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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化工产业细分门类众多、价值链长，化工产品应用极其广泛。在汽车领域中，化工产品的应用随处可

见：从基础材料到尖端产品，从汽车轮胎到车身内外饰、甚至发动机系统等。与此同时，汽车产业是

极具增长与变革潜力的前沿行业，它的发展亦为化工产业带来诸多机遇。 

鉴于当前汽车行业正面临多种多样的发展趋势和行业变革，本文将主要聚焦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

绿色化四大发展趋势，研究伴随这四大趋势而来的新材料产品需求，以及对新材料行业企业带来的影

响。 

2. 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对新材料的需求 

全球来看，汽车产业处于关键变革期，传统的汽车产品及其生态正逐步被替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汽车产业自身诉求以及关键技术突破等要素的影响互相叠加，推动了汽车产业变革性的转型升级。与

此同时，传统的内燃机汽车及其生产、销售与使用模式也正被新兴趋势所替代。 

 

图 1  汽车产业变革 

 

 

当前，多种新兴趋势正深刻重塑汽车产业。其中，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绿色化等趋势将对相应

的新材料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电动化：以电化学电池及氢能燃料电池作为动力来源，取代内燃机及化石燃料动力体系 

 智能化：以车联网与自动驾驶为汽车赋能，打造智能化、万物互联的出行生态 

 轻量化：在经济、舒适、创新等要素驱动下，通过塑料替代车用钢/铸铁，大幅减少车身重量 

 绿色化：在汽车全生命周期中，降低能耗与环境破坏、杜绝健康影响、提高产品回收利用水平 

 共享化：基于互联网平台，推动出行及相关基建共享化，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多元化：发展背景与资源禀赋多样化的新兴主机厂玩家进入市场，与传统车企开展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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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化：金融资源深度嫁接汽车生产与销售，助力新兴玩家发展、为销售赋能 

 

2.1 电动化 

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燃油车禁售政策，我国政府更把“新能源汽车”提高到国家层面的战略

高度。汽车工业正阔步走向百年一遇的历史变革期，电动化作为行业最不可忽视的趋势之一，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2.1.1 我国电动车市场发展情况 

我国电动车市场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基于现实情况进行合理的假设，预测到 2030 年，电动乘用车的

市场渗透率将会达到 44%左右。 

 

2.1.2 电动车市场发展驱动因素 

我国电动车市场的发展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其中，包括政府油耗目标

值和积分管理办法、内燃机效率提升等推力因素，也包括降低的电池价格和总体拥有成本、利好的政

策、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拉力因素。 

2018 年中国汽车行业平均油耗值约为 6.0 L/100km，预测到 2020 年和 2025 年，这一数字将持续下

降，分别下降至 5.0 L/100km 以及 4.6 L/100km（WLTP 工况）。企业平均油耗积分和新能源积分将

共同保证行业燃油消耗水平达到目标值，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力因素，促进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展望 2025 年，我们认为双积分的管理模式将继续联动，政府也将在 2025 年前推出更加激进和严格

的管理规定。例如，2019 年 1 月，政府出台的新版《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征求意见

稿)》中，对于油耗设定了更加严格的目标值，预示着政府对于汽车油耗的管理将进一步严格；2019

年 7 月和 9 月，政府连续两次对“双积分”政策进行修正。 

与此同时，下降的电池价格、利好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三大拉力因素，将共同拉动电动车市场

发展。 

 下降的电池价格：在现实场景下，电池组价格预计在 2025 年下降至~0.8 元/Wh，纯电动车总体

拥有成本将和燃油车持平。 

 利好政策：目前的利好政策主要包括免购置税、新能源专用车牌，以及路权优待等。未来，

我们认为新能源车直接补贴将逐渐缩减，直至 2020 年完全退出，但是间接补贴仍将持续。

政策导向也将从“刺激购买”逐步转变为“鼓励使用”。 

 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电动化汽车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目前正处在不断增加、完善的过程中。预计到

