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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
并结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
统计分析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
场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
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
研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政府数据与信息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
莓派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据分
析。 

 

• 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
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详情
可咨询whd@iimedia.cn 。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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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 

（本报告内” 共享汽车”均特指为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 

• 主要指汽车驾驶权共享，驾驶人对汽车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一般通过某个公司来协调车辆，并负责车辆的保险和停放等问题。 

• 使用方式类似于共享单车，用户在注册后利用APP寻找附近的可用车，

驾驶结束后停在允许地点即可，通常按驾驶时长收费。 

共享模式 车源 主要特点 主要局限 案例 

单向分时

租赁 

公司自有 

汽车租赁公司

OEM 

不用将车还回

取车点，消费

者使用更灵活

方便 

成本高，对

车辆数量、

车队管理和

调度有很高

要求 

一度用车、

TOGO、

Car2Go 

非单向 

分时租赁 

公司自有 

汽车租赁公司

OEM 

需要将车还回

取车点，方便

公司调度 

对消费者而

言不够方便 

一嗨租车、

Zipcar 



2016年中国共享汽车市场动态 

2016年10月，中国分时租赁技术服务商，易微行（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获得通用汽车战略投资。易微行将利用此次合作发挥自

身技术优势，进一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探索交通结构

优化可行路径，推动智慧交通建设。 

2016年5月，北京智电互动科技有限公司获得1.28亿元A轮投资。

智电互动是一家关注电动车及出行领域的公司，旗下拥有电动资

讯网站“第一电动网”、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公司“一度用车”、

充电桩APP等。 

2016年4月，戴姆勒智行交通服务集团旗下私人公共交通项目

“即行Car2Go”在中国重庆正式上线，这是该项目在亚洲市场

的首个试点城市。Car2Go创立于2008年，是最早的由传统汽车

厂商成立的共享汽车服务之一。 

2016年11月，大众汽车集团与首汽Gofun出行达成战略合作。

此次合作，将加快两者在出行市场的产业布局，共同推动新能源

分时租赁行业的成熟和多样化发展。同时，这样的合作也将为整

个移动出行市场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想象力。 

易微行与通用汽车达成合作 

智电互动完成A轮融资 

Car2Go进驻中国 

大众与首汽Gofun出行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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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投入汽车共享领域 

2016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划再次明确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的战略地位，要求大幅度提升

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的应用比例，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盼达用车 绿狗出租 EVCARD 一度用车 

中国部分新能源汽车共享平台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新能源汽车进入共享汽车领域，进一步加强共享

汽车节能环保的属性，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未来新能源汽车将占据共享

汽车中的较大比例，但目前中国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新能源汽

车普遍面临充电难的问题，企业与政府需要加强投入，让新能源汽车的

驾驶出行更加便利。 

轻资产运营 

• 企业提供车辆的来源以租赁为

主，运营方面主要采用集中调

配、统一补电的模式 

• 不用背负重资产折旧分摊、贬

值的风险 

• 在车辆运营方面要耗费大量的

人工、充电等成本 

重资产运营 

• 所有运营车辆均为企业自有，

且为用户提供配套的充电服务、

预约服务等 

• 在运营方面大大节省人力 

• 灵活性不及轻资产运营模式，

扩张速度也较为缓慢 

URCar有车 



传统车企纷纷布局共享汽车领域 

车企自建

汽车共享

平台 

戴姆勒 大众 福特 

宝马 沃尔沃 

与汽车共

享平台 

合作 
双方将推出用

于共享的自动

驾驶汽车 

海马汽车与易鑫金融

共享车合作仪式2016

年12月在武汉举行 

投资汽车

共享平台 2016年10月，微租车获得通用

汽车战略投资，金额未透露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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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互联网

