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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出行的概念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0年前我们还在为买车还是打车哪个选择更经济而
犯愁, 如今的我们能心安理得地坐着陌生人的汽车去
上班, 把自己用不到的私家车按天出租给别人, 甚至
按小时租一辆停在路边的电动汽车去见客户。 
 
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不再受限于买车还是打车的单
选题。在智慧共享出行新模式不断涌现的今天, 这些
新模式都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将来会何去何? 这是我
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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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出行需求
移动出行服务是全球经济的基础, 它决定着本地居民和游客的生活质量, 更是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吸引力。 
在奥纬咨询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移动出行的调查中, 80%的受访者把快捷和便宜的出行服务看做 
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指标。

图表 1. 移动出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连接人群、 货物和信息, 作为
社会短期与长期发展的重要
驱动因素

城市经济吸引力的首要指标

创新催化剂作为未来研发
的重要领域 (人工智慧,  
大数据, 新能源等）

预计2022年全球电 
子出行研发投入将达 
€2,170亿

2030年的GDP将由出行服
务贡献19% (相比于今天
的16%)

企业家、 投资者和区域经济
的增长引擎

>80%的受访者把快捷和便
宜的出行服务看做城市吸引
力的重要指标

决定本地居民与游客的生
活质量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Data (IDC), Siemens “Megacity Challenges”, World Bank, 奥纬移动出行研究2019

 
移动出行的重要性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根据奥纬估计，中国19个一二线城市居民2020年出行次数已高
达每天5千多万次。 而随着城市化的日益加剧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 这个需求在短期内将以4%
的增速持续增长。

图表 2. 中国部分一线二线城市的乘车数量和主要驱动力

2020 2025F 2050F

主要驱动力中国部分一线二线城市的乘车数量1

百万次/每天
短期 （2020-2025） 长期 （2025-2050）

通勤 •  城市化日益扩大
•  通过新的通讯技术而实现

更灵活的工作方式

•  电子商务及 AR/VR 技术将零
售逐步转移到互联网上进行

•  AR/VR 开始涉足体验式购物

商务 •  商务出行受到 GDP 的推动
而持续增长

•  新通讯技术的出现并不会
为商务出行带来负面影响

购物 •  电子商务的持续增长
•  出现了更多的城市购物新

形式

休闲 •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持续
增长

•  体验式购物的零售模式促
进了休闲用车类别的发展

•  出现更多较为灵活的工作
方式， 例如在家远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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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休闲 商务 通勤

2.5%

3.9%

1. 以19个一二线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资料来源: National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Statista,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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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也让乘客对出行方式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这些要求具体体现在:

• 能更好地匹配越来越丰富的出行场景 (目的和距离)

• 经济实惠但同时又高质量的服务

这些要求最终催生出了更多新的移动出行的业务模式, 这其中包括了网约车和新兴的汽车租赁方式。 相较
于西方国家, 中国消费者对智慧共享出行有着更快更高的接受能力,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较低的人力成本和
大城市高企的停车价格。

图表 3. 中美出行成本对比 (中国上海, 美国1)

人民币每次出行2

65
903

私家车自驾

上海 美国

中国一二线城市

中国人力成本较低, 
且无停车成本

停车资源紧张导致
停车费高企

出租车

130
354

网约车

82
24

1. 2020年数据; 2. 来回10公里的典型出行; 3. 总行驶里程150万公里， 购车成本20万， 手续费用5万， 燃油费用0.6元/公里，停车费用平均
40元, 人工成本以上海人均工资计算; 4. 以上海出租车计价规则计算;
资料来源: 政府网站, 滴滴出行, 市场研究报告, Moovit, 奥纬分析

这些智慧出行新模式成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能否满足消费者对出行的要求。 因此, 企业或投资
者在决定进入智慧共享汽车领域前需要想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新模式在何种场景下适用?

• 出行方式的内在特性

• 消费者模式选择的影响

• 定义新模式在何种场景下适用

新模式如何成功?

• 出行服务提供商的特质

• 消费者模式选择和服务模式选择的影响

• 定义不同出行方式的吸引力, 并分析其如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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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共享出行商业模式及创新
在这个章节, 我们将会对中国智慧共享出行模式进行拆解, 并针对以下四个方面对市场上的共享出行商业
模式进行分析。

图表 4. 对不同共享出行业务模式的分析方法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市场现状 近年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现状?

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有哪些主要特点？目标客户是哪些人群?
不同业务模式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盈利性如何?
制约该业务模式发展的关键痛点是什么?

竞争态势 行业中有哪些主要的参与者？市场集中度如何?
有哪些关键能力要求（技术、 资金、 牌照、 规模等）? 主要的竞争壁垒是什么?

