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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从

产业发展、推广规模和车辆类型三方面，分析新能源公共汽(电)车的推广应用现状。采用数据抽样

和对比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在电池性能、续驶里程、运营时间、运营里程等方

面与传统公共汽(电)车之间的差异，以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分别

从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加强运营监管力度、注重质量安全控制以及提升企业运营能力四方面提出具

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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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s market, the buses equipped with new energy tech-

nology are experiencing a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new energy

buses in three aspec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rketing scale, and vehicle types. Using data sampl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w energy buses and tradi-

tional buses in battery performance, driving range, operating time, operating mileage, as well as the key

problems in charging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in four aspects:

improving subsidy policy, strengthening operational supervision, improving quality and safety, and enhanc-

ing operational capability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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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国家的重大

战略部署。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将发展新

能源汽车作为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举

措之一，同时也作为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支撑产业之一。2014年，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

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4]35 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将公共服务领域作

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突破口 [1]。2015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加快推

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

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

在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交

运发[2015]34 号)，明确提出至 2020 年中国

推广应用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应达20万辆[2]。

本文基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

发部署的“城市客运新能源汽车数据采集平

台”(以下简称“采集平台”)和 2010—2015

年《中国城市客运发展报告》 [3]的统计数据

以及实际应用案例资料，对中国新能源公共

汽(电)车发展现状及其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的

主要问题予以分析。

张 沫，刘文峰，李 斌，赵 琳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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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能源公共汽新能源公共汽((电电))车发展现状车发展现状

11..11 产业规模产业规模

为推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2009

年财政部、科技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四部委”)联合启

动“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

试点工程，首次以财政补贴方式鼓励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在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公务

车、环卫车和邮政车等公共服务领域率先推

广使用[4]。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

了刺激作用，开启探索式发展。根据《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推荐车型目录》 [5](以下简称

《目录》 )的统计数据，2009年底，列入《目

录》的纯电动公共汽(电)车制造企业有4家，

共9款车型。截至2012年，累计企业数量达

41家，平均每年新增12.3家；累计车型数量

增至143款，平均每年新增44.7款。

2013年，四部委启动新能源汽车推广示

范城市创建工作，继续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

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新能源公共汽

(电)车产业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截至

2015年底，纯电动公共汽(电)车制造企业已

达 84家，平均每年新增 14.3家(见图 1)；累

计车型达 912 款，平均每年新增 256.3 款。

其中2014年和2015年新增车型分别为195款

和502款(见图2)。

2015年，受财政补贴政策的扶持，新能

源公共汽(电)车产业出现爆发式增长，不仅

新增整车制造企业和车型数量明显增长，新

能源公共汽(电)车销量也达到峰值。2015年

1—11月，中国公共汽(电)车总销量达 8.0万

辆，同比增长 8.26%。其中新能源公共汽

(电)车销量近4.5万辆，占总销量的56%，已

超过传统公共汽(电)车。而2014年同期，新

能源公共汽 (电)车销量比例仅为 20%[6](见

图 3)。

11..22 推广规模推广规模

2009年启动“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程项目，实施四年共创

建示范城市 25个。2013年启动新能源汽车

推广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创建示范城市(群)

88个，覆盖26个省(区、市)。新能源公共汽

(电)车推广应用工作正在通过以点带面的方

式逐步深化，由试点应用向普及推广转变，

推广规模逐年扩大。根据《中国城市客运发

展报告》 [3]的统计数据，2010年推广初期，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仅在 17个省(区、市)少

5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新增企业数量 累计企业数量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企
业
数
量

/个

4

21
25

11

36
41 42

58

84

26

16

4 5
1

年份

图1 2009—2015年纯电动公共汽(电)车制造企业数量

Fig.1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5

资料来源：文献[5]。

图2 2009—2015年纯电动公共汽(电)车推荐车型数量

Fig.2 Number of recommended modes of electric buses from 2009 to 2015

资料来源：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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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4—2015年公共汽(电)车销量

