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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行业深度报告  

 车联万物渐近，行业规模稳健增长。行业进程由人车互联迈向车与万物互

联。车联网的新内涵为车与路网车人等互连。V2X交互的信息模式包括：车与

路侧基础设施（V2I）、车与网络（V2N）、车与车（V2V）、车与行人（V2P）之

间的交互。2020年我国车联网行业规模预计达 2010 亿元，2025年将近万亿

元，未来五年 CAGR36.57%。产业链包括上游涵盖终端设备的核心组件：芯片、

通信模组等；中游涵盖车载、路侧等终端设备以及汽车承载自动驾驶核心功

能的高精度地图等组件；下游涵盖测试验证、运营服务等。 

 C-V2X 将成我国主流部署，云管端协同发展。 V2X 通信主要技术有两类，

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即 DSRC 和基于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 C-V2X（含 LTE-V2X和

5G-V2X），C-V2X在性能、演进方面较 DSRC 路径有优势。截至 2019 年 9月，

全球车联网领域专利申请累计 114587 件，美国占 30%居首，中国 25%居第二

位。在 C-V2X车联网通信技术专利方面，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占比达到 52%。从

车联网较复杂的产业架构来看，云管端协同发展是建设车联网繁荣生态的必

经路径；从无人驾驶愿景的落地需求来看，车路等智能化网联化为必然趋势。 

 产业图谱多点开花。1、CDN 路侧基建先行，预期政府主导部署。RSU 建

设总空间达 7213亿元，国内 RSU设备提供商近 10家，RSU赛道略显拥挤，集

中度可能偏低；未来竞争格局的研判将取决于上游产品一体化优势与 RSU终

端制造商的客户资源优势的制衡与博弈。2、高精度地图高空间高壁垒铸就理

想赛道。高精度地图是对传感器等终端感知的必要补充，高精度地图全球市

场空间在 2020-2030 将呈现高速增长；2030 后增速趋于稳定，每年市场空间

将大致维持在 250 亿美元左右。3、车载 OS助力软件定义汽车。车载 OS解耦

软硬件，OTA驱动功能规模化。自研车载 OS提升车企议价权，传统供应商竞

争格局变革。4、集中与融合为智能座舱架构重要趋势。我国智能座舱市场规

模稳健增长，2025 年突破千亿元。2020-2025 期间预计 CAGR为 12.68%。中控

屏市场规模最大，液晶仪表盘渗透速度最快。当前汽车中控屏的渗透率已经

较高，2020年约 80%；全液晶仪表未来五年渗透速率较快，渗透空间较大，

其 2020 渗透率约 30%，预计 2025年实现 70%渗透。 

 投资建议 

赛道技术路径清晰，投资机会凸显。当前车联网多个赛道技术路径清晰，将成

为自动驾驶时代的确定性受益者。建议重点关注高精度地图领域先行者四维图

新、深耕智慧交通且布局终端设备的千方科技、智能操作系统领军中科创达、

智能座舱龙头德赛西威。 

风险提示：1）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不及预期。2）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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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2X 即车与万物互联，行业规模稳健增长 

1.1 车联网新内涵为车与车路网人等的万物交互 

行业进程正由人车互联迈向车与万物互联。真正的车联网始于 21 世纪初，已经

过车身基础连接、人车交互两代发展。车与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开启，其中车路

协同为重点关注方向。 

表格 1：车联网行业历史概述 

 
时间 关注重点 通信支持 内容 

第一代 1990s 救援 2G 起源国外，紧急救援 

第二代 2000s 车 2G/3G 与 CAN相连，开启真正的车联网时代 

第三代 2010s 人 3G/4G 信息娱乐、利宾服务、大数据 

未来 2020s 车路协同 4G/5G AI+V2X、智能交通、自动驾驶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车联网的新内涵为车与路网车人等互连。车用无线通信技术（V2X）主要包含车、

人、交通和网络。V2X 交互的信息模式包括：车与路侧基础设施（V2I）、车与

网络（V2N）、车与车（V2V）、车与行人（V2P）之间的交互。 

图 1：V2X 包含车与路网人车等的交互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1.2 V2X 2025年市场规模近万亿，产业图谱多点开花 

2020 年我国车联网行业规模预计达 2010 亿元，2025 年将近万亿元，未来五年

CAGR36.57%。2020全球车联网行业规模预计 6630亿元，2025年将达到 16920

亿元，未来五年 CAGR20.61%。由我国在全球规模中所占份额可见我国智慧交

通技术落地与商业前景居于世界前列。 

 

图 2：2015-2025 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及渗透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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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川财证券研究所 

 

