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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电气化发展 
随着我们逐渐走出新冠疫情危机，汽车行业正迅速向电气化
未来转型。我们分析了这一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行业正在
追随的新发展轨迹。2027 年将成为电动汽车加速普及的一个
转折点，到 2030 年，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电动汽车的占比将超
过四分之一。 



在《巴黎协定》和各国政府加强绿色政策倡议的推动下，汽车行业正向电气化未来转
型。随着各家汽车制造商宣布实现零排放目标的激进日期，这一行业变革时间表更多
地由立法而非消费者主导。 

近年来，全球汽车行业经历了两次巨大混乱。截至 2021 年 2 月，已有 194 个国家和欧盟签署了

《巴黎协定》，该协议为全球经济脱碳制定了立法框架。在欧盟和美国，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

约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因此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政策正成为政府政策的核心

内容。此外，随着各国政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努力应对财政平衡的巨大调整，支持低碳发展

战略得到了更大的相对关注。可以说，新冠疫情危机加速推动了电动汽车作为整体绿色环保解

决方案的一部分。汽车制造商并没有抵制这一趋势，而是选择积极拥抱这一趋势，许多汽车制

造商正计划全面实现电动化。因此，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对全球电气化水平的预测。2027 年将成

为一个转折点，之后电动汽车（EV）的销量将大幅上升。到 2030 年，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电动

汽车的占比将超过四分之一。本文旨在概述推动这一新趋势加速的关键因素，以及它们对汽车

行业推进系统选择的影响。在我们未来几个月发布的各个预测产品集中都将纳入这一高水平的

预测评估。 
 

立法力量势不可挡 
 

《巴黎协定》为全球脱碳设定了目标水平（详见下表）。要实现欧盟设定的到 2030 年将温室气

体排放量减少 55%的目标，需要所有行业均采取相应减排行动，其中包括交通、工业和发电这三

个排放量最大的行业。虽然具体行业对这一减排目标的贡献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但显然所

有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今后几年都需要大力减少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在三个主要地区（美国、

欧洲和中国大陆），关于减排方面的立法正显著收紧。 
 

排放水平与气候变化承诺 
 
 

 

中国大陆 
到 2030 年，碳排放
比 2005 年水平降低
60-65% 

  
 

 
欧盟 3,150 928 29.5% 2050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目
标，目标是到 2050 年将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90%，
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交通
运输系统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8 年数据。在撰写本文时，美国即将宣布将 2030 年减排目标上调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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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 26–28%* 

交通运输行业
二氧化碳排放
量（吨） 



根据全球统一轻型汽车测试规程（WLTP）测算，到 2030 年，欧洲乘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
可能会在 2021 年的基础上减少 55%。目前制定的目标减排值为 37.5%。尽管尚未达成正式协议，
我们的分析师预计，欧盟范围内燃油车型将在 2040 年或更早之前逐步淘汰。事实上，有 9 个
欧盟成员国正在游说，希望燃油车在 2035 年或更早之前逐步退出。此外，最终可能会采用更
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测量方法，将整个制造过程纳入测量范围。欧盟将在 2023 年决定从 2026-
2027 年开始将制造过程纳入产品完整生命周期评估（LCA）。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采用低碳供
应链；最近的一个信号是奥迪和美铝（Alcoa）签订了一项协议，为其提供低碳排放铝用于制造
E-tron 车型的轮毂。 

在美国，乔·拜登政府正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表明其对待气候变化问题要比上届政府更加严肃。
美国已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正在推动化石燃料产业上游的大规模脱碳。例如，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最近已要求康菲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就影响深远的新排放目标举行股
东投票。在撰写本文时，美国正考虑上调减排目标，即到 2030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50%左右。 

目前，直到 2026 车型年，美国汽车行业都与《安全、经济、经济实惠的燃油效率（SAFE）车
辆规定》捆绑在一起。规定要求，从 2021 至 2026 车型年五年期间，燃油经济性仅相对小幅增
长 8.5%。从 2027 车型年开始，我们的分析师认为拜登政府将恢复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严格的
规定（2027 年乘用车燃油经济性达到每加仑 57.7 英里）。此外，我们的分析师预计，到 2035
年，将有 5 个州（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马萨诸塞、罗德岛和纽约）禁止销售燃油车型。正如
在欧洲看到的柴油车销量下降一样（欧洲在城市层面禁止销售柴油车），严格的地方立法可能
会为整个市场销量快速下滑奠定基调。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已承诺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从汽车排放监管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只比欧
洲落后数年时间。到 2026 年，乘用车第六阶段排放法规将出台，新能源汽车占比将达到 25%。中
国对新能源汽车的定义为纯电动汽车（BEV）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此外，新车销售每
百公里 4.65 升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目标也可能进一步收紧。 

