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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近20年野蛮生长 “新国标”助高质量发展

电动自行车：姓“自”不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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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电动自行车标准于1999年出台，名为《电
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标
准管理与服务中心主任郝文建说，由于时代发展，标准严
重滞后，使得近 20年来电动自行车行业“肆意生长”。此
次“新国标”出台，标志着《条件》正式进入历史，电动
自行车行业迎来严格监管时代。

安全性、强制性和标准化，是“新国标”的三大特
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具体将其总
结为“二二一二”。第一个“二”是指堵住了两大漏洞：
一是将现行标准部分条款强制修订为全文强制执行；二是
针对现在电动自行车出厂以后出现的改装现象，增加了防
篡改要求。第二个“二”是适当提高了两项指标：最高车
速由 20 公里每小时调整为 25 公里每小时；含电池在内的
整车质量由 40 公斤调整为 55 公斤。第三个“一”是强调
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这是将其纳入非机动
车管理的前提。第四个“二”是增加了防火阻燃、淋水涉
水等两项安全内容。此外，“新国标”还规定，电动自行
车电机功率由240瓦特调整为400瓦特。

“新国标”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对于消费者来说，
电动自行车安全性更高了，同时对骑行者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了大家的共同安全，我完全赞成将电动自行车速
度和重量降下来。”小孙说，他家到单位有 12公里，骑自
行车太累，买汽车摇号太难。为此，他在2016年购买了一
辆电动自行车。但现在一些骑行者，不仅在道路上车速极
快，还和机动车、自行车抢行，甚至逆行，让他每次出行
都提心吊胆。

此前，通过从网络学习破解知识，他将车改装为目前
最高时速可达近 50 公里每小时，车重近 60 公斤，已不符
合“新国标”要求。他表示，如果以后交管部门有要求，
他会按照规定去上一个电动摩托车牌照。

高延敏表示，“新国标”实施后，对于消费者已经购
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将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妥善
解决办法，通过自然报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
废补贴、纳入机动车管理等方式，在几年内逐步化解。

对于企业来说，改革“阵痛”在所难免。“‘新国
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消息。”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倪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经开
始认真研究“新国标”中的技术细则，力争在半年到 1年
的过渡期内，完成新产品研发、生产线调整和库存产品消
化工作。

“这也为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倪捷表示，“新
国标”实施后，公司将朝着两个方向转型升级。一是根据

“新国标”改造现有生产线，设计、生产新的电动自行车
产品；二是向主管部门申请电动摩托车项目核准，生产和
销售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轻便摩托车产品。

专家表示，“新国标”实施后，不会过多增加企业生
产成本和消费者使用成本。据测算，新标准实施后，每辆
电动自行车生产成本将增加200元左右。同时，随着相关配
套零部件厂家增多、采购成本下降、一次性投入逐渐摊薄
等因素，企业成本会逐步降低，因此不会给消费者购买造
成较大影响。

长期以来，电动自行车在满足人们短途出行同时，也
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由于非法改装，很多电动自行车产品性能已接近机动
车。工信部调查显示，实际使用中部分电动自行车最高车
速超过 40 公里每小时，重量超过 70 公斤，超标车比例接
近七成。记者在北京市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调查发
现，很多电动自行车增加了车长，去掉了脚蹬子，改装了
动力系统，摇身变成“小摩托”。一些销售者甚至暗示消
费者可以从网上学习破解程序，快速实现车辆增速。

这种乱象带来的是安全事故频发和人员伤亡大幅上
升。据统计，5年来，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年均分别上升8.6%和13.5%。

因此“新国标”正本清源，首先即明确规定，电动自
行车指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
能实现电助力或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这意味着目前
的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都不再属于
电动自行车。

“总的来说，电动自行车姓‘自’而不是姓‘机’。”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对本报记者表示，“新
国标”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需要具备脚踏骑行功能，并对
最高速度和整车重量做了调整，厘清了长期以来电动自行
车到底是自行车还是机动车的问题，带动其回归自行车出
行本质，也符合自行车交通服务城市的初心。

他分析说，电动自行车车重和速度存在一定正比关
系。车辆越重，高速下保持稳定的能力越强。55公斤重的
电动自行车具备速度达到 50 公里每小时的能力。根据测
算，电动自行车时速50公里时，出现事故时有80%的致死
率。“如何让55公斤的电动自行车不开到50公里时速，需
要骑行者自律和监管者他律同时发挥作用。”

