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年度发展状况信息通告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为引导社会资金理性进入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推动行

业良性发展，市交通运输局对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2020 年

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现将 2020 年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

场年度发展状况信息发布如下。

1、深圳市驾培行业基本情况

1.1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共有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以下简称“驾校”）39 家，其中，一级驾校 15 家，二级驾校 8

家，三级驾校 16家。

共有 6280 辆在用教练车，较 2019 年底增加 92 辆，增长 1.49%，

教练车指标数未变化。教练车平均车龄为 4.61 年。

共有教练员 6944 人，较 2019 年底减少 179 人，下降 2.51%。其

中，男性教练员6429人，占比92.58%；女性教练员515人，占比7.42%。

共有备案在用模拟器 1820 台，其中三级模拟器 1651 台，二级模

拟器 147 台，一级模拟器 22台。

共有驾培训练场 434 处，总面积约 220.76 万平方米，训练场面

积较去年底减少 2.79 万平方米，减少 1.25%。

共有信息采集点 745 处，较 2019 年底增加 45 处，增长 6.43%。

1.2 各行政区驾培资源

按照注册地统计，龙岗区和南山区驾校数量最多，盐田区和大鹏

新区没有驾校注册。39家驾校在深圳市共设置了 745 处信息采集点，

其中，宝安区有234处信息采集点，占全市信息采集点总数的31.41%，

全市各区最多。各区驾校数量和信息采集点数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深圳市各行政区驾校和信息采集点数量

按照训练场数量统计，龙岗区训练场最多，共有 133 处，占全市

训练场总数的 30.65%；其次是宝安区，共 120 处，占全市训练场总

数的 27.65%。各区训练场数量及面积如图 2 所示。

图 2 深圳市各行政区训练场面积和数量

2、行业供给情况

2.1 行业供给数量



2.1.1 驾校培训能力

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相关培训要求，结合教练车
实际培训时间，以我市在用教练车数量测算，年度培训能力约为65.94
万人，每季度培训能力为 16.48 万人。我市历年最大培训能力变动情
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深圳市历年最大培训能力（单位：人）

2.1.2 考场考试能力

受考试场地的限制，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考试能力主要由科目二

（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决定。目前，

全市共有科目二考试场地 9 处，每日最大考能约 3960 人；科目三（道

路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场地 7 处，每日最大考能约 2700 人。

受新冠疫情影响，2 月至 4 月未组织驾培考试，5月恢复考试后，

为配合防疫要求，各考场考能有所缩减，2020 年考场实际考试能力

有较大缩减。

2.2 行业供给质量

2.2.1 考试合格率

2020 年，深圳市机动车驾驶证所有考试总合格率约为 70.89%，

较 2019 年降低约 7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提高约 0.31 个百分点。39

家驾校中 16 家驾校考试总合格率高于行业平均合格率，其中鹏城、

深港和广仁位列前三名，23 家驾校考试总合格率低于行业平均合格

率，其中方程式、新宝通和千里马位列倒数前三。2020 年各驾校考



试总合格率如图 4所示。

图 4 深圳市各驾校 2020 年考试总合格率

2.2.2 学车满意度

2020 年，共有 15596 人次点评驾校，点评率为 1.11%，其中五星

评价 13887 次、四星评价 927 次、三星评价 291 次、二星评价 180 次、

一星评价 311 次。三星及以上评价占评价总人次的 96.85%，三星以

下评价占评价总人次的 3.15%。学员差评的原因可以分为 5类，分别

是教练员态度差、驾校服务差、练车难、乱收费和设施设备差，其中

以教练员态度差、驾校服务差和练车难为主。学员对驾校整体评分为

95.45 分，评分排名前三的驾校分别为福永、银通和西部，排名后三

名的驾校为千里马、新宝通和金色里程。

2.2.3 学员投诉量

2020 年，共受理关于 39 家正规驾校的投诉 2328 件，39 家正规

驾校均有投诉产生，其中宝华投诉量最大，为 415 件，其次为深港，

为 215 件。行业平均投诉率为 5.04‰，较 2019 年增加 2.09 个千分

点。投诉率高于行业平均值的有坤元、车博士和广深等 16 家驾校，

其中坤元投诉率最高，为 20.61‰；投诉率低于行业平均值的有福永、

东鹏和汇职等 23家驾校，其中福永投诉率最低，仅为 0.66‰。各驾

校投诉量和投诉率如图 5所示。



图 5 2020 年深圳市各驾校投诉量和投诉率

3、行业需求情况

3.1 招生情况

2020 年我市驾培行业共新受理报名学员约 32.54 万人，较 2019

年减少 27.78%，较 2018 年减少 4.51%。受新冠疫情影响，一季度招

生人数较少，二季度驾培行业的培训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单月新学员

招收数量逐渐恢复。

3.2 考试情况

2020 年参加科目一考试的有 31.78 万人次，参加科目二考试的

有 39.97 万人次，参加科目三考试的有 39.88 万人次，参加科目四考

试的有 29.09 万人次，通过科目四考试取得驾驶证的已毕业学员约

23.61 万人，较 2019 年减少约 40.25%。

4、行业投资预警

受疫情影响，深圳市 2020 年驾培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 49%。自

2015 年至今，每年新报名学员人数均小于当年最大培训能力，如图 6

所示。综合深圳市新增常住人口数、行业培训能力、考试能力和近五

年招生量等多种因素分析，短期内深圳驾培市场需求增长潜力有限，

深圳市驾培市场将长期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



图 6 深圳市历年驾培行业产能利用率

目前，深圳驾培行业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状态，在筹建成本高、

注重服务质量的背景下，经营和投资驾校的风险较大。拟在深圳市从

事驾培经营的投资者以及拟扩大规模的经营者，应充分调研本市驾培

市场情况，密切关注驾培行业动态，严密论证、客观评估投资风险，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5、市民报名学车注意事项

5.1 学车就上“i 深圳”

市民报名学车前，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驾校，现在市民想查找深

圳市正规驾校，只需打开“i 深圳”APP，便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

同的驾校不同的学车班别，有效避免非法驾校的坑害。选择驾校前，

除关注训练场远近外，还应当重点关注驾校的学车满意度、考试合格

率、库存人车比和拿证周期等指标。此服务端是深圳唯一的学车报名

入口，市民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i深圳”或者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行下载使用：



5.2 签订培训合同，维护自身权益

市民选定驾校后，应当在认真阅读培训服务合同和培训服务费第

三方监管合同后再缴费。详细阅读将与驾校签署的合同，对于不合理

的条款或者不满意的条款提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后续纠纷并

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市民在签订合同后，应当妥善保存好合同原件，

有利于解决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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