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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用摩托车行业历史由来已久。过去的四十年，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摩托

车行业起伏跌宕的四十年。中国摩托车行业在经历了全球领先、快速萎缩和停滞低迷之后，迎

来了时代浪潮下新的发展契机。

当前我国的摩托车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增长继续遇阻、政策仍然受限，另一方面

由休闲和文化引领的新的增长趋势已明显确立。在更加全面系统的物联网络和大数据赋能下，

此前各地禁限摩政策的核心内容安全和道路管理问题已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未来政策环

境有否改善空间，在积极和安全的原则指引下，摩托车行业新的成长和发展机遇在望。

如何夯实全产业要素、做强产业链条、更好把握当下的转折带来的跨越式成长机遇、成功

实现从单纯制造销售到向后市场延伸，是当下摩托车行业所有相关企业发展政策的重点，亦是

难点。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置条件是构建突破性的顶层战略及实施系统性的创新策略。对

摩托车行业而言，未来实现战略突破和实施创新策略的重中之重是用户洞察及数据决策。

工业互联网和数据技术的发展令困扰传统制造企业的环节冗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有了高

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数据赋能之下，”以客户为中心”将成为整个制造行业提升产销协同、贯

通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战略。对于仍然以制造为核心、创新基础相对薄弱的摩托车

行业而言，同时提升用户意识和数据理解，充分把握车联网对行业的赋能，是未来能否成功突

围的关键。

借由回顾梳理行业之机，本报告研究课题组不仅回看历史、审视当下，亦就如何更好地“面

向未来”开展了一些微观层面的初步探讨。期望通过对过往行业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对当下市

场趋势的归纳分析和对摩托车市场代表性消费者群体的初步描绘，抛砖引玉。

期待为推动行业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贡献绵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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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行业篇》侧重于政策、产业及行业

发展的宏观和中观视角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摩托车行业发展已经历过兴

衰起伏的完整轮动。薄利多销的旧趋势大势已

去，近年的低迷形势倒逼供应端厂商将目光转向

高单价的中大排量车型，转向技术升级和创新升

维。与此同时，需求端的消费者支付能力不断提

升，休闲和文化消费日渐活跃。供需两端平行发

力的动能已经让行业开始重整信心，积极地为争

取更大的复苏和更快的成长做准备。

存续已久的禁限摩政策预计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仍将是摩托车行业发展绕不开的瓶颈。此

前政策出台的核心背景是对群众安全和对道路管

理的考量。随着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在摩托车行

业不断实施及推广，对于摩托车的行车及道路安

全监管已具备了较彼时更加完善、安全、系统和

行业篇

中国摩托车产业

发展历程

有效的解决方案。若各地政府基于扩大内需、促

进新的经济成长点的考虑，愿意尝试探讨新的监

管思路和解决方案，则未来摩托车行业定将释放

出更加惊人的增长潜力。

从中观层面看，某新锐车厂近年来市值快速

增长、某新兴企业今年通过创业板登录资本市场

等事实，均说明资本市场对两轮市场的关注度提

升显著。与四轮市场的增长瓶颈和电动自行车面

临的行业新规冲击相比，摩托车行业现有的产品

和服务创新空间，以及未来产业链条的延伸预

期，均明确指向新的增长预期。这也为摩托车行

业的发展本身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们有理

由预计，未来摩托车行业焕新可能将不再局限于

产品、技术和服务。在资本市场和行业自身发展

的双重推动下，预计摩托车行业将可能迎来新的

玩法甚至新的玩家，并有可能因此再造、乃至重

塑全行业的竞争图景。

中国的第一辆摩托车是1951年研发成功的

首批军用重型机器脚踏车“井冈山”。随后，在

“军民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军工企业开始着手

开发民用摩托车，中国民用摩托车 行业由此[1]

起源。1979年由重庆嘉陵集团组装的长江摩

托车出现在建国30周年典礼上，标志着摩托

车行业在我国发展的重要起点。据中国工业报

报道，在改革开放前全国仅有摩托车厂商

20余家，年产摩托车2.5万辆左右 。随后摩托

车行业经历了一段蓬勃发展时期。1997年行

业实现年产量超千万辆，一举超过日本，成为

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国 。在此后的10年时[2]

从内销引领到外贸蓬勃 

——兴衰沉浮的行业里程

间内，中国的摩托车产销量延续了稳步上升势

头。至2008年全国摩托车年产销量均超过

2,700万辆，创下摩托车行业产销量的历史最

高记录。

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我国

出台了为期四年的“摩托车下乡”刺激政策，对

摩托车内销需求形成有力支撑。此举令摩托车

行业整体产销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自2011年

后，摩托车行业产量开始呈现逐年下滑趋势。

2018年的摩托车产销量已回落至2008年最高

峰时期的约60%左右水平（图1）。

[1] 我国摩托车行业统计数据包含电动

及燃油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如非

特别指明，本文中所提及行业产销

量包含前述两种动力类型及两种车

辆类型。

[2] 中国工业报：《改革开放40周年，

摩托车工业迎巨变》

http://www.cinn.cn/headline/jzdc

/201812/t20181207_202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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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3-2018年摩托车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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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方面，我国摩托车出口市场主要

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少部分欧美国

家 。 出 口 产 品 多 为 小 排 量 代 步 车 型 。 自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摩托

车出口数量大增。在中国入世十年的2011年，

中国摩托车出口量达到1,139万台，创下行业

出口销量的最高纪录。在2008-2009年全球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摩托车出口销量占全国摩

托车整体销量的比例和出口车辆平均单价亦呈

逐年增长态势（图2及图3）。

居民摩托车保有数量的不断增长为交通安

全及社会治安带来了一定隐患。早在1992年，

北京为缓解二环以内的交通压力，即在国内城

市中最早施行了“禁摩令”，禁止摩托车在二环内

的部分道路行驶。受因摩托车引发的治安案件

（骑摩托车抢劫的“飞车党”）和交通案件的数量

不断增多等影响，以深圳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

开始出台对摩托车上牌及上路行驶的限制政

策。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统计，自2000年以后，

全国大部分城市开始效仿北京和深圳的禁限制

摩托车政策。截止2019年，我国共有超过

200个城市就摩托车销售、牌照及上路行驶管理

等方面推出了不同程度的禁止和限制性规定，

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型城市 。[4]

涉及地域广泛、管理严格的禁限摩政策对我

国摩托车行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相关政

策极大地限制了摩托车作为此前主要的两轮代步工

具之一在城市范围内的使用。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加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汽车开始成为部分中国

家庭的首选私人交通工具。同时，随着道路条件改

善，交通工具的路况适应能力逐渐降低，加之不受

摩托禁限令政策影响，较摩托车价格更加低廉的电

动自行车开始逐渐成为城乡短途交通两轮出行工具

的首选项。在过去20年内，电动自行车在我国用

户数量激增，行业发展迅速。汽车的首选效应和电

动自行车的替代效应造成了摩托车产能衰退和行业

发展明显减速（图4及图5）。

另一方面，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升，禁限摩政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间

接推动了摩托车在城市人群中的功能设定和使用场

景演变。在功能方面，使用者对于摩托车的外观和

舒适度追求不断提升。在使用场景方面，自2016年

左右，摩托车开始从一种出行骑乘及简单运载的交

通工具向时尚生活方式、精神需求满足的休闲消费

品方向转变 。这一使用场景的转变在以北京等为[5]