发展前景 未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未来行业增长存在哪些潜在风险?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从业务模式层面来看, 智慧共享出行领域主要分为新兴汽车租赁和网约车两大类业务模式。

本报告会着重展开分析新兴汽车租赁中的分时租赁和P2P租赁, 以及网约车的细分赛道: 顺风车, 快车 
和专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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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智慧共享出行主要业务模式

新兴汽车租赁 网约车

分时租赁 P2P 租赁 顺风车 快车 专车

运力来源 租赁公司自有汽车

租期按小时计

P2P 平台不自有车
辆, 对接车主与承租人

租期多为数小时 — 
数日

平台不自有车
辆, 对接车主与
乘客 多数平台不自有车辆

业务特点 租期灵活， 性价
比高

车型选择区间最广 性价比较高 性价比较高

司机准入门槛
低， 服务水准 
相应较低

性价比较高

提供高端化、 
专业化、 标准 
化服务

所需能力 初始投入资金支持

对分时租赁业务 
牌照、 停车场、 
充电设施等核心 
资源的掌控

客户端APP开发与
运营能力

需要大流量平台与高 
粘性用户, 对营销与 
用户运营能力要求高

客户端 APP 开发与 
运营能力

AI、 大数据等技术 
能力

APP 开发与运营能力, AI、 大数据等技术能力, 营销与
用户运营能力, 大量先期运营投入资金

痛点 资金投入门槛
高， 运营成本高

续航储能的技 
术门槛

租赁牌照限制

停车位资源及 
充电设施稀缺

缺乏用户基础

车辆资源稳定性弱,  
下单成功率不高, 
用户粘性低

线下服务能力较弱, 
服务的标准化难保证

保险问题突出

司机信用制度欠
完善, 乘客安全
问题难保障

政府监管趋严导
致司机流失, 新
司机获取难, 业
务扩张难

早期推广依赖补贴

政府监管趋严导致司机流失, 
新司机获取难, 业务扩张难

业务类型 B2C为主 C2C/B2C C2C/B2C B2C为主 B2C为主

企业类型 以互联网企业为主

代表公司 EvCard电动 
汽车租赁, 
GoFun出行

START, atzuche凹凸
租车

嘀嗒出行, 哈咯
出行

嘀嗒出行, 易到用车, 神州专车, 
美团打车

资料来源: 中商产业研究院, 公司网站, 奥纬分析

图表 6. 智慧共享出行主要企业背景类型

新兴汽车租赁模式 网约车模式

企业背景 分时租赁 P2P租赁 顺风车 快车/专车

互联网企业 凹凸租车 滴答, 滴滴 滴滴, 高德, 高德

主机厂OEM EVCard, 盼达用车 曹操, 享道, T3

汽车租赁公司 首汽GoFun 神州, AA, 首汽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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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 共享出行的商业模式出现以下主要的创新:

• 随着美团打车于2019年4月“聚合模式”在南京和上海上线, 以高德打车、 美团打车为主的网约车聚合平
台发展加快, 但由于平台对司机和车辆的管控不严, 实际运营并未取得较好效果, 各平台日均订单量停
留在几十万单上下。

•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网约车市场受到打击, 为提振营收并进一步捕捉下沉市场, 滴滴在3月份推
出了价格更为低廉的“花小猪”平台, 一方面, “花小猪”采取“一口价”的定价模式, 车费需要在下车时支
付, 另一方面, “花小猪”效仿拼多多的社交裂变式营销方式, 通过邀请乘客得现金、 签到领补贴等方式
吸纳客源。“花小猪”客户量增长迅速, 目前已经达到单日百万订单量的水平。

分时租赁

分时租赁市场交易规模
2017-2021F ）币民人亿（ 

分时租赁市场企业份额
2019  数辆车,

无人值守停车点
扫码/密码取车

租赁公司
自有车队

租期按小时计,
最长数日

停车点扫码/
密码还车

承租人 APP
预约租车

分时租赁提供汽车的“随取即用”租赁服务, 主要通过手机APP完成所有用车流程。 消费者可以按照个人用车需求和用车
时间预定租车, 收费以小时计算。 服务模式包括: 同一地点取还, 任意指定网点取还, 任意地点取车任意正规停车场还车。

2018

73.6

2019

63.5

2017

65.6

2016

56.2

2020E

64.6

-6.3%14.4%

40% 联动云35% GoFun

15% 摩范出行

5% EVCARD
5% 其他

目标客户群体 分时租赁的客观需求基础

没车用户 有车用户

•  18~25岁, 大学生或
刚毕业白领上班通勤

•  周末城际间短途旅游
•  刚考出驾照练车需求

•  26~41岁, 中年上班一族
•  限号限行时用于上班通勤
•  商务用车

1. 分时租赁定位中短途出行, 能够有效弥补10-50公里出
行市场缺口, 并且比网约车、私家车出行成本更低

2. 分时租赁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场景出行需求, 如跨城出
行、旅游景区用车、科技园区晚上用车、政务用车、核心
商圈用车、通勤需求以及机场、火车站等接驳用车