车联网的产业链较长，上游涵盖终端设备的核心组件：芯片、通信模组等。中游

涵盖车载、路侧等终端设备以及汽车承载自动驾驶核心功能的高精度地图等组件。

下游涵盖测试验证、运营服务等。 

图 3：C-V2X 产业架构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4：C-V2X 产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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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二、 我国 V2X 技术路径清晰，云管端协同发展 

2.1 C-V2X 将成我国主流部署，性能及专利布局优于 DSRC 路径 

V2X 通信主要技术有两类，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即 DSRC 和基于蜂窝移动通信系

统的 C-V2X（含 LTE-V2X 和 5G-V2X）。DSRC 是美国主导的 V2X 通信协议，

经过 10 余年的研发测试，形成了较完善的标准体系和产业布局。而 C-V2X 依托

于蜂窝移动网络，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图 5：DSRC 技术架构  图 6：C-V2X 架构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川财证券研究所 

 

C-V2X 在性能、演进方面较 DSRC 路径有优势。在性能上，C-V2X 具有通信范

围长、通信时延低、支持更高车速的优势，将更好满足安全、效率、信息服务等

场景的通信需求。在演进上，C-V2X 具有向 5G 场景演进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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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V2X 的典型应用场景和对通信的需求 

类型 典型应用场景 时延 数据包 覆盖距离 

安全（防碰撞、

紧急情况、异

常情况） 

前向碰撞预警 

短（20-100ms） 小 
小（﹤

300m） 

交叉路口碰撞预警 

左转辅助 

盲区预警/变道辅助 

逆向超车预警 

紧急制动预警 

异常车辆提醒 

车辆失控预警 

道路危险状况提示 

限速预警 

闯红灯预警 

弱势交通参与者碰撞预警 

效率（路况提

醒、红绿灯） 

绿波车速引导 

中（500ms） 小 
大（1000m-

全覆盖） 

车内标牌 

前方拥堵提醒 

紧急车辆提醒 

信息服务（公

共、娱乐信息） 
汽车近场支付 长（1-10s） 大（可达兆级） 

大（全覆

盖）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3：LTE-V2X 与 DSRC（IEEE 802.11p）的技术比较 

  DSRC LTE-V2X LTE-V2X 技术优势 

物理层

处理 

信道编码 卷积码 Turbo码 

Turbo码的编码增益可在相同传输距离

下获得更高的可靠性，或在相同可靠性下

传输距离更远 

重传 不考虑重传 

通过 HARQ(hybrid 

autom atic repeat 

request) 机制进行多

次重传 

重传合并增益可提高可靠性 

波形 

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SC-FDMA(single-came

r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PAPR（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影响更小，在相同功放情况下可有更大的

发射功率 

信道估计 
信道估计算法需改

进以支持高速场景 
4列 DMRS 4列 DMRS参考信号有效支持高速场景 

资源分

配机制 

接受分集 非必须 
两个接收天线考虑接

收分集处理 
充分利用接收分集增益 

资源复用 TDM TDM/FKM 
考虑了节点密度、业务量和低时延高可靠

性传输需求 

资源选择机制 CSMA/CA 感知+SPS 
充分考虑业务周期性、可充分利用感知结

果避免资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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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感知 

通过固定门限以及

检测前导码来判断

信道是否被占用 

通过功率和能力测量

感知资源占用情况 

考虑业务优先级对资源选择的影响，并且

功率和能量测量提供资源感知结果供资

源选择使用 

同步 同步方式 非同步方式 同步方式 
采用同步方式降低信道接入开销，提高频

谱利用率 

资料来源：大唐电信，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4：DSRC 和 LTE-V 的关键性能比较 

指标 DSRC LTE-V 

传输距离 300-500m 1000m 

适应车速 200km/h 500km/h 

传输速率 27Mbps 500Mbps 

网络部署 需要部署 RSU 基于基站 

成熟度 高 中 

安全性 高 中 

演进性 弱 强 

商用潜力 低 高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川财证券研究所 

 

我国 C-V2X 专利布局较 DSRC 布局有优势。中国是 C-V2X 技术最大的专利原

创国家和布局目标国家。据中国通信学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车联网知识产权白皮

书》，截至 2019 年 9 月，全球车联网领域专利申请累计 114587 件，美国占 30%

居首，中国 25%居第二位。但在 C-V2X 车联网通信技术专利方面，中国的专利

申请量占比达到 52%。 

图 7：车联网专利全球地域分布  图 8：802.11p 与 C-V2X 专利分布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通信学会，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通信学会，川财证券研究所 

 

2.2 LTE-V2X先行，NR-V2X跟随 

NR-V2X 对 LTE-V2X 性能进行增强，并支持更先进业务。5G NR 的技术研究阶

段（R16+），用于支持 V2X 的高级业务场景，其与 LTE-V2X 在业务能力上将体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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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化。 

 