代表的部分大城市尤为显著 。[6]

[3]出口价格由出口创汇总金额除以出

口辆数计算得出。  

[7]我国摩托车及汽车的产销数量均几

乎相当。统计部门目前未披露电动

自行车的销量口径数据。   

[4]全国“禁限摩” 城市一览表（2019版本）：

https://www.sohu.com/a/339022883_6

71696

政策初起：1994-1997年逐步收紧摩托车

注册登记政策，从1994年起限制摩托车上

牌数量每月500台，1995年开始禁止异地

摩托车在特区内道路行驶，至1997年推出

全面禁止摩托车上牌的政策。

限制上路：2003-2009年深圳开始限制摩

托车在宝安、龙岗、罗湖、福田、南山、

盐田主干道及重点道路行驶。

全面禁摩：2010-2012年开始特区内道路

全面禁摩的阶段，深圳原特区内（罗湖、

福田、南山、盐田）禁止摩托车上路，原

特区外的绝大部分道路也禁止摩托车上

路。

禁限制两轮交通工具：2012年起深圳对两

轮交通工具的管制从单纯“禁摩”进入“禁

摩” + “限电”阶段。

深圳限摩政策发展历程：

[5]吴玺，“从‘千篇一律’到‘百花齐放’” ，

摩信网， 

http://www.chmotor.cn/seminar_a

rticle_detail.php?id=24858，2016

年8月10日 

[6]由于摩托车行业缺乏平台型销售及

用户数据统计，研究小组就这一判

断做出定性及定量两种方法的验

证。首先在摩托车厂商及经销商访

谈时进行求证。此外，研究小组对

某摩托车售后服务产品2016-

2020年间6万余条全国销售数据脱

敏后进行人口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来自北京的消费群体占整体用户群

的50%以上，亦支持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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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98-2018年全国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汽车产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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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6-2018年我国摩托车出口量及出口价格[3] 

图3：2006-2018年我国摩托车出口量占年总产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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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路产品到休闲时尚

——求同存异的发展趋势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

国摩托车产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缓慢发展低迷

态势。政策及经济环境之下，摩托车外贸及内

销需求均明显减速，行业亏损严重直接导致产

业发展资源受限。彼时以通路产品为主的摩托

车内销市场开始明显呈现产品同质化的趋势，

利润不断走低亦导致摩托车经销网络压力倍

增。

2014年是摩托车产业发展历史上具有转折

性意义的一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

2014年12月1日起，取消征收排量250mL以下

小排量摩托车的消费税。同年，由于我国在东

盟10+1谈判中将由该地区进口摩托车的关税降

为0，一举吸引了川崎、杜卡迪等国外知名摩

托车品牌企业在泰国和越南等国家设厂，以此

作跳板进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摩托车商会统

计，仅2014年前11个月我国的进口摩托车数量

即由2013年的3,797台增至过10,338台，同比

增长超过170%，且进口摩托车中800mL以上

超大排量车型占到近50%。产销方面，自

2014年起本田、哈雷、比亚乔、杜卡迪、胜利

等国际知名品牌开始加速在国内的专卖销售渠

道布局，进口品牌厂商如KTM及雅马哈等亦开

始强化在地生产和中外合作。

此外，自2014年起，我国重新恢复了此前

暂停了10年的国宾摩托车队护卫 ，并将国宾[8]

护卫摩托车从过往的进口车型（本田、宝马

等）更换为国产品牌春风。同时摩托车的其他

政务用车采购数量亦不断增加。

自2015年左右开始，摩托车整体市场车型

消费结构逐渐出现较为明显的两级分化趋势：

一方面，内销市场上踏板车等通路产品类型继

续实行价格战策略。另一方面，市场对非通路

产品的强劲需求和国际大贸 摩托车品牌在中[9]

国市场迅猛发展，带动了国内自有品牌的自主

设计及中外合资品牌的中大排量休闲摩托车的

生产销售（图6）。中大排量摩托车的热销同

时也助推了摩托车发动机销量的排量构成变化

（图7）。

国际品牌发展案例

本田是全球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厂商之

一。2014年是本田面向中国全面启

动进口大排量摩托车的业务元年。该

品牌先后在上海、北京设立了

Honda DreamWing专卖店，为追

求大排量摩托车的中国车迷引进极富

驾驶乐趣的本田车型。迄今为止，车

型系列已涵盖街车、巡航车、旅行车

三大系列。为了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

主题骑行活动，本田还于2015年7月

启动“Honda Golden Club”俱乐部，

试图以俱乐部为载体，为车主提供更

高水准的服务，并继续提升用户满意

度。[11]

[11]汽车之家：源于梦想的力

量 本田摩托车品牌历史：

https://www.autohome.

com.cn/culture/201602/

884584-11.html

[8]国宾护卫、鸣放礼炮、检阅三军仪仗

队是国际礼仪活动中的三大最高礼

仪。中新网，《国宾摩托车护卫队重

新恢复，10年前曾取消》，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

4/10-22/6702748.shtml，2014年

10月22日

[9]国内将国外厂商针对中国市场批量

出口，办理正规报关手续、经过强

制CCC检验、由4S店经销并交纳购

置税、上牌登记、可更名过户且价

格透明的正规进口国外品牌摩托车

辆称为”大贸“车。

[10]排量数据经泉泠咨询整理。

80mL<�量��90mL���

�量＞750mL���

�量��50mL���

125mL<�量��150mL���

60mL<�量��70mL���

250mL<�量��400mL���

100mL<�量��110mL���

150mL<�量��250mL���

90mL<�量��100mL���

50mL<�量��125mL���

110mL<�量��125mL���

70mL<�量�80mL���

400mL<�量��750mL���

110mL<�量��125mL��� 125mL<�量��150mL���

150mL
<�量��
250mL���

100mL
<�量��
110mL���

90mL
<�量��
100mL���

�量��50mL���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7：2018年中国摩托车发动机销量情况（按排量）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5%

7%

18%

11%

3%

-10%

2%

-4%

-17%

-5%

-7%

-14%

-13%

-1%

-9%

-9%

18%

12%

52%

17%

-20%

-4%

6%

-14%

-11%

-27%

-24%

-15%

-4%

2%

20%

7%

76%

27%

25%

6%

14%

21%

-1%

1%

-4%

-8%

-7%

10%

-7%

-89%

393%

524%

191%

2%

-38%

76%

-33%

80%

-34%

23%

269%

28%

93%

13%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两轮摩托车
产量（辆）

图6：中国摩托车产量及同比变化（按排量）[10]

50mL<排量≤�125mL   排量≤�50mL   125mL<排量≤�250mL   排量＞250mL 

两轮摩托车产量同比变化

 16,028,794 

 17,216,357 

 21,034,726 

 24,231,824 

 25,941,920 

 23,592,594 

 24,476,418 

 24,654,624 

 21,316,197 

 20,463,233 

 18,898,177 

 16,493,659 

 14,649,608 

 14,994,149 

 13,86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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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制造到科技赋能