2030 年，充电桩数量将达到 4,970 万个，充电桩数/新能源车保有量的比值将高达 137%。换言

之，基础设施将不再是制约新能源市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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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电动化趋势对新材料的需求 

从电化学技术路线来看，正负极、电解液与隔膜材料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当前主流的三元锂电将被逐

步替代，催生大量新型材料需求。 

 

图 2  电化学电池技术路线演进 

 

 

 

同时，氢燃料电池车在性能优势及降本驱动下，预计市场将在 2030 年前后初步商业化。对氢燃料电

池车的商业化前景分析后，我们发现氢燃料电池车具有两大明显优势。 

首先，氢燃料电池具有显著的性能优势。 

氢燃料电池能量密度高，续航里程长，在驱动大功率、长里程交通工具方面优势显著。在续航里程上，

本田 Clarity、丰田 Mirai 以及宇通客车等燃料电池车分别能达到 589 公里、502 公里和 500 公里。而

现代 ix35、比亚迪 E6 以及宝马 i3 等电动车仅能达到 415 公里、196 公里以及 183 公里的续航里程。 

氢燃料电池还同时具有加氢速度快的特点，所需加氢站基础设施密度远低于充电桩。电动车慢充的单

次加注/充电时间长达 420-480 分钟，电动车快充也至少需要 30 分钟。而燃料电池车的单次加注/充

电仅需 3-10 分钟即可完成。 

 

其次，氢燃料电池的成本持续下降，未来将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图 3  燃料电池系统成本趋势预测 [美元/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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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锂电池系统成本趋势预测[美元/kWh] 

 

 

 

我们认为，氢燃料电池车虽与电化学电池车存在竞争，未来也将长期共存。但性能优势使氢燃料电池

车具备差异化定位能力，同时质子交换膜技术提升推动降本，预计 2030 年前后与电化学电池相比初

步具备成本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氢燃料电池车的市场化也将同时带动整个氢能产业链及价值链的发展，激活多种新兴

材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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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氢能产业图谱 

 

 

 

2.2 智能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人工视觉、生物识别、深度学习等关键技术应用到汽车工业中，智

能化已然成为了汽车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 

 

2.2.1 车联网发展现状及趋势 

车联网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从以数据收集处理、云计算、服务提供为主题的“人车互动”模

式，逐步向着以智慧交通、自动驾驶、自动家居等为代表的“万物互联”的方向发展，为实现智能出行

构建了出色的外部条件。 

同时，车辆与智能交通设施联动，可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协同与数据的双向流动。具体来说，

具备云同步功能的车辆、车联智能交通设施可以作为数据采集点，将数据上传至云端进行存储整合，

而云端则可以反向将存储和处理后的数据信息提供给车辆及智能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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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车辆与智能交通设施联动方式 
 

 

 

2.2.2 自动驾驶发展现状及趋势 

在车联网不断发展迭代的同时，自动驾驶技术也正分阶段与车联网协同发展，共同重塑出行生态。 

 

图 7  自动驾驶发展阶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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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智能化趋势对新材料的需求 

以车联网、自动驾驶为基础的智能出行生态，逐渐孕育出用于车辆制造以及基建建设等用途的新材料

机遇。 

 

用于车辆制造为主的新材料包括： 

 车辆制造和相关配件：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稀土永磁材料、液晶显示材料和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显示材料等 

 智能化设备和系统：半导体材料、磁芯材料、敏感材料 (传感器)、氮化镓与覆铜板 (5G 通信)、

石英 (光纤光缆)、超导材料 (计算机)等 

 …… 

 

用于基建为主的新材料包括： 

 基础工程：沥青、胶黏剂、涂料、复合材料、高温合金、基站滤波器材料等 

 通信工程：射频电路材料、天线用材料(移动终端和多媒体终端) 等 

 …… 

 

2.3 轻量化 

 当前，轻量化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而汽车行业也将轻量化视作最重要的行业议题之一。 

 

2.3.1 汽车轻量化的重要意义 

汽车轻量化对于汽车产品、企业、产业以及环境等多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产品-增强车辆性能： 

