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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控”总成的硬件成本构成 

股票简称：欣锐科技 
股票代码：300745 

SHINRY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市场化发布（2019年第八期）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概况：产业化领航企业 & 细分市场龙头企业！ 

欣锐科技于2006年初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专注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的研发与制造，拥有业界领先的研发创新能力 
和工程制造能力，产品技术水平位居行业前列。配套了国内外众多主流车型，促进国内新能源汽车朝市场化方向发展。 

成立日期 
2005年1月  

注册资本 
11,451万 

员工总数 
1200+ 人 

研发体系  
400+人 

研发中心 
6,000 m2 

生产基地 

30,000m² 

累计配套车辆 
  90+万辆 

数据：截至2019年9月 



SHINRY 2019年中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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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万元） 

扣非净利润（万元） 

毛利率 

欣锐科技2019年年中报解读： 

1、营业收入为3.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9%；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8万元（即产品经营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48.88%； 

3、产品综合毛利率为17.27%，较上年同期减少11个百分点左右。 

      以上数据表明，欣锐科技是有担当的上市公司，顺应补贴政策退坡 
      的行业形势，2019年上半年再次主动地大幅度降低产品销售毛利率

，以保持市场占有率稳定增长，促成产品的产业化发展规模，推动
全行业有序地朝市场化方向发展。 



2017年度 2018年度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12.28%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9.26% 

6024万元 6642万元 

SHINRY 研发投入 

欣锐科技2018年年报解读：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46.1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即产
品经营利润，包含客户支付的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26.38%，
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约12%。 

注：自2016年以来，欣锐科技凭借率先推动技术进步取得的优势，已经连续三
年大幅度地降低了毛利率。 

2、欣锐科技高强度地投资研发，在推动行业朝技术进步“降本”方向发
展上卓有成效。近二年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在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
点上因国内外的竞争者比欣锐科技报价高而中标了的案例。这充分
地说明了欣锐科技的产品技术和报价水平一直都是市场上的标杆。 

3、在国家补贴政策的强力牵引下，2017年度和2018年度内出现的整车
开发项目很多。换言之，“多品种、小批量”的产业化初期特征明
显，普遍缺乏规模化量产的效益。下一阶段，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全
产业链“降本”的方向是共同朝着规模化量产“降本”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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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是全人类共同的新兴产业，创新无止境！ 

突出性能 
96%效率 

 
 

 
 

突出性能 
96%效率 

DC/DC变换器 车载充电机 

欣锐科技“十三年磨一剑”，专注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解决方案 

高压“电控”总成 
（又称“充配电”CDU总成） 

（二合一，三合一） 

SHINRY 2016 
十三五计划 

SHINRY 2006 
十一五计划 

SHINRY 2021 
十四五计划 

SHINRY 2011 
十二五计划 



SHINRY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产业化领航企业 

SHINRY 愿景：致力于成为全球技术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解决方案供应商 

2018 

2017 

研发创新总部启用 
领亚工厂建成启用 
通过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6 
上海欣锐电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PLM系统、MES系统导入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14 

杭州欣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配套整车服务 
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5 
总部乔迁 
工厂迁建升级为 
汽车级车载电源专业化制造中心 
公司完成股份改制， 
正式更名为: 深圳欣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配套整车服务 
南京亚洲青少年运动会 

2005 
深圳市欣锐特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 

2006 
应国家863专家组之邀, 配合车
企研发车载DC/DC变换器 

2007 

荣获“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 
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DC/DC变换器配套混合动力汽车 
国内首次路跑测试 

2008 
配套整车服务 
北京奥运会 

2012 
产业化二期工厂建设完成  
月产能达5000台套 
通过TS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1 

国家863项目主承接单位 
（DC/DC变换器） 
 
配套整车服务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2010 
国家863项目主承接单位 
（车载充电机） 
产业化一期工厂建成启用  

2009 
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深交所A股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300745） 
 
深圳市工程研究中心 
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总部企业 



SHINRY产业化经验积累 - SHINRY高压“电控”总成技术与集成技术发展历程 

1、SHINRY 在“十三年磨一剑”发展历程中，持续高强度地投入研发力量，为主机厂和集成商客户研发各种类型的高压“电控”  
   解决方案（CDU，或称之为充配电解决方案、车载电源解决方案），自身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产业化经验。下图简要地表示了 
   SHINRY 新能源乘用车集成技术发展历程。 

2、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之间的系统集成化趋势明显，直接导致高压“电控”总成件的复杂度越来越高。 
 