表格 5：LTE 与 NR 的 PC5 接口比较 

对比项 LTE PC5 口通信 NR PC5口通信 

共同点 

（1）低时延、覆盖范围小 

（2）资源调度：网侧协助、自感知； 

（3）LTE网络覆盖范围内、外可用 

不

同

点 

交互方式 广播 广播、点播、多播类 

帧结构 子载波间隔固定、子帧长度固定 
子载波间隔可灵活配置、子帧

长度灵活可变 

调制方式 QPSK,16QAM QPSK,16QAM,64QAM 

波形 SC-OFDM OFDM 

信令、数据 

复用方式 
FDM TDM 

重传方式 基于盲感知的数据重传 标准 Harq 

调度单元 Sub-frame Slot,mini-slot,multi-slot 

业务支持 交通安全类、效率类 
交通安全类、效率类、信息娱

乐类 

来源：中国联通、华为 

 

根据 3GPP，NR-V2X 的标准制定将与 2020 完成；2020 有望成为 LTE-V2X 商

用元年，2021 年 NR PC5 技术试验开展将紧密跟随。 

图 9：3GPP C-V2X 研究标准进展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0：C-V2X 技术试验及商用推进计划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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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2.3 MEC助力降低网络时延，支持区域特色服务 

多接入边缘计算技术（MEC）通过在网络边缘处部署平台化的网络节点，为用

户提供低时延、高带宽的网络环境以及高算力、大存储、个性化的服务能力。融

合 MEC 的 LTE 架构可减少数据传输的路由节点进而降低端到端网络时延；可借

助 MEC 区域覆盖支持区域特色服务。 

图 11：MEC 与 C-V2X 融合场景视图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6：多种通信技术支持 C-V2X 业务分阶段发展 

阶段 技术支持 业务 业务举例 

阶段一 LTE-V2X+MEC(可选) 
基于信息广播的基础车车协同类 车车碰撞预警、前车刹车告警 

基于信息广播的基础车路协同类 限速、施工提醒、闯红灯提醒等 

阶段二 5G eMBB+MEC 
基于 5G高带宽和 MEC本地协同计算的

更广和更深协同感知类 

基于高精地图的车辆路径引导、交

通远程监控、弱势交通参与者等 

阶段三 5G+LTE-V2X+MEC 
基于协同感知和控制的智能驾驶和智

慧交通 

动态车道管理，车路协同交叉口通

行，交通信号灯动态优化，协作变

道、车队编队行驶，特殊工况遥控

驾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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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阶段 5G V2X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部分 V2X 典型业务要求 MEC 网络部署。车联网业务大概可分为车辆安全、车

载信息服务、交通效率三大类。其中自动驾驶、远程驾驶、高精度地图下载更新、

编队行驶等业务要求融合 MEC 的 LTE-V2X 网络部署。 

 

表格 7：部分典型业务网络部署要求 

业务 网络部署要求 时延/ms 通信方式 

自动驾驶 LTE-V2X基站+MEC,RSU ≤10 V2V,V2I,V2N 

远程驾驶 LTE-V2X基站+MEC,RSU ≤10 V2I,V2N 

高精度地图下载更新 LTE-V2X基站+MEC,5G基站，RSU ≤500 V2I,V2N 

车载娱乐生活 LTE-V2X基站+MEC,5G基站 ≤500 V2N 

编队行驶 LTE-V2X基站+MEC,5G基站，RSU ≤10 V2V,V2I,V2N 

资料来源：中国联通，电子科技大学，川财证券研究所 

2.4 云管端协同发展，智能化网联化为必然趋势 

从车联网较复杂的产业架构来看，云管端协同发展是建设车联网繁荣生态的必经

路径；从无人驾驶愿景的落地需求来看，车路等智能化网联化为必然趋势。智能

化主要指终端设备的智能感知提升，网联化主要指云管端的互联互通。 

 

图 12：车联网云管端协同发展 

 

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3：我国 C-V2X 产业化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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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云控基础平台推动开放共享。早在 2018 年１月，国家发改委提出建设国家智能

汽车大数据云控基础平台，要求其建设需支撑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行与管理。信通

院等对车联网建设平台架构提出了设想。其中，云控基础平台将整合车端、路段

等子级平台，并通过标准数据接口向相关各方开放各类服务。 

图 14：车联网应用建设平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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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信通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路侧基建先行，预期政府主导部署 

3.1 RSU 建设总空间达 7213亿元 

ETC 推进计划与加速推动 OBU、RSU 渗透。车载单元（OBU: On board Unit）

和路侧单元（RSU: Road Side Unit）是实现车路协同等互联功能的重要载体。

当前，部分公司既有基于 ETC 的 OBU 和 RSU 产品，也有基于 C-V2X 的 OBU

和 RSU，二者可以进行融合，形成功能更为强大的产品。2019.6，国家发改委

印发《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明确提及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 ETC 用户数量突破 1.8 亿，高速公路收费站 ETC 全覆盖。