 

新冠肺炎不太可能加速电气化革命 
 

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财政吃紧的政府将更加关注低碳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给推动

电动汽车普及带来的影响包括： 

欧洲绿色协定。该战略旨在提供政策工具，在新冠疫情影响复苏的背景下，确保金融体系支持

企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它将为私人投资者和公共部门创造有利的框架，以促进可持续投资。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将对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得新资本的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通勤出行。通勤交通速度放缓导致城市开始建造非机动化的交通网络，例如巴黎建造了专门的

自行车道。市议员正在利用新冠疫情的影响，推动那些不必要的车辆停止出行。 

购车奖励政策。各国在其汽车行业复苏计划中明确制定了面向低排放车辆的奖励政策。例如，在法

国，购买零排放汽车可获得每辆高达 7,000 欧元的补贴。 
 



股票市场。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巨额资本开支正流入股市。在与低碳转型相关报道结合后，专

注于发展电动汽车的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大幅上涨。截至本文撰稿时（2021 年 4 月中旬），特

斯拉的市值规模（6,750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紧随其后的丰田（2,150 亿美元）、大众（1,620

亿美元）、戴姆勒（970 亿美元）、通用汽车（860 亿美元）和比亚迪（690 亿美元）五家汽

车制造商的市值总和。此外，借助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AC），Lucid、Fisker、Reev 和 Arrival

等新兴公司上市，令电动汽车行业获得的资本达到了几个月前难以想象的水平。这些资本可用

于加速全球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的转型。 
 

电动汽车普及的经济要素正在趋同——2027 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与此同时，推动电动汽车革命的经济基础开始趋同。 

里程焦虑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例如，2021 款日产 Leaf（62 千瓦时）目前 WLTP 认证的续航里程

为 385 公里。随着电池技术和能源管理的进步，到 2030 年，容量更大、重量更轻、成本更低的

电池将提供高达 600 公里的续航里程。 

电池成本正在快速下降。随着化学工艺的改进、规模经济、电池标准化和封装技术改进，电池

成本已显著下降。2020-2027 年期间，中国大陆生产的电池组成本将再降 30%，至 98 美元/千瓦

时。 

到 2027 年，纯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将达到临界点。随着纯电动汽车产量的增加，汽车制造商

的研发成本可以分散到更多的车辆上，从而降低每辆车的成本；与此同时，燃油车型由于产

量减少每辆车的成本就会增加。与燃油动力系统包含近 2,000 个活动部件相比，纯电动汽车动

力系统相对简单，仅包含 20 个活动部件。考虑到动力系统成本以及相关工具、设施和投产工

程成本（TFLE），欧盟和中国大陆 C 级和 D 级乘用车成本持平的临界点分别是 2030 年和 2027

年（详见下图）。在这些时间点之后，与燃油车相比，纯电动汽车的成本将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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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价格将在 2027 年达到与燃油车相同的水平。如果将激励措施包含在内，目前纯电动汽

车、燃油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之间已经有同等价格水平的现象。在欧洲主要市场，享受购车优惠

措施的大众 ID.3 与 Golf 的售价基本相同（约为 3.1 万欧元）。随着成本的下降，即使不考虑激

励措施，私人电动汽车的售价也可能在 2027 年达到与燃油车相同的水平。如果考虑总拥有成本

（TCO），达到同等价格水平的时间可能更早。预计到 2025 年，大众 ID.3 的总拥有成本将比同

等 Golf 车型便宜 4,100 欧元。2027 年后，纯电动汽车的定价可能会比同等燃油车型更具竞争力。 

基础设施是一个关键推动因素。充电基础设施作为推动电气化转型的要素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

显然，任何充电基础设施的不足都将减缓电动汽车在全球市场的部署。我们的分析师估计，目

前欧盟 27+1 国家共有约 29 万根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到 2020 年，这些充电桩将为 166 万辆纯

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即每根公共充电桩约服务 5.7 辆纯电动汽车。充电桩与电动汽车的最佳

比例与地理位置高度相关，并且取决于插电式推进系统类型（如 BEV、PHEV、REEV 等）、车辆

的电动续航里程和用例。更加复杂的是，充电需求在家庭或工作场所得到满足的程度将因国家

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税收负担正在转移。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寻找化石燃料税收收入的替代者。以美国为例，

2018 年燃油税增加近 500 亿美元。对于高度电气化的电动汽车车队而言，目前尚不清楚要从何

处入手征收这些税收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化石燃料税收收入减少影响完全显现之前，