2011年 2015年 2012年 2010年 2014年 2013年 2009年 

风冷 D+C 水冷 D+C 水冷 D+C 

水冷 D+C+I 

风冷 D+I 

水冷 D+I G3代模块DC/DC G5代模块DC/DC G4代模块DC/DC 模块40kW/80kW  
DC/DC，OBC 

G4.5代模块OBC 
全球首次发布 

G3代模块OBC CDU1.0 

 “ CDU ”系统集成技术 
全球首次发布 

2016年 

G5代模块OBC 
正式上市 

CDU2.0开发完毕 

2017年 

G3代D+C一体化集成产品 
全球首次发布 

G2代 高压“电控”系统 
集成产品 

全球首次发布 

2018年 

D+C 双向一体化 
集成产品 

双向22kW 
车载充电机 



SHINRY 车型平台配套项目 

SHINRY 与主机厂客户“一路相伴，风雨同舟”， 
共同走过了产业化过程的各个阶段： 
 
“十一五”863专项阶段  （2006年-2010年） 

“十二五”863专项阶段  （2011年-2015年） 

“十三五”重点专项阶段 （2016年-2020年） 
  第一轮示范运行阶段        （2010年-2012年） 

  第二轮示范运行阶段        （2013年-2015年） 
  第三轮推广应用阶段        （2016年-2018年） 



SHINRY 高压“电控”解决方案及产品 

独立功能 “二合一” “三合一”或“多合一”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词 

1、“十三年磨一剑”专注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 车载电源解决方案。 
 
 
  
2、始终坚持“新能源汽车是全人类共同的新兴产业，创新无止境”的发展理念。 
 
 
 
3、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产业化领航企业。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细分市场龙头企业。 
 
     “技术创新”与“汽车级制造”双轮驱动型企业。 
 
       致力于成为全球技术领先的高压“电控” / 车载电源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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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控”总成（CDU）的复杂性 
 

注：此处引用了2014年的产品化水平！ 



高压“电控”总成（CDU）的硬件成本构成 

一
 

欣锐科技“十三年磨一剑”发展历程中，曾与国内外300多个主机厂客户进行过技术交流，曾对海外百余款主流车型的“三大电”总成件布
置方式进行过案例分析，并累计完成过数百个车型平台的高压“电控”总成配套项目。在长期的产业化实践中，欣锐科技的研发团队逐步总
结出了一套简单、实用的总成硬件成本研究方法。当前，全产业链“降本”的呼声和动作日益激烈，为避免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陷入误区，
本文将公开分享欣锐科技的研发团队的这一实用的研究方法。 

纯电动乘用车高压“电控”总成中，CDU“三合一”总成的求成最为复杂、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SHINRY研发团队认为，任何一个 
CDU“三合一”总成的硬件构成均可以分解成以下三大类的套件： 

      1、总成外形套件； 

      2、高压直流配电套件（ 含PTC控制器等主机厂指定件）； 

      3、功率变换内核套件。 

 举例：一个典型的CDU“三合一”总成的外观 



总成外形套件的构成 

高压接插件 

外壳体+散热系统 

信号接插件 

上盖板 

维修盖 

总成外形套件是由外壳体、盖板、水嘴、透气阀、密封圈、接插件、低压大电流连接端子等组成，概括地讲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产业化特征： 

      1、主机厂定制性质：由主机厂和上游的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决定总成外形套件的成本； 

      2、BOM成本透明化： 最早实现100%国产化； 

     3、BOM成本占总体成本比例高：当前，总成外形套件“降本”的空间存在。 

 举例：一个典型的CDU“三合一”总成外形套件的构成 



高压直流配电套件的构成 

PACK环境控制 

BMS 

动力电池 

电
机
控
制
器 

电
机 

动
力
总
成 

高 

压 

直 

流 

配 

电 

交流充电口 

直流充电口 

车载充电机 

DC/DC变换器 

电动空调 

PTC 

其他的高压部件 

12V/24V低压电池 

“电机” 

高压“电控” 

“电池” 

新能源乘用车高压“电控”的范畴 

高压直流配电套件是由高压直流继电器、高压直流熔断器（保险）、大电流母排、线束、PCB、EMI滤波磁性器件 、塑胶件、五金结构件、
主机厂指定的PTC控制器等组成，概括地讲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产业化特征： 

      1、主机厂定制性质：由主机厂和上游的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决定高压直流配电套件的成本； 

      2、BOM成本透明化 ： 已经实现100%国产化； 

      3、BOM成本占总体成本比例高：当前，高压直流配电套件“降本”的空间存在。 



功率变换内核套件的构成 
功率变换内核套件，其基本的作用是实现DC/DC变换器和车载充电机这二个不可或缺的功能、当前主流的产品技术是L3级或L4级D+C原理级
集成技术，由电子元器件、磁性器件 、PCB、塑胶件、五金结构件、大电流母排、线束等组成，概括地讲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产业化特征: 