该计划将先行驱动 OBU、RSU 装配率大幅上升。 

 

图 15：V2X OBU 示意图  图 16：V2X RSU 示意图 

 

 

 

资料来源：万集科技，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万集科技，川财证券研究所 

RSU 装配涵盖我国公路及城市十字路口场景等。1）据交运部，2019 我国公路

总里程约 501.25 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及高速公路（二级公路为中等以上城市的

干线公路）占比共 13.4%，可仅考虑 RSU 在该类级别公路的部署。根据 RSU

通信范围在 500-800 米可假设一公里道路需部署至少 2 个 RSU。RSU 设备制造

成本约 7 万元，含安装建设的单价约 40 万元。综上，公路 RSU 本体规模在 940

亿元，含安装等总市场约 5373 亿元。 

 

图 17：2015-2019 我国公路总里程及公路密度  图 18：2019 全国公路里程等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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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川财证券研究所 

 

2）我国二线及以上城市交叉路口数量约 23 万个。每个路口 RSU 需求量在 1-2

个。综上，路口 RSU 设备市场规模约 322 亿元，路口总建设规模约 1840 亿元。

公路及路口 RSU 设备规模加总约 1262 亿元，含安装建设等费用的规模加总约

7213 亿元。 

表格 8：规模以上城市交叉路口数量估计 

一线城市数量 4 

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路口数均值假

设 
15000 

新一线城市数 15 

新一线城市 

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

南京、长沙、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

昆明 
新一线路口数均值假设 5000 

二线城市数量 20 

二线城市 

无锡、佛山、合肥、大连、福州、厦门、哈尔

滨、济南、温州、南宁、长春、泉州、石家庄、

贵阳、南昌、金华、常州、南通、嘉兴、太原、

徐州、惠州、珠海、中山、台州、烟台、兰州、

绍兴、海口、扬州 

二线路口数均值假设 5000 

一二线城市路口 

总数估计 
235000   

来源：city8090, 第一财经，川财证券研究所 

3.2 RSU赛道显露竞争压力，关注一体化与客户资源博弈 

目前国内 RSU 设备提供商近 10 家，RSU 赛道略显拥挤。上游芯片与模组厂商

集中度较高且产品发展成熟，同时具有由芯片模组向终端的一体化能力。下游方

面，由于车联网基础设施部署成本较高，预期将由政府承建。以当前智慧交通业

务 2G 模式为参考的启示是：1）区域壁垒性较强可能将导致行业集中度较低；2）

2G 模式重视客户关系的导向将使千方科技、金溢科技、万集科技等设备商具备

相对于上游的客户资源优势。综上，从市场参与者数量与上下游判断，RSU 环

节市场集中度可能偏低；未来竞争格局的研判将取决于上游产品一体化优势与

RSU 终端制造商的客户资源优势的制衡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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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RSU 产业链参与者组成 

 公司 

芯片 华为、高通、大唐、MTK、AutoTalks 等  

模组 华为、高新兴、高鸿股份、移远等 

RSU/OBU 千方科技、万集科技、金溢科技、华为、高新兴、中国移动、星云互联等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0：LTE-V2X RSU 产品性能比较 

 型号 通信距离 通信时延 

万集科技 WVR-9100 理想条件≥800m ≤10ms 

金溢科技 LB-RD10 最长 600m \ 

华为 RSU5201 最长 500m ≤20ms 

中国移动 \ ＞500m \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四、高精度地图高空间高壁垒铸就理想赛道 

4.1 高精度地图为自动驾驶刚性支撑 

高精度地图于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是传统电子导航的必要替代。高精度地图在

数据精度、动态性、数据多维度等方面的升级配置有传统导航地图不可比拟的优

势。上述技术升级为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对导航地图的刚性需求。 

表格 11：不同级别自动驾驶对高精度地图依赖程度 

 SAE L1 SAE L2 SAE L3 SAE L4 SAE L5 

自动化程度 
驾驶辅

助 

部分自动驾

驶 

有条件自动驾

驶 
高度自动驾驶 安全自动驾驶 

数据精度 10m 2-5m 20-50cm 10-30cm 10-30cm 

源数据 
GPS轨

迹 

GPS 轨迹

+IMU 

图像提取或高

精度 POS 

高精度 POS+激

光点云 
高精度 POS+激光点云 

数据内容 
传统地

图 

传统地图+

曲率坡度 
HAD Map HAD Map 多元数据融合 

静态/动态 
静态地

图 
静态地图 

静态+动态交

通 
静态+动态事件 

静态地图+动态事件，

实时传感器融合地图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2：高精度地图与传统地图的差异 

 传统导航地图 高精度地图 

数据精度 米级；商用 GPS;5 米 厘米级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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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导航地图 高精度地图 

