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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市场发展引领汽车零部件发展
文 | MFC 编译

全球整车销售持续增长

2009 年，中国区域的整车销售数

字正式超越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站

上全球整车销售区域第一名的地位。随

着国际品牌车辆在中国当地生产与销售

的带动下，持续拉升整车销售趋势，完

全无谓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当全球各

区域的整车销售增长幅度驱缓之际，中

国仍持续高度向上增长。

在 2015 年，中国整车销售数字已

经达到 2459 万辆的规模，已占全球

28.1％的第一大销售区域比重。排名第

二大销售区域的美国，仅占 20.5％的

比重，与中国销售高达 7.6％的差距，

显示以往欧美为全球主要销售市场的地

位，已经被中国所夺取，并且远远领先

欧美等全球其他销售区域。

整车发展三大趋势

国际整车发展趋势朝向节能化、智

慧安全、轻量模块化等三大主轴，来建

构出节能电动化的车辆，以达到高效率、

高安全、高度弹性的目标，使得车辆排

放二氧化碳可以有效地降低下来，让地

球更为环保。下面针对三大主轴之发展

趋势说明如下：

节能化：因应各国法规逐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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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欧盟 2020 年规定油耗标准须达

26.3km/L，日本 2020 年 22.3km/L，

中国 2020 年 20.0km/L 等未来整车产

品需求必须满足各国油耗法规才可核准

上市。依据能源局资料，国内自主车厂

目前销售车型节能均劣于国内平均值与

国际平均值，不利我国整车外销国际市

场。未来随着国际节能法规更趋严格，

车厂需提前布局超越法规节能值的节能

车辆产品。

智慧安全：在车辆安全更受重视

下，自动驾驶技术蓬勃发展。市调研

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SA）预

估 2020 年全球先进车辆驾驶辅助安全

系统（ADAS）年度增长率平均将超越

40% 以上。随着车辆装置电子化程度

日益提高，利用车用电子强化行车安全

性的议题渐受重视，各国政府陆续针对

各项智能安全系统进行车辆安全法规制

定，如：欧洲于 2013 年正式规定大型

商用车强制配备车道偏离警示（LDW）。

除车辆安全法规制定外，国际汽车安全

评鉴组织对于新车安全性测试评鉴结

果，亦是影响车厂搭载车电系统的关键

因素之一。其中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Euro NCAP）自 2014 年起将 LDW

