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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舒适、安全……在路上跑的
电动公交车越来越多了

从王府井到西单，乘坐 1 路公交车只需 15 分钟。这几年，
来北京的外地游客发现，坐1路车游览长安街，车里闻不到汽油
味，也听不到什么噪音，舒适宽敞的环境让人即使在烈日炎炎
的夏天心情也会爽朗不少。

自2017年北京公交1路采购第一批新能源客车以来，在1路
公交服役的银隆18米BRT纯电动公交车，因其安全、高效、耐
宽温、快充放、电池使用寿命长的特点，获得司机和乘客认
可。与传统烧柴油、汽油的公交车相比，纯电动公交车的驾驶
体验与乘坐体验都有不小的提升。

张思禹2007年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北京公交集团工作，10多
年里，他开过柴油公交车、天然气公交车，今年初，他又有了
新搭档——546路车队新配备的纯电动公交车。“对我们司机来
讲，谁都想开好车，一辆车好不好，关键是看司机和乘客怎么
说。现在我开的福田电动公交车起步比柴油车提速要快，续航
能力也不错，跑完全程后再充满电只需十几分钟。刹车更灵
敏、空调更足，拐弯时有语音提示、更加安全。”

鼓励公交出行、发展绿色交通，是北京市治理城市污染的
一个重要举措。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2017年，通州区引进
350 辆比亚迪纯电动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1 万吨、
氮氧化物排放 130 吨。北京市公交车更新换代的步伐在不断加
快。今年 3月，福田汽车向北京公交集团交付 2790辆新能源客
车。5 月，中通陆续交付 140 辆 8.5 米纯电动客车给北京公交集
团。北京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到今年末，集团新能源、
清洁能源车比例将达93.7%。

不仅是北京，中国各地都在推广新能源公交车。交通运输
部 《2018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截至 2018 年
末，中国拥有公共汽电车67.34万辆，按车辆燃料类型分，柴油
车占22.2%、天然气车占24.5%、纯电动车占37.8%、混合动力车
占12.9%，纯电动公交车占比位居第一。

记者从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集团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公交车占比在95%左右，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占公交车总数65%
以上。300多条公交线已经使用了纯电动车。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南京公交未来的目标是新能源化，目前我们从比亚迪、
南京金龙、江苏建康、银隆等新能源公交生产企业引进的纯电
动公交车，具备舒适、智慧、节能、环保、安全五大优势。”

南京公交集团算了一笔账：集团采用的单台纯电动公交车一
年能源消耗成本，比 LNG（液化天然气）及柴油车可减少大约 2.4
万元左右，全年可节约8000多万元。新能源公交车结构相对简
单，运转传动部件相对较少，使用后期故障率较低，维护保养
方便。单台纯电动车一年维护费用约比 LNG 车少 0.7 万元，约
比柴油车少0.49万元，全年减少支出2300多万元。纯电动公交车
的能源消耗成本与维护保养成本比常规能源公交车低不少。

在电动公交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城市道路的同时，中国车
企也不断突破自身，在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与国外企业展开比拼。

让苛刻的英国伦敦交通管理局“竖大拇
指”，啃下日韩汽车市场这块硬骨头

牛岛是韩国旅游胜地，离济州岛不远，因整座岛屿状如卧
牛而得名。2000年，电影 《触不到的恋人》 上映更让拍摄地牛
岛知名度大增。然而鲜有游客知道，在牛岛乘坐的电动公交车
是中国企业制造的。

2018年4月10日，20台比亚迪eBus-7纯电动巴士在韩国济
州岛正式投入运营，这是济州岛知名景区牛岛的首支纯电动巴
士车队，也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一支中型电动巴士车队。

众所周知，韩国汽车工业相对发达，当地消费者对本土汽
车品牌认可度高，其本土汽车品牌占据韩国 90%以上市场份
额。除此之外，市场准入标准也非常严苛，中国汽车企业想要
在韩国闯出一片天并非易事。

车队运营方牛岛爱心协会常务金哲秀认为，选择比亚迪有3
个原因，首先是比亚迪电动车制造规模大，欧美市场认可度
高，口碑好。其次，eBus-7 爬坡能力强，能很好适应牛岛路
况，且续航里程可达 200 公里，能满足作为环岛巴士的运营需
求。最重要的是绿色环保，“我们想让济州岛的居民和游客呼吸
到新鲜的空气，这是牛岛给来访游客的礼物。”

除了韩国，中国车企开拓日本市场的故事也让人印象深
刻。在中国马路上行驶的日本车司空见惯，可是在日本，中国
车的身影在之前却难觅其踪。直到2015年，中国汽车企业才真正
进入日本市场。这一年，比亚迪在日本京都交付了 5 辆纯电动巴
士，结束了日本马路上无中国车的历史。