3. 大量客户基础, 截至2018年底, 中国汽车驾照持有人数
达到3.69亿, 而私家车保有量仅为1.89亿, 二者之间存
在约1.8亿的自驾需求缺口

资料来源: 汽车租赁新闻, 国家统计局, 中国 iResearch, Analysys, Euromonitor, Nedrelid Corporate Advisory, 专家访谈、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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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的盈利模式
分时租赁市场虽然近年体量增长迅速, 但仍是小众市场, 集中度相对较低, 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重资本高
运营成本的盈利模式。 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分时租赁企业还主要依靠补贴获取低价的电动车从而赚取租
金利润, 但是真正能够长久盈利的企业为数不多。

分时租赁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车辆租赁和汽车二手车销售, 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广告和大数据运营收入。

分时租赁的成本主要由固定成本, 运营成本和使用成本三部分构成。

• 固定成本主要包括购车和车险。 由于受国家补贴、 地方补贴和厂家补贴三重补贴, 目前电动汽车的固定
成本远低于燃油车,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分时租赁都使用电动车。 但是随着补贴政策退坡, 电动车的固
定成本在未来会逐步上升, 使平台的资金压力更大。

• 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对车辆的调度成本, 车辆保洁成本等, 预计未来随着充电桩布点的逐渐完善, 调
度费用会逐渐下降。

• 使用成本主要包括停车成本和蓄能成本（充电或加油）。 这方面主要涉及的痛点是如何与用户共同分担
此类费用。 现今大部分的充电和停车费用由企业承担 (只有大约20%的用户会自发充电), 这个问题在
有高昂停车费用的一线城市尤为关键。

分时租赁的低收入和高成本导致了市场上大多数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基于我们的假设, 一辆电动车单日
的亏损在50元-100元之间甚至更高。 因此, 分时租赁企业想要维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在成本投入和
调度上寻找提升空间。

图表 7. 分时租赁的盈收结构

收入

90% 车辆租金

10% 二手车销售, 广告大数据…

关键假设
具体假设因城市级别不同会产生差异

•电动车单均价格: 1.2 元/公里 +0.2/分钟
  •日运营时间: 12 小时
  •每单距离: 20 公里（90 分钟）
  •每单间隔: 30 分钟
  •日均订单量: 6
  •停车方式: 网点取还车
  •电动车每跑 100 公里需要去充电
  •充满电需要: 23 度电

•每度电+服务费: 1.5 元

35
-25 -35 -62

分时租赁收入与成本
人民币/日/车

毛利润充电运营停车车固定
成本

租金
收入

252 220

成本

单日单车总

车相关固定

停车

运营

加油/充电

100%

70%1

11%

11%

低收入和高成本导致了市场上大多数企业都
处于亏损状态。 目前分时租赁企业平均单车
的亏损每天在 50-120 元

8%2

1. 包含车价+保险, 电动车受国补、 地补和厂补三重补贴后现在价格远低于汽油车; 2. 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对车辆的调度成本, 车辆保
洁成本, 未来预计逐渐降低
资料来源: 艾瑞咨询, 熊猫资本,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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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的痛点与发展关键
分时租赁模式仍处于初始阶段, 渗透率与集中度仍有提升空间, 虽然头部4家占据了当前市场大头的车辆 
规模, 但市场仍然较分散且整体订单总量还很小。 同时不少初步尝试的企业由于成本管理不佳、 盲目运营
无法形成闭环、 车辆充电桩资源不充足等原因, 出现资金链断裂, 破产清算等问题。 且相对于西方市场, 
分时租赁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还是个新概念, 培养用户习惯和基础尚需时日。

针对现有的痛点, 分时租赁平台需要从运营和盈利模式下手, 以大数据分析和规模化为抓手来降低可调控
成本来增加盈利。 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企业更了解用户需求来实现精细化运营, 比如重点布局某个高峰时
段和地点以提升车辆周转率。 规模化的前提是全生态运营资源与资本的充分到位, 然而当前还没有哪个 
玩家能覆盖推进运营所需要整个链条的资源。

图表 8. 分时租赁运营链
分时租赁所需链条资源长, 市面没有哪类竞争者全覆盖

网点
停车场牌照

充电桩
车辆

车后服务维保

道路救援

…车联网技术

技术平台

线下人工协管

资料来源: 艾瑞咨询、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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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租赁
P2P 租赁是一种走轻资产路线的租车服务模式， 服务平台并不持有车辆， 而是通过搭建共享平台来
配对车主和租车用户， 同时收取中介费用作为商业回报。 现在越来越多的平台也提供车后服务， 包
括保险， 车辆保养和托管服务。

