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领跑者名单（能源双碳领域重点项目征选）

领域名称 企业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汽柴油车整车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Q/SQR 283-2021 SQR6483M32TT9 型多用途乘用车

汽柴油车整车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Q/GAMC 79-2021 传祺（Trumpchi）牌 GAC6501JDA6A 多用途乘用车

汽柴油车整车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Q/310110000019C047-0

1 2021
大通 SH1036E8DC 多用途货车技术条件

汽柴油车整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Q/JD 7741-2021 SC1031PAAP6 多用途货车及多用途货车底盘

汽柴油车整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Q/QCBFC2274-2021 福田大将军牌 BJ2037Y3MVV-9A 型多用途货车

汽柴油车整车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

公司
Q/QCBFD0007-2021 BJ4259Y6DHL-12 欧曼银河中重型半挂牵引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Q/FVW 0688-2021 FV6465BCBEV ID.4 CROZZ 系列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Q/CC 642-2021 CC7000BJ02ABEV 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Q/DXBQX 0032A-2020 BJ6480BSA1-BEV 型纯电动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Q/BYDQ

A1915.0075-2021
EM2EF 系列纯电动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Q/CAF 299-2021 玛斯丹牌 CAF6470A2BEV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
Q/JMEV 02032-2021 羿驰牌 JX7001ERDBEV 纯电动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Q/DF-133A-2020 东风 DFM7000N1FBEV 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Q/BYDQ

A1915.0048-2020
HCE 系列纯电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Q/TSL-001-2021 特斯拉 TSL7000BEVBR0 纯电动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Q31/0114000127C233-2

021-01
大众汽车(VOLKSWAGEN)纯电动用途乘用车 SVW6492CEV 技术条件

新能源车整车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Q/GAMC 63-2020 传祺（Trumpchi）牌 GAM6460BEVC0E 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
Q/GAMC 77-2021 埃安（AION）牌 GAM7001BEVA0E 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Q/310115000110C059-2

020
SGM7008G 系列纯电动乘用车

新能源车整车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Q/NEQ 024-2021 NEQ7000BEVJ72P 型纯电动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Q/SGMW 02586-2020 LZW7003EVGKAB 纯电动轿车技术条件

新能源车整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Q/CC 532-2020 CC7000ZM00CBEV 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Q/NEQ-029-2021 NEQ7000BEVJH11A 型纯电动轿车

新能源车整车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Q/XMJL 787-2021 XML6805JEVJ0C9 纯电动城市客车

新能源车整车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Q/ZK JS4411-2021 ZK6126BEVG5F 纯电动低入口城市客车及底盘

新能源车整车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 Q/XMQC 737-2021 XMQ6115FGBEVL2 纯电动城市客车（复合材料车身）



限公司

新能源车整车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Q/DFAC C1192-2020 DFA5040XXYEBEV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技术条件

新能源车整车
江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

限公司
Q/361100 JGL008-2021 远程星智牌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新能源车整车
现代商用汽车（中国）有

限公司

Q/91512000717885213B

•142－2021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泓图 EV）

新能源车整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Q/QCBFC2275-2021 福田牌 BJ5045XXYEVK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Q/SGMW 02627-2021

LZW5024XXYEVHEAU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技术条件

新能源车整车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

公司
Q/SQR 50-389-2021 SQR5035XXYBEVH12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新能源车整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Q/QCBFC2276-2021 福田牌智蓝精灵 BJ5038XXYEV1 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新能源车整车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Q31/0110000019C048-2

021
大通牌纯电动厢式运输车技术条件

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Q/XSZ 06.50-2021 乘用车盘式制动器总成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

电机
江苏大中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Q/321282KDB68-2021

TYP 系列变频调速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及能效分级（机座

号 80-355)

电机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Q/JL J0221-2021

YE5 系列(1 级能效 IP55)超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

座号 56～355)

电机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Q/0EE.020-2021 YBX5系列高效率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80-355）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河北高晶电器设备有限公

司
Q/HGJ 003-2021 10kV 三相油浸式非晶合金卷铁心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红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Q/HGDQ 001.1-2021 “领跑者”10kV 三相硅钢片双绕组无励磁调压液浸式配电变压器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 Q/HDF 023-2021

“领跑者”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 H 级三相干式电工钢带立体卷

铁心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广州西门子变压器有限公

司
Q/020 STGZ 001-2021

20kV 及以下硅钢片铁心无励磁调压环氧浇注干式变压器

技术规范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广东科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Q/KYDQ 008-2021 10kV 三相硅钢片 H 级环氧浇注无励磁调压干式变压器技术规范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海鸿电气有限公司 Q/HDF 022-2021

“领跑者”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三相液浸式电工钢带立体卷铁心

配电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云松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Q/YSDL 001.1-2021 “领跑者”10kV 三相硅钢片双绕组无励磁调压液浸式配电变压器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

合肥保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Q/340123 BLXNY

04-2021
太阳能光伏路灯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广州番禺电缆集团（新兴）

有限公司
Q/PLJT 027-2021 额定电压 8.7/15kV 电力电缆附件

电线、电缆、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Q/OKAB 035-2021 额定电压 50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光缆及电工器

材

司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Q/OKAB 015-2021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特变电工昭和（山东）电

缆附件有限公司
Q/0900 TZH001-2021 额定电压 50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用附件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Q/OKAB 047-2021

额定电压60kV(Um=72.5kV)以上至150kV(Um=170kV)交联聚乙稀绝

缘电力电缆附件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

限公司
Q/320691ZTCA003-2021

额定电压 150 kV (Um =170 kV)以上 至 500 kV (Um =550 kV) 交

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

材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Q/OKAB 023-2021 额定电压 1～35kV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电池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Q/NDSD 0002-2021 CTP 系列锂离子动力蓄电池

电池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Q/410803 DFDXNY

004-2021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测试规范

电池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Q/PHNY-001-202112-20

21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要求与测试方法

电池
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Q/CALB 0203006-2021 D300 系列动力电池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电池
华霆（合肥）动力技术有

限公司
Q/SINOEV 01.002-2021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系统安全可靠性与高能量应用及循

环寿命测试要求与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