展 BSG/P2/E-AD BSG/P2/E-AD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5. 盈利预测与风险提示

◆ 投资建议及盈利预测

◆ 风险提示



图表：公司盈利预测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预测整理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 公司为国内专业打造SUV与皮卡领先车企，长期专注两大领域，极致匠心打造高性价比精品，国民神车H6家喻户晓，

风骏皮卡纵横江湖一骑绝尘，精益管理成就极致效率，质量成本管控业内首屈一指。

◼ 公司极度重视研发投入，作为行业内的技术硬核企业，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拥有自身的硬核技术积累，无论是传统车的
心脏发动机变速箱、还是新能源车的命脉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产品，均均有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对于面向未来的氢能源
技术也是深度前瞻布局，研发投入毫不犹豫，硬核之上，未来可期。

◼ 我们预计公司2018年、2019年营收分别为943.78亿元、1060.71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4.69亿元、55.46亿元，公
司作为自主品牌的标杆企业，持续看好，维持“买入”评级。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01,169        99,230          94,378          106,071        123,350        

同比增速（%） 2.59               -1.92             -4.89             12.39             16.29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5,027             5,207             4,469             5,546             6,857             

同比增速（%） -52.35           3.58               -14.17           24.09             23.63             

EPS（元） 0.55               0.57               0.49               0.61               0.75               

PE 15                  15                  17                  14                  11                  



风险提示

◼ 宏观经济或汽车行业整体走势不达预期；

◼ 降价促销幅度大于预期



1

中性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5%之间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上看好

看淡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下

行业评级

公司评级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15%以上买入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增持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5%之间持有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减持

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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