数据维度 
车道属性：道路形状、坡度、曲率、

铺设、方向 

增加 Landmark 级：高架物体、防

护栏、树、路边地标等 

数据动态 月级、小时级更新 秒级、分钟级更新 

使用对象 驾驶员 自动驾驶汽车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川财证券研究所 

 

高精度地图是对传感器等终端感知的必要补充。仅使用雷达、摄像头等感知存在

较严重的局限性。相较于传感器，高精度地图切入自动驾驶的必要意义在于 1）

利用专业精准的测绘能力，促进单车智能的感知范围和可靠性。2）利用多源的

数据聚合和计算，将后台能力赋予单车。 

 

图 19：高精度地图如何赋能自动驾驶  图 20：自动驾驶地图产品矩阵 

 

 

 

资料来源：四维图新，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四维图新，川财证券研究所 

 

4.2 自动驾驶驱动百亿级规模，共享化催生空间超预期 

据高盛预计，高精度地图全球市场空间在 2020-2030 将呈现高速增长；2030 后

增速趋于稳定，每年市场空间将大致维持在 250 亿美元左右。据我们在四维图

新公司报告中根据乘用车产销中自动驾驶逐渐渗透的预测逻辑，2025-2030 我国

高精度地图市场空间将达到 200-400 亿元，CAGR40.76%。 

 

图 21：全球高精度地图市场空间及增速  图 22：高精度地图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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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盛，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川财证券研究所 

 

分场景落地为商业化顺序与总体空间研究提供重要补充。由于目前自动驾驶技术

尚无法适配所有场景，且技术研究难度较大。故当前绝大多数自动驾驶全栈解决

方案选择 1-2 个应用场景攻坚突破。1）预计封闭场景落地将先于开放道路场景。

封闭场景指有特定地理约束的场景，如园区、机场、矿区、停车场、港口等。其

相对于高速公路、城市公路此类开放场景有人车少、车速低、环境较封闭的特征，

自动驾驶技术落地难度相对小。 

 

图 23：自动驾驶场景划分 

 

资料来源：亿欧，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3：限定场景相较于开放道路场景的特征 

车辆行人种类及数量少  车辆行驶速度低 场景具有地理约束性 

对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依赖

性降低，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整体成本下降 

降低自动驾驶汽车决策执行

压力。一旦行驶过程中出现问

题，车辆能够及时靠边停下，

极大增加安全性 

遇到异常情况的范围相对可

控，边角案例（corner case）

相对较少，降低自动驾驶技术

研发难度 

资料来源：亿欧，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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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放道路场景空间增量超预期。未来汽车共享化的必然趋势，将催生 Robotaxi、

城际物流、同城物流等自动驾驶场景。由于自动驾驶技术未来有望引起出行需求

端的重大变革，上述场景的商用空间将超越自上而下依据乘用车产销中自动驾驶

车辆渗透测算的预期。由于开放道路场景路况复杂，自动驾驶将高度依赖高精度

地图。综上，上述开放道路场景中自动驾驶需求的爆发将大幅度增厚高精度地图

的市场空间。 

 

表格 14：各场景处理案例频率对比 

 

资料来源：蔚来资本，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4：自动驾驶各个落地场景市场规模/百亿元 

 

资料来源：蔚来，罗兰贝格，川财证券研究所 

4.3 严准入与高成本造就壁垒,传统图商与新竞者纷纷卡位 

高精度地图行业高壁垒属性主要源于制图成本及准入门槛。高精度地图制图，投

入、技术要求较高。地理测绘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将对行业准入实行严格审

核及资质授予。当前全球共有 16 家高精度地图供应商。 

表格 15：全球高精度地图厂商概览 

交通
灯

行人
混行

人类
车辆
混行

标线
道路

路径
变化

高精
地图
刷新

崎岖
路面

偶发
障碍
物

雨雪
天气

其他难点

港口 ○ ○ √ √ ○ ○ ○ ○ √ 厘米级停车精度与吊车协同

矿山 ○ ○ √ ○ √ ○ √ ○ √ 矿山路面动态变化、控制要求高

市政环卫 √ √ √ √ ○ √ ○ √ √ 城市道路的corner case较多

长途物流 √ ○ √ √ √ √ ○ ○ √ 施工道路、堵车及恶劣天气

最后一公里 √-○ √-○ √-○ √-○ ○ √ ○ √ √ 门对门运输需要上楼

注：√表示该场景经常需要处理的case; ○表示该场景不需要处理或者极少需要处理的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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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当前国内有 18 家非事业单位具有高精度地图制作资格。2016 年，原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现已并入国家自然资源部）下发《关于加强自动驾驶地图生产测试

