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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电产业战国时代华丽揭幕
文 | 张玉圆

2020 年汽车业遭新冠疫情重创，

全球汽车销售量出现约 2 成衰退，幸

好在各国刺激经济与减碳政策加持下，

电动车一枝独秀，2021 年全球电动汽

车（EV）的销量达 650 万辆，同比增

长 109%，占全部乘用车销量的 9%。

预计于 2035 年到 2040 年间超越燃油

车，全球产值超过 2.1 兆美元。

尽管目前电动车占全球新车销售仍

不到 10%，但在 2021 年已成为最热

门产业。电动车时代来临，主要归功于

三大驱动力：全球变暖、减碳目标及政

策利多。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有 77 个

国家及地区，宣誓在 2050 年达到净零

碳排；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

兴起绿色复苏的浪潮，为了达到积极的

减碳目标，许多国家已订出禁售燃油车

或全面电动化的时程，众多推力加速电

动车时代的到来。

2025 年欧美逾百款电动车问世

趁此汽车产业重新洗牌、百年难得

一遇的转型时刻，不论是传统车厂、电

动车厂，甚至新创小厂，都倾全力研发

创新，抢占商机。欧洲运输环境联合

会预估，2023 年欧洲地区每年都将有

30款以上的电动车问世，到了2025年，

欧洲市场将有 172 款电动车可供消费

者选择。研调机构 HIS Markit 也预测，

在美国市场，2026 年将出现 130 款电

为了达到积极的减碳目标，许
多国家已订出禁售燃油车或全
面电动化的时程，众多推力加
速电动车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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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由 43 个不同品牌车厂提供。

在众家车厂中，引领这波电动车浪

潮的就是特斯拉（Tesla）。2021 年

是 Tesla 表现亮眼的一年，93.57 万

台的销售量成功夺得第一，在全球新能

源车销量的占比 14.4%，稳坐冠军，

遥遥领先第二名比亚迪汽车的 73 万辆。

互联网汽车   Tesla 抢头香

Tesla 自 2012 年首度推出 Model 

S 以来，旗下车款屡屡掀起市场话题，

吸引许多传统车厂跟进。然而，Tesla

的策略不止贩卖车体本身，其科技业的

思维俨然是汽车界的苹果，不仅销售硬

件，也推动生态系加值服务，未来不光

是电动车卖钱，所衍生的自动驾驶及其

他服务，也可收费，宛如智能手机庞大

的周边生态系，这种想象无限的应用与

商机，形塑电动车与传统燃油车的最大

差异。

目 前 各 大 车 厂 开 发 电 动 车 的 主

要 趋 势 为 互 联 网 汽 车（Software-

DefinedVehicle；SDV），Tesla

的 空 中 下 载 技 术（Over-the-Air 

Technology；OTA） 进 化 史 即 是 最

佳 例 证， 其 OTA 应 用 重 点 从 2012

年推出的人机界面，进展至自动驾驶

及车载娱乐，包括锁定座椅记忆、语

音控制、地图显示、自动驾驶辅助系

统、 障 碍 物 侦 测；2020 年 1 月 更 正

式推出付费网络服务。目前 Tesla 推

出 的 服 务 包 括 增 强 型 自 动 辅 助 导 航

（EnhancedAutopilot；EAP） 及 全

自 动 辅 助 驾 驶（FullSelf-Driving；

FSD），都已向车主收费，采一次性

买断，未来将推出按月订阅制。

打破车厂自制模式

AppleCar 可能委外代工

放眼电动车产业，不论是话题、

关注度或创新地位，足以与 Tesla 互

相抗衡的，应属尚未问市、但盛传将

在 2024 年量产的 Apple Car。丰田汽

车（Toyota）总裁丰田章男曾发表对

Apple Car 的看法：“任何人都可以

制造汽车，只要有技术能力。然而车子

一旦造出来，就必须面对消费者，提供

长达 40 年的售后服务，这是科技业应

该要认知的。”