列入评鉴目标，且评鉴分数占比逐年增

加。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NHTSA）

已明确规范并定义车辆自动化安全等

级，从最基本安全的 Level0 到最高等

级的 Level4 共 5 个等级。2020 年开

始朝向自动辅助驾驶技术发展。GM、

Mercedes-Benz 与 Nissan 发布在未

来发表之新款车辆上，将陆续配备自动

辅助驾驶系统。显示主动安全与自动辅

助驾驶核心技术是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2020 年多数车厂以智能化驾驶安全发

展目标达到美国 NHTSA 自动辅助驾驶

2 级等级，以提升驾驶安全。

轻量模块化：国内自主整车厂目前

还未具备模块化技术，仍是采用单一车

型平台式的方法，使得车型开发之成本

较高以及时程较长。因应车型多样化与

降低开发成本，底盘与车身模块化扩大

发展。模块化可以促使整车厂达到降低

开发与生产成本之目的，以弥补因轻量

化所增加之成本。对于多种级距与车种

之整车厂，降低开发与生产成本乃未来

提高竞争力手段之一。为了 2020 的市

场竞争，国际知名车厂德国福斯（VW）

推出 MQB（Modular Transverse 

Matrix）、MLB（Modularer Langs 

baukasten）和 NSF（Small Family 

Platform）模块；Volvo 推出的 SPA

和 CMA 模块；Toyota 推出 TNGA

（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模块，都是藉由共享模块的经济效益，

可以有效降低新车开发的成本，让最终

整车产品更具有价格竞争力。

车辆油耗要求更驱严格

目前车辆引擎的能源消耗效率从

2000 年的 10 ～ 15km/L，缓慢地提高

至现今 2015 年的 13 ～ 19km/L。然而

因应未来能耗要求更加严格，对于车辆

引擎的能耗要求将是需要直线爬升地提

高其能源消耗效率。

国际油耗与 CO2 排放管制下，各

国车厂需满足法规要求，以欧盟 2020

年规定油耗标准须达 26.3km/L，日

本 2020 年 22.3km/L，中国 2020 年

20km/L，新发表之车款必须满足当地

的油耗法规才可核准上市。代表车款如

BMWi3,VWGolf,ToyotaPrius,GMVo

lt,Renault 小车等，日本八家车厂也在

规划小型化高效率引擎研发，以对应亚

洲新兴市场节能车辆。此外，因为各地

基础设施不一，联邦法规在 2012 年 8

月对于 LCV（轻型商用车队）燃油经济

与相关空污排放标准在 2012 年 12 月

核准，2025 年新车要比 2011 年降低

50% 油耗，因应未来社会型态需求，小

型商业车辆也发展节能车队。

2020 2025 年降幅
-2020

年降幅
-2025原始 对应国际 原始 对应国际

欧盟 95g/km 3.8L/100km 75g/km 3L/100km 5.40% 4.20%

美国 44.8mpg 6L/100km 56.2mpg 4.8L/100km 3.50% 3.40%

日本 20.3km/L 4.9L/100km 3.30%

中国 5L/100km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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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四大类型与市场增长趋

势

可以使用电力做为行驶动力来源的

车辆归类为电动车辆，涵盖二轮、三轮、

四轮、乘用车、沙滩车、高尔夫球车、

巴士、轨道车辆…等。本章所指电动车

是指车辆之动力源的引擎可以全部或部

份使用马达替代，石化燃料以电力替代

的四轮乘用车。

电动车依其使用的动力系统、能源

补充方式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油电复

合动力车（Hybrid Electric Vehicle，

HV）、插电式油电复合动力车（Plug-

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PHV）、

纯电池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EV）与燃料电池动力车（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FCV）等四大类型。