与应用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高精度地图必须由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 

 

表格 16：具有甲级导航电子地图资质的非事业单位 

单位  类型 资本背景 

四维图新 图商 腾讯 

高德 图商/阿里巴巴子公司 阿里巴巴 

灵图 图商 紫光集团 

长地万方 百度子公司 百度 

凯立德 图商 \ 

易图通 图商 \ 

立得空间 图商 东风汽车 

大地通途 腾讯子公司 腾讯 

光庭信息 图商 上汽 

滴图科技 滴滴子公司 滴滴 

中海庭 上汽子公司 上汽 

Momenta 自动驾驶算法公司 腾讯、蔚来 

宽凳科技 初创图商 一般 

晶众地图 母公司从事交通数据服务 晶众股份 

江苏智途 传统图商 \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 华为子公司 华为 

丰图科技 顺丰子公司 顺丰 

京东物流 京东子公司 京东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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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车载 OS 助力软件定义汽车 

5.1 车载 OS升级屏蔽硬件复杂度，实现软硬件解耦 

传统架构硬件复杂度较高。操作系统是管理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资源的计算机程序，

可管理与配置内存、决定系统资源供需的优先次序等。传统车联网由汽车电子驱

动，软硬件耦合度较高，即各软件分别在不同的硬件基础上“烟囱式”部署。传

统架构面临多元化的应用生态需求时将导致硬件层面的高复杂度。 

 

图 25：汽车操作系统传统架构 

 

资料来源：信通院，盖世汽车，川财证券研究所 

 

车载 OS 解耦软硬件，OTA 驱动功能规模化。由于当前软硬件耦合度高，多数

车企推出的新型应用与该品牌的车系、车型绑定。车载 OS 将助力车企通过空中

下载技术（OTA）对旗下汽车进行功能升级。这将有利于推动功能在品牌内跨车

型的规模化部署，让软件定义汽车成为可能。 

图 26：车企自研操作系统的意义 

 

资料来源：大众，川财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22/32 

 

5.2 自研车载 OS提升车企议价权，传统供应商竞争格局变革 

车企自研 OS 增强了车企对外部资源的议价权。以往的车载操作系统局限于底层

能力的调度，未来部分车企自研 OS 将涵盖互联网生态资源对接、可软件化的算

力资源等。车企自研 OS 将使其深度参与应用部署，在软件开发上有更大的自由

度。车企自主研发车载操作系统将改变自身的产业地位与竞争格局。 

 

图 27：车载 OS 演进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川财证券研究所 

 

传统供应商的产业角色将有所调整。目前自研 OS 的车企数量有限，仅有大众、

宝马、戴姆勒、奇瑞四家。非所有车企都有研发实力及足够投入支持车载 OS 的

研发，大多数车企仍继续渐进式的智能化改造。虽然传统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压缩

有限，但是有实力的车企自研 OS 的局面可能使部分传统供应商思考为车企自研

OS 做精细化补充及改进的新角色。 

表格 17：2019 车载操作系统及提供商 

 

资料来源： 亿欧，川财证券研究所 

 

当前车载操作系统竞争格局如下所示。QNX、Linux 为主流车企最常见的选择，

公司 操作系统 系统基础 优缺点

黑莓 QNX Unix 稳定，安全性高；生态薄弱

谷歌 Andriod Automotive Andriod 生态完善；稳定性有待检验

特斯拉 Version Linux 内核 稳定；生态完善

阿里巴巴 AliOS Linux 内核 稳定；生态薄弱

百度 小度OS AI能力强；汽车底层控制薄弱

造车新势力 NOMI、Xmart OS等 Andriod 生态丰富；稳定性有待提高

大众汽车 vw.OS

华为 鸿蒙OS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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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操作系统市场份额拉开差距较大。其中，2017年QNX全球市占率为 29%，

Linux 全球市占率 20%，车载 OS 全球市场集中度较高。另外，各车企往往应用

多类车载 OS。 

 

图 28：2019 主流车企传统车载操作系统应用情况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9：2017 全球车载终端操作系统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川财证券研究所 

 

六、集中与融合为智能座舱架构重要趋势 

6.1 智能驾舱助力“第三空间”实现，E/E架构趋于集中与融合 

智能座舱的本质是基于消费者应用场景视角构建的人机交互体系。其主要由座

舱内饰及座舱电子两部分组成。1）座舱内饰如座椅、灯光、空调、车内主被动

安全等。内饰已开启智能化发展，其功能可由用户控制。2）座舱电子为车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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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主要组成有信息娱乐系统、驾驶显示系统、抬头显示（HUD）、流媒体

