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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5代6.6KW单向OBC上市
生命周期内累计销售5.6万台

L2级（物理集成方式）CDU 三合一 上市
生命周期内累计销售11.78万台

L3级（磁集成方式）D+C 和CDU 三合一  上市
经济型解决方案

G5代单向/双向OBC 和 D+C 上市

L4级（板集成方式）D+C和CDU 三合一 上市
高端解决方案

全面启动 品牌向上 战略

燃料电池乘用车DCF 多合一 上市

注：至今为止，欣锐科技配套了几乎
所有的国内燃料电池乘用车项目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国内市场上全球化竞争开始启动

欣锐科技大幅度加大研发投入
燃料电池商用车FC-PEU 多合一 上市

倡导自主 正向研发 与平台化规划
参与海外配套项目的定点招标

推动技术进步与规模化量产 降本

全面启动 软件定义产品 战略
通过汽车电子软件开发流程体系ASPICE 2
级认证

SHINRY 靅謺壽



一、 车载电源  时期可以被认为是1.0时代：

时间段为 十一五和十二五  （2006年-2015年）共计十年时间，新能源汽车示范与推广阶段！

二、 车载充配电总成（CDU） 时期可以被认为是2.0时代 ：
时间段为 十三五  （2016年-2020年）共计五年时间！标志性事件为2015年设立了预研部。

（1）政策驱动产业发展：国补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极大。车型的生命周期只有一至二年。 多品种、小批量 特征很明显。

（2）技术进步 降本 成绩显著：技术迭代升级很迅速。标志性的产品就是欣锐科技的G5代车载电源/车载充配电总成（CDU）。

（3）单车配套价值：2.0时代的单车配套价值与1.0时代没有质的变化。但因主机厂客户要求降价十分强烈、低价竞争行为泛滥、

还未形成规模化量产降成本的产业化条件等等，直接导致产品销售的毛利率急剧下滑至亏损边缘。

三、 智能充配电总成（i-CDU） 时期将被认为是3.0时代 ：
时间段为 十四五  （2021年-2025年）共计五年时间！

国务院办公厅已于2020年11月印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政策文件（核心内容见右图）。

标志性事件为2020年设立了武汉欣锐软件公司。

（1）全面加速进入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国市场将成为全球化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

（2）软件定义产品：软件的价值将急速上升，并被主机厂和大众消费者认可和接受。

（3）单车配套价值：预计3.0时代的单车配套价值很有可能将上升为2.0时代的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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