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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途径探讨
文 | 冀杰·西南大学

汽车轻量化技术被认为是改善燃油

经济性、减少污染物和降低碳排放的重

要措施之一，

而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整车重量相对

较大，比能量和比功率仍然偏小，所以

新能源汽车对于轻量化技术的要求更为

迫切。为此，本文论述了新能源汽车轻

量化的必要性，并从材料、结构及工艺

方面探讨了整车轻量化的主要技术途

径。

前言

随着我国汽车产量和保有量的不断

攀升，汽车的能源消耗和有害物排放逐

年递增。在日益短缺的能源状况和日益

恶化的环境状况下，发展节能、低排放

的汽车技术是减少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

污染的必由之路。目前，从国际发展趋

势上看，解决汽车节能环保问题的主要

措施如下：一是大力发展以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二

是开发并制造技术先进的汽车发动机；

三是实现汽车整车质量的轻量化。以上

三种主要措施相比，在当今发动机技术

提升难度日益加大的背景下，有效降低

汽车整车的自身质量，是实现汽车节能

环保目标的最有效措施。对于新能源汽

车来说，由于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比能量

和比功率仍然偏小，无法使车辆达到足

够的加速性能和续驶里程要求，而且新

能源汽车对布置空间要求较高，对车身

总布置影响较大，所以减轻整车质量对

新能源汽车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必要性

汽车轻量化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善燃

油经济性、减少污染物和降低汽车碳排

放，世界汽车行业为此做出了诸多努力，

取得了很多轻量化的技术成果。但是，

相比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对于轻量

化技术的要求更为迫切。

以电动汽车为例，目前，能够使用

的动力电池的单位比能量与传统汽车使

用液体燃料的单位比能量差距巨大（如

表 1 所示），动力系统（主要是电池）

通常占整车总质量的 30%-40%。

这就决定了电动汽车在与传统汽

车 同 等 排 放 量 的 单 位 能 耗（ 电 耗 量

表 1 现有动力电池与液体燃料的比能量（单位 W·h/kg）

铅酸电池 锂电池 汽油 备注

理论比能量 200 450 12000 理论计算值

实际比能量 33 ～ 55 110 ～ 130 3000 目前的产业化水平

系统比能量 30 ～ 50 70 ～ 90 加上管理系统质量之后的平均值

注：汽油机转换效率按 2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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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m）下，不能像传统汽车那样靠

一次补充能量来实现长距离的行驶。因

此，电动汽车必须在电气化的同时采取

比传统意义上的轻量化技术更先进的方

法和措施。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张小虞副会长

2010 年曾指出，轻量化问题已经成了

横亘在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的鸿沟和大

课题。其含义有三：一是受电池水平影

响，电动汽车更需要轻量化；二是没有

相当轻量化水平的电动汽车其竞争力较

低，不可能实现产业化；三是电池、电

机、控系统的成本居高难下，国家已拿

出巨额资金补贴电动汽车的销售，但是

电动汽车轻量化面临成本控制的巨大压

力。无论如何，电动汽车应当是具有相

当轻量化水平的汽车，而不是单纯靠电

池驱动的汽车，它们应当有轻量化的定

位，达不到定位的电动汽车应当暂停开

发和补贴，否则是对资源的浪费。人们

应当知道，汽车轻量化技术是共性基础

应用技术，是各种汽车不可绕开的技术。

总之，电动汽车列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是汽车工业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实现电