轻量化能为汽车带来更好的性能、安全和舒适性。每减重 0.1 吨，百公里加速性能提升~9%。整

备质量每减重 100 千克,制动距离缩短 2-7 米。簧下质量的减少，可提升不平坦道路的驾驶舒适

性。 

 企业-创造商业机遇： 

轻量化趋势促进价值链革新。汽车行业特性使传统强者有“赢家通吃”的机会，新材料的高速增长，

带来价值链各环节的革新机遇。 

 产业-促进产业发展： 

一方面，汽车轻量化趋势将带动材料产业发展，推动复合材料的基础研发和商业应用。另一方面，

轻量化趋势也将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提高续航，降低成本。车身每减重 10%，行驶里程就可

增加 5.5%，而且在相同续航里程下，电池成本减少明显大于材料成本增加。 

 环境-减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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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轻量化直接减少了能量消耗，满足政府排放要求。质量每下降 10%，能源消耗约下降 6-

8%，单车每减轻 0.1 吨，百公里油耗减少 0.6 升。 

 

2.3.2 轻量化趋势对新材料的需求 

在普通汽车的重量分布中，钢/铸铁占总重量的 71%，铝占 12%，塑料占 8%，其他非铁金属占 3%，

工作液、复合材料、和其他材料分别占 2.3%、2%和 1.7%。由此可见，钢/铸铁在汽车整体重量中占

绝对第一的 71%，替换钢/铸铁将是最主要的轻量化方向。 

目前，车用塑料替代金属趋势明显，相关的材料需求不断攀升。分析世界发达国家与我国的车用塑料

需求市场，我们解读出两大主要的趋势： 

 新车型对材料提出更高要求：汽车行业已经成为改性塑料需求增速最快的领域，而新能源汽车对

轻量化技术要求更加严苛，材料供应商将加大研发投入把握商机。 

 我国发展车用塑料潜力大：相比全球 42%的改性塑料用于汽车行业，国内汽车在改性塑料应用

范围中的占比仅为 15%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图 8  单车塑料用量 [千克/车]                                中国车用塑料需求 [万吨] 

 

 

凭借低成本和优异性能，“以塑代钢”的轻量化行动已基本覆盖整车各个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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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汽车各部件以塑代钢概况 

 

 

当前用于替代金属材料的车用塑料材料多种多样。在此，以聚碳酸酯（PC）为例。 

 聚碳酸酯作为重要的车用塑料，应用于仪表板、车窗等多个重要汽车部件 

表 1   聚碳酸酯在各类汽车部件中的应用 

 

 

 

 

 

 

 

 

 

 

 聚碳酸酯需求规模持续攀升，并拉动上游原料市场增长 

受汽车领域广泛应用的推动，PC 需求持续增长，带动国内产能高速提升，逐步摆脱进口依赖的局面。

同时，PC 需求增长拉动上游双酚 A/苯酚的需求及国内产能提升。 

  

汽车部件 聚碳酸酯应用 

仪表板 仪表板、仪表盘、控制面板、除雾格栅、出风格栅等 

保险杠 保险杠 

车窗系统 天窗、三角侧窗、后窗等 

车门内饰 扶手、车把手、衬板、音响盖板等 

照明系统 车灯托架、灯体、透明面罩等 

电动汽车组件 电池包装材料、充电桩外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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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聚碳酸酯及上游原料需求与产能 [万吨] 

 

2.4 绿色化 

近年来，汽车产业的各类参与者都愈加关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安全健康、环境能耗及物料回用等绿色

议题，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新材料需求的激活。 

 

2.4.1 绿色化挑战与对新材料的需求 

当前汽车行业所面临的绿色化挑战涉及多个主题，相应地，由各个绿色议题所引申出的挑战又对新材

料产品和行业企业提出了新的需求，带来新的机遇。 

 

