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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 浅谈我国新能源汽车现状与发展

前景

内容提要：

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随着环境保护、低碳经济、降低能耗的理念为人们重视，汽车工业因

其尾气排放污染环境、高能耗等一系列负效应，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相对

传统的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能够有效降低汽车排放废气污染。从环境角度

讲，新能源汽车废气排出量比传统汽车可减少 92%-98%，从而实现交通能源

多元化，保护环境；从能源角度讲，全球石油危机日益严重，汽车工业又是

能耗的最大组成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使用有效解决了交通能源重消耗

的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并非个新概念，国外汽车公

司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已经研发了新能源汽车，作为汽车大国的中国面临的环

境问题更是日益严重，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变得势在必行，本文将就我国新

能源汽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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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能源严重紧缺、节能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 , 2007 年 11月，国

家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 ，首次提出了新能源汽车概念。 新

能源汽车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 “十五”期间的“ 863 重大科技课题”，未来

10年，中央财政将投入上千亿元，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和

推广，从发展规划、消费补贴、税收政策、科研投入、政府采购、标准制定

等方面，构建了一整套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政策体系。近年来，中国

主要城市的持续雾霾使得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国内外的车企

们纷纷推出以混合动力、纯电动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政府也出台了新能源汽

车补贴、新车挂牌的相关政策，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开通绿色通道。那么，

新能源汽车能否取代传统燃油汽车，成为人们的主要代步工具呢？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能否支持其在中国的长远发展吗？下面，本文将详细分析新能源汽

车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新能源汽车的概念、种类及其特点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

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

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

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 纯电动汽车 (BEV，包括太阳能汽车 )、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 (FCE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

醚）汽车等。

1、混合动力汽车

混合动力是指那些采用传统燃料的， 同时配以电动机 /发动机来改善低速

动力输出和燃油消耗的车型。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主要又可以分为汽油混

合动力和柴油混合动力两种。国内市场上，混合动力车辆的主流都是汽油混

合动力，而国际市场上柴油混合动力车型发展也很快。

目前中国混合动力汽车主要是由比亚迪生产的“秦”以及概念车“汉” ，

已经量产的“秦”在中国市场上已经连续三个月销量居新能源汽车销量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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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纯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采用电力驱动的汽车，大部分车辆直接采用

电机驱动，有一部分车辆把电动机装在发动机舱内，也有一部分直接以车轮

作为四台电动机的转子，其难点在于电力储存技术。

2014年 4月 20日开幕的背景车展上， 纯电动汽车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

相关车企也都展出了各自旗下的电动车， 主要包括：比亚迪秦 EV纯电动汽车，

江淮 IEV纯电动汽车，北汽绅宝 EV纯电动汽车， 众泰 E20电动汽车，上汽荣

威 E50纯电动汽车等等。

3、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是指以氢气、 甲醇等为燃料，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电流，

依靠电机驱动的汽车。其电池的能量是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化学作用，而不是

经过燃烧，直接变成电能或的。 燃料电池的化学反应过程不会产生有害产物，

因此燃料电池车辆是无污染汽车，燃料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比内燃机要高

2～3倍，因此从能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是一种理想

的车辆。

4、氢动力汽车

氢动力汽车是一种真正实现零排放的交通工具，排放出的是纯净水，其

具有无污染，零排放，储量丰富等优势，因此，氢动力汽车是传统汽车最理

想的替代方案。与传统动力汽车相比，氢动力汽车成本至少高出 20%。中国

长安汽车在 2007年完成了中国第一台高效零排放氢内燃机点火，并在 2008

年北京车展上展出了自主研发的中国首款氢动力概念跑车“氢程” 。

5、燃气汽车

燃气成分单一、 纯度较高、能与空气均匀混合并燃烧完全， CO 和微粒的

排放量较低，发动机在低温时的启动和运转性能较好。其缺点是其运输性能

比液体燃料差、发动机的容积效率低、着火延迟较长及动力性有所降低。这

类汽车多采用双燃料系统，即一个压缩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系统和一个汽油

或柴油燃烧系统，能容易地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此种汽车主要用

于城市公交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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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醇汽车

用甲醇代替石油燃料的汽车。

7、空气动力汽车

利用空气作为能量载体， 使用空气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到 30MP以上，然后

储存在储气罐中。需要开动汽车时将压缩空气释放出来驱动启动马达行驶。

优点是无排放、维护少，缺点是需要电源、空气压力（能量输出）随着行驶

里程加长而衰减、高压气体的安全性。

8、飞轮储能汽车

利用飞轮的惯性储能，储存非满负载时发动机的余能以及车辆长大下坡、

减速行驶时的能量，反馈到一个发电机上发电，再而驱动或加速飞轮旋转。

飞轮使用磁悬浮方式， 在 70000r/min 的高速下旋转。在混合动力汽车上作为

辅助，优点是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重量轻储能高、能量进出反应快、维护

少寿命长，缺点是成本高、机动车转向会受飞轮陀螺效应的影响。

9、超级电容汽车

超级电容器是利用双电层原理的电容器。在超级电容器的两极板上电荷

产生的电场作用下，在电解液与电极间的界面上形成相反的电荷，以平衡电

解液的内电场，这种正电荷与负电荷在两个不同相之间的接触面上，以正负

电荷之间极短间隙排列在相反的位置上，这个电荷分布层叫做双电层，因此

电容量非常大。（2010上海世博会园区世博专线已使用此车）

二、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众多车企均涉及了新能源汽车，本文将从一下几个典型新能源

车探索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

1、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秦”

