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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下，积蓄力量，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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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期） 



前 言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疫情打乱了所有中国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很快疫情影响逐渐蔓延全球，对各行各业影响
巨大。对于本身就处于剧烈转型的汽车行业，新冠病毒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大面积停滞，更是进一步增加了研发投入的
困难。 

疫情风波下，欣锐面对严峻的考验和不可预知的风险，依然坚持高强度地投入研发，开发未来五年新能源汽车高压“电
控”技术。我们相信，坚持技术创新是应对经营挑战的最有效策略之一。 

欣锐已经初步具备了完善的产品正向开发流程和技术标准，通过持续实施品牌向上的战略，和部分国际主流车企开展配
套项目的合作，有效地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满足他们对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质量要求。欣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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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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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人 

研发中心 
6,000 m2 

生产基地 

30,000m² 

累计配套车辆 
  100+万辆 



2020 研发投入 

1、欣锐科技最近三年以来一直高强度地投资研发，在推动行业朝技术进步“降本”方向发展上卓有成效。 

2、2020年以来，虽然受宏观经济和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欣锐科技仍不停止加大研发投入的速度，2020年半年度较去年同期研发投入增     
加400万元。 

3、欣锐科技的持续研发投入助推“品牌向上”，配合更多外资和合资客户的车型。 

12% 

9% 

13% 

35.21%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半年度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6024万元 
6642万元 

7612万元 

4058万元 



自主创新战略驱动下，拥有数百项核心专利 

欣锐科技拥有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DC/DC变换器和

车载充电机）的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已拥有核心技术

专利300+项，核心软件著作权300+项，正在申请的

PCT 57项。 



    公司概况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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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RY 核心价值观 
创新、诚信、坚韧、卓越、客户至上、团队协作 
 
SHINRY 质量方针 
品质超越客户期望；追求环保预防污染。 
健康安全遵守法纪；做受社会尊重企业。 
持续改善满足客户要求。 

新能源汽车是全人类的新兴产业，创新无止境！ 



专注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解决方案 

 
 

SHINRY 车载电源解决方案 

高压“电控”总成 
（又称“充配电”总成） 

（D+C，C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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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性能 
96%效率 

DC/DC变换器 

突出性能 
96%效率 

车载充电机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其主要技术集中在车载DC/DC变换器和车载充电机，统称为车载电源。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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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2010 
国家863项目主承接单位 
（车载充电机） 
  

2011 

国家863项目主承接单位 
（DC/DC变换器） 
产业化一期工厂建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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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配套整车服务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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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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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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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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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9 

测试中心通过CNAS认可 
通过ASPICE 能力2级认证 



IPO上市 

     2018年5月23日上午9点25分，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简称：欣锐科技，股票代码：300745）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敲响上市金钟，伴随着深圳证券交易所宝钟的响起，

欣锐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的舞台，踏上全新的征程。 

   欣锐科技将继续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紧抓发展机遇，加快自身发展，将履行社会责任

融入到经营管理之中，不断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实现自

身与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ATF16949:2016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VDA6.3 过程审核-符合 

 QC080000:2017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认证 

 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SA 8000:2014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认证 

 GB/T 23001-2017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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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南山区总部企业 

深圳市科技进步奖 



深圳&上海双核心布局 

上海研发中心(拟建)  

深圳领亚工厂（秋收楼&冬藏楼） 

深圳总部&研发中心 （金骐智谷5F&6F） 

上海嘉定工厂(拟建)  



    产品与市场 02 



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解决方案 

独立功能 “二合一” “三合一”或“多合一” 



典型配套（一） 

CDU 2 in1 
6.6kW双向 OBC+PDU 

CDU 3 in1 
6.6kW OBC+1.4kw 
DCDC+PDU 

PEU 4 in 1 
6.6kW OBC+1.8kW 
DCDC+MCU+HV Box 

CDU 2 in1 
3.3kW OBC+2.2kW 
DCDC 

图片来源于公开网络 

EX3/EU5 帝豪EV450/500 秦Pro DM/宋Max DM iEVA50/iEVS4 



典型配套（二） 

VE-1 /XN-V 

CDU 2 in 1 
6.6kW OBC+2.5kW 
DC/DC 

CDU 3 in1 
6.6kW OBC+2.5kW 
DC/DC+HV Box 

CDU 2 in1 
6.6kW OBC+1.8kW 
DC/DC 

CDU 3 in1 
3.3kW/10kW OBC+2.5kW 
DC/DC+HV Box 

图片来源于公开网络 

ENCINO/LAFESTA P7 DENZA 500 



部分合作客户（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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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中心 

欣锐科技研发创新中心于2017年1月正式启用,规模6000平米,符合国家实验室标准，并获得主流车企客户的认可。 



坚持汽车级产品开发思维：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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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汽车电子软件开发流程体系ASPICE 2级认证 

2019年8月，欣锐科技通过ASPICE（汽车界软件开发过程评估标准）能力2级认证，标志着欣锐科技的软件开发管理能

力已正式走向国际化，迈向更高的阶梯。 



通过CNAS实验室能力认可 

2019年9月25日，SHINRY 测试中心成功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以下简称：CNAS）的审核，并签发
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标志着CNAS对欣锐科技测试中心实验室能力的认可，有利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
增加客户对实验室的信任以及增强实验室在检测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产品测试验证体系 