      1、高压“电控”厂家自主研发性质：欣锐科技大约将80%的研发资源投向研发全球技术领先的功率变换技术、D+C集成技术等。 

              可以说，主要是由高压“电控”厂家和上游的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决定功率变换内核的成本。 

      2、BOM中几乎所有电子元器件均为全球化采购：汽车级电子元器件的国产化率还很低。 

      3、BOM成本占总体成本比例高：当前，全产业链“降本”压力过于集中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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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RY 推动技术进步“降本”的思维方式：创新、创新、再创新！ 

“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 

SHINRY 始终坚持“新能源汽车是全人类共同的新兴产业，创新无止境”的发展理念！ 

技术迭代升级 

G3 

G3.5 

G4 

G4.5 

G5 

G6 

独立功能应用 功能集成应用 系统集成应用 

全球技术领先 

横向发展：追求汽车级总成&轻量化！ 

纵向发展：追求全球技术触顶&小型化！ 交叉发展：追求电路原理级集成&性价比最优！ 

L1级 

L0级 

L2级 

L3级 

L4级 

L5级 



SHINRY 软件定义产品愿景： 
    1、有实力配合主机厂客户正向开发具有全球化市场竞争力的车型平台，为主机厂品牌向上出力 。      
    2、用软件方式定制与验证总成件。 
    3、用OTA方式升级总成件的功能。 

01 

02 

03 

04 

内核平台研发 

产能建设与供应链安全 

软件定义产品 

内核平台的硬件在未来的五年至十年之内具备保持平稳发展的基础，且升级路线图明确。 

内核平台与总成的硬件，只有得以数千台至数万台规模的、 
多车型的量产验证一年以上，才初步具备全球化推广的基础。  

制造产能的规划与建设、全球化的供应链安全可以落到实处。 

技术进步“降本”的阶段性成果！ 

规模化量产“降本”的努力方向！ 

内核平台验证与总成验证 

SHINRY 推动规模化量产“降本”的思维方式：软件定义产品！ 



国家推出双积分政策的目的很明确，在国家政策层面引导新能源汽车朝市场化竞争方向发展，逐步取代传统的燃油汽车。当前，最大的 

困难之一是新能源汽车的成本还远比传统的燃油汽车高。所以，全产业链“降本”是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势不可挡！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产业链“降本”，其前提是不能降低汽车级质量要求，需要产业链中的所有的从业企业共同努力！ 

 

全产业链共同协作降低BOM成本 

元器件/零部件厂商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产业链“降本”压力是
从整车开始向上逐步传递的，当前的重担主要压
在高压“电控”厂家，总成外形套件和高压直流
配电套件的BOM成本占总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产业链“降本”压力必然将向上游传递。 

欣锐科技建议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尽早适应汽车产
业中通行的“全生命周期内经营”商业模式。 
 

高压“电控”厂商 
若未来不能实现规模化量产，高昂的研发投入和
产能建设投入将无法分摊，产业链“降本”就是
一句空话。 
欣锐科技将以“软件定义产品”思维方式开发主
机厂定制的CDU总成，以做到产业安全的同时分
摊掉高昂的研发投入，并将聚焦CDU总成的硬件
朝规模化量产“降本”方向发展。  
 
 

每一个主机厂所需求的CDU总成均为定制性质的，
并且主要由主机厂和上游的元器件/零部件厂商
决定总成外形套件和高压直流配电套件的成本。 
欣锐科技建议主机厂在整车开发立项过程中提出
CDU总成的目标价格之前，积极主动地参与CDU
总成外形套件和高压直流配电套件的设计过程，
并强力介入与上游的元器件/零部件厂商的商务
谈判。  

主机厂 



结束语 

任何一个 CDU“三合一”总成的硬件构成均可以分解成以下三大类的套件： 

      1、总成外形套件。 

      2、高压直流配电套件（ 含PTC控制器等等主机厂指定件）。 

      3、功率变换内核套件。 
总成外形套件和高压直流配电套件的BOM成本占总成的总体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已经实现100%国产化， 
“降本”的空间存在。 

 

热情邀请海内外主机厂客户访问欣锐科技！ 

欣锐科技期待海内外主机厂客户在平台车型开发项目的定点招标时，尽可能向欣锐科技集中，以形成/分享
规模化量产“降本”效益 ，共同应对全行业的退坡压力，向市场化阶段前进！ 



2019/10/14 23 

热情欢迎广大海内外客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很高兴为您提供专业至诚的服务，  
期待与您携手共同合作与发展！ 

以下任何方式您都可以联络到我们 
欣锐科技服务贵司的销售经理 

总机：0755-8626 1588 

全球服务热线：400-180-6868 

Email: evcs@shinry.com 

http://www.shinry.com 

企业服务平台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4层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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