即便是以科技业身份跨足汽车业，

Tesla 仍选择自建产线，花了 17 年跌

跌撞撞才学会繁复的汽车制造，但擅长

研发、营销、通路管理的苹果，在制造

面似乎打算沿用 iPhone 模式，倾向委

外代工。分析师指出，苹果的毛利远高

于汽车制造商，如跨足制造及服务网络

庞大的汽车产业，能否维持高毛利，仍

有疑虑，但一向擅长破坏式创新的苹果，

或许已看到电动车产业不同的市场。

从专利看Apple Car 设计思维

Apple Car 是 2014 年于苹果内部

启动的泰坦计划 Titan Project，市场

上认为苹果目前计划打造消费大众使用

的个人车辆，在乘用市场一较高下，但

也不排除缩小规模，只推出先进车用操

作系统，并与1、2家传统汽车大厂结合。

相形之下，Google 电动车 Waymo 的

商业模式就大不相同，其要求全自动驾

载客服务 Waymo One 或货运运送服

务 WaymoVia，而非贩卖车辆本身。

苏孟宗指出，Apple Car 的设计

Tesla 的策略不止贩卖车体
本身，不仅销售硬件，也推
动生态系加值服务，未来不
光是电动车卖钱，所衍生的
自动驾驶及其他服务，也可
收费。



金属板材成形  2022.5

40 FEATURE 专题

思维可从苹果的专利布局看出端倪，包

括挡风玻璃的全息投影、车辆感知警

报系统、隐藏式使用接口、车内温湿度

控制系统、自动充电站、光纤主动式头

灯等等，都是业界关注焦点。其电池概

念也是产品策略的核心之一，采用单体

Monocell 设计，减少多余的封装模块，

以大幅降低成本并提高续航力；据传苹

果也在评估更安全、不易过热的磷酸锂

铁电池（LFP）材料。

传统车厂大进击 大量电动车加

速问世

面对科技业大军压境，传统车厂一

改过去聊备一格的电动车策略，订出积

极的电动车生产及销售目标，包括奥迪、

福特、保时捷、福特、日产、Volvo、

现代、Kia 等车厂，皆推出各种马力、

价位、续航力的车款，这些传统车厂的

策略宣示与重金投资，更象征电动车时

代的来临。

为了维持欧洲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

的地位，欧洲车厂对电动车的投资与推

广相对积极。占英国汽车产量 3 成的豪

华汽车品牌捷豹路虎，2019 年就宣示

脱柴入电，斥资 10 亿元英镑，将其历

史悠久的英国 Castle Bromwich 产线

转为专门生产电动车的工厂。JLR 也

在新任执行长博洛雷 Thierry Bolloré

上任后宣誓，2025 年 Jaguar 品牌不

再生产燃油引擎车，以符合英国政府

2030 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的规范，2039

年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

德国 BMW 也在去年 12 月宣布加

速电动车计划，以达减排目标。2023

年之前，BMW 集团将推出 25 款新型

电动车，其中 13 款为纯电，其余为混

合动力车。在 2021 年底前，该集团

将有 100 万辆电动车上路；2025 及

2030 年，集团营收来自欧洲电动市场

的比重分别为 33% 及 50%。

BMW 以往的生产策略是多项车款

皆用相同底盘，仅少数特殊车款例外。

即将大举推出的电动车系列也不例外，

去年 11 月，BMW 宣布正在开发电动

车专用底盘，以便未来在制造流程上更

具弹性。2020 年 7 月，BMW 在其欧

洲最大制造中心丁戈尔芬（Dingolfing）

启用全新的电动车组件制造中心，从原

先生产电动马达，进一步制造完整的动

力系统，包括马达、传动系统、电力组

件全部整合其中。

电动车销售量紧追在 Tesla 之后

的福斯也订出积极的电动车目标，包括

2023 年电动车销售 100 万辆、2025

年电动车占营收 25%、2028 年推出

70 款新款电动车（原订目标 50 款）。

美国车厂的脚步不如欧洲积极，

但正在加速追赶。福特宣告在 2022 年

前投资 115 亿美元发展电动车，目标

是届时全球有 40 款电动车。通用汽车

（GM）目标 2025 年全球电动车销售

达百万辆，2030 年之前有 20 款电动

车问世，并以旗下豪华车品牌凯迪拉克，

作为主力。

亚洲车厂善用合纵连横模式

相形之下，亚洲车厂则更热衷以合

纵连横的方式开发电动车市场。丰田与

BMW 也在去年 12 月宣布加
速电动车计划，2023 年之前，
将推出 25 款新型电动车，其
中 13 款为纯电，其余为混合
动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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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BYD）在 2020 年便宣布合

资发展纯电动车；上海汽车集团也与福

特合作，投资 23.3 亿美元在电动车开

发商；比亚迪也与日野策略合作，开发

商用电动车。

身为亚洲汽车业龙头，丰田设定电

动车销量于 2025 年累积达 550 万辆；

马自达（Mazda）则预定在今年宣布

首款电动车，2030 年达到全系列车款

均为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的目标；本田

（Honda）的欧洲主流车款将在 2022

年全部改为电动；至 2030 年，本田全

球销售将有三分之二来自电动车。

新创小厂拥利基 货卡及订阅制

抢市

除了传统车厂捍卫市场动作频频，

许多新创小厂也不容忽视。除了纯电动

力之外，新创小厂也搭载不同程度的自

驾及联网功能。其中最受嘱目的当属美

国新创公司 Rivian，因拿下亚马逊公

司 10 万台电动货车订单，一炮而红。

其车款已具备 Level3 自驾功能，并支

持 OTA 技术。此外，Rivian 在 2018

年对大众市场发表的货卡及休旅车也与

亚马逊高度结盟，车上搭载 Alexa 及

AmazonKey 等智能功能，获得美国

消费者的热烈预购。

今年是 Rivian 的关键年，3 款车

型包括亚马逊电动货车、R1T 货卡及

R1S 休旅车都是首度交货，如果市场

反应良好，将替电动车市场开启新的竞

争局面。Rivian 的生产策略是自建产

能，预计 2022 年产能为 4 万辆，未来

将在欧洲及亚洲扩厂，目标年产能 30

万辆。

另有两家值得关注的电动车新创品

牌：Lucid 及 Canoo，前者锁定豪华

电动车市场，具有 Level3 自驾功能，

并主打购车可享充电吃到饱的服务；后

者标榜只租不卖，将于 2022 年在美国

及中国启动共享订阅制服务，使用者可

透过 APP 支付月费。

苏孟宗表示，电动车产业已进入华

丽的战国时代，新车款与销售目标不断

更新之际，也代表了背后的无限商机；

除了既有汽车供应链零组件，电动车的

崛起，更将开展跨领域的生态系，包括

软硬整合的人机接口，以及新型态应用

服务，如物流、短程接驳、偏乡交通、

都市接驳等。同样重要的还有电动车的

关键的基础建设―充电设备及网络，都

是值得国内业者关注的新蓝海。

Rivian3 款车型包括亚马逊电动货车、
R1T 货卡及 R1S 休旅车都是首度交货，
如果市场反应良好，将替电动车市场开
启新的竞争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