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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市场发展现状 

2018 年，全球汽车轮胎销量约为 18.05 亿条（图 1），同比下降

0.14%。 

在乘用车轮胎市场中，虽然受美国经济利好的影响北美市场需求

下半年出现回升迹象，但仍然没能抵消中国市场需求量下滑对整体乘

用车轮胎市场销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乘用车轮胎销量同比下 0.03%

至 15.8 亿条，结束了连续五年的增长。 

在商用车轮胎市场中，亚洲和中美洲需求的萎缩完全消释了北美

和欧洲市场的需求扩张，整体商用车轮胎市场需求量同比缩小 0.88%

至 2.25 亿条。 



图 1:2008-2018 年全球汽车轮胎销量

 

数据来源：凯睿赛驰咨询 

2018 年全球汽车轮胎配套市场销量约为 4.95 亿条（图 2），同

比下降 1.55%。乘用车轮胎配套市场销量减少至 4.48 亿条左右，同比

下降 1.87%；商用车轮胎配套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47%，达到 0.48 亿

条。 

全球汽车轮胎替换市场销量约为 13.10 亿条，同比上升 0.41%。

乘用车轮胎替换市场需求量达到 11.33 亿条，增长 0.71%；商用车轮

胎替换市场收缩了 1.5%的销量，减少至 1.77 亿条左右。 

图 2：2008-2018 年全球汽车轮胎配套与替换市场销量 



 

数据来源：凯睿赛驰咨询 

2018 年欧洲轮胎市场整体销量约为 5.05 亿条（图 3），同比增

长 1.47%。北美轮胎市场的整体销量约为 3.66 亿条，同比增长 3%。

亚洲（不包括印度）轮胎市场乘用车轮胎替换和配套市场需求分别下

滑 2%和 4%，销量分别降至 2.76 亿条和 2.08 亿条。 

商用车轮胎替换和配套轮胎市场销量分别下降 5%和 6%。中美洲

轮胎市场全年增长 6.98%，整体销量 0.67 亿条。在非洲/印度/中东地

区，印度商用车轮胎配套销量得益于经济活跃的带动同比增长 10%，

中东和非洲轮胎市需求呈现萎缩现象。 

图 3：2013-2018 年全球乘用车与商用车轮胎配套及替换市场分区域销量 



 

 

 

 



 

 

 

                                               数据来源：凯睿赛驰咨询 

注：2013-2016 年中美洲无相关数据。 

 

二．中国市场发展现状 



2018 年中国新的充气橡胶轮胎产量为 8.16 亿条（图 4），同比

下跌 11.85%。子午线轮胎产量为 6.09 亿条，同比微降 0.65%，子午

化率达到 94%；斜交轮胎产量约为 0.39 亿条，同比下降 2.5%。 

图 4：2010-2018 年中国轮胎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信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2018 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3.58%（图 5），出现 28 年来首次年

度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汽车轮胎产量 20 年来也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

全年汽车轮胎产量为 6.48 亿条，同比下降 0.76%。 

图 5：2010-2018 年中国汽车销量与汽车轮胎产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乘用车轮胎年产量为 4.76 亿条，同比下降 1.24%。虽然中国汽车

轮胎产量出现下降，但得益于在高端卡客车轮胎领域技术水平较高及

市场需求增加等利好，商用车轮胎产量不降反升，同比增长 1.53%，

年产量达到 1.33 亿条（图 6）。 

图 6：2010-2018 年中国汽车轮胎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三．中国轮胎出口贸易概况 

过去九年我国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贸易较为稳定，出口量均保

持在 4 亿条左右（图 7）。 



我国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贸易在 2014 年之前经历了一段快速

增长期，因受到美国等国家对我国轮胎实施的“双反”等贸易壁垒的影

响，2015 年出口贸易量出现 7%左右的萎缩。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全

球经济回暖影响下，我国轮胎企业逐步以海外建厂投资为契机，有效规避

了“双反”等贸易壁垒对企业的不良影响。 

图 7：2010-2018 年中国新的充气橡胶轮胎出口量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018 年我国汽车轮胎产量达到 6.48 亿条，占橡胶轮胎产量的

79.37%（图 8）。出口方面，汽车轮胎在 2018 年出口量超过 3 亿条，

占橡胶轮胎出口总量的 61.89%，其中乘用车轮胎、商用车轮胎分别

出口 2.1 亿条和 0.91 亿条，出口总额超过 132 亿美元。 

图 8：2010-2018 年中国汽车轮胎产量占橡胶轮胎产量比重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 