P2P 平台
用户下单租车

协商地点取车, 租赁
期满协商地点还车

车主在 P2P 平台
发布车辆信息

）币民人亿（ 2014累积获得1.2亿美金的投资

车主
•  有闲置私家车的车主，想要节省停车空间并通过
    短租车辆获得额外收入  
•  在限牌限行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
    已经摇到牌照却与其购车换车计划冲突

P2P 租赁平台
 •  通过平台匹配用车需求和用车资源，盘活社会闲置车辆，成为爱车一族的试驾分享平台
 •  帮助在限牌城市持有购车指标的人保牌购车，同时为其实现车辆出租收益 
 •  提供车后包括保险，保养，托管服务

2014 年 2020 年

凹凸租车 深耕于P2P租赁, 2019年专注保险代步, 以2B为主

PP 租车 更名为START, 后被瓜子收购, 2019年停止运营

宝驾租车 转型为分时租赁出行平台

友友租车 2017年停止运营

Cocar 2015 年停止运营

P2P领域现存主要玩家201820172016

140

25

67

125118

2019 2020E

P2P汽车租赁市场规模
2016-2020E  

P2P租车企业转型情况汇总

承租人
•  主要为80后 (接近70%), 90后
 •  分布主要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  有驾照却没有私家车或者因为特殊场合需要
    特殊车型的需求
•  想要试驾其他车型
•  消费习惯从代步为主的传统A级车转为更高端
    个性的车辆

目标客户群体

-58%

+9%

资料来源: 前瞻经济学人、 携程、专家访谈、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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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租赁的盈利模式
和传统的租车企业相比, P2P走的是轻资产路线。 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少了购车所需要的前期投入以及线
下门店的管理费用。 对于传统的租车公司, 车辆的折旧费用几乎占了收入的21%左右。 也因为较低的成
本, P2P租车的价格比传统租车公司低20-30%。

现在典型的P2P租赁公司主要靠收取中介费来获利, 也有一些企业不在租车运营上向车主和承租人收费, 
而靠帮车主代管车辆, 通过维修、 保险、二手车回收、 能源补给等一系列配套业务获利。 第三类P2P租赁的 
收入来自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是“出险代步车”业务。 作为保险公司“出险代步车”的 
车辆供给, P2P租赁公司每笔业务也可得到一定收益。

图表 9. 出险代步车的商业模式与成功案例分析

P2P租赁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出险代步车

客户购买车险保单
附赠“凹凸出险代步”

增值服务

凹凸的车管家
会送车上门

客户在车辆出险维
修时有用车需要即可
“一键预约”代步车

三天后在预约地
点还车，客户不用

支付任何费用

P2P 租车 保险公司 （太平洋保险， 中国平安）

收益 •  每笔出险代步服务可从保险公司获得一定收益
•  通过保险公司的流量吸引潜在客户，低成本实现
    客户快速获取
•  在车后服务中占得先机

•  车险服务质量升级，吸引更多保户，增加客户粘性
•  激活庞大的代步车市场

成功案例分析

增加服务标准化 解决用户信任问题 增加用车场景和个性化
凹凸通过加入车管家的概念来
弥补车主和租客因为时间和空
间的错配带来的额外成本。车管
家可以帮助用户跨城在约定时
间地点取还车

凹凸在成立之初便与太平洋保险合
作开发适合共享租车模式的共享租
车行业最高保额度的全方位责任险
利用智慧硬件“凹凸租车车联网终端
设备at-box”，让车主在不用拆车的
情况下，随时在手机、PC等任何终端
远程监控车况

相比传统租车平台对功能性的注重，
凹凸租车更注重个性和体验,平台不
乏豪车跑车给爱车一族带来体验
和多家保险公司推出“出险代步车”
服务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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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租赁的痛点与发展关键
虽然P2P租赁在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运营上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从近年来大量P2P租车企业 
不断离场或转型其他领域就可以明显看出。

除了因为车源数量难以保证导致的下单成功率低和服务标准化低的问题, 因为担心用户的疏忽导致违章, 
事故以及其他对车辆的损耗也让很多私家车主不敢在平台上放租, 从而导致客户流失严重, 市场池子难以
扩张。 针对现有的痛点, 头部公司比如凹凸租车在增加服务标准化, 解决用户信任问题以及增加用户场景
方面下足功夫, 但仍旧步履维艰。

顺风车
顺风车走轻资产路线， 提供将私家车空座资源与顺路的乘客相匹配的平台服务。 平台以收取服务
费作为佣金。 因为私家车不以营运为主要目的， 顺风车的价格通常较快车/专车低。