汽车分时租赁市场规模达4.3亿元。预计到2020年，整体市场规

模将达92.8亿元。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共享经济模式逐渐成熟，以及新能源

汽车技术的提升，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场在未来两年将继续保

持较快速度增长。同时，未来行业进驻厂商的不断增多，市场竞

争加剧，用户在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的使用红利期即将到来。 

2016年中国互联网汽车分时租赁市
场规模达4.3亿 



...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中国共享汽车市场企业综合实力分布 

中国共享汽车市场企业综合实力分布 

2016年下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受资本瞩目的无疑是“共享经

济”。而借着共享经济的春风，共享汽车走到行业的风口。不管是车企

自建平台，抑或是与车企合力开发市场，当前中国共享汽车市场仍处于

非常初始阶段，用户远未培育。不同于共享单车的一夜遍布，共享汽车

市场的门槛显然要更高，其对大众的出行体验的变革可能更加彻底。在

当前国内共享汽车市场中，已有厂商逐渐在城市铺开战线，凭借其较好

的运营能力赢得较高的知名度。从整体实力梯队来看，盼达用车以及

EVCARD在市场处于稍微领先阶段。而第二梯队则有途歌、Car2Go等品

牌。但目前各梯队实力差距仍然不明显，未来随着用户的逐步增长，市

场竞争的综合展开，各梯队厂商位置或将出现频繁互换。 

注：仅列举部分企业 



中国共享汽车厂商速评 

          一度用车 

一度用车目前已进驻多个城市，采取分钟+里程计费的收费模式。一度用车

在2016年5月推出“一度伙伴合作计划”，为合作方提供平台、推广、网点、

运维等帮助，使一度用车的租车车源在自营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合作伙伴联营

车的接入，降低了运营成本。 

          即行Car2Go 

即行Car2Go在2016年4月进驻国内市场，目前只开放了重庆一个城市。

Car2Go的业务为由传统车企提供分时租赁服务，资金较充裕。Car2Go租赁

的车辆奔驰smart是传统燃油车，因此省略车辆调度充电、充电桩设立等运营

过程，同时它在全球25个国家运营的经验，使其能够节省一定的运维成本。 

          凹凸租车 

凹凸租车的运营属p2p模式，同时包含长租、短租和分时租赁。平台内由验

证车主提供闲时车辆，验证租客则按需求选择租赁车辆，这样减少了企业运

作成本。但p2p的租车模式目前在国内仍存在难以提供稳定、标准化服务等

问题需要解决。 

          EZZY 

EZZY与其他分时租赁产品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瞄准的是高端细分市场，针对的

主要是核心城区高收入白领。针对自身的战略客户，EZZY提供租赁的车辆为

宝马i3系，覆盖区域为北京核心商业区，同时采取会员分级收费的商业模

式，务求凸显主打高端客户的产品特色。 



中国共享汽车发展助力 

城市现代化 

法规 

技术创新 

污染问题 

消费 

城市现代化建设使得市区变得更加拥挤，一线城市中

心区地面道路建设已接近饱和，增加的私家车数量让

城市道路车流量远超负载。 

大多数发达城市都在执行旨在减少拥挤和空气污染的

措施，例如车辆限牌、出行限号，市区限停，鼓励公

众交通、自行车出行和电动车辆等。 

新兴技术，例如智能手机、手机导航、车联网、汽车

共享应用和手机支付，让消费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预约、

寻车、驾驶、到最后返还车辆。 

在中国，空气污染已经成为重要环境问题，据计算，

一辆被充分利用的共享汽车大约可替代17辆私人轿车， 

因此汽车共享是一个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的有效措施。 

城市居民养车经济成本不断攀升，消费者购车热情逐

渐下降。 



中国共享汽车发展阻力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购买汽车对于城市居民的

吸引力有所下降，共享汽车成为人们的出行选择之一。虽然中国共享汽

车的发展会面临一些阻碍因素，但在需求推动下，借助技术与资本，这

些问题都会在发展中被解决，共享汽车将会成为未来城市居民主要的出

行方式之一。 

运营管理 

投放使用的车辆可能会遭到部分用户恶意损坏，车内残

留垃圾等行为也会影响后续用户的使用；交通事故发生

后的车辆修理、赔偿；车队对车辆进行调度、充电、加

油；片区运营网点管理等；使得运维费用成为限制共享

汽车商家发展的一大约束。 

目前国内共享汽车行业处于起步阶段，覆盖城市和区域

很小；产品使用和租赁过程仍较复杂；基础设施如停车

点、充电桩分布较少；消费者对汽车租赁仍十分陌生和

存在误解抗拒；传统观念对汽车使用还是以购买为主等

等；这些诸如产品体验不完善、基建设施不足、消费者

观念存在抗拒等因素，制约着这个行业的扩大。 

车辆的投放点和之后的运维，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企业盈利依赖于运营规模的扩大，但前期入局积累用户

需要承受较大亏损；背靠大型车企的共享汽车项目不需

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新兴的企业则需要在发展中寻