——技术推动的行业升级

尽管行业存续年限已经较长，作为传统

的制造型行业，摩托车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

和管理精益程度与国外摩托车行业相比仍相

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摩托车生产企

业的头部集中效应持续多年，诸多小型厂商

缺乏资源投入和创新动力。即使是业内头部

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和创新基础薄弱的情

况下，创新动力也相对较弱。

自2005年以来，摩托车行业头部企业

的集中度变化不大。以2017及2018年为

例，全行业仅排名前十的企业产销量累计已

占全行业总量的超过六成，前五十的企业产

销 量 占 到 全 行 业 总 量 的 9 8 % 以 上 （ 图

9）。国IV标准自2019年7月1日开始实行，

预计这一标准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剧未来行业

的集中度。

进口大排量车型陡增不仅推动了中大排

量跨骑型车型的整体产销，也逐渐聚集起了一

批视摩托车为挑战和休闲的文化、运动和娱乐

类用户人群。随着以”玩车“为乐趣的中高端摩

托车用户群体快速增长，车友文化在中国开始

逐渐显现，以摩旅、改装、赛事、服饰周边等

为主题的各类摩托车俱乐部、工作室和摩友社

群等应运而生。随着国内摩托车生产厂商开始

注重消费者个性化趋势和产品设计差异化方

向，厂商及服务供应商亦开始为摩托车的使用

加载竞赛、摩旅等偏休闲和运动的服务内容。

随着 2017 年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CSBK）时隔6年后重新启动、2018年北京

摩托车展时隔11年后重新启动、2018年各地

先后举办各种机车类大型聚会活动，预计未来

摩托车文化在中国将继续蓬勃发展 。随着[12]

时尚休闲运动等类型的产品需求继续蓬勃，预

计未来摩托车厂商的战略发展方向亦将进一步

趋于个性化和差异化。

 

[12]网易号：互联网摩托行

业产品竞调分析报告：

https://dy.163.com/artic

le/ETUO98GI0511805E.

html

“国际大贸的摩托车在休闲娱乐有着较为

明显的品牌印象特征。比如哈雷代表自由，杜

卡迪代表极速，日本的几大品牌类似本田、川

崎更多的代表运动文化等等。过去三五年，这

些泊来品牌在国内推动正规贸易销售、产品品

质认证、销售渠道建立和机车文化推广，直接

带动了时尚、休闲及赛事摩托等的销售。在进

口品牌和国内自产中大排量休闲车型的双重推

动下，中大排量摩托车销量在今年创出历史新

高。”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8：2018年中国摩托车发动机产销量情况（按排量）

  产量     销量   

排量  
2018年

产量（台）   
18年占行业
总产量比例   

同比变化    
2018年

销量（台）   
18年占行业
总销量比例   

同比变化 

<50mL  883,644  4.9% -0.5%  894,934  5.0% 0.9%

50mL-125mL  9,680,611  54.0% -12.3%  9,677,502  54.0% -11.7%

125mL-250mL  6,955,827  38.8% -14.5%  6,953,632  38.8% -14.3%

>250mL  401,475  2.2% 13.6%  388,922  2.2% 12.7%

销量     产量       

企业梯队  
2018年

产量（辆）
18年占行业
总产量比例   

2017年
产量（辆）   

17年占行业
总产量比例   

占比变化 
(百分点）   

2018年
销量（辆）   

18年占行业
总销量比例   

2017年
销量（辆）   

17年占行业
总销量比例   

占比变化
 (百分点） 

Top10  9,688,245  62.2%  10,808,210  63.0% -0.8  9,671,113  62.1%  10,792,602  63.0% -0.9

Top30  13,887,427  89.2%  14,981,780  87.4% 1.8  13,876,511  89.1%  14,975,548  87.4% 1.7

Top20  12,301,690  79.0%  13,428,383  78.3% 0.7  12,295,144  79.0%  13,410,550  78.3% 0.7

Top50  15,367,056  98.6%  16,766,727  97.8% 0.9  15,365,941  98.7%  16,823,071  98.2% 0.5

图9：2017-2018年各梯队企业摩托车产销量占比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某摩托车制造厂商销售负责人，

从业经验超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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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先款后货的行业常规操作及业

内主要上市企业财报中应收/应付账款的情况，

均显示出摩托车生产厂家在行业供应链中占据较

为有利的地位。除了少数国内头部及合资厂商强

力建设直营销售渠道，业内大部分厂商仍然较为

依赖传统的省/市/区县三级分销体系。经销渠道

的分散导致了整体市场信息的碎片化和信息传导

机制的断层，消费者的购买体验也缺乏连贯性。

加之摩托车行业普遍信息化及数字化水平较低，

厂商难以精准触达用户群体，亦很难及时掌握用

户需求的变化。因此，即便厂商有意愿开展系统

性创新及突破性的产品设计，在用户调研和用户

触达等方面仍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随着小排量通路产品利润空间日益收

窄，占销量结构比例很小但需求旺盛的中大

排、新能源、高品质产品的热销既为厂商增

厚了利润空间，也成为了推动行业升级、产

品功能优化和服务创新设计的动力。以新锐

厂商春风为例，近年来不断发力中大排量市

场，产品平均税前出厂单价及研发占收入比

例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其摩托车及相关业

务的毛利率也在业内上市企业中名列前茅

（图10及图11）。加之大中排量摩托车在中

国的渗透率仅为个位数，远低于欧美发达国

家水平 ，资本市场对相关市场的成长潜力[13]

估值慷慨。

以排量提档和产品升级为导向的制造创

新。以厂商开发大排量、新能源、高品质等产

品为主要导向，主要以外观设计及车体和发动

机性能提升为主，后者主要通过为国外品牌代

工制造、开展中外合资、境外收并购等方式实

现。比如隆鑫与宝马先后就大排量发动机及大

排量踏板摩托车合作及委托制造等；春风与

KTM开展先期合作、后续成立合资公司等；宗

申 近 年 与 比 亚 乔 、 诺 顿 、 夏 科

（SHERCO)、路威等开展合作；鑫源对宝马

意大利工厂和SWM等的收购操作等均为摩托

车行业制造导向创新的代表性案例。

以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为载体的要素创

新。在完善监管、强化服务、提升动能等多重

诉求推动下，摩托车行业在2016年左右开启

了车联网创新风潮。2016年的全国摩托车行

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了摩托车物联网产业发

展的四大导向：1.以政府等公共机构的监管型

需求为主导；2.以商业车辆运营管理机构为主

导；3.以车厂厂商为主导的产业链；4.以车载

信息服务商为主导。目前摩托车车联网技术应

用已趋于普遍。

最近几年，摩托车行业的智能化科技应用

场景再次升级，从交通监管、安全服务和车载

信息场景进一步延伸到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产

品研发、生产制造、市场销售、to B及to C的

售前和售后服务（包括金融、风控、资讯、社

群等在内）以及驾考等多个产业要素均已进入

摩托车相关企业的创新视野。尽管智能化意识

已开始萌发，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当前摩托车

行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规划还大多停留在智能

互联的阶段，在制造业领域的信息整合、数据

决策及人机协作这几个其他核心方面与国内同

行业相比仍有差距，而国内的制造业领域数字

化发展程度及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程度较全球领

先水平亦有一定的差距 。[14]

      当前摩托车行业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以下

两个方面：

 [14]波士顿咨询、阿里研究院、百度发

展研究中心，2019年《中国互联

网经济白皮书2.0——解读中国互

联网新篇章：迈向产业融合》 。

[13]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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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出厂价(单台） 摩托车及相关业务毛利率