乘客在顺风车平台发布
拼车需求以及目的地信息

平台通过程序自动筛选出
和用户路线匹配的车主

如果用户可以接受开出
的价格便拼车成功

顺风车用户规模
2016-2020E （亿人）

顺风车交易规模
2015-2021E （亿元）

顺风车业务在2019年受到政策因素影响，市场供给能力
被削弱，2019年交易环比下降5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2015

123.8
163.4

2016

191.9

2017

232.1

2018

100.1

2019

98.1

2020F

110.0

2021E

1.54

30.1%
24.6%

2.07

34.4%

11.1%

–23.3%

2.20

用户规模 增长率

目标客户群体

48

顺风车车主和乘客年龄分布, ％ 顺风车合乘需求占比情况, ％

车主

乘客

在所有成行合乘订单中, 平均顺路匹配程度已达到 86.3%。 
日常上下班通勤为全国顺风车合乘的主要需求

80 后车主成为车主主力军

80 后 90 后乘客总共占比 79%

29184 1

39 4014 52

53 2918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00 后 上线通勤 周边游和节假日返乡 其他

1.98
2.58

-56.9%23.3%

4.8%

资料来源: 易观 Analysys, 前瞻产业研究院,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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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车租赁的盈利模式
顺风车主要靠服务费收入盈利。 有的平台如滴滴会抽取订单的固定比例作为回报, 而滴答则是收取1-3元
的固定服务费。 作为轻资产模式的代表, 顺风车的成本主要包括平台管理费和获取用户的营销费用。

顺风车的痛点与发展关键
毫无疑问, 平台安全监管是顺风车的一大痛点。 不同于其他网约车可以通过在车上安装摄像头等措施来 
保障司乘的出行安全, 顺风车的安全监控力度有限, 导致一些用户在使用时有一定顾虑。 同时, 顺风车的智
慧匹配能力尚未得到很好的提高, 很多平台由于自身运力不足, 导致平台接单成功率低, 寻找拼车时间过
长, 这些都会影响用户体验, 造成客户流失。 最后，昂贵的用户获取也是阻碍一些企业前进的原因, 毕竟不
是所有公司都有长期烧钱补贴用户的财力。 其中为了解决用户获取和流量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顺风车玩家
开始合力推动“聚合”模式, 比如阿里钉钉接入滴答出行和哈啰出行, 通过其对接的870万企业和1亿位职工
为顺风车企业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

快车和专车
P2P 租车企业转型情况汇总

2015 年前

科技公司
•  滴滴
•  易到

流量公司

纯平台公司

平台+运力公司

纯运力公司

2015-2018  年

科技公司
•  美团
•  携程

汽车租赁公司
•  神州
•  首汽

整车厂
•  曹操

•  地方出租车企业, 如强生
•
  

地方小型汽车租赁公司

纯流量 平台 运力

企业核心资源

2018 年后

汽车租赁公司
•  AA

整车厂
•  享道
•  T3

科技公司
•  高德

专快车市场交易规模
2015-2021E （亿人民币）

网约车市场企业份额
2020, 月活量%

2018

1,747
2,225 2,117

201720162015

903
371

2021E2020E2019

2,933
3,349 滴滴

首汽

曹操

其他

美团

神州

89

4

3

2

1

1

+82%

+26%
-5%

资料来源: 易观智库、中金、CEIC、行业专家访谈、桌面研究、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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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专车的盈利模式
快车/专车的盈利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流量模式, 平台模式和运力模式。 流量公司如美团和高德地图主要 
依靠自身的用户流量吸引其他网约车平台接入自己的平台产生聚合效应, 并获得抽成收入。 平台公司如 
滴滴主要帮助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搭建桥梁, 并依赖打车收入的抽成来盈利。 因为平台公司自身不拥有车辆
所有权, 其成本主要包括用户获取成本和平台管理费用。 而需要承担车辆成本的运力公司, 则是以重资产
自负盈亏的模式盈利。 现今市面上的纯运力公司相对较少, 大多头部公司如神州和首汽同时拥有平台和 
运力能力。

我们对比了市场上2家典型的“平台公司”和“平台+运力公司”的盈利情况, 发现他们即便从运营的角度还
是仍旧亏损。

图表 10. 快车/专车的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 盈利取决于

流量模式
Platform

提成模式 主要收入: 网约车打车收入的固定比例, e.g. 高德0抽成、 
美团抽成 3%、滴滴8%
主要成本: 平台管理费用

提成比例

平台模式 
C2C

提成模式 主要收入: 网约车打车收入的固定比例, e.g. 滴滴提成 
~20%, 美团 8% （补贴前）
主要成本: 平台管理费用，用户补贴红包

提成比例 vs. 补贴
力度

运力公司模式
B2C

重资产自负盈
亏模式

主要收入: 网约车打车收入
主要成本: 车辆成本, 司机人力成本，车队司机管理费用

利用率 （日均接单
量） vs. 补贴力度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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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典型“平台公司”和“平台+运力公司”的盈利情况对比