表 2   汽车行业的绿色议题、典型挑战以及对应的新材料机遇 

绿色议题 典型挑战 新材料机遇 

安全健康  车身、内外饰散发空气污染物 (如挥发性

有机物等)，对车辆使用人员的安全健康

造成严重影响 

 环保涂料，如水性涂料、粉末涂料、紫

外光固化涂料 

 环保胶黏剂与密封剂，以水基型、热熔

型等为主 

 

环境能耗  围绕动力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与排放

（发动机热传导性较高，能耗损失大；

不完全燃烧及过度排放对大气质量造成

影响） 

 

 传统轮胎运行阻力大、汽车能耗要求高 

 

 热传导性的新型陶瓷材料，如碳化硅、

氮化硅等 

 发动机节能助燃剂，如辛烷值改进剂

MTBE、纳米节能助燃剂 

 

 绿色轮胎及其添加剂，如白炭黑 

物料回用  强制的物料循环要求下，广泛应用于汽

车的热固性橡胶产品缺乏回收利用价值 

 新型橡胶替代产品，如热塑性硫化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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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绿色化材料在汽车的应用 

 绿色轮胎 

绿色轮胎具备优异的降耗性能，与普通轮胎相比，绿色轮胎滚动阻力改善 20%，油耗可节省 5%左右。 

在绿色轮胎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当前市场中绿色轮胎化率也出现跃升。 

 

图 11  国内子午半钢绿色轮胎产量 [亿条，%] 

  

 

同时，高分散性白炭黑作为绿色轮胎重要的补强填充剂，可提高胎面的抗切割、抗撕裂性能,减少蹦

花掉块，也同步进入了需求增长期。 

 

图 12  国内高分散白炭黑需求 [万吨] 

 

 

 热塑性硫化橡胶(TPV)  

热塑性硫化橡胶以塑料作为分子骨架 (连续相)、在硫化剂作用下橡胶以小于 2 微米的微粒形式 

(分散相) 与塑料交联。由于熔融与硫化同时进行，因此称为动态硫化。TPV 环保无毒、支持回收

再利用，目前已对大量传统橡胶材料形成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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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塑性硫化橡胶主要具备以下两种特殊性能： 

第一，环保属性。热塑性硫化橡胶环保无毒，反复使用六次以上性能无明显下降，有效替代聚氯

乙烯（PVC）/氯乙烯系热塑性树脂（TPVC）等产品。TPV 的使用可满足整车回收的强制性要

求，对传统橡胶形成替代。 

第二，理化性能。热塑性硫化橡胶具有高韧性和回弹性，压缩永久变形量为热塑性弹性体材料中

最低，耐候、耐油、耐热，电绝缘性好。TPV 比重轻 (0.90-0.97)，外观质量均匀，且容易着色、

颜色多样，也可做成透明型，而且加工性能灵活，可与多种高分子共同注塑或挤出。 

由于热塑性硫化橡胶具备以上出色的环保和理化的性能，它在汽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利用，应

用于汽车内外饰、密封系统、底盘系统、安全系统等。全球及中国对于 TPV 的需求量不断快速

攀升，预计到 2023 年全球对 TPV 的需求量将高达 141 万吨，其中 2/3 的 TPV 将用于汽车领域。 

 

图 13  TPV 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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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行业企业发展机遇 

综上，汽车产业当前发展的四大趋势对新材料产品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也将为新材料行业企业带

来产品布局、研发生产及业务模式等多方面机遇。 

3.1 产品布局机遇 

电池材料、车用塑料、新型橡胶等各类新材料的需求不断兴起，形成单品、产业链及细分市场等不同

层次的布局机会。 

 

表 3   汽车对各类新材料的需求及主要驱动趋势 

 

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会同时对新材料单品、产业链、细分市场等不同层次产生影响。例如，对于热塑

性硫化橡胶这一单品的需求上升，也将带动聚碳酸酯及其上游原料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与此同时，化

学及氢燃料电池材料这一细分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 

 