来源：上述企业2019年年度报告

注1：产品税前单价由各上市企业摩托车收入与销量计算得出（含本年销售全部两轮车，内销及出口）。

注2：隆鑫的毛利计算与其成本对应，收入取自年报财务数据披露的摩托车及发动机收入；隆鑫的产品出厂单价部分，收入取自年报内容关于摩托车

收入的经营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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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述企业2019年年度报告

图10：代表厂商产品税前出厂单价及相关业务毛利

图11：代表厂商研发费用及销售费用与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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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主设计到文化体验

——极具潜力的产业变革和后市场

自行业发展瓶颈期以来，探索和深化自

主设计水平，提升车辆性能，通过转向研发和

生产中大排量摩托车成为了行业的主要创新方

向。从行业发展角度而言，内销产品方面行业

整体的关注焦点侧重于关注细分市场崛起和智

能化产业链布局，外销产品方面已经开始有厂

商开始尝试通过提升自主设计能力和水平等手

段提升出口单车价格，以质换量。在工业互联

网及物联网的赋能下，在双循环下拉动内需和

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下，具有一定程度

的技术壁垒和丰富全面生态场景的摩托车行

业，或将被重新提升至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产

业变革和发展新动能的高度。

各地的禁限摩政策仍然是当前我国摩托

车行业发展的最大阻力。事实上，与摩托车安

全相关的话题讨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监管部门

和行业自身关注的重点。尽管如此，包括日

本、印度及数个欧盟国家在内的多个全球主要

经济体仍然选择了疏而不堵，以监管加码和发

展扶持并行的方式，推动摩托车成为了这些国

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代表性行业和重点优势产

业。国际市场的摩托车大国之一泰国，即主动

在2018年底引入我国某NB-IoT物联网与华为

GLocal生态，打造商用的摩托车监控系统。

如若行业能够继续在安全行车及有效监

管的层面强化和优化系统、全面及有效的解决

方案，一旦政策略有松动，叠加当前逐渐回暖

的行车代步需求及消费升级需求，摩托车市场

需求或面临井喷。以西安市场为例：该市监管

机构自2017年11月尝试性地首开先河，未再

延续此前严格的禁限摩规定。本研究数据库显

示，自2017年12月起，该市的摩托车销量即

出现大幅上升。2018-2020年期间，该市销售

情况更是稳步快速增长。西安尝试性的政策松

动或是令陕西跻身本研究用户篇中2019年车

辆保有量全国前五的最大原因。

在行业创新方面，随着越发多元的潜在

消费群体扩张，年轻、多元、精神驱动和文化

导向将成为未来摩托车发展和创新的新动力。

短期而言，这将非常有可能会推动包含护具、

零配件、定制周边产品、定制个性化服务等在

内的非车收入成为摩托车相关企业新的利润增

长点。中长期来看，与摩托车相关的休闲、旅

度、探险、竞技、实体及抽象赛事等休闲产业

链条延伸尚处在规模化之前的萌芽状态，未来

想象空间和成长潜力巨大。

从企业发展战略角度，新的制造和设计

技术以及新的需求人群将对行业带来变革性的

影响，急速成长的新需求或为沉寂已久的摩托

车行业注入新的创新动能。而另一方面，集体

性而非个体性的企业创新举动，或将促进行业

进一步朝着更加充分的竞争市场方向发展，从

而推动市场形成新的竞争关系和新的供需平

衡。面对大概率会创新提档、竞争加速的行业

发展新方向，作为老牌传统行业的摩托车企

业，用好科技和数据赋能、做好精益化运营和

突破式创新、重新审视效率管理导向和瀑布式

组织构架的优劣，逐步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

构架和服务驱动的高敏捷度企业方向靠拢，这

一系列的决策环环相扣、迫在眉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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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篇

当前我国的摩托车产品从用户使用角度

主要具有两大核心属性：一为通勤代步工具，

一为近年来逐渐涌现的休闲娱乐用途。以通勤

为目的的消费群体需求主要为功能导向，其购

买决策受国家政策和用车环境影响较为明显。

如若在有效监管、有序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对

摩托车的禁限制政策能有所放宽，预计这类消

费群体的体量会自然呈现增长态势。相比之

下，近年开始不断增长的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

摩托车购买群体，其消费行为和决策路径相对

复杂。而如前文所述，当前摩托车行业存在生

产、销售和服务断点脱节的情况，产业链条缺

乏连贯性和数据化有效赋能，用户信息仍然相

当碎片化。

因此，本报告的用户篇试图以大数据分

析辅以质性研究 ，对部分抽样的摩托车[15]

用户群体人口学特征、行为偏好及消费观念

进行初步描绘，并初步构建此类型用户的购

车用户旅程。

研究组预计，能否转变观念，从过往

的价格敏感和成本导向，转为趋势敏感和用

户导向，精益经营、优化产品和服务，将成

为未来是否能够突出重围的一大决定性因

素。快速“洞察”能力的突破不仅能够通过有

效抓取和连贯监测关键购车用户的购买动

机、典型心理诉求等用户行为特征为产品设

计和服务设计赋能，在当前摩托车全行业信

息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下，更是

实现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全要素赋能的关键

性切入点。

报告的《用户篇》着眼于摩托车行业的微

观视角，从用户层面初步描绘和探讨当前的中

国摩托车市场用户情况。

从用户层面看，一方面当前摩托车用户的

需求在不断朝个性化、体验化方向发展，而另

一方面摩托车制造企业仍有较为明显的传统制

造业”微创新依赖”的特征，即着重业内较为成

熟的关键部件和零配件创新以及设计创新，相

对忽视了供需两端创新策略的平衡。行业其他

上下游链条囿于规模，更无力全新构建和打造

具有工业互联网时代特征的突破性创新。在零

售、金融、地产及互联网等其他行业已被充分

运用的”数据+算法“、用户画像和用户深度研

究等，在摩托车行业的系统性应用目前仍是寥

寥无几。随着未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本

赋能，预计未来摩托车行业的创新格局将谱出

新的篇章。

中国摩托车市场

用户初探

[15]受行业现状的数据可得所限，本报

告的大数据抽样仅涵盖经过脱敏处

理的某摩托车安全服务产品购买人

群，共62,215人次。质性研究仅以

包括行业内制造厂商、经销商、行

业产品服务方（销售、运营、客服

及社群管理人员）及四轮行业创新

代表企业专家访谈为研究素材。研

究结果为初步结论和基本假设，不

构成咨询或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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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取了业内某摩托车智能行车服

务产品的销售记录、基础用户信息（年龄及

性别，其他信息做脱敏处理）及骑行数据进

行了用户基本画像，所用数据涵盖2016年至

2020年的时间范围，累计涉及摩托车用户

6万余人（含二手车用户） 。样本人群在[16]

2019年间累计总骑行公里数近14,000万公

里。

从样本数量及涉及车辆价格段分布看，

本研究覆盖到车辆购置价格为4万元及以上的

用户达30,980人，对国内中大排量和中高端

车型类别人群具有更为显著的代表性。研究

样本同样覆盖到了购置价格在万元及以下的

车辆，占整体样本量的4%。

尽管本研究受数据可得及样本选取等限

全国摩托车购置、安全服务产品购买及

通勤摩旅骑行情况抽样调查

制，无法完全代表市场上通路和休闲等全部

产品类型的摩托车购置和人群使用情况。但

考虑到当前全行业缺乏平台型销售统计信

息，加之本研究的样本量与全国摩托车的总

保有数量相比不在少数，因此本研究对于了

解全国摩托车购置及骑行情况，尤其是以休

闲娱乐为目的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情况，仍有

相当程度的意义 。[17]