2019 年 8 月 20 日富士经济公布

了电动车全球市场的调查结果，此次调

查对象是除了货车、巴士、超小型汽车

以外的其他汽车。

依据调查结果，2035 年汽车新车

各种车型的销售数量如下，混合动力汽

车（HV）为 2018 年的 3.4 倍将达到

785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

为 2018 年的 17.8 倍将达到 1103 万辆，

电动汽车（EV）为 2018 年的 16.9 倍

将扩大至 2202 万辆。EV 新车销售数

量由于欧洲和中国汽车公司扩大产品投

入，预计 2021 年将超过 HV。

2035 年 EV 的最大市场是中国，

将占全球市场的约 50%。预计 2021 年

HV 比 2020 年增长 2.8% 将达到 297

万辆，同时 EV 增长 39.1% 将达到

359 万辆。HV 以日本为中心市场需求

依旧较大，亚洲和东亚地区也已经普及，

而欧洲和中国地区由于 EV、PHEV、

48V 轻度 HV 的积极推广，HV 的市场

增幅较小。

PHEV 市场受奖励政策影响在中

国和欧洲不断扩大，预计 2035 年市场

规模将超过 1000 万辆。只是，由于

PHEV 与 EV 和 HV 相比零部件数量多

很难降低成本，市场扩大的速度比 EV

缓和。预计 HV、PHEV、EV 的新车销

售合计数量将超过 4000 万辆。

目前，全世界先行普及的电动汽车

是 HV，市场规模已超过一年 200 万辆。

其中日本占 40% 以上。今后，日系汽

车公司将进一步缩小 HV 与燃油车的价

格差距，随着新用户的不断增加，市场

需求将逐渐扩大。以美国为中心越来越

多的国家采取政策限制燃油车，预计未

来市场对 HV 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PHEV 以中国市场为

中心，不断扩大市场规模。EV 市场在

2018 年全球范围内大幅度增长。续航

距离超过 400km 的 EV 的真正推广、

各国环境保护活动强化以及 EV 普及政

策助推了市场规模扩大。但是，目前

EV 事业收益较低以及新兴发展国家充

电和电力基础设施是待解决的课题。

从全球销售市场的分地区来看，目

前推动电动汽车市场扩大的是中国。预

计 2035 年 EV 市场份额如下，最大的

中国市场为 2018 年的 13.7 倍将达到

1056 万辆，欧洲为 2018 年的 32.1 倍

将达到 674 万辆。在中国和德国汽车公

司积极推动下，EV 市场的扩大令人期

待。

另外，以 EV 为中心 HV、PHEV

的销售也将不断增长。日本市场 HV 占

90% 以上，今后虽然 EV、PHEV 的

销售也将逐渐扩大，基本上还是持续以

HV 为中心发展。

欧洲地区先行普及的是 HV，预计

2021 年开始 EV 将急速普及。目前欧

洲 EV、PHEV 的市场虽然在逐渐扩大，

但是 HV 市场的增长缓慢。

现在北美也在先行普及 HV，2018

年 EV 的销售为上一年的 2.4 倍达到了

26 万辆。虽然目前市场以 HV 为中心，

长期来看 EV 将引领北美市场。预计北

美 PHEV 的市场在 2025 年将达到近

100 万辆。亚洲和东亚地区目前市场规

模虽小，今后有望扩大。预计 2035 年

HV 将达到近 200 万辆，PHEV 和 EV

也将达到 50 万辆左右。

展望未来，在油价趋于合理，电池

续航力延长，电动车价格越接近市场期

待，可以有效拉升全球电动车市场向上

增长。

电动车引进新动力系统技术

全球主要车厂多正进行开发各种节

能车辆技术，并积极应用到量产车当中，

除了在引擎效率上的精进，车辆电动化

亦为节能车辆的主流，例如在复合动力

车方面，目前 ISS（怠速停止）系统已

被欧洲车厂广泛采用，未来可能进一步

导入 48V 系统；而 GM、Nissan 等，

则是在插电式复合动力车与纯电动车市

场上领先。除了采用电池供应的电动车

技术投入研发外，利用氢气与氧气产生

电力的氢燃料电池车，也是未来电动车

在电力选择的技术项目之一，国际车厂

如丰田、本田、宝马……等都投入研发

能量在氢燃料电池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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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V 将成为未来车辆电压标准

受限铅酸电池的 12V 系统不支持

100A 以上的电流值，但今后车载电子

系统将会使用到高达3kW的输出功率，

因此，德国奥迪（Audi）在 2013 年举

行的 AABC 上表示，Audi 与 BMW、

戴姆勒（DaimlerAG）和保时捷等多

家汽车公司已决定从 12V 系统转向

48V 系统。Audi 公司已经计划在原有

的 12V 引擎以外加装 48V 锂离子充电

电池模块，透过 DC-DC 转换器连接

48V 锂离子充电电池模块，让汽车可支

持达 130A 的电流。

在复合动力系统中，为达到较高效

率的马达动能，传统使用的 12V 无法提

高马达的使用效率，需要提高使用的电

压到 48V，才能有效提高电动马达的使

用效率，以达到所设定的低 CO2 排放

的目标。车辆零部件厂商正加速汽车内

部电源采用 48V 的电力供应架构。这项

48V 的汽车动力技术，结合了双重电压

配置以及“启动 - 停车”（start-stop）

技术的优势，可以更有效率地撷取汽车

的煞车能源，提高可高达 15% 的燃油

效率，同时，也可以为汽车提供更多的

电子负载功率。

美国 Continental 公司计划使 48V

锂离子充电电池模块实现标准化。该公

司已经与电池厂商 SK Innovation 携

手成立了合资公司——SK Continental 

E-motion，并开发出 10Ah 电池模块。

A123Systems 也致力于开发 48V 锂

离子充电电池模块，48V 锂离子充电电

池模块不但能提高 10 ～ 15% 的效率

且具有高性价比。恩智浦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则以其 Flex Ray

收发器系列支持汽车产业在未来车型

中采用 48V 供电电压。NXP 新型的

48VFlexRay 供电系统不仅提升原有的

48VCAN 收发器系列，且耐压性能可

达到 ±60V。

国际领导整车厂与 Tier1 厂商均决

定投入 48V 的产品开发，希望借由提早

投入开发，当洁净动力与电动车世代来

临之际，Tier1 厂商已经准备好 48V 的

模块产品，整车也已经完成 48V 的整车

测试，并且可以在市场上贩卖。

图 2 48V 轻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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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速启停系统为电动车辆必备系