求资本方的帮助。 

推广普及 

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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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16年，有76.6%

的手机网民未来愿意尝试使用共享汽车服务。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共享汽车服务尚未在中国广泛推行，但用户的尝试意愿较高，

这对共享汽车企业是一个利好因素，利用体验优惠以及良好的服

务，可以培养用户对共享汽车的使用习惯。 

愿意, 76.6% 

不愿意, 23.4% 

2016年中国手机网民体验共享汽车服务意愿调查 

用户对共享汽车的尝试意愿较高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用户对共享汽车服务满意程度较低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仅有18.3%的共享汽车用户

满意于经历的共享汽车服务体验，而在未来的选择态度上，86.5%的用

户表示未来会继续使用共享汽车服务。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目前共享

汽车服务用户使用体验优化空间巨大，企业需要不断改进升级服务，保

持用户对共享汽车服务的使用意愿。 

非常满意, 

5.2% 满意, 13.1% 

一般, 29.4% 

不满意, 32.7% 

非常不满意, 

19.6% 

会继续使用, 

86.5% 

不会继续使用, 

13.5% 

2016年中国共享汽车用户满意度分布 

2016年中国共享汽车用户未来使用意愿调查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5.6% 

9.7% 

12.8% 

23.7% 

25.0% 

35.7% 

38.0% 

39.0% 

46.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汽车内部环境 

汽车档次提升 

汽车种类增多 

交通事故保险 

驾驶收费更低 

进驻地区更广 

驾驶安全保障 

汽车数量增加 

停车更方便 

停车方便是用户对共享汽车服务的 
常见期望 

2016年中国共享汽车用户期望调查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46.9%的用户希望未来

在使用共享汽车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更方便地停车，39.0%的用户

则是希望投放的汽车数量有所增加。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为了方

便用户停车，企业需要在服务区域内增设停车点，购买停车位或者

建立专有停车场。但目前中国发达城市可停车区域日渐紧张，企业

为方便用户停车需要有较大的资金投入。 

注：“汽车内部环境”包括空调、车载音响、内部整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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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发展趋势总结 

规范程度会加强 

目前国内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行业的

发展，未来规范程度会不断加强。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规

范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驾驶员方面，驾驶员在车

辆使用、遵守道路法规方面的规范会加强；另外是对于企业

和政府方面，市场的监管会得到加强，运营公司及车辆停放

的规范会不断完善。 

覆盖范围会提高 

目前国内运营共享汽车分时租赁的企业都只是以为数不多的

城市为试点，在其中几个区域开展业务。但是，随着基础停

车点和充电桩不断扩建，消费者对共享观念逐渐接受，未来

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商家会越来越多、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

随着进入行业的企业不断增加，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在国内的

覆盖范围势必会越来越大。 

增长势头会持续  

现阶段国内持有驾照的人越来越多，但城市拥堵等问题使限

购、限号的措施陆续出台，造成国内需要用车出行的驾驶员

远多于汽车，而共享汽车分时租赁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

供了新的答案。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共享汽车分时租赁的

模式符合国内驾驶员多于汽车的现状，未来这一行业的发展

会保持不错的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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