经销渠道

研 究 样 本 共 覆 盖 3 1 省 数 据 ， 涉 及 近

1,000家摩托车经销商/经销渠道。研究发现

现阶段摩托车的经销渠道呈现集中和分散的

两极化趋势：各个经销渠道的产品售出数量

差异极大。统计期间销量最低的渠道销售数

量仅为个位数，销量最高的渠道累计销售数

量达5,372次/台。在经销商中排名前十的渠

道占到整体成交记录近三成，排名前二十的渠

道占整体成交记录的近四成比例。

车辆保有

研究表明，全国摩托车购置和使用（骑

行）排名前五的省份及直辖市分别为：北京、

陕西、上海、四川和广东，其中北京占全国总

量的超过五成，该五省市的车辆保有数量则占

全国总量的80%。根据安全服务产品价格分

段、购置车辆价格分段、车辆绝对数量及二手

车辆交易活跃程度判断，本研究认为北京为目

前全国最大的休闲娱乐型摩托车用户市场。

品牌销量

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摩托车市场的品牌头部

效应明显。销量及骑行数量排名前十的品牌占

样本总量近七成水平。从销量价格段来看，雅

马哈和济南铃木品牌在1万元以下摩托车销量

中为排头兵，分别占比27%、21%；豪爵铃木

在1-4万元价格区间的车型中占比达21%；川

崎在4-10万元车型中占40%；宝马、杜卡迪在

10-20万元车型中分别占比28%、20%；宝

马、杜卡迪、哈雷则在20万元以上车型中占

主导地位，分别占比41%、25%、19%。

摩托车销售情况及用户地域特征

从价格区间及行车数据推断，北京、上海

及广东三地为国内摩托车休闲娱乐消费的几大

主要市场。其中尤以北京引领全国市场。北京

的整体摩托车用户群体占比超过全国总样本量

的半数，用户连续骑行里程（摩旅旅行）为全

国之最、女性用户数量居全国之冠、二手交易

活跃程度亦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上海及广东省

车辆保有的高价格段（10万元以上）比例在全

国居前，且远高于该地的其他价格段车辆购置

数量。陕西、河北两地摩托车保有量居前，但

4万元以下车辆保有比例显著更高。

后市场服务支付能力

若以购买该摩托车安全服务近似代表摩托

车主对后市场服务的支付能力，则北京地区体

现出最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该地区的产品销售

数量和产品订单金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1%和

48%。陕西紧随其后，其销售数量及产品订单

金额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13%及12%。其次是上

海、四川及广东。该五省市总计销售数量和累

计订单金额均占全国比例的约80%。

购买该摩托车安全服务产品的用户车辆购

置价格来看，在1-4万元这个价格区间的摩托车

主购买意愿最为强烈，占该安全服务产品历年

累计成交总量的47%。其次为10-20万元以及4-

6万元这两个价格区间的摩托车主，分别占该安

全服务产品历年累计销量的约18%。尽管高端车

辆保有量有限，但高端车主明显有更强的后市

场服务支付能力，车辆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车

主购买服务比例占到全国用户总量的5%。

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用户群体

在本研究抽样的用户群体中，男性用户总

计56,452人，占历年累计用户比例的91%，女

性用户5,753人，约占整体用户的9%。在

2020年之前的数年里，男性及女性摩托车用户

基本稳定在9:1的比例。由于用户基数逐年递

增，女性摩托车用户的绝对数量也在逐年不断

增加。2020年，女性摩托车用户群体增长较此

前明显加速，用户构成比例同比提升了2个百分

点 ， 占 比 达 到 2 0 2 0 年 当 年 用 户 总 数 的

11%。2020年前三季度的全国累计新增女性用

户数量略超2,000人，超过2016至2018年三年

的女性用户数量之和。

在用户年龄段方面，目前全国最大的骑行群体是

80后男性，占整体抽样数据约40%左右。其次是

90后及70后男性用户群，分别占全国用户总量的

29%和14%。女性群体则以80后和90后人群的用户

居多，分别占全国用户总量的约4%和3%（图12）。

[16]本研究认为二手车辆交易后车主复

购该安全服务产品信息可近似替代

摩托车车主二手交易信息。

[17]若非特别指明，本章下文中所称”全

国车辆保有数量/总量”“摩托车用户

群体”等均指以本研究样本为代表的

抽样数量。由于车辆与该智能行车

服务产品一一对应，本研究认为该

摩托车安全服务产品的交易信息可

以近似替代摩托车交易信息。本研

究的定量数据分析抽样缺陷和代表

性局限如前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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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总人次 62,215人 骑行总里程 13,916万公里

骑行时间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北京市 陕西省 上海市 四川省 广东省

50.4% 13.2% 6.4% 5.8% 4.4%

摩托车保有数量TOP5

图12：摩托车骑行、行车安全产品购置及保有数量（抽样）分析

男 女 70s70s前 80s 90s

（辆）

北京市

陕西省

上海市

四川省

广东省

0 3,000 6,000 9,000 35,000

摩托车行车安全产品用户分析*

男 女 70s70s前 80s 90s

品牌分布top10 - 性别分布

春风

本田

宝马哈雷

豪爵
铃木

标致

川崎KTM

贝纳利

杜卡迪

品牌分布 top10 - 年龄段特征

春风 杜卡迪

本田

宝马哈雷

豪爵
铃木

标致

川崎KTM

贝纳利

数据来源：凯励程用户数据（经脱敏处理）

数据处理及数据分析：泉泠咨询

2019年全国摩托车骑行数据（抽样）分析

*说明：此数据系某摩托车行车安全产品全渠道销售的用户人群基本特征。由于该产品历年年均市场占有率超过全行业行车安全产品销量的50%，可部分反映

摩托车市场用户现状。此数据不代表各摩托车品牌全渠道市场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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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特征

国内休闲娱乐类摩托车用户研究

1 用户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18]