Fig.3 Sales volume of new energy buses in 2014 and 2015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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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试点应用，推广数量共计 2 927辆，仅占

公共汽(电)车总量的0.7%。在17个推广省份

中，平均每省推广应用 172辆，其中推广效

果最好的是湖南省，共推广 779辆，占当年

推广总量的 26.6%。历经四年的推广应用，

截至 2015 年底，拥有新能源公共汽(电)车

的省 (区、市)已达 30 个，推广城市超过

110个，覆盖公交企业 300余家；中国新能

源公共汽(电)车总量达 8.67万辆，占公共汽

(电)车总量的 15.4%(见图 4)；新能源公共

汽(电)车增长趋势明显，较 2013 年同比增

长 136.7%。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应用，带动了城市公共交通领域能源结构的

改变，清洁能源逐步得到重视及应用。长期

以来，柴油一直作为公共汽车的主要能源类

型。2010年，柴油公共汽车占公共汽(电)车

总量的69%；而2015年，该比例已逐步降至

45.1%，平均年降幅达4.8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清洁能源天然气公共汽(电)车所占比例

已由 2010年 13.05%升至 2015年 33.54%，平

均年涨幅4.1个百分点；而新能源公共汽(电)

车所占比例则由0.70%升至15.43%，平均年

涨幅 2.9个百分点(见图 5)。公共汽(电)车动

力能源由燃油动力向清洁能源动力转变的趋

势已逐渐清晰。

11..33 主流车型主流车型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按燃料类型可分为

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和燃料

电池，其中燃料电池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

暂未商用化。与纯电动公共汽(电)车相比，

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更符合传统公

共汽(电)车运营习惯，在推广应用初期倍受

市场青睐。纯电动公共汽(电)车中，按照充

电速度分为慢充纯电动和快充纯电动公共汽

(电)车；按照充电形式分为电桩式、换电

式、集电弓式、无线充电公共汽(电)车以及

双源无轨电车。根据采集平台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5年8月，已投入运营的纯电动公共

汽(电)车中，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

占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总量的 59%，慢充纯

电动公共汽(电)车占 18%；而快充纯电动公

共汽(电)车以充电速度快、电池装载量小等

性能优势，逐渐受到公交企业的认可，自

2015年起，其推广应用数量出现高速增长，

已占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总量的15%(见图6)。

根据文献[11]统计数据，2015年1—11月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总销量超过6.6万辆。其

中，纯电动公共汽 (电)车销量近 5 万辆。

6~<8 m小型纯电动公共汽(电)车首次成为主

体车型，销量占总量的53%，是2014年同期

的 181倍。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的

销量仍集中在≥10 m的大型客车，占总量的

图4 2010—2015年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推广数量

Fig.4 Number of promoted new energy buses from

2010 to 2015

资料来源：文献[3]。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数量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占总量比例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份

0

数
量

/万
辆

10

9

8

7

6

5

4

3

2

1 0.29
0.78

1.34
2.22

3.66

8.67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比
例

/%

图5 2010—2015年不同燃料类型公共汽(电)车比例

Fig.5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fuel types of buses from

2010 to 2015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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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5年新能源公共汽(电)车车辆类型

Fig.6 Proportion of new energy buses types in 2015

资料来源：“城市客运新能源汽车数据采集平台”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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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见图7)。

22 新能源公共汽新能源公共汽((电电))车推广现存问题车推广现存问题

22..11 电池衰减速度高电池衰减速度高

从采集平台抽样选取 7个省(区、市)共

10家公交企业的统计数据与应用案例数据，

对电池衰减问题进行对比分析。样本企业共

推广纯电动公共汽(电)车1 510辆，均为慢充

纯电动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材料以磷酸

铁锂为主；在抽样车辆中，2012年底前上线

运营车辆占89%，运营年限已满三年，2013

年上线运营车辆占 11%，运营年限已满两

年。经统计，样本车辆使用一年后电池平均

衰减率为 10.3%，使用二年后电池平均衰减

率为 20.9%，第三年电池平均衰减率为

47.9%，其中有7家企业的纯电动公共汽(电)