动汽车的轻量化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因

此，电动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问题理应

受到行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混合动力汽车至少拥有两个或多个

动力源，它的行驶功率依据实际的车辆

行驶状态由单个驱动系统单独或多个驱

动系统共同提供。根据各个组成部件、

布置方式和控制策略的不同，形成了串

联式、并联式和混联式等多种工作形式，

根据在混合动力系统中，电机的输出功

率在整个系统输出功率中占的比重 ( 混

合度 ) 的不同，混合动力系统又分为微

混、轻混、中混和完全混合动力系统等

类型。由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样性和特

殊性，使得整车结构设计和总布置存在

很多困难，而且对整车质量的要求较传

统汽车大大提高。为解决上述问题，结

合混合动力汽车整车布置的具体情况，

从汽车材料、结构特点等方面对混合动

力汽车车身结构进行优化分析和设计，

是实现混合动力汽车轻量化的关键。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途径

汽车轻量化技术方法有很多，是一

个系统工程。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应从

以下两个重点方向开展工作：一是实现

整车 30%~40% 以上的轻量化——抵

消动力系统净增加的质量（适应现有可

用的比能量较低的商品化能源）；二是

实现动力能源的轻量化——提高现有新

能源的比能量或开发新的动力电源。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新能源汽车自身

重量大、续驶里程短的问题。

如图 1 所示，应通过使用轻量化

材料、车辆结构优化设计和采用新型加

工制造工艺，减轻新能源汽车的整车装

备质量，从而提高其动力性能，减少能

量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实现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环保效益。

轻量化材料应用

随着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需求，新

型轻量化环保材料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

角色。目前，可用来减轻汽车自身质量

的新型材料有两大类：一类是高强度材

料，如高强度钢、高强度不锈钢、结构

钢、高强度铸铁和粉末冶金等；另一类

是轻质材料，如铝合金、镁合金、钛合

金、塑料和复合材料、精细陶瓷、金属

基复合材料、非金属基复合材料等。

例如，长安汽车通过“十五”和

“十一五”期间的镁合金技术研究，突

破了大型复杂镁合金铸件在汽车上集

成应用的技术瓶颈，成功开发了变速

器壳体、气缸盖罩、气缸盖前端盖、

图 1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途径

优化设计、虚拟仿真、有限元分析轻量化材料

激光拼焊、热成型技术

高强度材料、轻质材料

新型加工制造工艺

车辆结构优化设计
轻量化技
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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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轴后端盖、转向盘等镁合金零部件