摩托车作为速度和潮流的代名词，一直

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和时尚文化产业的青

睐。从电影电视、科幻大片到当下盛行的二次

元文化及社交媒体UGC内容传播, 摩托车元素

越来越丰富多元化且永不过时。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受政策管制和消费

水平的制约，中国的中高端摩托车消费在较长

一段时间内停留在非正规贸易进口和地下消费

阶段，仅是少数人群能够且愿意负担的消费内

容。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城市年轻消费者收

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年轻人群的消费观念也

逐渐从物质消费转向体验和精神消费，销售行

为逐渐开始从量入为出的保守消费转向超前消

费。在这样的趋势推动下，本研究发现，在中

国中高端摩托车的用户群体中，除了经历了财

富累积阶段，收入结余足以支撑休闲娱乐消费

的70后及80后人群，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

00后年轻人开始加入中大排量摩托车购置群

体，成为休闲娱乐导向的“玩车一族“。

2 女性骑手绝对数量增长迅速

摩托车市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

以男性消费者为绝对主导购买力。但如前文研

究成果所述，最近几年我国女性骑手数量迅速

增加，成为迅速崛起的新的摩托车消费一族。

抖音及快手等视频直播平台上越来越多关于女

性骑手的视频内容，让骑行这一原本非常小众

的生活娱乐场景在社交媒体上被带到了大众眼

前。在这些社交媒体传播内容中，不乏背后有

运作团队支撑，利用摩托车作为差异化标签打

造的专业女性网红。除了以商业化目的和类似

“模特形象”存在的女骑手之外，也有不少真正

热爱和喜欢摩托车骑行的女性开始在社交媒

体上获得广泛的关注。

机车的女孩给人以大胆勇敢、乐于挑战

的印象，与传统文化认知的女性形象大相径

庭。且机车女孩形象并不固化，如二次元文

化中JK制服加运动机车的组合即建立起“又凶

又萌”的机车女孩形象，这种独特的女骑风格

更是打破了大部分人脑中固有的摩托车骑手

形象，也因此吸引到更多中国年轻女性的关

注。除了骑行本身的乐趣，对于渴望获得社

交关注度的年轻女性而言，机车的吸睛属性

也是潜在的购买动机之一。

尽管存在女性骑手对周边产品的特定需

求，比如我们看到有女性用户在摩托车周边

产品上自行添加女性化视觉元素，但由于过

去女性摩托车消费群体数量有限，摩托车周

边用品生产商并未重视这一小众市场。包括

骑行服、头盔等适合女性骑行的摩托车周边

用品通常需要经过海淘等渠道购买。随着这

一消费群体的逐渐扩大，一些嗅觉敏锐的小

型周边产品生产厂家已经开始针对这一群体

开发和制造相关产品。

3 市场不同消费群体间的价值观和需求差异

明显

虽然摩托车在当下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小

众的消费市场，但不同于其他一些共性及相

似性明显的小众消费文化，摩托车消费圈不

同消费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价值

观和需求差异巨大。消费群体中不乏高知高

收入的城市白领、金领阶层。自律且有责任

心的消费群体尊重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健康

权，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了解国

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合理合法的驾驶摩

托车和维护路权。

同时，这个消费群体中也存在一味追求

速度和刺激感，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不负责

  ·· 喜欢尝鲜，不惧怕失败，对未知事物保有

  ·· 超前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从物质消费

    ·· 更在意自身内心的喜好，不容易受外界舆

  ·· 喜欢摩托车骑行的用户很多也同时喜欢如

的炸街党。随着不同消费群体的两极分化以

及随着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群体在数量和类

型层面的不断扩展和变化将对中国摩托车文

化的形成以及市场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值

得企业和平台去进一步关注、分析和引导。

4 行为特征及消费观念

研究发现现有的以休闲和娱乐为导向的

摩托车消费群体，在行为特征和消费观念方

面拥有一些共性特征：

 · 喜欢尝鲜，不惧怕失败，对未知事物保有

强烈的探索精神。消费和使用的过程同时也

是自我认知边界扩展的过程，丰富的体验可

以成为他们社交地位的来源。

 · 超前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从物质消费

转向体验消费，追求体验感和服务，对于互

动感和参与感要求很高，对价格的敏感度相

对较低，往往是身边小圈子里的意见领袖。

  · 更在意自身内心的喜好，不容易受外界舆

论的影响。

 · 喜欢摩托车骑行的用户很多也同时喜欢如

速降、滑雪、自由攀岩等极限运动。

5 成熟市场与非成熟市场地域差别明显 

不同地域市场的整体经济水平、消费能

力、地方政策宽容度极大的影响了摩托车圈

子的发展。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成

熟市场外，全国其他地区的市场发展仍处于

初级阶段。在北京，由于汽车牌照相较于摩

托车牌照的管制更为严格，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选择购买摩托车用于日常通勤和休闲娱

乐，繁荣的市场催生了许多大型的摩托车俱

乐部并且根据不同的玩法产生了细分的圈

子。摩托车在北京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潮流青

年的标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交货币的

属性，可以帮助用户跟特定的社交圈产生交

集和连接，用以满足个人的归属感、认同感

和虚荣心。

 [18] 若非特别指明，此处及后文中的”

用户群体“均特指以休闲娱乐为主

要消费意图和使用场景的摩托车

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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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娱乐类摩托车消费群体

购买动机

原始社会中，男性负责外出打猎并且和其他雄性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女性

则负责食物采集、养育小孩和安排家庭生活。进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影响了男

女的偏好差异。男性喜欢追逐所带来的刺激感与兴奋感并在竞争中感受到力量

和成就感，相对于女性而言，大多数男性更愿意参与风险较高的活动。

 男性天性中对于“玩”的诉求，对于速度和冒险的追求01

摩托车骑行作为解压和排解情绪的方式02
骑行时身体暴露在外的危险性所带来的刺激感

摩旅行程中被周围景致包裹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对于机械的掌控感以及“驯服”过程所带来的成就感

极度的专注带来极度的放松

《禅与摩托车修理》一书中所描述的专注情况下物我两忘的心流体验 

可独自骑行也可组团骑行

休闲玩乐的场景方式多样化（如跑山、摩旅、赛道竞技等）

摩托车竞技的维度多（赛道竞速、操控技巧、山地越野等）

个性化改装

摩托车骑行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灵活性及可玩性高03

对于注重颜值形象，希望获得外界关注的年轻消费者而言，摩托车时尚运动的外

观亦可成为他们个人形象的组成部分，展现出骑手的个人审美和品味。

06 摩托车作为时尚运动的潮流形象配饰  

在北上广等成熟市场，由于年轻族群玩车的比例相对较高，摩托

车逐渐发展成为了潮流年轻人的标配，不玩车的消费者很容易因

希望加入车友群体、获得联系感和社会归属感而购买摩托车。

社交货币属性  05

摩托车骑行，特别是长途摩旅，对于骑行者的体能素质要求较高。为了能够更好的玩摩托车，

许多车友开始积极主动健身，在体型和体能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改观。由骑行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使车友对于摩托车骑行的参与度和粘性更高，同时也对骑行者身边的社交圈产生影响。