2013年 12月 17日正式上市后，比亚迪秦开始进入新能源车市场。在产

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比亚迪秦 1月实现销量 673台，2月 834台，3月 877

台，第一季度累计达 2384台，整体来看销量稳步提升。但实际上， 3月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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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销已达 6000台，从这一数据来看， 秦的市场潜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 上市

短短 3个多月，秦的销量已达到 2384台，这一数据，在目前的国内新能源车

市场已远远超出了预期。据调查显示，秦搭载独特的双擎双模技术和丰富配

置等是吸引车主关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促成车主购买的主要原因。

比亚迪秦具有“双擎”动力，将高性能大功率驱动电机与 1.5TID 黄金节

能动力总成两种力量相结合。 在混合动力模式下， 秦能爆发出 479N·m的扭

矩，最高时速可达 185公里 /小时，是前驱最快车型。作为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秦的纯电续航里程为 70公里，短途用电满足日常上下班代步使用， 长途出行

可使用混合动力模式。家用 220V电源即可给秦充电， 4小时即可充满，百公

里油耗仅为 1.6L。配置上，秦搭载了云服务、遥控驾驶、 360°全景影像、

12.1 英寸超视觉 TFT液晶组合仪表、 12安全气囊等高端配置， 科技感和便利

性、舒适性都值得肯定。同时， 6年或 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以及电芯终身

保修等。

2、江淮汽车 IEV系列

全新一代爱意为电动车 iEV5 在北京车展正式亮相，并在年底正式上市销

售。与之前 4代爱意为电动车不同， iEV5基于江淮全新纯电动乘用车平台

（iEV）打造，续航里程提升至 20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江淮和悦 iEV5 电

动车还是国内首款完全正向开发的小型 5座纯电动轿车。江淮爱意为电动车

自 2010年推出第一代车型以来，截至目前销量已突破 5，300辆，这对国内

低迷的纯电动车市场来说已经是不错的销售成绩。

3、上汽荣威

在纯电动车型荣威 E50、插电式混动车型荣威 550 PLUG-IN成功发布上

市后，上汽荣威又携荣威 950燃料电池轿车亮相上汽展台，从而成为全国首

个能够同时掌握三大新能源技术的自主品牌车企。 据介绍，荣威 550 PLUG-IN

综合油耗 2.3 升，峰值扭矩 587牛·米，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500公里。不仅

如此，该车的设计和制造工艺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既能让消费者体验到

新能源车带来的节能环保，又能为消费者留住传统汽车带来的舒适安全和操

控乐趣。荣威 950燃料电池轿车不仅实现了新能源车类型的又一次突破，同

时它还拥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动力蓄电池 氢燃料电池系统” 双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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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超长距离整车匀速续驶里程外，荣威 950燃料电池轿车还拥有燃料电

池系统功率密度和可靠性及耐久性都得到进一步提升、关键零部件得到优化

改型以及氢系统布置和氢管理优化等科技亮点，保证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

三、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

2014北京国际车展 20日拉开帷幕，全球首发车高达 118辆，刷新历届

北京车展。其中，新能源首发车多达 79辆，占近七成，成为本届车展最大亮

点之一。中外车企在本届车展上同台竞技展出新能源汽车最新研发成果，中

国品牌车企更是高调宣布其新能源汽车战略，既显现出中外车企未来的发展

重点，也表明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良好的市场愿景。

在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的 118辆车中，中外车企共全球首发了新能源车

79辆，成为本届车展最大亮点之一，也展示出中国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上

与跨国车企具有了同台竞技的实力。本届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了 5款自主品

牌新能源汽车，包括比亚迪唐、纯电腾势、江淮 iEV5 电动车、帝豪 CROSS

插电式混合动力概念车和帝豪 EC7油电混动车型。比如，比亚迪唐定位是一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SUV，百公里加速只要 4.9 秒。比亚迪与戴姆勒公司联

手打造的第一款纯电动车 DENZA腾势也在本届车展上全球首发，并且今年有

望上市销售，该款车已进入《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及产品

目录》。江淮 iEV5 电动车是国内首款完全正向开发的小型 5座纯电动轿车，

计划年内上市，上市后月销售目标为两千台。

在车展上，一汽等中国品牌车企高调发布了新能源车发展战略，凸显了

它们未来发展的重心和在国内占据新能源汽车市场先机的决心。虽然在北京

车展展出的新能源汽车很多还只是概念车，尚未走下展台进入市场，而且新

能源汽车在电池续航能力和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还不太完善，但是

本届车展新能源汽车全球首发规模之大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外车企看好中

国新能源汽车的潜在市场。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明确鼓励和扶持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坚持发展新能源汽车

的国家战略不变，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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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不变，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不变，政府扶持的政策取向不变等 “四个

不变”。为了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多地政府在购车补贴、充电桩建设、新

车上牌等方面出台了相关规定。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北京市 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切实做好电动汽车推广应

用工作，努力实现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北京市政府制定《北京市电动

汽车推广应用行动计划 （2014-2017年）》，公布了《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

小客车生产及产品目录》，共纳入 6家企业和 7款产品；上海市也已发布了 7

批共 10款新能源示范车型。 纳入目录的车型， 不但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的双

重补贴，还可在摇号、上牌等方面享受优惠，如北京专门预留了指标用于新

能源汽车摇号，上海则可免费享有沪牌。基础设施方面，多地政府明确表明

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布局。 比如，北京将完成 1000个公用快充桩布局建设， 覆

盖中心城区和近郊。国家电网方面也明确表示，允许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充换

电设施。

四、结论

目前，全社会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能源汽

车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发展新能

源汽车可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大力扶持新能源

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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