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新能源汽车·动态 17□主编：别凡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69 □ 邮箱：biefan8582@163.com

□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银银十十””回回归归

1100 月月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销销量量翻翻番番引引热热议议
■■本报记者 黄珮

轻量化材料成新能源汽车“减重”突破口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金九银十”效应继续发酵，我国新能
源车市在 10 月迎来强劲复苏。11 月 11 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 月， 我国新能源市
场销量大幅度增长， 本年度第 4 次刷新月
度销量纪录，累计销量降幅明显收窄，产销
量双双超过 16 万辆，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

“10 月，扩大内需战略以及各项促进消
费政策持续发力， 国内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明显。 市场需求
继续恢复，产业循环持续改善，企业利润稳
步回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些都促使消
费市场持续稳定复苏。 叠加国庆和中秋双
节效应，汽车市场需求不减，因此产销形势
总体向好，同比也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 ”
中汽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10 月销量暴增 104.5%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 16 万辆， 创 10 月
单月销量历史新高， 环比和同比继续保
持快速增长， 分别达到 16.7 万辆和 16.0
万辆，环比增长 19.6%和 13.9%，同比增
长 69.7%和 104.5%。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月相
比，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量有所下降，销
量呈小幅增长， 纯电动汽车产销均呈较快
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和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纯电
动汽车增速更为显著。

今年 1-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
为 91.4 万辆和 90.1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9.2%和 7.1%， 降幅较 1-9 月大幅收窄 9.5
和 10.6 个百分点。 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均
完成 71.9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12.2%和
6.9%；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9.5 万辆和 18.1 万辆 ， 产量同比增长
4.6%，销量同比下降 7.4%；燃料电池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647 辆和 658 辆， 同比分别下
降 53.5%和 50.4%。

“一方面，政策明确支持新能源汽车，
补贴较高；另一方面，特斯拉、蔚来、理想、
小鹏等新势力车企抓住机遇， 抢占了相当
一部分原属传统豪华车的市场。 ”新能源汽
车行业分析师张翔表示。

A00 级“小车”表现强势

记者注意到，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急速
回升的过程中，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宏光

MINI EV 的热卖可谓出了“大力气”。 数据
显示，这款 A00 级国民神车上市仅 20 天销
量就超过 1.5 万辆，订单超过 5 万辆，目前
单月销量已突破 2 万辆， 而且目前来看未
来还有增长的空间。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宏光 MINI EV
亲民的价格和低使用成本， 迎合了不少三
四线城市和乡镇客户的基本出行需求。 “面
对每年百万辆级的低速电动车市场， 其热
销有望得到延续。 ”

而成绩排名第二的特斯拉 Model 3 十
月销量也达 12143 辆，环比增长 7.18%———

显然，特斯拉国产车型的持续畅销，也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 不
仅如此，业内还普遍认为，考虑到最近的价
格调整等因素， 预计特斯拉 Model 3 在 11
月的销量将会有更大增幅。

此外， 传统新能源汽车选手比亚迪在
本月的表现同样不俗。数据显示，在新能源
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中， 比亚迪共有三款车
型进入榜单，10 月总销量达 22395 辆，成为
仅次于上汽通用五菱的市场赢家。

“特斯拉和五菱宏光的成功，指明了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两个方向。 ”中汽协副总工
程师许海东表示，临近年底，积分压力也让
部分厂商对新能源汽车产品进行促销，“在
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下，10 月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表现超出预期。 ”

全年降幅预计低于 10%

������ “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从 6 月开始呈
现出较强走势，至 7、8 月份持续拉升，9、10
月再次加速。 ”对于今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

零售市场的表现，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
为，“这种走势与 2018 年相近， 但 2018 年
主要是政策补贴拉动，而今年是市场推动、
增长质量更好。 ”