同时，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低、非法改装现象也加剧
了火灾发生。郝文建表示，经过对这些事故原因的调查分

析发现，目前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产品车身材料基本不具
备防火阻燃要求，一旦发生短路等电气故障，30秒内即会
出现明火，着火后 3 分钟火焰温度可上升至 1200 摄氏度，
并迅速引燃周围可燃物体。

为此，公安部今年1月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
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明确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
电。《通告》中，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都
被纳入监管范围。此次“新国标”也在增加车辆材料防火
性能、阻燃性能要求外，在说明书中增加了关于电动自行
车的使用安全提示。

在杨新苗看来，从城市管理者和交通部门角度看，从
根本上解决电动自行车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电动自
行车“自行车化”而非“摩托车化”是更好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可通过设置和完善更
高的地方标准，采用更为接近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产品，
提升城市品质，降低管理成本和事故出现风险。

近年来，各地开始积极探索通过地方立法规范
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例如，上海、江苏等地实施
目录公告管理，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注册登记上牌，

并加强对驾驶人的教育管理；福建福州、泉州等地通过
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过渡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
措施，逐步消化存量；广西南宁等地则强化了通行秩序
整治。

“新国标”向社会公示以来，部分省市电动自行车行
业协会积极筹备召开符合新标准的车型对接交流会，展示
按照新标准指标制作的样车。

倪捷表示，绿源未来将把精力主要放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加大锂电池研发和推广力度；二是增强电动自行车刹
车制动性能等安全性指标；三是从技术上限制电动自行车
车速，最大限度上做到防篡改。他同时建议对“新国标”
相关条款进行科学修订。例如，适当提升最高电压，进一
步综合考量防触电与防过热之间的关系；应对电动自行车
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进行科学测试和鉴定，以切实降低骑行
者安全隐患。

政府部门相关落实工作也在展开。工信部正在修订国
家标准 《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符合
该标准的可列为机动车。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李江平表示，公安部将指导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继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逆向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的查
纠力度，切实维护好道路通行秩序。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陈奕辉对本报
记者表示，工商部门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指导各地
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的
监督检查和查处力度，监督相关经营单位落实好主体责任。
二是加强部门间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对违法车企实施联合惩
戒。三是引导经营者和消费者增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

杨新苗则提倡全社会关注电踏车运用。他表示，电踏
车保留了自行车骑行能力，同时用电力辅助骑行，在骑行过
程中始终需要人力参与，车不踩不走，是欧美市场里人们中
短途出行的重要工具，而且很多产品由中国企业生产。

“在新时代，城市居民需要更省力方便的新型交通工
具。‘新国标’如果能带动人们更新观念，摆脱对小汽车
的依赖，促进更多新型绿色交通工具出现，那将善莫大
焉。”杨新苗说。

《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简称“新国
标”） 甫一发布就引起
公众热议。支持者为相
关部门安全第一、生命
至上的原则点赞，质疑
者则为一个千亿元级产
业 的 骤 然 转 型 感 到 担
忧。那么，到底该如何
看待此次“新国标”的
发布。笔者认为，确立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分途原则是关键。

一 场 交 通 悲 剧
中，肇事方是自行车
（非机动车） 还是摩
托车 （机动车），在
责任认定上有着天
壤之别，可是受害
者身上实际的物理
伤害，却不以法律
上的定性为转移。物
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

能量，只与质量和速
度有关系，动能定理就

恒定不变地摆在那里。
一辆速度和重量都

已达到摩托车水准的电
动车，在交通肇事后又
挂出“自行车”身份来
为自己卸责，这已经在
各地交通事故案件中多
次出现。其实，只要翻
开 任 意 一 本 驾 照 就 知
道，所有的摩托车，包
括“轻便摩托车”，都要
上牌照、拿驾照后方可
上路行驶。既想享受摩
托车的便利，又只承担
自行车的责任，这种双
重标准，国家当然没有
理由保护。

那么，该如何区分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呢？
这样的技术标准我们不
是没有，其实早在 1999
年就有了“老国标”，只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老
国标”因为没能与时俱
进而沦为一纸空文。

因此，此次“新国标”的出台具有强烈
的问题导向性。不仅着力解决近 20年来交通
事故与安全事故中的隐患和痼疾，而且也为
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适度“松绑”，在重量、
速度、功率限制上都有放宽。