电气特性 可靠性 整车兼容性 

外观与防护 

机械特性 

环境特性 

使用频度 

主观特性 耐久性测试 

器件应力 

电磁干扰 

电磁抗扰度 

电气安全 

CAN网络管理 
/诊断 

EV系统兼容性 

功能安全 

客户体验 

安全与法规 

机械试验室 

环境试验室 

器件应力
试验室 

EMI 
试验室 

电气安全
试验室 

EMS 
试验室 

ATE试验室 

硬件功能 

软件功能 

防护试验室 可靠性 
试验室 

系统验证 
试验室 

四个维度            十六类测试项目      十个专业试验室  



产品测试与专业实验室（一） 

元器件性能分析试验台 自动测试试验室 能源管理仿真系统 

CAN网络分析试验室  电源温度性能试验室 多功能测试试验台 



产品测试与专业实验室（二） 

三综合振动试验箱 温度冲击试验箱 

快速温变试验箱 盐雾测试区 防水测试区 

高低温环境试验 



产品测试与专业实验室（三） 

传导发射屏蔽室 雷击/快速脉冲测试设备   三米法电波暗室 

车载电路干扰模拟设备 静电放电测试设备 安规综合测试仪 



    制造能力 04 



全制程高压“电控”专业化制造工厂（深圳领亚工厂） 



高压“电控”专业化制造体系 

投料管理系统 
制造执行系统  

交付管理系统 
看板管理系统  

生产计划管理系统   
生产线监控系统   

作为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SHINRY在不断积累和总结产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对制造工厂的资金投入与系统升级，顺
利于2017年完成领亚工厂的建设并投产，为客户提供大批量量产的全方位专业化制造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朝服务型制造企业方向发展。 



关键生产设备 

SMT双轨贴片机 
Panasonic NPM-D3/TT2 

回流焊 
REHM, Double track, VXS 734N 

锡膏印刷机 
DEK 

AOI 
OMRON S500  

自动涂敷机 
iCoat-5, ANDA 

PCB 分板机 
GAM330L  

ATE自动测试台 
Chroma 8000 

水冷老化测试 
欣锐专利设计   



全面质量管理 

质量体系（IATF16949+ VDA6.3）+ 信息化管理平台 

客户 
质量管理 

过程 
质量管理 

供应商 
质量管理 

研发 
质量管理 

质量规划 
及持续改善 

客户 
建设性方案 

• CS1000 
• IPTV 
• 0KM 
• 售后服务 

• APQP&PPAP 
• 四个测试维度 
• 十六类测试项目 
• 十个专业试验室 

• APQP&PPAP 
• 准入与评价 
• 管理与支持 
• 环保与质量协议 

• 设备管理 TPM 
• 测量系统分析MSA 
• 数据统计分析/SPC 
• 报警与升级管制 



数字化制造过程质量管控 

物料控制 

100%最小批次跟踪 
物料实时位置 
物料按需配送 

物料存储状态实时监控  

IQC合格 物控合格 

G1 G2 

PCBA工艺 

PCBA单片管控 
锡膏湿敏监测管控 

上料投料防呆 
设备联机联网  

单板合格 部件合格 

G3 G4 

总装工艺 

物料检验防错 
组装工艺流程定义和管控 

气密性检验数据联网 
自动锁附控制 

总装合格 初测合格 

G5 G6 

测试工艺 

100%自动化测试 
SPC动态监控 

测试报告自动生成 

老化 
合格 

终测 
合格 

G7 G8 
OQC 
合格 

G9 

智能排程 工艺过程管理  产品和物料可追溯管理  设备联接  数据采集 设备管理和维护 资源分配和监控  工时管理 

采购和库存     生产计划      销售和发货      财务和成本 

MES 

ERP 

BI分析平台
（Ta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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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网络布局 

华中 
(含西

北) 
郑州、武汉、西安 

华北 北京、天津、保定、晋中、黄骅 

华东 上海、南京、合肥、芜湖、安庆、常
州、温州、常熟、慈溪、春晓、临海、
临安、莱西 

华南 广州、深圳、长沙、厦门、南昌 

西南 重庆、成都、贵阳 

全国覆盖29个服务网点 



产品全生命周期技术支持 

售前服务 售中服务 售后服务 

 配合客户样机测试  
 
 配合客户整车调试  

 
 售前技术支持 

 主机厂产线技术支持 
 
 主机厂产品状态跟踪 

 
 OA信息管理系统追踪 

 区域技术支持驻点服务  
 
 配合4S店携手客户服务 

 
 4S店&服务站技术支持 



技术服务项目和承诺 

03 

05 01 

02 04 

快速响应 
服务热线24小时开通， 

1小时内响应客户， 
给出解决方案和计划 

行动及时 
29个驻点分布全国各省

市，24小时内到达现场， 
保障服务速度 

专业处理 
专业的技术服务工程师现场排查

处理，完美解决客户问题 

培训服务 
现场给客户讲解培训产品功

能、维护、操作等知识， 
让客户更了解产品 

回访反馈 
定期回访客户， 
关怀客户感受， 

确保产品正常使用 



技术服务发展路径 

响应服务 

 满足客户基本需求 
 及时响应客户诉求 
 基本技术支持服务 

主动服务 

 主动了解客户需求 
 区域驻点贴近服务 
 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感动服务 

 完善高效运作体系 
 完善高素质技服团队 
 完善预警机制 



结束语 

 

热情邀请海内外主机厂客户访问欣锐科技! 

欣锐科技期待与海内外主机厂共同应对疫情引起的市场压力。2020年对于国内新能源市场无疑是雪上加
霜，似乎活下去才成为首要目标。作为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欣锐不仅要活下去，
更要从这场市场大洗牌中寻找发展的契机。待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步回暖，欣锐必将发光发热，引领新能源汽
车产业蓬勃发展。 

 



2020/8/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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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塘岭路1号金骐智谷大厦5层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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