( 如图 2 所示 )，建成了压铸、机加、

表面处理生产线，实现单车集成用镁量

20.1kg，轻量化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

对插入式混合电动车辆（PHEV）

来说，使用重量轻的锂离子电池可获得

很大的电能，80~90 千克重的锂离子

电池组合箱就可以为其提供足够的电

能，但为了控制发热，必须额外增加

100 千克的重量。而 Neale 等人采用

重量轻的镁金属制作电池壳箱，能够有

效减少运载自重，以避免在行驶过程中

消耗掉不必要的能量。另外，在新能源

汽车安全标准的驱动下，高强度钢板作

为重要材料得到广泛应用。高强度钢板

的真正优势是减薄钢板、减轻车身质量

而又不降低车身安全性，不管从成本还

是从性能角度来看，高强度钢板是满足

新能源汽车车体轻量化、提高撞击安全

性的优良材料。

新能源汽车结构优化设计

在现代汽车工业中，CAD/CAE/

CAM 等计算机一体化技术在汽车的设

计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

CAD/CAE/CAM 一体化技术，可以准

确地对新能源汽车的实体结构和布局进

行设计，对各关键构件板材厚度的变化

进行灵活分析，并可从数据库中提取由

系统直接生成的有关该车的相关数据进

行工程分析及刚度、强度计算，实现对

汽车零部件的精简、整体化和轻质化。

同时，通过开发新能源汽车车身、底盘、

动力传动系统等大型零部件整体加工技

术及相关的模块化设计、制造技术，使

新能源汽车从制造到使用各个环节都真

正实现节能、环保。通过结合参数反演

技术、多目标全局优化等现代车身设计

方法，研究汽车轻量化结构的优化设计

技术，包括多种轻量化材料的匹配、零

部件的优化分块等。从结构上减少零部

件数量，确保在汽车整车性能不变的前

提下达到减轻自重的目的。

车身轻量化不是单纯的一味减轻质

量，车身在轻量化过程中需要考虑很多

方面，整车结构的安全性便是其中最重

要的一点。由于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

制定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碰撞标准及其他

安全指标，汽车生产企业在进行轻量化

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仿真软件 ANSYS、

CATIA、UG 进行仿真设计，对轻量

化设计后的车身进行结构刚度、材料疲

劳性及安全碰撞等分析，从而提高新

能源汽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随着并

行工程、计算机技术等现代工程技术

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汽车车身设计分析

中的广泛应用，新能源汽车车身结构

轻量化设计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并行；②优化

思想在设计的各个阶段均被运用；③

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得以采用，并部分

用于代替实物实验；④车身概念设计

成为车身设计的一个重要阶段；⑤有

限元法得到广泛应用。

新型加工制造工艺

在完成车身结构优化设计和选用轻

量化材料之后，激光拼焊技术、热压成

型技术等先进的加工制造工艺成为了新

能源汽车轻量化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直接决定汽车轻量化应用的结果是否成

功。例如，奇瑞汽车 A3 车型的前纵梁

采用了激光拼焊技术，通过合理的材料

应用和结构优化设计，使纵梁的压溃形

式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激光拼焊板技

术是基于成熟的激光焊接技术发展起来

的现代加工工艺技术，是通过高能量的

激光将几块不同材质、不同厚度、不同

涂层的钢材焊接成一块整体板再冲压生

产，以满足零部件不同部位对材料不同

性能的要求，如图 3 所示。通过采用

激光拼焊技术，可使车身零件数量减少

约 25%，车身质量减轻 20%，抗扭刚

度提高 65%，振动特性改善 35%，并

图 2 镁合金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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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增强了弯曲刚度。目前，出现了铝质

材料与钢铁材料的激光拼焊形式。采用

激光拼焊板有着巨大的优势，能使整车

零件数量大大减少、简化点焊工艺、提

高车身尺寸精度、材料厚度的可变性，

保证对重要位置的强化等。

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趋向于

安全性更强、质量更轻且燃料利用效

率更高等方面，先进高强度钢材、工

程塑料及轻质金属等多种材料成为新

能源汽车的重要车体结构材料。如果

将上述材料单独使用，就会给最大限

度减轻车体质量的潜能带来限制。通

过粘接、铆接、翻边搭接、钎焊、螺

纹连接等多种连接技术，巧妙地将上

述多种减轻车体质量的材料结合在一

起，能够克服安全性差、质量难以减

轻和加工成本高等难题，从而为新能

源汽车提供一种多材料优化组合的轻

量化车身结构，如表 2 所示。

另外，新能源汽车制造中开始研究

热冲压成形技术。热冲压成形技术是一

个塑性变形和材料组织变化同时产生的

工艺，因此塑性加工技术人员和材料开

发技术人员必须比以往的冷加工成形研

究更加密切协作。加热冷却技术必须结

合新能源车身和底盘零部件的结构设计

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可以实现零部件不

同部位到达预期强度的要求。同时，热

成形件耐蚀性和焊接性也因其制造工艺

有一定的限制，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结束语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

期战略任务。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

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跨越的最佳技

术路线之一。实现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全面考虑材料、

设计及制造技术各个方面的要求；新材

料的应用离不开新加工制造成形技术的

发展，轻量化材料的广泛应用必定促进

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计思路的诞生；

新的加工制造技术——激光拼焊技术、

热冲压成形技术的发展又会促进轻量化

材料的应用，实现更高层次的新能源汽

车的轻量化。

表 2 轻量化设计的连接工艺对比

项目 粘接 铆接 翻边搭接 钎焊 螺纹连接

应力分布 均匀 有应力集中 有应力集中 均匀 有应力集中

相异材料连接 好 较好 较好 仅限于金属材料 连接特性无法平衡

轻量化设计 可能 可能 可能 无 有条件进行

材料特性保持 好 材料损伤 材料损伤 内部结构改变 无

密封 好 无 无 好 无

图 3 车身激光拼焊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