然而在一些生产企业看来，交通安全或许
并不是唯一的思考路径。中国有句老话叫积
重难返。上亿辆的“超标”车存量，数百万的直
接从业人员，另外数百万的相关行业人员如外
卖员，他们该怎么办？对于这样一个千亿元级
产业来说，1年的过渡期是否有点短？

又如，车身的轻型化必然带来动力电池
的大洗牌。过去沉重的铅酸电池将大概率让
位于轻盈的锂电池，但后者的成熟度却不像
前者那样成熟。是依赖落后但稳定成熟的旧
事物，还是追求先进却存在风险的新事物，
这是一切改革都必须要面对的抉择。必须承
认，生产企业对此是无法忽视的。

“超标”电动车已成为一个综合问题，涉
及生产、销售、上路、管控等诸多环节。“新
国标”从生产环节实现了源头治理，基本可
以控制增量，但如何妥善消化存量，降低各
方损失，则是接下来其他环节要共同发力之
处。例如，引导外卖员这类对车速与载重有
刚需的群体，尽快上牌照、拿驾照，纳入摩
托车管理范畴。对不需要车速与载重的群
体，则分别采用报废补贴、回置换购等措
施，逐步完成过渡。

总之，应让渴望将电动自行车速度和载
重提升至摩托车水平的人承担起驾驶摩托车
的义务，让其他骑行者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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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只允许不同比例助力控制系统的智
能型电动自行车上路，严厉禁止全电动自行
车上路行驶，并且规定电动自行车车身重量
不超过28kg。日本还要求电动自行车行驶速
度低于15km/h时，电动自行车行驶所需人力
必须大于电动助力；速度在15km/h-24 km/h
时，电动自行车行驶速度每增加 1km/h，人
力需上升 1/9，电动助力需下降 1/9；当速
度超过 24km/h 时，电动自行车驱动需全靠
人力，车辆电动助力系统自动关闭。

日本通过严格控制电动自行车电动助
力的供给，以达到控制电动自行车行驶速
度的目的，使得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行驶得
到一定技术保障。

严控电动助力供给

日本

在德国如果想要骑行电动自行车，必
须去专门的培训机构通过严格培训并考试
合格才能取得驾驶资格。

在骑行过程中驾驶员必须佩戴配套的
安全头盔，而且骑行者需要购买相应的特
定保险。如果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在行驶过
程中有逆行、非法占用人行道、闯红灯等
违法行为，在德国处罚金额相当高，这样
一来规范了骑行者的使用素质，为电动自
行车的安全出行又增添了保障。在严格的
管理措施下，德国相关部口还为电动自行
车的出行提供各种便利设备，如在电动自
行车出行较多地区配有专门的充电站，相
应的非机动车道也在逐渐增加。

上路需考驾照上保险

德国

澳大利亚没有对电动自行车最高行驶速度、
是否具有脚蹬等技术要素提出相关要求，只要功
率低于200瓦的电动自行车，不需要注册登记就可
直接上路行驶。如果电动自行车出现违章情况，
管理部门只按照普通自行车进行处理。

澳大利亚在路面管控环节中有严格要求，
如，电动自行车在自行车道行使，或者在行人密
集的道路行使时，必须将电动助力关闭；车灯必
须按照具体规定使用，前灯必须为白色、后灯必须
为红色，且可见度不低于200米等。

当电动自行车辅助动力超过200瓦时，视为小
型摩托车，按照摩托车相关规定进行管理，购买时
注册登记，车辆驾驶人需要获得相对应的驾驶证
资格。 （本报记者 韩维正整理）

末端路面管控

澳大利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制图：彭训文）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制图：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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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电动自行车，每次像风一样从我身
边擦过，让人提心吊胆。”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双桥
地区的小孙，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已经两年多了，
但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全。

经过近20年发展，特别是随着快递、外卖等
行业兴起，电动自行车成为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规模世界第一，年
产3000万辆，社会保有量约2亿辆。很多电动自行
车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快，已经严重威胁
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

1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四部门联

合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下称“新国
标”） 国家标准报批稿，向社会公示30天，目前
公示期即将结束。相较1999年的《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各项技术指
标进行了全面提升，被誉为电动自行车行业“史上
最严‘新国标’”。

那么，“新国标”将对消费者、生产者、销售
者及政府监管部门带来怎样影响？目前大量存
在的“超标车”到底是姓“机（动车）”还是姓“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行业未来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记者采访了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生
产者、行业专家和消费者。

1. 确保共同利益最大化

2. 回归本性强调安全性2. 回归本性强调安全性

3. 引领绿色出行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