车运营已满三年。

在样本企业中，两家企业的纯电动公共

汽(电)车由于电池衰减已处于停运状态的车

辆共计 35辆，占抽样车辆的 2.3%。公交企

业为适应电池衰减后的车辆运营能力，不得

不对车辆运营方案进行调整。通常采用的措

施包括：增加该线路车辆数、增加充电时

长、增加日充电次数、将车辆调整到运营强

度低的线路上运营、与传统公共汽(电)车混

合编组运营、更换电池组等。

慢充纯电动公共汽(电)车主要选用磷酸

铁锂材料作为动力电池，电池循环寿命可达

2 000次，理论上可以满足5~8年的使用。但

抽样车辆集中生产于 2010—2012 年，受当

时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及制造工艺所限，电池

一致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等性能指标有很

大的局限性；同时，在动力电池使用环节，

不良的使用环境以及不当的充电方式也进一

步加快了电池衰减。2010—2011年上线运行

的慢充纯电动公共汽(电)车普遍存在电池衰

减问题，电池寿命仅维持3~4年。根据文献

[3]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纯电动公共汽(电)

车共 957辆，2011年增至 1 218辆。如果按

电池4年的使用寿命计算，2015年将有超过

2 000辆纯电动公共汽(电)车面临动力电池组

更换或停运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同类型车

辆规模将逐渐扩大，此类问题也将日益突

出，车辆既不能报废处理也不能上路运营，

在消耗着公交企业财力的同时，也将占用大

量公共停车与电池安全维护资源。

22..22 纯电动车辆运营里程纯电动车辆运营里程、、运营时间短运营时间短

从采集平台抽样选取10个省(区、市)的

20家慢充纯电动公交企业和 20家插电式混

合动力公交企业，对比其车均日运营里程和

车均日运营累计时长。结果表明，慢充纯电

动样本企业总的车均日运营里程为165.2 km，

车均日运营累计时长8.1 h；插电式混合动力

样本企业总的车均日运营里程216.2 km，车

均日运营累计时长 12.7 h。慢充纯电动公共

汽 (电)车的日运营里程低于全国平均值

(195.0 km[3])，运营能力不佳，且车均日运营

累计时长无法满足每日 14~16 h 的运营要

求。单从运营时长来看，慢充纯电动公共汽

(电)车仅相当于传统公共汽(电)车一半的运

营能力。这一统计结果与公交企业谈及的两

辆纯电动公共汽(电)车当一辆传统公共汽

(电)车使用的问题不谋而合。

22..33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只买车不建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只买车不建桩

采集平台上已填报混合动力公共汽(电)

车共 17 711 辆，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

10 425 辆，占 58.9%；传统混合动力车辆

7 286辆，占41.1%。2013年，四部委联合出

台《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的通知》 (财建[2013]551号)，明确将插电式

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划入2013—2015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范畴，并规定≥10 m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获25万元购

置补贴[7]。政策的出台大力推动了插电式混

合动力公共汽(电)车的推广应用。采集平台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各仅有1家

公交企业采购并上线运营插电式混合动力公

共汽(电)车；2013年先后有10家公交企业上

图7 2015年不同车型新能源公共汽(电)车销售比例

Fig.7 Proportion of sales volume of new energy buses in 2015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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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营；2014 年新增 31 家，共投入运营

2 614 辆车；2015 上半年新增 655 辆，新增

企业17家。

在采集平台注册的公交企业中，有 61

家运营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提取

这 61家企业的充电设施建设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38家公交企业从不对插电

式混合动力车辆进行充电，占62%；25家企

业没有配建充电设施，占41%。

公交企业采购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

(电)车，却不对车辆进行外接电源充电，仅

依靠传统燃料驱动车辆运行，未能达到新能

源车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但每辆插电式混

合动力公共汽(电)车却可以获得中央财政补

贴 25万元，按照地方补贴 1:1配置，每辆车

所获国家及地方财政扶持经费达 50 万元。

而采集平台内已统计的不充电插电式混合动

力公共汽(电)车为5 358辆，涉及国家及地方

购置补贴金额高达26.8亿元。

同时，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不

充电、不配备充电设施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在 25家未配建充电设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中，14家企业表示，