）车油燃（ 司公台平

）车油燃（ 司公力运+台平

年流水

每单
收入

乘客
补贴

司机
工资

车辆及维
修成本

电费
支出

保险费 运营
收入

市场
推广

人力及
管理成本

净利润

司机
提成

企业
收入

司机
补贴

乘客
补贴

租赁公
司分成

运营
收入

办公
杂费

人员
薪资

IT
投入

研发
费用

净利润

某典型网约车公司
千人民币/年/车 (%), 2020

180

125 10 96

10
22

1

-15
-28

1 11

139

41 21
73

6

-59
0 1 2 3

–64

补贴后运营收入
毛利率 -143%

运营成本及其他投入后,
年度运营亏损 -155%

补贴/车辆摊销/支付司机工资后
运营收入毛利率 -12%

运营成本及其他投入后,
单均运营亏损 -22%

 

某典型网约车公司
千人民币/年/车(%), 2020

关键指标
单均价格27元人民币，每单8-10公里，每车日均订单量17-18单司机
提成约为80%, 每公里油耗0.6RMB

盈利关键点
提升规模效应降低补贴、新业务投入

关键指标
单均价格25RMB, 每单8-10公里, 日均订单量15-16单/车, 每周上线
6天, 车辆自有; 司机工资底薪6-7K RMB/月, 每公里油耗0.6RMB

盈利关键点
车辆采取租赁模式, 司机采取加盟模式

资料来源: 行业专家访谈、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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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专车的痛点与发展关键
现阶段平台公司占据市场优势, 但因为平台模式缺乏对车辆和司机的垂直管控能力, 使得用户的乘车体验
和安全性没办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纯运力或平台+运力公司垂直管控能力强, 但由于自营模式前期投入大, 
司机管理和车辆维护等费用支出高, 再加上政府监管导致司机流失严重, 使得大部分企业难以实现快速扩
张, 因此平台公司的规模优势一直未变撼动。 但是随着网约车新政的出台, 合规化将会促进平台+运力公司
的发展。

未来平台公司实现净利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用户体验并开发新业务来提高收入, 平台+运力公司则需要 
通过聚合模式等方法规模化以摊销单均运营成本。

图表 12. 智慧共享出行模式总结

智慧共享出
行主要业务
模式

分时租赁 P2P 租赁 顺风车 快车/专车

结合车辆， 停车场， 用
户等多维度数据, 优化
车辆分配和管理提高车
辆利用率;  整合线下资
源,  包括充电桩,  停车
位等

提高用户信任度， 增强
服务标准化， 优化服务
流程及内容， 增加用车
场景

提高客户体验， 包括提
高接单效率和匹配速
度构建多维度安全管
理体系

提高客户体验， 包括提高
接单效率和匹配速度; 构
建多维度安全管理体系

挑战

发展的关键

优势 •  使用便利
•  使用场景丰富
•  可以通过较高性价比

吸引客户

• 线上交易无线下门店,  
轻资产， 低成本

• 通过价格优势和更个
性化的车型吸引用户

• 有效利用私家车的余
座资源， 轻资产

• 通过比快车/专车更
低的价格吸引希望避
免公交的上班族

• 能够大力改善打车率
低的问题

• 公司资产轻量化和公
车改革使得专车需求
与日俱增

•  资金投入需求门槛高、 
运营成本高， 盈利难

•  管理难度较大且线下
布局的停车位资源及
充电设施稀缺

• 缺乏用户习惯与基础

• 服务的标准化较低
• 容易产生纠纷， 用户

体验不确定性大
• 使用场景较少， 车源

数量难以保证

• 高客户获取成本
• 智慧路线匹配能力还

有待提高
• 用户的安全和法律纠

纷和愈加严格的监管

• 高客户获取成本
• 愈加严格的监管和合规

化导致司机流失严重, 
快速扩张难度大

新兴汽车租赁 网约车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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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
随着行业的不断成熟与相关技术的进一步突破, 智慧共享出行的未来将不会局限于出行方面, 通过与其他
不同领域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共享出行可以在更多的场景创造机遇,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图表 13. 共享出行服务商在几大领域存在与其他产业的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遇