后视镜等。 

图 30：智能座舱产业流程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川财证券研究所 

智能座舱在自动驾驶时代中的意义是助力车辆实现“第三空间”角色。当前，

驱动汽车领域高速成长的主要引擎已由供给侧的产品与技术进步切换成了日益

精进的客户需求。汽车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由代步工具的单薄身份向“第三空

间”转变；城市发展带来的通勤时间变长、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对人们驾驶员角色

的解放，将驱动智能座舱信息娱乐、驾驶相关等功能的升级。 

 

表格 18：智能座舱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地平线，川财证券研究所 

 

智能座舱 E/E 架构集中化、融合化为重要趋势。在传统 EE 架构中，电子控制单

元（ECU）呈现分散式分布。然而，随着汽车搭载的功能系统模块越来越多，

单车搭载的 ECU 数量显著上升。传统架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局限性：1）ECU

相互独立，数据汇聚、计算、决策困难；2）车内交互数据体量过大使信息传输

效率降低；3）ECU 数量增加使成本上升。E/E 架构演变将历经四阶段；当前正

处于分布式向座舱域内集中阶段的演变，未来趋势为跨域融合及叠加中央计算能

力。 

阶段1 阶段2 阶段3 阶段4

电子座舱 智能助理 人机共驾 第三生活空间

电子信息系统逐步整

合，组成“电子座舱域

”，并形成系统分层

1）生物识别技术应用，催生

驾驶员监控系统迭代，增强车

辆感知能力；

1）语音控制和手势控制技

术突破，车内软硬件一体

化聚合，实现车辆感知精

细化

未来汽车使用场景将更加丰

富化和生活化，基于车辆位

置信息，融合信息、娱乐、

订餐、互联等功能，为消费

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体验

2）消费者对车辆智能化功能

的期望不仅仅局限在自动驾驶

与人机交互

2）车辆可在上车-行驶-下

车的整个用车周期中，为

驾乘人主动提供场景化的

服务，实现机器自主/半自

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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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E/E 架构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地平线，川财证券研究所 

 

6.2 2025形成千亿市场，中控屏与全液晶仪表深度渗透 

我国智能座舱市场规模稳健增长，2025 年突破千亿元。据预测，2020 年全球智

能座舱市场规模约 364 亿美元，2025 年预计达到 461 亿美元；未来三年 CAGR

预计为 7.90%。预计我国 2020 年智能座舱市场规模实现 567 亿元，2025 年实

现 1030 亿元；2020-2025 期间预计 CAGR 为 12.68%。 

 

图 32：2018-2022 全球智能座舱市场规模及预测  图 33：2017-2025 年中国智能座舱市场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ICVTank，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CVTank，川财证券研究所 

 

智能座舱构成中，中控屏市场规模最大，液晶仪表盘渗透速度最快。智能座舱

硬件设备组成中，当前汽车中控屏的渗透率已经较高，2020 年约 80%，2025

年有望成为汽车必需品。同时，中控屏产业价值占智能座舱市场的最大组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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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全球中控屏2022年市场规模达320亿美元，约占全球智能座舱市场规模70%。

全液晶仪表未来五年渗透速率较快，渗透空间较大；其 2020 渗透率约 30%，预

计 2025 年实现 70%渗透，未来 5 年渗透率 CAGR 为 18.47%。 

 

图 34:2020-2025 智能座舱硬件设备渗透率预测  图 35：2018-2022 全球汽车中控屏市场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ICVTank，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CVTank，川财证券研究所 

 

七、关注标的 

车联网产业空间大，市场规模稳健增长。2020 我国车联网行业规模预计 2010

亿元，2025 年近万亿元，未来五年 CAGR36.57%。当前车联网多个赛道技术路

径清晰，将成为自动驾驶时代的确定性受益者。我们重点推荐关注高精度地图领

域先行者四维图新、深耕智慧交通且布局终端设备的千方科技、智能操作系统领

军中科创达、智能座舱龙头德赛西威。 

7.1 四维图新 

四维图新是中国领先的导航地图和动态交通信息服务提供商，是国家测绘局创建

的唯一专业从事测绘的国家级公司。公司在导航电子地图传统业务方面，具有全

球第五、国内第一的领先地位。四维图新围绕“智能汽车大脑”战略，积极完善

芯片、车联网、位置大数据、导航地图、自动驾驶的五位一体布局，致力于成为

自动驾驶时代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图 36：四维图新 2015-2019 营收及其增速  图 37：四维图新各业务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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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2019 年公司实现营收 23.1 亿元，同比增长 8.25%。2019 年公司芯片业务受车

市增速放缓影响短期承压；导航业务逆市增长，受益于公司优质客户资源支撑。

公司客户多为高端汽车品牌，其国内产销逆市增长。2019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3.39