其公交场站内不具备建设充电设施的土地、

电力及管理条件；6家企业表示，本地天然

气资源丰富，使用天然气的运营成本低于充

电；5家企业表示，充电设施的建设位置与

车辆日常运营线路的分布并不匹配，充电增

加空驶里程，延长司乘人员工作时长。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的充电设施建设、

运维与使用环节存在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

度上对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推广应用产生负

面影响。

33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33..11 调整完善补贴政策调整完善补贴政策

1)中央和地方将支持重点从购置环节转

向使用环节，根据车辆使用特点创新支持方

式，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车辆使用成本

降低与便利性提升。2)以充电量或纯电动行

驶里程为运营补贴标准，建立多用电多补贴

的补贴机制[8]。3)调整购置补贴方式，由购

置补贴转为对先进技术的创新奖励，以奖代

补，通过对节能减排效果好、车辆质量过

硬、售后服务到位的整车制造企业进行资金

奖励，以引导产业注重技术提升和成本降

低，打造品牌优势，逐步实现新能源汽车去

补贴、市场化的可持续发展。

33..22 加强运营监管力度加强运营监管力度

1)细化《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考核办

法(试行)》 (交运发[2015]164号)[9]，提升文件

的可操作性，通过有效手段确保数据真实

性。2)建立新能源汽车运营监控平台，创建

新能源营运车辆电子档案，通过智能化手

段，对新能源车辆的运行轨迹、运营里程、

运营能耗及运营时间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测，

对车辆的实际运营过程和效果进行有效评

估，为运营补贴的发放提供数据支撑。3)对

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的日充电次

数、充电时间以及纯电动运行里程进行监

测，改善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电)车不充

电问题。4)建立运营监管处罚机制，对购车

不用、运营效果差的城市及企业进行处罚，

逐步实现重质保量的推广应用。

33..33 注重质量安全控制注重质量安全控制

1)根据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定期提高进入

推荐车型目录的技术门槛，鼓励整车制造企

业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2)实施市场退出机制，逐步淘汰质量不过

关、售后服务不到位的企业，提升产业整体

品质。3)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建立完善售

后服务体系，确保新能源公共汽(电)车安全

运行。4)鼓励公交企业进行车辆生产监造，

车辆生产过程中，公交企业可派出技术人才

驻厂监造，从生产源头控制质量。5)加快完

善充电设施和车用动力电池相关标准，确保

充电设施及动力电池的产品性能与使用安全。

33..44 提升企业运营能力提升企业运营能力

1)公交企业要主动提升自身运营管理能

力，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智能化管

理转型。2)鼓励企业搭建智能化运营管理系

统、电池监控系统，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

态、电池工作状态。3)根据运营线路特点，

车辆性能，合理安排充换电时间，制定相适

宜、可操作的排班调度计划，通过精细化、

智能化管理提升运营效果，降低运营成本。

4)重视车辆使用情况的长期跟踪及分析工

作，注重历史数据的收集和积累，为新能源

公共汽(电)车技术改进、运营效果评估提供

数据支撑。5)提倡科学使用动力电池，推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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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充、浅放的充电模式，有效延长电池使用

寿命。6)提倡采用新能源车辆与传统燃油车

辆混编的车队运营模式，在降低排放的同时

保障公共交通的运营效率。

44 结语结语

新能源公共汽(电)车推广应用工作任重

而道远。在追求推广数量的同时，不能忽视

其作为公共交通营运工具的本质。安全、高

效、可靠、节能环保等问题应协调统一考

虑。通过逐步调整完善补贴政策、着重加强

运营监管力度、注重质量安全控制以及全面

提升企业运营能力等方式，有效促进新能源

公共汽(电)车产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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