对此，中汽协方面也表示，从行业发展
态势看，随着消费信心的持续回升，叠加双
十一、 车展以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的
拉动，市场需求仍将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当前国际环境仍然复
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
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不小，
这些也将对进一步巩固市场需求带来一定
风险。 ”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对于今年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中
汽协方面预计， 全年降幅会控制在 10%以
下———这与此前乘联会预估的 “全年汽车
销量会出现 7%左右的下滑”十分接近。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
市场虽然长期向好， 但目前仅占我国乘
用车市场 5%左右的市场份额，因此对未
来增长幅度仍需理性看待。 ”有业内专家
坦言。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要突破整
车轻量化等共性节能技术。 近日发布的《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以下简称 《路线图 2.0》）
也明确了我国今后汽车轻量化的发展方向。

据了解，新能源汽车每减重 10%,续航里程可提
升 5%-6%，轻量化是新能源汽车节能、降耗、增加续
航里程的重要技术路径之一。 那么，我国新能源汽
车轻量化面临哪些问题？ 又该如何发展呢？

多因素制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区别于传统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会
导致整车重量增加，进而增加新能源汽车行驶时电
耗，减少续驶里程。

“对于相同车型，三电系统引起的增重会导致整
车增加约 200-300kg 的重量，也就是说，新能源汽
车空载时的重量差不多相当于传统车满载时的重
量。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主
任、吉林大学教授王登峰认为，新能源汽车三电系
统的轻量化是整车轻量化的关键。 “同时，新能源汽
车轻量化系数要比传统燃油车高 1.5-4 倍， 而系数
越大，表明整车轻量化程度越低，所以新能源汽车
对于轻量化的需求更为迫切。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
车辆行驶时有动载荷，车身重量的增加还会降低零
部件的使用寿命。

相关资料也显示，重量明显增加，还会对车辆动
力性、制动性、被动安全、车辆可靠和耐久均带来不
利影响，而轻量化则是消除这些影响的重要应对手
段之一。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主流材料为
低碳钢。 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中高端车型较少，
大部分以 A 级车为主，售价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同
质化较严重，导致这些汽车制造商较少选择价格相
对较高的轻量化材料。

同时，王登峰也指出，目前我国在超高强度钢、
铝合金、镁合金等材料的应用，零部件结构设计工

艺等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这些问题同样制约着新
能源汽车轻量化的发展。

轻量化材料数据库体系尚未建立

相关资料显示，车身、内外饰和底盘约占整车总
质量的 2/3。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目前三电系统轻量
化进程缓慢，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问题暂时无法很
好解决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整车的轻量化技术重
点应放在轻量化材料的应用上，这也是汽车轻量化
最基础、最核心的手段。

据了解，碳纤维复合材料、铝镁合金、先进高强
度钢是目前车企探索的三大方向， 这三种材料替代
当前的主流材料低碳钢，可分别减重 60%、40%、25%。

但据记者了解，对比国际先进技术，我国车用材
料产业研究基础差距仍然较大，大量新材料试验数
据依赖国外采购。 对此，王登峰坦言，目前材料的数
据库都掌握在材料生产厂商手中，而非汽车制造商
手中。 “我国轻量化数据库体系不完整、内容不全。 ”
他指出。

同时，王登峰认为，通过购买国外材料的数据库
无法很好解决国内汽车制造商产品开发问题，“国
内外材料牌号不同， 即使是有对应关系的同类牌
号，材料性能也存在差异。 ”他表示，应通过解决建
立材料数据应用体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王登峰
呼吁，相关材料厂商应积极加入到建立材料数据应
用系统中， 编写材料数据库方便汽车制造商使用，
多方共同解决材料数据在汽车轻量化方面的问题。

铝合金或成未来五年轻量化重点

《路线图 2.0》中指出，实现汽车轻量化，近期以
完善高强度钢应用为体系重点，中期以形成轻质合
金应用体系为方向， 远期形成多材料混合应用体系为
目标。 到 2035年，预计燃油乘用车整车轻量化系数降
低 25%，纯电动乘用车整车轻量化系数降低 35%。