随后几年，比亚迪在日本冲绳、盛岗与会津交付多辆纯电
动巴士，打破了日本市场对中国车的刻板印象。今年4月，日本
NHK报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厂家存在感很强，中国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所发布的新车，充电15分钟就可行
驶100公里。

为适应当地市场需求，比亚迪开发了众多定制化电动公交车产品。
在人口不足千万的伦敦，公交大巴每天的运载量超过600万

人次。红色双层大巴已经成为伦敦的象征，它也是2008年北京

奥运会闭幕式上“伦敦8分钟”的主角。
不过，与国内城市以单层公交车为主不同，在伦敦和大多数

英国主要城市，“标准”的公交车是双层而非单层，在伦敦街道
上，双层公交车数量更是超过了低容量的单层公交车。在英国大
力推行零排放公交车的背景下，中国车企如何研发符合英国大巴
严苛标准和一贯风格的纯电动双层大巴车呢？

比亚迪从2014年开始进行纯电动巴士的车载电池组供能技术
攻关，自主研发了功率更高、动力更强劲的电机。针对双层电动
大巴侧倾测试通不过的问题，不断调整纯电动双层电动大巴电池
包的重量及布局，增强了行驶稳定性。首批5台纯电动双层大巴终
于在2016年3月正式投入试运营，“中国红”与“伦敦红”合二为一。

目前，比亚迪共有140辆纯电动大巴车行驶在伦敦街头，占当
地纯电动大巴市场的八成以上。自2015年投放以来，这些纯电动
大巴已累积行驶480万公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5000吨。

为了满足日本老龄化社会的特殊需求，比亚迪专为日本研发
的 J6 纯电动巴士车身小巧 （车长 6.99 米，车宽 2.06 米，高 3.1
米），并进行了低地板设计。目前，在日本城市公交巴士市场，每
3辆纯电动巴士中就有1辆比亚迪生产的。

今天，中国电动公交车的运营足迹遍及全球6大洲300多个城
市。比亚迪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和巴西等国家建设纯电动巴士
工厂，在荷兰鹿特丹、美国洛杉矶、巴西圣保罗成立海外巴士研
发中心。截至今年3月，比亚迪向全球合作伙伴历年累计交付各类
纯电动巴士超过5万辆。

应对能源变革与环保需求，突破核心技术，
产业化走在世界前列

美国 《Transport Topics》 杂志网站今年 5月披露了一组数字：
截至去年底，全球近 42.5 万辆电动公交车中，有 42.1 万辆在中
国。彭博新能源财经频道 （BNEF） 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电动公
交车总量增长约 32%，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BNEF 还预测，到
2025年，中国电动公交车总量有望增至60多万辆。

中国电动公交车迅速发展的背后，既有能源结构调整的需
要，也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

《石油蓝皮书：中国石油产业发展报告 （2018）》显示，中国
2017年的日均原油进口量为 4.2亿吨 （843万桶/日），首次超过美
国的3.95亿吨 （790万桶/日），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而交
通运输领域消耗原油占大约 60%，如果电动公交车等电动汽车推
广后，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将明显下降，中国能源战略安全将得
到更好保障。

“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比重将逐步增加，预计2030年国内非
化石能源占比将达20%。”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
室高级工程师卢兰光说。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课题组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城市区
域内，从累计数量看，满足国四排放标准、每年行驶 7 万公里的
12米公交客车，其年排放污染物总量为1072kg，而纯电驱动车辆
的排放为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以比亚迪K7纯电动公交车为
例，每车每年可节省燃油2.6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8吨。环保
考量成为众多城市推广纯电动公交车的重要原因。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表示，到2020年北
京公交车都将改用电动车。

政策的扶持与电动车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电动公交开进大街
小巷提供了可能。

中国政府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推动新能源公交车研
发、购置，降低公交运营企业汽车购置成本。今年5月8日，财政
部等4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

（下称“《通知》”） 中明确提出，在普遍取消地方购置补贴的情
况下，地方可继续对购置新能源公交车给予补贴支持。从今年开
始，新能源公交车完成销售上牌后可提前预拨部分资金，满足里
程要求后可按程序申请清算。以往，新能源公交车完成销售上
牌且满足运营里程要求才能按程序申报补贴，对制造企业来说资
金压力较大，新政策有利于缓解这方面的压力。

此外，电动公交车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也加速推进。《通知》
明确，应将除公交车外的新能源汽车地方购置补贴资金，集中用
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环节。

在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中国新能源公交车特别是电动
公交车领域的产业化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纯电动公交车最关键的核心技术是动力电池技术，其次是电
机技术与整车控制技术。”卢兰光说，“新能源的关键技术是‘三
电’：电池、电机、电控。”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介
绍，目前，比亚迪已经掌握电池、电机、电控等全产业链核心技
术，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多项核心技术和品质工艺的规模化和
商业化应用。