1
与整车厂合作， 成为 
汽车新零售的重要
场景

2
与各类服务商合作，
建立 MaaS 闭环生
态圈

3
拓展到货运领域， 
为货主和卡车司 
机搭建桥梁

4
与充电运营商合作，
打造车辆配套服务
体系

5
引入专业化车队管理
提供商， 捕捉无人驾 
驶商业化机会

成为整车厂销售和提
升品牌曝光度的出
口， 为消费者提供深 
度试驾新车的渠道

通过与整车厂合作， 
降低购车成本，增加 
新的收入来源

与各类服务商、 数
据和平台供应商、硬
件及设施供应商合
作， 为消费者提供端
到端的出行服务

为各类潜在客户提
供基于车联网的数
据服务

利用平台将卡车司机
和货运订单进行匹
配， 从而最大程度地
利用货运资源， 解决
货运司机短缺问题

可以针对货运市场 
上的中小型承方， 
他们在与大型托运 
方联系沟通中挑战
最大

投资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及运营， 解决 
新能源汽车的充能 
续航问题

建立充电信息平台
等能力， 为充电运营
商、 车队等大客户提
供附加服务

在自动化驾驶技术成
熟后， 积极捕捉其在
共享出行领域的商业
化机会

通过引入的专业化车
队管理提供商，获取贯
穿车辆资产全生命周
期的一系列服务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1. 成为汽车新零售的重要场景
共享出行模式, 尤其是分时租赁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整车厂试乘试驾的新选择。 共享汽车成为汽车前置购
物的体验环节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一方面用车者本来就是高潜力购车者, 整车厂可以通过共享汽车的大
数据分析对用户属性和行为习惯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用户在使用共享汽车的过程就是一个深度试
驾的过程。 对比4S店试驾, 共享汽车能够自主选择路线, 与生活场景融合, 且不需预约也不受地点限制, 这
都为试驾体验加分不少。 最后, 随着车联网和无人驾驶的发展, 共享汽车也为乘客提供了一个购物场景, 且
相对其他场景会有更高的转换率。

其实很多分时租赁公司已经早有行动, GoFun出行在2019年就与大众在广东推出了试驾活动, 活动共回收
了近8000份有效调查问卷, 有购车意向客户占比57%, 活动本身的满意度超过95%, 大众公司也从活动中
搜集到了大量用户数据, 让他们能更了解用户驾车习惯、 偏好并设计生产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车辆。

2. 构建MAAS闭环生态圈
租车或是打车是吃住购娱等生活服务中的重要一环, 但相较其他领域盈利能力薄弱。 因此, 共享出行企业
也可以与更多消费服务商合作, 为用户实现MaaS (“出行即服务”)的体验。 “出行即服务”主张从个人拥有
出行工具到出行服务的消费转变, 以消费者个人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 注重端到端出行体验的智慧化、 
定制化和整合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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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出行企业可以通过与旅游、 交通、 酒店、 餐饮等各领域有实力有流量的头部企业深度合作, 将共享出
行与用户生活各个场景紧密融合。 同时, 已具备巨量用户资源的平台公司也可以自行打造闭环生态链, 进
一步通过大数据挖掘用户价值将新业务变现, 营造从生活场景与出行场景所结合的一体化生态体系。

图表 14. 出行即服务 (MaaS)

“出行即服务”的价值主张：从个人拥有出行工具到将出行作为一种服务来进行消费的转变

“出行即服务” 模型: 关键特点

定制化
出行服务

生活方
式定价

优化运力

增值服务
整合

产品与
服务协同

API 后台开放数据
与分析

集合型
支付平台

关注消费者生活方式中
的点滴，比如：如何携带
箱包穿越城市？或者，
深夜下班回家的消费者钟
意什么样的出行计划？

电子科技能够创造公共
交通/私人出行/非机动出行
综合服务生态系统，将多模
态出行方案、售票和支付
整合到同一平台（如app）

为了让所有出行服务商参
与进来，即插即用（API）
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势
在必行的

创造完美出行体验的关键

1 4

58

2 3

7 6

用户体验
实现方式

多种出行模式

广泛链接能力

智慧推荐包括非机动
出行在内的多种出行方案

接入出行服务商生态系统，制定
公共交通/私人出行的综合方案

如涉及长期、长途电动车
租赁，同时提供充电规划

MaaS

 “端到端”出行方案， 从出
     发点到终点（而非最近的
     公共交通站点）

私人定制化：消费者可以
根据价格、时长、交通方式等
多因素定制不同出行方案

出行计划、付款和预定
一站式服务，“一键购买”
多重服务/出行方案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智慧共享出行商业模式创新及其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 Oliver Wyman 18

3. 打造共享货运, 实现物流业的去中介化
随着共享出行模式的兴起和成功, 企业也开始将目光从“载客”到“载货”的方向拓展。 共享出行的鼻祖Uber
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Uber Freight, 通过建立一个透明的平台来自动匹配货运信息和车源/司机信息, 进而
取代人工调度实现货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Uber现已将这项业务扩展到欧洲。