统

为了提高引擎的油耗，对于无谓的

引擎运转，若能够将引擎熄火，待需要

时再行启动引擎，避免车辆静止时，引

擎还持续在运转。日本财团法人能源节

省中心就针对车辆怠速运转时将会消耗

多少油料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一辆引擎

排气量 2L 的汽车在不开空调，处于空

档的状态，怠速运转 10 分钟，大约消

耗 140c.c. 油料。排档于 D 档和开启

空调，油料消耗量将暴增到 260c.c.。

以此消耗量进行推算，在每天怠速 10

分钟状况下，一年时间浪费 51 ～ 95

公升油料，多排放 120 ～ 220 公

斤 CO2。因此，车厂开发出一自动

的系统，称为怠速启停系统（Idle 

Stop&Start,ISS），便是让引擎在怠速

运转时可以自动熄火和自动启动，可以

达到节省油耗和减少 CO2 排放。

怠速启停系统由系统侦测煞车动

作、车速、电瓶电压、车内温度、油门

踏板踩放频率、怠速位置、车轮速度等

讯号，由系统自行决定引擎进行熄火或

是启动动作，同时在显示仪表板或中控

台上显示 Stop 和 Start 字样。

怠速启停系统启动时，将利用电动

马达维持引擎熄火时的自动变速箱油

压，以利车辆可以迅速起动前进。为避

免使用上的不便与车辆无法顺利启动，

怠速启停系统在以下环境与状况将不会

运作：

车外温度太高或太低（例如：高于

摄氏 55℃或低于摄氏 -10℃）。以避

免引擎系统内部的水温与油温变化幅度

太大，造成车辆无法启动。

车内温度高于空调设定温度。以维

持车用空调压缩机可以持续运转，让车

内温度迅速到达空调设定温度。

车辆位于斜坡路面。由于引擎熄火

后再点燃，还需要约 0.4 秒的时间，为

避免车辆再点火时发生滑动现象，故维

持引擎持续运转，以保持车辆四轮锁定

的安全要求。

电瓶电压偏低。在熄火前，将会监

测电瓶电压，避免电压偏低而无法再次

启动。

国际 Tier1 投入开发怠速启停系

统用启动马达

怠速启停系统就是在现有汽车上

装置一新的汽车零部件：整合式起动

马达发电机（ISG），借由电力系统控

制，快速启动熄火的引擎，国际大厂有

日商：DENSO 和 Hitachi，以及德商

BOSCH 都已经开发出此关键汽车零部

件。

国际整车厂采用自家怠速启停系

统

日本 Toyota 公司在 1970 年代，

在 Crown 车型上安装了全球第一个怠

速启停系统装置，在当时东京街道上测

试数据显示，可以提升油耗达到 10%

水平，此项怠速启停系统创举，在当时

引起了欧洲车系厂商注目。在 1980 年

代，欧洲意大利品牌 Fiat 的 Regata 车

款与德国大众集团的第二代 Polo 上，图 3 启动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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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配备了怠速启停系统。之后，大众

Lupo、奥迪 A2 也都配备了怠速启停系

统，使得越来越多车款把怠速启停系统

列为标准配备。

随着各车厂纷纷加入怠速启停系统

后，为了凸显自家系统优势，各车厂也

为自家怠速启停系统命名了专属名称。

在日系车厂方面，Daihatsu 在 2012

年 11 月 3 日发表“ecoIDLE”怠速启

停系统，以 JC08C 规范测试，油耗最

高可达到 26.0km/L。现代汽车于 1999

年推出油电混合车第一代 Insight，

也在日规车型上搭载了名为“auto 

maticidle stop”怠速启停系统。

马自达推出 i-STOP 系统，当引擎

熄火时，i-STOP 智能怠速引擎启停系

统，会把活塞停在首先作动汽缸中适当

位置，并完成扫气行程。一旦引擎重新

启动，则应用缸内直喷技术快速点燃燃

油，以驱动马达运转，整个启动时间仅

需 0.35 秒，并且重新启动过程平顺无

震动，此系统亦能根据车辆行驶状态决

定作动与否，以确保驾驶者之用车安全

及乘坐舒适。

怠速启停车辆市场推升力道强劲

欧洲对于绿色环保意识高涨，对于

车辆燃油效率要求也是最高。在 1980

年代，欧洲地区主要车厂开始在部分车

款量产配备怠速启停系统，近期在欧洲

地区发表的大多数新款车型都已经配备

了怠速启停系统，同时也外销到海外地

区，也带动美系、日系厂商在新推出车

款中，普遍都配备了怠速启停系统，带

动怠速启停系统市场的增长动能强劲。

电动车引领车辆产业进入新市场

与新契机

在全球各主要车辆市场中，如：中

国、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已订定未

来车辆能源消耗要求。目前全球主要车

厂已投入开发电动车，无论是复合动力、

插电式复合动力、纯电池电动车以及燃

料电池车等。随着电动化技术的精进，

各车厂正努力朝向未来法规要求的高能

源使用率。

电动车在开发初期需要投入较高的

投资成本，为使得投入回收期可以缩短，

可尽早切入庞大的消费市场中，以大量

的销售额，来加快回收初期的投入成本，

并拥有更多的研发经费，投入下世代市

场需求的产品。随着现今最大的车辆消

费市场已是中国，我国的配套企业可将

开发成功的电动车产品，尽早投入目前

的市场中，以中国拥有较大规模经济优

势，带动产品销售高度增长。

图 4 两段电磁式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