从我国轮胎产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分布来看，作为全球最大轮胎出口

国，我国轮胎产品出口至全球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美等发达国家

是主要出口市场。具体从出口份额来看，2018 年，中国对美洲和欧洲的出

口量分别占年内中国轮胎出口总量的 34%和 26%（图 9）。2018 年，虽然

我国对非洲轮胎出口量小幅下滑，但对非洲出口份额仍保持在 24%左右。 

图 9：2018 年中国轮胎主要出口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注：此图表以 HS4011 为统计口径。 

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轮胎出口额达到 6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左右（图 10），乘用车轮胎出口额占年内中国汽车轮胎出口

总额的比重超过 40%，商用车轮胎出口额占比则超过五成（图 11），反映

出中国轮胎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高的市场参与度和活跃度，

这一方面与国内轮胎企业不断加大对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开拓力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一带一路”

倡议所形成的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为中国轮胎企

业开拓新兴市场创造了新机遇，增添了新动能。 

图 10：2010-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轮胎出口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凯睿赛驰咨询 

 

图 11：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汽车轮胎出口额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凯睿赛驰咨询 

 

四．中国轮胎出口贸易竞争力现状分析 

2018 年，我国轮胎产销量分别为 8.16 亿条和 8.14 亿条，与 2017 年相

比下降 12.02 和 13.59 个百分点，处于近五年历史新低水平。尽管我国轮

胎产销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但产销份额仍占全球一半左右。就全球汽车

轮胎出口而言，我国近六年出口量有较大幅度波动，2013 年后连续两年大

幅下降，2015 年开始快速回升，并在 2018 年出口量超过 3 亿条。 

贸易竞争优势（TC）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贸易竞争力高低

的指标。TC>0 时，数值越趋近于 1，贸易竞争优势越大，出口竞争力越强；

TC 年中国轮胎产业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均为正数并且长期趋近于 1（图

12），反映出我国在轮胎出口领域竞争优势较大。2013-2014 年国际市场

对中国轮胎的“双反”调查愈演愈烈，国内轮胎出口数据明显下滑，同年轮



胎产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亦降幅明显，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轮胎出口贸易竞

争优势并不稳定。 

图 12：2010-2018 年中国轮胎产业贸易竞争优势（TC）指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凯睿赛驰咨询 

 

五．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研究 

（一）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二）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研判 

课题组选取国内代表性轮胎出口企业作为此次海外竞争力评价的调

研案例样本。为厘清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现状，课题组利用实地调研、

问卷调研和相关材料案头研究等方式，结合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评价

模型，对双星、玲珑、赛轮、森麒麟和万达宝通等重点轮胎企业海外竞争

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代表性轮胎企业出口业务和海外建厂经验与不

足，力图客观、全面、科学、严谨展现中国轮胎企业海外竞争力画像。 

课题组结合我国轮胎企业国内外经营形势和发展现状、重点轮胎企业

竞争力画像以及头部轮胎企业竞争优势与不足分析研判发现，我国轮胎企

业整体正处于产能优化、品牌整合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走出去”成为头部轮胎企业向上突破、实现品牌跃迁的有力手段。但受国

内主机厂“走出去”轮胎配套体系建设不完善、“双反”等贸易保护政策壁垒

高筑、海外市场渠道及品牌建设缺失等客观因素影响，我国轮胎企业在海

外市场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出口价格偏低冲淡企业海外业务盈利能力；



产品竞争力不足成为企业海外业务拓展的消极面；海外渠道与品牌建设缺

失导致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后程乏力”等。我们还发现，企业对海外业务的

信心和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海外竞争力。 

 

六．中国轮胎企业出口面临的新挑战 

（一）全球扩张降速，市场情绪转弱，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或将受抑 

（二）全球化红利退潮，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导致企业海外业务风险

偏于下行 

（三）关税和人力成本双重夹击致使企业盈利能力退化 

（四）无序竞争挑战企业耐性和信心，影响企业海外发展质量 

（五）全球汽车市场增长减速，引发企业面临阶段性调整压力 

 

七．中国轮胎企业出口新趋势及展望 

（一）巩固美国和欧洲主要出口市场，“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开拓新

兴市场增添新动能 

（二）绿色轮胎对传统轮胎出口的替代和挤出效应显著 



（三）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有望成为轮胎企业推进海外布局的“加

速器” 

（四）中国轮胎出口市场或将在“阵痛”中前行，山东仍是中国轮胎出

口的增长极和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