摩托车骑行助力身体素质提升 04



识微见远-中国摩托车行业面面观

28 29

摩托车行业白皮书

换车种草 排除障碍 选择产品 购买摩托车 等待及周边产品购买 使用 

 · 二次元、电影电视、时尚行业

中摩托车元素潜移默化的影响

 · 社交媒体的相关内容影响（抖

音、快手、B站等）

 · 身边朋友的推荐及影响

 · 体验驾乘朋友的摩托车

 · 了解城市禁限摩法规对骑行及

上路的影响

 · 说服家人同意自己购买使用摩

托车

 · 参加安驾培训获得驾照

 · 通过各种线上渠道获取摩托车

相关基础信息

 · 上闲鱼查看车辆的二手交易价

格，判断车辆保值率

 · 询问身边懂车的朋友（如小圈

子里的KOC或资深摩友）

 · 试驾体验朋友的摩托车

 · 线下经销商店查看车辆外观和

细节，通过试坐判断坐高是否

合适自己的身高和腿长

 · 由于门店配货量的限制，选择购买热

门车型的消费者通常需要等待较长时

间（几个月到一年不等）

 · 为了缓解等车的焦虑，有的消费者在

网络社区平台进行倒计时打卡

 · 消费者在等待期间跟经销商客服进行

沟通，询问车辆到货时间及其他相关

信息

 · 有部分消费者于等待期间在电商平台

上选购与车型风格搭配的周边车品。

购买行为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等车的

焦虑情绪

 · 刚买了车的摩友迫切希望找到组织和向导，通过加入车友

圈的方式与其他的摩友产生互动，摩托车车友群经常组织

线下活动，如夜骑、周末跑山，美食打卡等

 · 在从摩托车小白成长成为资深摩友的过程中，用户对自己

的需求逐步明确，圈子细分化、去圈子化等现象较为明显

 · 不同车型用户或不同车友圈的休闲娱乐使用场景也有所不

同（如竞速竞技、短途摩旅、长途摩旅、探险等）

 · 部分车友热衷于对爱车进行各种形式的个性化改装

 · 车友们通常会在微信群中围绕摩托车型号、周边装备、保

养维修、改装等进行讨论、分享和传播。由于用户相对集

中，热门话题的传播扩散速度很快

 · 车友间会互换摩托车进行骑行体验

 · 新车购买主要发生在各大品牌

线下经销商门店

 · 有少数消费者选择线上买车线

下提车，目前线上渠道对于线

下渠道替代效应尚不明显

 · 有不少消费者会在首次买车时

选择二手车，购买渠道碎片化

（包括闲鱼、摩友圈、二手车

商行等）

 · 购买时主要关注的产品指标：

速度、性能参数、外观、价

格、品牌文化

 · 爆款车型的聚集购买效应明显

 · 消费者在买车的同时会在经销

商门店选购周边车品

用
户

目
标

及
行

动

负面的传播内容（如危险驾驶视

频、事故视频、炸街党扰民行为

等）加剧外界对于摩托车群体的

刻板印象和片面认知，对于倾向

于安全健康类休闲娱乐方式的受

众群体产生劝退效应

不同于大部分常规消费品所能提

供的从种草到购买一键转换的用

户路径，用户在购买摩托车之前

需要排除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

过程中流失比例非常高

 · 行业发展成熟度相对较低，辅

助消费决策的公信内容平台数

量及信息整合程度仍相对有限

 · 摩托车体验的好坏相对主观，

周边朋友提供的意见无法形成

强指向型的参考

 · 出于对于成本和安全的考虑，

目前的经销商门店极少提供试

驾服务

用户在等车期间通常会有比较高的焦虑

情绪，然而经销商客服并没有意识和时

间去帮助用户缓解

 · 受禁限摩政策、气候因素等影响，摩托车的使用频率较

低，用户时常处于想骑骑不了的状态

 · 群体骑行活动成行难度高：组织活动的时间成本人力成

本，参与者的时间匹配度，车辆类型及排量匹配度、个性

及价值观匹配度等制约了车友集体活动的开展。车友对于

骑行路线开发、向导及活动策划的需求尚未被很好的满足

 · 缺乏完善的二手车评估体系和平台，缺乏

二手车相关的金融产品

 · 用户换车交易的渠道碎片化，在换车的过

程中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

 · 由于缺乏对于摩托车的体验和

准确的参考信息，销量成为了

重要的决策指标，表现为用户

扎堆购买爆款车

 · 非成熟市场摩托车相关的金融

产品较为匮乏，用户难以进行

超前消费

痛
点

和
断

点

如何让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对摩托

车产生兴趣和好奇？

如何帮助消费者排除阻碍，提升

转化率？

如何帮助消费者获取更加准确和

直观的信息用于辅助产品的选

择？

如何帮助用户缓解等待的焦虑情绪并与

客户建立良性的关系？

如何帮助用户获取更多的骑行体验，感受骑行乐趣？ 如何帮助用户在换车的过程中省时省力省

心？

如何能够更好的预测产品的潮流

趋势，打造爆款车型？

潜
在

机
会

领
域

用
户

体
验

和
情

绪
线

上
及

线
下

触
点

朋友安利

电影、电视

广告、杂志
短视频平台

社交媒体

家人

安驾培

训机构

政府信

息平台

闲鱼

微博

哈罗摩托、

牛摩网

品牌官网

线下店身边懂车

的朋友

知乎

摩友群

百度贴吧

线下经

销商店 闲鱼

二手

车行

摩友间

交易

品牌

线上店

联系客服

论坛社区打卡

购物网站

线上摩

友论坛

线下改

装门店

线下

活动

摩友

微信群

闲鱼

摩友群交易

二手车行

 · 消费者换车的频率很高，换车的时间间隔

从几个月到一两年不等。借助频繁换车，

消费者得以体验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车

型的骑乘感受

 · 丰富的骑乘乐趣使很多消费者从尝鲜者转

变成为忠实的长期消费群体

 · 在掌握了入门车型的骑乘技巧之后，不少

消费者会倾向于尝试驾驭中大排量车型，

换车时呈现出以排量为标准逐步递增的趋

势

 · 有部分消费者在体验过各类排量类型摩托

车以后回归到使用简单易用的踏板车型

 · 消费者追逐不同的骑行体验和乐趣，对品

牌的忠诚度较低，表现出品牌粘性低的特

点

休闲娱乐类摩托车用户购车体验旅程图

疲惫 

兴奋 

喜悦 

焦虑 

享受 

平和

羡慕 

来源：泉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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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国际摩托车行业产品创新趋势

智能化助力安全性提升

不同于汽车智能化自动化发展以解放司机、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和开支为主要目的，摩托

车的智能化发展，更多被用于帮助驾驶者更容易更安全的驾驶摩托车以及提供在紧急情况下的

救援。

1 2

3 4 5

哈雷戴維森LiveWire电动摩托车 - 2019年8月

https://www.harley-davidson.com/ap/en/products/bikes/future-vehicles/livewire.html

KTM SX-E 5 电动摩托车 - 2019年10月

https://www.dirtrider.com/2020-ktm-sx-e-5-announced/

Segway 电动概念摩托车 - 2020年1月

https://www.trendhunter.com/trends/motorcycle-concept1

The BST HyperTEK 电动摩托车  - 2019年11月

https://bst-hypertek.com/

BMW Vision DC Roadster 电动摩托车 - 2019年6月

https://www.bmwgroup.com/en/NEXTGen/vision_dc_roadster.html

1

2

3

4

5

1 2

3 4

5

哈雷戴維森车载信息显示设备搭载Android Auto系统 - 2020年3月

https://www.engadget.com/2020-03-12-android-auto-harley-davidson-motorcycles.html

BMW’s R 1200 GS 无人驾驶摩托车 - 2019年1月

https://www.autoblog.com/2019/01/10/bmw-motorrad-autonomous-balancing-motorcycle-ces/

Bosh在德国推出了摩托车用户救援系统 - 2020年6月

https://www.autoblog.com/2020/06/04/bosch-help-connect/#slide-2238868

ARVISH智慧型摩托车头盔 - 2019年1月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jarvish-the-smartest-motorcycle-helmet-ever-made#/

雅马哈 'Moto SmaCon'组件帮助骑手安全操控电子设备 - 2019年11月 

https://www.tuvie.com/yamaha-moto-smacon-smartphone-controller-for-motorcycles-control-your-phone-
without-taking-your-eyes-off-the-road/