3.2 研发生产机遇 

鉴于新材料的重要性与稀缺性，车企、零部件供应商通过与材料企业联合研发、合作生产实现能力互

补、上下游协同，也为后者带来资金、技术、销售等资源。 

  

 示例 主要驱动趋势 

电池材料 三元锂电、硫锂电材料 (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氢燃料电池材料 

(如质子交换膜、固态储氢材料) 

 电动化 

 智能化 

电磁材料 半导体材料、磁芯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射频电路材料、天线用材料  电动化 

 智能化 

显示材料 

 

液晶显示材料、OLED 显示材料  电动化 

 智能化 

车用塑料 聚碳酸酯 (及其上游原料)、玻纤增强塑料、碳纤维复合材料  智能化 

 轻量化 

涂料、胶黏剂与

密封剂 

水性涂料、粉末涂料、紫外光固化涂料，水基型、热熔型胶黏剂与密

封剂 

 绿色化 

 智能化 

新型橡胶 绿色轮胎 (及白炭黑添加剂)、热塑性弹性体 (如热塑性硫化橡胶)  绿色化 

陶瓷材料 陶瓷隔膜材料，碳化硅、氮化硅等发动机材料  电动化 

 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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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联合研发生产的动机与案例举例 

 

3.3 业务模式机遇 

业务模式方面，鉴于下游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与复杂化，材料企业已从单一材料产品的供应向一体化的

解决方案发展。 

 

图 14  材料一体化解决方案 

 
  

 联合研发 合作生产 

动机  车企等或可率先将先进材料应用于自身

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 

 通过与材料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或开展生

产合作，主机厂、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可

锁定关键、稀缺材料，保障供应 

案例  近年，碳纤维成为众多厂商轻量化发展

的优选，领先车企纷纷与原材料企业合

作，推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发应用 

 德国某领先汽车主机厂与德国某化工与

材料巨头合作开发碳纤维材料 

 2015 年，该主机厂与材料企业于德国

成立联合研发团队，攻关可量产的碳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2018 年，联合团队对外公布新研发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部件数字

化生产线，产品可用于汽车后壁板 

 国内某领先电动汽车主机厂寻求建立镍

材料合资公司 (2019) 

 该企业聚焦镍材料前驱体的足量供

应，寻求与其他企业成立合资公

司，保障镍材料供应 

 某国内多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与某一级供

应商开展战略合作 (2018) 

 根据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定期开

展技术交流、品牌推广和产品营销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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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 

罗兰贝格认为，相关企业应积极把握和拥抱汽车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新材料市场机遇，充分识别汽车产

业发展格局下新兴的化工材料与产品，全面对接下游应用市场的发展需求。 

对于具体企业而言，仍有若干议题值得深入思考。例如：新材料业务的发展目标与战略是什么？结合

外部趋势与自身禀赋，哪些品类最值得布局？通过哪些手段切入新材料市场？如果选择投资并购的方

式，有哪些优质标的值得关注？  

在布局节奏上，企业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及资源优势，从业务战略、项目/产能布局等层次灵活选择

切入深度及广度。在发展模式上，除自建发展、并购等手段外，可充分考虑上下游合资合作的方式，

与主机厂等下游客户形成资源互补、供需协同的合作联合体。在品类选择上，应结合产品吸引力与自

身资源的匹配程度，选择最合适的新材料细分门类进行布局。 

 

5. 罗兰贝格能源与化工行业中心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成立于 1967 年，是全球五大顶级战略管理咨询公司中唯一一家源于欧洲的成

员。罗兰贝格能源与化工行业中心拥有来自全球近 40 个国家的 200 多名核心成员。 

近五年来，行业中心为全球上百家化工客户提供了近千项专业咨询服务，覆盖上游原料、炼油、基础

化工、精细化工、下游应用以及无机化工、农化等领域，涉及战略规划、组织管控、并购交易等议题。

行业中心拥有丰富的热点洞见，覆盖化工生产智能化与数字化、全球与中国化工领域投资并购趋势、

海外精细化工隐形冠军扫描、农资企业破局发展与农服模式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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