“这三个应用体系是根据我国汽车行业发展需
求所建立，”王登峰解释，“现阶段我国轿

车车身用材因成本问题暂时以钢为
主，这确实符合市场竞争。”他

进一步表示，现阶段应
将重点放在解决高
强钢和超高强度钢
在轻量化应用过程
中的问题，强调建立
钢的应用体系，包括
关键技术、相关标准
的建立、钢的轻量化
应用数据库体系等。

对于未来几年
的发展， 王登峰表
示，“随着新能源汽
车的快速发展，我国
汽车市场不会一直

以经济型轿车为主， 所以铝合金在下一个五年会成
为轻量化重点，包括高强度铝合金的开发、材料特性
研究等。 ”

据了解， 目前国内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刚刚起
步，还处于技术探索和积累阶段，原材料成本高及加
工效率低，依然阻碍着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推广应用。
对于《路线图 2.0》中提到的多材料混合应用体系，王
登峰表示，随着材料技术进步和发展、成本问题的解
决，会产生更多性能比碳纤维复合材料更优越的复
合纤维材料。 “虽然现在因为技术和成本问题还不
能很好应用纤维复合材料，但纤维复合材料的高性
能低密度的特性之后会在车辆上应用越来越多，也
会成为 2031-2035 年的重点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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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五年内实现车桩比 1： 1
本报讯 记者黄珮报道：近日，昆明市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又有大动作。 11 月 10 日，昆明市发展改革委印
发 《昆明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2020—2025
年）》（下称《规划》）。 提出未来 5 年，昆明将建成充电桩
28.7 万个，车桩匹配度实现 1∶1，形成布局合理、智能高
效、便民利民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体系。

事实上，这并不是昆明市第一次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发力。 不久前印发的《昆明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就从生产企业、消费、用车领域等方面出发，制订了公务
用车领域带头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停车费
优惠等十条措施。

10 月 9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明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强化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等方面的主体
地位，更好发挥政府在标准法规制定、质量安全监管等
方面作用，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昆明先后对外印发了《通知》和《规
划》。其中，《通知》共 10 条，从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电
力、 场地资源配置及政策配套等方面都加大了支持力
度。同时，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通知》更是直接提
出了具体的奖补措施———采用发放新能源汽车消费券
奖励的形式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其中新能源巡游出租
车消费券不超过备案价格的 40%，其他新能源乘用车消
费券金额不超过备案价格的 20%，新能源物流车消费券
金额不超过备案价格的 5%， 新能源汽车消费券用于消
费者购买并在昆明市落户上牌使用的新能源汽车。

“今年以来，从国家到省、市，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各类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不仅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有利，也将利好消费者、市场推广者。 为昆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云南滇中新区经济发展
部招商合作处工作人员张志勇坦言。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底，昆明市累计建成充电
站 309 座、充电桩 22156 个、换电站 10 座，可满足 2580
辆新能源汽车换电需求。 其中，公用桩 7013 个、自用桩
15143 个，整体车桩比为 1.27∶1，电动汽车与公共充电桩
比例为 4.01∶1。

在此基础上，《规划》还提出了未来 5 年昆明要建成
充电桩 28.7 万个，车桩匹配度实现 1∶1 的目标。

“预计 2025 年昆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8 万
辆以上，新能源汽车占比约 7.3%，即 28.7 万辆，所以设
立了该目标。 ”昆明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局长施云怀表
示，昆明市将通过推进实施《规划》确定的六大任务，加
速构建全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另外， 施云怀还从经济和社会效益角度算了一笔账：
“按 5年后昆明 28.7万辆新能源汽车计算， 每年充电电量
约 40亿（度）千瓦时，累计节约替代燃油量 160万吨。 每辆
车按 5万元计算， 可拉动汽车动力电池产值 140亿元；每
辆车按 15万元计算，新能源汽车产值可达 420亿元。 ”

记者了解到， 目前昆明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已初具
规模。比如，北汽在昆明的基地已具备了 3分钟换电池的
EU300 换电版及 B 级公务车、BEIJING-EU7 等新能源
车型的生产能力，以此实现了量产量销，填补了云南省新
能源乘用车制造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