1

2

3

4

5

电动化

由于环保排放标准的要求和消费者对于低碳出行的高度认知，欧美主要品牌的产品电动化

趋势表现明显。摆脱了机械组件的束缚，设计师可以更加自由的探索产品形态和布局，在外观

设计层面产出颠覆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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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本田推出135cc 迷你探险车  - 2020年9月

https://powersports.honda.com/street/minimoto/trail-125-abs

哈雷戴维森推出Pan America探险车 - 2020年1月

https://www.trendhunter.com/trends/adventure-motorcycle

Husqvarna Norden 901概念探险车 - 2019年12月

https://www.husqvarna-motorcycles.com/en-int/the-brand.html

Wingman of The Road推出 'Goose' 露营系列产品 - 2019年4月

https://www.tuvie.com/goose-camping-system-for-motorcycle-for-adventure-lovers/

凯旋推出 Tiger 1200 探险车型  - 2020年1月

https://www.trendhunter.com/trends/triumph-tiger-1200

1

2

3

4

5

探险风潮

2019~2000年，欧美市场探险类车型的销售表现良好，各大摩托车品牌陆续推出了自己的

探险车型，摩托车周边用品生产商也针对消费者在野外的使用场景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 1 2

3 4 5

BMW R18摩托车采用全新复古风格 - 2020年8月 

https://www.trendhunter.com/trends/blechmann-r18

Vespa推出迪奥联名款摩托车 - 2020年6月

https://www.vespa.com/en_EN/news-promo/vespa-946-christian-dior

凯旋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限量款摩托车 2020年5月

https://hypebeast.com/2020/5/triumph-scrambler-1200-james-bond-limited-edition

Rimac 2080 赛博朋克概念车设计 - 2020年6月

https://www.trendhunter.com/trends/rimac-2080-hyper-cyber

本田'Tokyo Street' 复古款摩托车 - 2020年6月

https://www.blessthisstuff.com/stuff/vehicles/motorcycles/k-speed-honda-super-cub/

1

2

3

4

5

潮流文化影响、品牌及IP联名

摩托车产品的设计和审美趋向极大的受到当下潮流文化的影响，主流摩托车制造企业不断

探索与时尚文化产业的知名品牌和IP合作开发联名款设计以获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The CAKE 'Ösa' 模块化摩托车 - 2019年11月

https://www.yankodesign.com/2019/11/06/cakes-latest-modular

-motorcycle-with-a-clamp-able-unibar-gives-over-a-1000

-configurations/

摩托车+（美食／露营／滑雪／冲浪...)

 CAKE 'Ösa' 模块化摩托车的概念除了展现出摩托车作为标准化产品在个性化和定制化方向

的可能性，更让我们看到摩托车使用场景的延展。用户除了享受骑行过程中的快感和乐趣，也

对目的地能提供的体验和增量元素充满期待，摩托车骑行本身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同时也是

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入口和触达工具。企业将视野放大，关注更长的用户的使用旅程将可能获

取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机会。



35

本次研究试图从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对摩托车行业的发展历程和未来

趋势进行扫描和总结。囿于行业目前较低的数据可得性，报告抽样方法

具有局限性，亦未能展开更大样本量的质性研究，在研究深度方面存有

一定遗憾。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研究组希望本次研究能为行业发展带来些

许建设性或批判性的参考视角；也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行业的信息化、

数字化程度能够实现跨越式的提升，令后续研究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

仅以此白皮书表示对我国摩托车行业过去数十年风雨历程的敬意，

亦表达对行业发展未来可期的全然信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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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指导、研究团队及致谢

识微见远中国摩托车行业面面观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 嘉程智宇  | 恒创励程  | 泉泠咨询

识微见远  中国摩托车行业面面观

课题指导：

李  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常务副会长

王  上  成都嘉程智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首席法务官

李  直  成都嘉程智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首席运营官

泉泠咨询研究团队：

杨  佳     创始人 | 战略及研究负责人   

强明珠   合伙人 | 咨询负责人

蔡   悦     高级经理

张   帅     外部专家 | CPA

谭华芳    独立研究员

赵生宇    大数据分析师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赖民杰、副总经理马刚杰、KTM中国区总经理李三峰、

杜卡迪中国区销售及开发总监鲁剑对本报告的行业回顾及用户洞察提供了专业指导。特此

致谢。

识微见远-中国摩托车行业面面观

成都嘉程智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王瑞雪、成都恒创励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中心总监牟飞飞、服务中心总监周亚斌对本报告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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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嘉程智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成立于成都的一家专注于摩托车车联网应用服务领域

的科技企业，专业从事摩托车领域的车载智能终端和运营平台的研发和应用。

公司创新打造基于摩托车智能化终端、4G高速无线数据和互联网商业内容资源，构建统

一开放的车联网解决方案，为摩托车制造商需要建立与车辆和用户的持续连接，向摩托

车消费者提供全新的整合服务，业务覆盖摩托车领域的金融、保险、车辆安全、文化创

意产品、体育赛事、广告宣传等摩托车领域产业链产品及服务。

始终坚持以人为根本，以服务为支撑，以技术为核心，以行业发展为愿景，在高新技术

领域探索研发，在行业内积极协同发展，在客户中认真精细服务，致力于打造全新的摩

托车车联网生态。服务客户，服务行业乃至服务社会，实现车联网改变骑行，构筑美好

骑行生活。

业务合作敬请联络：

李直 董事 | 首席运营官

邮箱：jczy@jczy-group.com

电话：(86) 135 5185 383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成立于1993年，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组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隶属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成立初期，具有会员

70多家，发展到至今已有会员234家，其中，包括摩托车整车生产企业90家。会员单位

摩托车整车年产量占行业总产量90%以上。

协会宗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风尚，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维护行业

整体利益，保护会员单位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益；反映会员单位的愿望与要求，为本行

业和会员单位服务、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增强摩托车行业企

业群体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推动中国摩托车行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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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合作敬请联络：

牟飞飞 董事 | 运营中心总监

邮箱：hclc@klicenmoto.com

电话：(86) 139 0807 1929

成都恒创励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成立于成都的一家专注于将车联网技术应用于摩托车

盗抢保障服务领域的科技应用企业，公司始终立足于应用先进的车联网技术与摩托车用

户车辆安全保障服务相结合，为摩托车用户的车辆安全提供全面保障服务。

公司与成都路行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于2016年研发推出了“凯励程摩托盗抢保障服

务”，并构建了由运营团队、营销团队、风控团队及服务中心组成的服务体系，以位置服

务为基础，车辆行驶安全为主题，大数据分析应用为核心，发展金融保障类服务战略为

方向，与全球知名的摩托车品牌及国内一流摩托车生产企业合作，为摩托车用户提供车

辆安全警示、车辆异常状态警示、车辆实时定位追踪、车辆被盗找回及产品质量问题赔

付等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服务。

泉泠咨询是一家专注创新咨询和跨行业研究的精品咨询公司，团队成员位于中国成都

及德国柏林。泉泠咨询由平均从业经验超过十年的合伙人及外部专家一起协同工作，

为消费、金融、设计及公共服务等行业提供专业、灵活、前沿的跨行业研究和创新咨

询服务。

泉泠咨询的愿景有二。一是增进国外对中国市场和行业发展的充分了解，令中国的商

业创新和文化积淀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发扬光大。二是推动舶来的先进理念及方法论与

中国本土实际的结合，协助国内企业更好地达成商业目标及企业社会责任。

业务合作敬请联络：

杨佳  创始人 | 战略及研究负责人

邮箱：kateyang@rhymesconsulting.com

电话：(86) 136 0805 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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