共享货运在中国市场同样有着巨大的潜力, 随着电商行业的成熟, 同城货运在未来3-5年预计将保持5%-7%
的增速, 并在2020年突破万亿规模。 同时货运行业的技术尚不成熟, 大部分的车货匹配都由人工电话完成, 
不但效率低, 对中小型或个人货运司机也不友好。 降低货车空载率, 帮助货车司机看到更透明的信息, 更有
效地载到货并减少时间浪费将会是共享出行企业的目标。

4. 打造车辆配套服务体系
部分网约车企业正尝试选择多种模式与充电运营商合作, 这不仅为新能源车队提供充电基础网络建设,  
更是为在发展整合型出行服务模式上进行了广泛探索和布局。 现今合作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信息平台引流, 
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 大客户管理获取充电折扣。

图表 15. 共享出行和充电运营商的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 已有案例 网约车企业 合作方

信息平台
引流

自建充电信息平台: 通过出行服
务平台的流量优势, 为充电运营
商提供引流服务

其他附加服务: 借助充电app和
客户流量, 提供汽车金融/保险等
增值服务

2018 年, 滴滴通过自建充电信
息平台 “小桔充电” 切入充电服
务市场

小桔充电平台接入目前市场主流
充电桩运营商设施信息，滴滴旗
下新能源车队t提供充足的充电*

滴滴

小桔充电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

投资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
及运营

通过与充电桩运营商合作, 
投资共建充电基础设施

充电桩运营商提供从选址, 建设, 
运营的一系列专业服务, 网约车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双方对充电
收入进行分成

滴滴在2019年与BP成立合资公
司, 共同建设开发和运营充电桩
场站

滴滴宣布在未来将继续加大对充
电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加强在重
点城市的设施布局

滴滴 BP

大客户管理
提供充电
折扣

借助网约车企业旗下新能源车队
的规模化充电需求, 与充电桩运
营商获得费率优惠, 为车队提供
基础设施保障

在2016年起, 曹操出行与国家电
网, 特来电, 万马, 星星充电等国
内所有主流充电桩运营商开始建
立合作关系

曹操新能源车队享有大客户折扣; 
进入新城市进行业务拓展, 充电
桩运营合作伙伴会提前进行基础
设施布局

曹操出行 星星充电

特来电

万马新能源

合作企业示
例, 非穷尽

注释: 市场主流充电桩运营商中, 特来电与星星充电于2019年退出小桔充电, 南方电网于2019年加入小桔充电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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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捕捉无人驾驶商业化机会, 引入专业化车队管理提供商
在未来的5-10年,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渐成熟, 更多智慧驾驶场景包括自动泊车, 自动驾驶都会对共享 
出行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因为不再需要司机, 商业化后的自动驾驶技术预计将使网约车出行成本下
降约42%, 不同场景下自动化驾驶网约车将从2018年的82亿次升至2030年229亿/393亿次。 事实上, 共享
出行巨头已在无人车赛道开始布局, 滴滴在2019年将自动驾驶部门升级成独立公司并获得上海市首批智
慧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路测牌照。 高德打车在2020年也宣布接入Autox无人车, 在上海进行试点。

随着共享出行以及无人车的发展和成熟, 引入专业化车队管理也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共享出行企业可以从
中获得包括清洁, 加油, 日常运维及深度维修等贯穿车辆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一系列服务, 这些服务也使端到
端出行服务更高效、更低损耗和拥有更佳的乘客体验 。

图表 16. 自动驾驶对共享出行的影响

成本影响

90

16
27

35

单次出行成本1

人民币/次

自动驾驶对商业模式的整体趋势变化

新型商业
模式

出行模式

现有商业
模式

未来趋势

传统出租车 消极

拼车 消极

传统汽车租赁 消极

分时租赁 消极

自动驾驶网约车 积极

定制化出行 积极

跨交通模式整合 积极

自动驾驶网约
车 (商业化后)

网约车 出租车 自驾
私家车

相比 2018  年复合增长

8.2
12.5

22.9

场景 A： L4 自动驾驶只
在部分地区采用

39.3

场景 B： L4 自动驾驶已
完全商业化

2018 2022F 2030F
11%— 9% 14%

网约车出行出行次数
十亿次

自动化驾驶网约车出行预测

– 42%

1. 基于2018年出行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后记
智慧共享出行的各种业务模式都面临着机会和挑战以及不确定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共享出行已成为大势 
所趋, 并会越来越紧密地与人们生活的各个部分融合。 未来, 跨平台、 跨模式以及跨界合作的产业协作将会
是中国智慧共享出行服务市场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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