亿元，同比增长-29.23%。公司研发占营收比例常年维持 40%-60%高水平，居 A

股前列。公司研发部署周期较长，研发收入通常存在 3-5 年错配。展望将至的自

动驾驶时代，我们认为公司前瞻性的高研发投入与业务布局将带来高确定性的业

务增量。 

 

图 38：四维图新归母净利润及其增速  图 39：四维图新研发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主要看点在于：（1）自动驾驶量产落地驱动高精度地图业务业绩释放。高精

度地图市场空间增长符合正态分布累计函数，有望在2025年、2030年迎来76.14

亿元、420.73 亿元空间；（2）政策规定 2020 年起，所有在产乘用车强制装载

TPMS 芯片，公司芯片业绩释放可期。（3）公司常年维持高研发投入，研发占营

收比例在 40%以上稳中有升。高研发水平驱动营收结构持续优化，车联网、芯

片、位置大数据新业务逐渐贡献主要收入；传统导航业务营收占比逐渐减小。 

7.2 千方科技 

千方科技致力于构建车路人云自主协同一体化的下一代智慧交通、视频监控产业

http://ipoipo.cn/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28/32 

生态，引领智慧城市产业全面繁荣。在智慧交通领域，公司可提供端边网云自主

协同控制的智慧交通系统产品、解决方案、工程交付及运营服务的完整业务链。

在智慧物联领域，公司产品覆盖感知、传输及存储计算，深度融合 AI 能力；公

司行业解决方案赋能政府及企业客户。 

图 40：千方科技智慧交通智能终端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41：千方科技智能物联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川财证券研究所 

 

千方科技 2018-2019 年分别实现总营收 72.51 亿元，87.22 亿元；同比增长

35.35%，20.28%。2018-2019 年，公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7.63 亿元，10.13

亿元；同比增速 63.80%，32.88%。2018 年，千方科技收购宇视科技，并表带

来营收与归母净利润的高增。继 2018 年收购后，公司于 2019 年仍保持较高营

收与归母净利增速，远高于收购前业绩增速。亮眼业绩体现了公司智慧交通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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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防的高度协同。 

 

图 42：千方科技营收及其增速  图 43：千方科技归母净利润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主要看点在于：（1）公司智能网联产品全线布局，预期为车联网基础设置建

设浪潮的确定性收益者。公司已推出涵盖车端、路侧、云控管理服务平台、软件

开发套件、路侧感知及边缘计算等全系列完整的智能网联产品。（2）阿里入股成

为战略股东，算力支持与城市大脑生态助推千方科技业务增量。（3）视频业务突

破安防属性，迎接物联网蓝海市场。 

7.3 中科创达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操作系统产品和技术提供商。公司以智能操作系统技术为

核心，聚焦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助力并加速智能软件、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物联

网等领域的产品化与技术创新。2019 年，公司业绩卓越，实现营收 18.27 亿元，

同比增长 24.74%；归母净利润达 2.38 亿元，同比增长 44.63%。公司于 2013

年即大力布局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业务，汽车业务收入占比由 2016 年的 5.45%

逐年提升至 2019 年的 26.33%，2016-2019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118.37%。 

图 44：中科创达营收及其增速  图 45：中科创达归母净利润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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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主要看点为：（1）公司智能操作系统产品和技术全球领先，核心技术从芯片

层、系统层、应用层到云端全面覆盖。（2）5G 将驱动智能手机等终端升级，公

司将受益于产业升级的新一轮的发展机遇。（3）公司前瞻性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平

台产品，公司智能网联汽车业务持续高增。 

7.4 德赛西威 

公司成立于 1986 年，是国际领先的汽车电子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车载信息娱

乐系统、车身信息与控制系统等。展望未来智能驾驶、智慧交通、智慧城市蓝图，

公司做了全面的产品布局。公司聚焦于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网联服务三大业务

群，致力于提供以人为本、万物互联、智能高效的整体出行方案，以智能汽车为

中心点，参与构建未来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大生态圈。 

图 46：德赛西威业务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川财证券研究所 

2019年公司实现营收53.37亿元，同比增速-1.32%；实现归母净利润2.92亿元，

同比增速-29.79%。2019 年公司业绩受下游汽车产销量增速放缓影响较大。预

计 2020 年下游景气度企稳与公司高研发逐渐进入收获期，公司将迎来新一轮业

绩释放。近年来公司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业务持续贡献主要营收，2019 年其收入

占比为 75.55%。 

图 47：德赛西威营收及其增速  图 48：德赛西威归母净利润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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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主要看点为：（1）智能座舱整合度高，上游自主品牌智能化加速助力量价齐

升。（2）自动驾驶与车联网产品储备丰富，迎行业浪潮业绩释放可期。（3）客

户结构突破性纳入日欧系，重要客户启动新车型周期。 

风险提示 

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不及预期；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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