汽车保有量中的电气化渗透率水平要达到这一程度可能还需要 10 年时间。因此，各国政府将有

一个宽限期，在此期间他们将逐步适应新的税收现实，这种情况可能会在 2040 年前后出现。 
 

汽车制造商普遍推出电动汽车计划 
 

这些推动力量令全面变革已不可避免。汽车制造商已经先于消费者开始接受这种转变，而消费

者对这些新技术仍持犹豫态度。近几个月来，捷豹、沃尔沃、Mini、宾利和福特欧洲纷纷宣布

要在 2030 年之前成为纯电动汽车品牌。其他品牌则努力将纯电动汽车视为他们的主要推进系统

（详见下表）。我们的分析师预计，未来上市的纯电动车型数量将迅速增加。2020 年，共有

335 款独立纯电动车型上市销售。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超过 800 款。届时，市场上可选车型

数量将不再是制约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尽管如此，消费者在决定汽车制造商是否能够按照预期

实现其电动汽车销售目标的过程中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汽车制造商各品牌电动汽车销量占比目标： 

汽车品牌 时间 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 

Alpine 2025 100% 

阿斯顿马丁 2030 50% 

奥迪 2040 90% 

宾利 2030 100% 

宝马 2030 50% 

福特欧洲乘用车 2030 100% 

通用汽车 2035 100% 

现代汽车集团 2040 78% 

起亚欧洲 2030 47% 

起亚全球 2030 34% 

捷豹 2027 100% 

路虎 2036 100% 

路特斯 2030 100% 

梅塞德斯-奔驰 2039 100% 

Mini 2032 100% 

保时捷 2030 80% 

雷诺 2025 30% 

劳斯莱斯 2040 100% 

Smart 2019 100% 

沃尔沃 2030 100% 

大众集团全球 2030 50% 

大众集团欧洲 2030 60% 

大众品牌欧洲 2030 70% 
 

 

来源：埃信华迈。注：福特欧洲乘用车的目标为 100%。Alpine：取决于 A110 车型的生产阶段。阿斯顿马丁：产量 50%为纯电动汽
车，5%为赛道专用燃油车，其余为混动汽车。因此，计划上路的纯电动汽车占比略高于 50%。奥迪：在 2040 年之前，几乎整个产
品组合均为纯电动汽车。福特欧洲乘用车：轻型商用车中三分之二为 xEV（PHEV + BEV）。通用汽车：接近 100%，除部分例外。捷
豹：2025 年才会推出纯电动汽车，到 2027 年燃油车停产。路特斯：最后一款非纯电动汽车上市是在 2021 年（131 型），燃油车将
根据生产周期逐步停产。梅赛德斯-奔驰：考虑将目标提前至 2035 年。Mini：最后一款非纯电动汽车将于 2025 年上市，燃油车将根
据生产周期逐步停产，Mini 提到这一时间将在 2030 年初。 

 



在这一背景下，大多数汽车制造商的战略明确；除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电气化之外别无选择。随着

大量前期投资的投入，汽车制造商希望到 2027 年左右，随着电动汽车与燃油车实现价格平价，消

费者将逐渐转向电动汽车，从而使电动汽车投资达到规模效益和盈利能力。  

 
电动汽车普及前景被大幅上调 

 

因此，我们大幅上调了对电动汽车普及率的预测。截至本文撰写之时，2030 年全球纯电动乘用车

销量预计将达到 2,350 万辆，约占全球 8,900 万辆汽车总销量的 26.4%。 
 

欧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欧盟面临最大的监管压力，因此汽车制造商在逐步淘汰燃油车方面表

示出了最积极的动作。在 2030 年新销售的乘用车中，约 50%为纯电动汽车，而此前 2021 年第

一季度预测的数值为 41%。 
 

中国大陆增长迅速。我们的分析师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将达到 38%左

右，到 2035 年这一数字至少达到 45%。中国政府计划，到 2050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接近 100%，

届时中国大陆市场将几乎完全专注于新能源汽车。 
 

美国迎头赶上。假设到 2035 年，美国五个州将逐步收紧立法，并全面实施燃油车禁令，那么到

2030 年，美国纯电动汽车销量将占乘用车总销量的 25-30%，到 2035 年，这一数字将提高至 45-

50%。 
 

我们未来的预测将包括这些假设，并将这些数据按照品牌、车型和动力系统技术等类别详细预

测，从而展现这一转型过程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这些预测存在诸多风险，包括政策环境的转

变以及消费者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充电基础设施的部署以及纯电动汽车相对于燃油

车的成本状况也对预测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尽管有这些提醒，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电动汽车

行业将在 2027 年迎来临界点。此外，汽车行业将迎来高度电气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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