以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芯片为例，它是影响电动车性
能的关键技术，相当于电动车的“CPU”，决定了车辆的扭矩以及
最大输出功率。其成本约占整车成本的5%，是仅次于电池的整部
电动车成本第二高的元件。目前，比亚迪已拥有 IGBT 完整产业
链，公司于去年底发布的 IGBT4.0 比市场主流产品电流输出能力
提高了15%，综合损耗率降低约20%。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势头不可逆转，预计到2030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占汽车产销量比重将达 40%至 50%，大约 1520 万至
1900万辆。”卢兰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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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德国、法国、英国、印度等
国先后宣布最迟至 2040 年，境内将全面禁
止销售燃油汽车。随着这份名单不断扩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新能源汽车大潮已
经到来。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是布局最早、
下力气最多的国家之一。对于中国来说，发
力新能源汽车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国家能源安全。中国的能源结构是“煤
多油少”，石油自给率不高。2017年，中国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且进
口部分占全年石油消费量的75%左右。汽车
燃油是石油消费的“大头”，高速发展的中
国经济势必带来日益增长的汽车保有量，未
来仅汽车燃油这一项，就将创造出中国对进
口石油的巨大需求。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
今天，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对进
口石油的依赖，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燃油汽车的尾气中有各

类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汽车尾气被科学家认
为是温室效应加剧、雾霾污染频发的原因之
一。尽管各国一再推广清洁汽油、提高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污染仍不可避免，只是
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新能源汽车基本可以实
现“零排放”，对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更加有利。

产业赶超机遇。在燃油车时代，发动
机+变速箱是燃油车核心技术。从第二次工
业革命开始，发达国家已拥有上百年的技术
积累，形成了极高的专利壁垒，后发国家很
难轻易突破，中国本土车企多年来就受困于

“变速箱壁垒”。然而，技术轨道的变更，也

带来了游戏规则的改变。电动车时代，变速
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电池+电动机+电
控系统是能否造好一辆汽车的关键。忽如一
夜春风来，中国汽车工业得以在一个同发达
国家相差不远的赛道上重新起跑，看到了

“弯道超车”甚至“换道先行”的机遇。
大环境向好，大方向明确，剩下的路就

要靠企业自己奋斗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
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一批本土新能源车企强
势崛起。它们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传统车企切入新能源“战场”，比如比亚
迪、北汽、吉利等企业；第二类是由互联网

企业转型而来的“造车新势力”，比如蔚
来、威马、小鹏等公司。但无论哪种类型的
企业，想要在新能源汽车的大潮中安身立
命，最终还要回到核心技术上来。

比亚迪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的快速发
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比亚迪以电池行业起
家，在电池领域具备 100%的自主研发、设
计和生产能力。因此，当电动车时代到来、
动力电池成为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时，比亚
迪 20 多年的技术积累得以释放。今年 1 月，
比亚迪参与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制造及其
应用过程关键技术”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说
自己有一个“技术鱼池”，需要的时候，就
捞一条出来。“技术鱼池”带来了产品优
势，行销海外的比亚迪电动巴士等产品，都
是这个池塘里的“大鱼”。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来到了十
字路口。一方面国家补贴进行调整，新能源
车企的产销要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另
一方面，特斯拉等国外新能源车企开始“登
陆”中国，市场竞争加剧。这就更加需要中国
本土新能源车企练好内功，聚焦核心技术，提
升产品质量。相信在经历过市场“三昧真火”
的考验后，那些真正的金子依然能够闪亮。

“换道先行”，中国汽车机不可失
韩维正

今年5月，海拔1400多米的日本尾濑国立公园，瓦蓝的天空上白云如絮，
路旁林地上尚未消融的积雪明丽耀眼，一场特别的纯电动巴士运营开通仪式正
在尾濑国立公园举行。为了更好保护湿地自然景观，公园引进了零排放的比亚
迪纯电动公交车。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发现，熟悉的国产电动公交车出现在了
国外。

近年来，在能源结构调整与追求绿水蓝天的背景下，中国国产电动公交车
正逐渐成为城市公交车的主力军，带给乘客更好的乘车体验，为公交运营单位
节约了成本。与此同时，国产电动公交车在世界市场上也收获了良好口碑。

2017年10月23日，北京长安街“大1路”新添了18米长的纯电动公
交车并投入运营。首批 10 辆车以“中国红”为主色调、间杂白色条纹，
给长安街再添一道亮丽风景。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在韩国济州岛整装待发的比亚迪电动巴士车队。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2017年12月22日，江苏省扬州市最大电动公交车充电站在高
邮淮北路公交首末站投入使用。此座充电站共有19台充电桩，每
台充电桩分别配备A、B两把充电枪。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