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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l 在高科技和汽車行業擁有超過 35 年的經驗。最近，他擔任 IHS Markit 

汽車技術部門的研究主管。他的最新研究集中在自動駕駛汽車和移動即服務。

他是 Telematics Research Group 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被 iSuppli 收購

（IHS 於 2010 年收購了 iSuppli）；在此之前，他與人共同創立了 Future 

Computing 和 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此前，Juliussen 博士曾在德州

儀器 (TI) 擔任微處理器和 PC 的戰略和產品規劃師。他是 700 多篇論文、

報告和會議報告的作者。他獲得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普渡大學電氣工程

學位，SAE 和 IEEE 成員。 

 

本專欄提供了全球電動汽車市場展望，包括中國、美國和全球電動汽

車趨勢，以及具有一些電動汽車影響力觀點的前 5 名電動汽車品牌。

數據來自多個來源，並在使用時列出。 

中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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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最大的汽車銷售市場，也是向電動汽車轉型的領導者。中國製

定了成為電動汽車技術主要參與者的長期戰略。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

賴於中國以外的汽車行業的知識產權和生產專業知識，用於內燃機汽

車（ICEV）。這導致大多數中國領先企業與歐洲、日本、韓國和美國

的汽車原始設備製造商建立了合資企業。 

中國決心成為電動汽車技術及其供應鏈的領導者，並在今天成功地達

到了這樣的地位——尤其是在電池技術和生產領域。中國有幾家遵循

特斯拉戰略的電動汽車初創公司，如蔚來、小鵬等。比亞迪是一家 

1995 年的 ICEV 初創公司，現已成為電動汽車和電池生產領域的領

導者。中國的 ICEV 公司也在迅速轉向電動汽車生產。 

中國汽車銷售和生產統計數據可從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AAM) 獲得。 

下表是乘用車銷量，包括純電動汽車 (BEV) 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 

(PHEV)，來自 CAAM 的 2020-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年數據。2020 

年乘用車銷量達到 2018 萬輛並在 2021 年增加到 2148 萬——增長 

6.5%。 

  

 

BEV 的銷量在 2021 年增長了 173% 以上——從 2020 年的 100 萬

輛增長到 2021 年的超過 270 萬輛。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錶現良好，

從 2020 年的 247,000 輛增長到 2021 年的 600,000 輛——增長了 

143%。BEV 和 PHEV 的總銷量從 2020 年的 125 萬輛躍升至 2021 

年的 333 萬輛，增長了 167% 以上。BEV 顯然是首選的電動汽車類

別，在 2021 年佔電動汽車的 82%。 

http://en.caam.org.cn/Index/lists/catid/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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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電動汽車市場份額增長至 15.5%，而 2020年為 6.2%。純電動

汽車市場份額從 2020年的 5%躍升至 2021年的 12.7%。2022年上半年

電動汽車市場份額達到 24%，其中純電動汽車佔比近 19%。 

中國電動汽車出口 

中國不斷增長的專業知識和電動汽車生產增加了其對包括歐洲在內的

多個國家的電動汽車出口。下表顯示了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上半年的數據。 

  

 

CAAM的上述數據顯示，從 2020年到 2021年，中國電動汽車出口增

長了 4倍以上。中國汽車出口的電動汽車份額從 2020年到 2021年的

9.1%翻了一番多。2022年上半年，電動汽車出口達到 20.7%的總數。 

根據 InsideEVs 的一篇文章，2021 年在歐洲銷售的大量電動汽車是在

中國生產的。2021 年在歐洲註冊的 120 萬輛乘用電動汽車中，超過 

17.5 萬輛是中國製造的，市場份額為 14.5%。 

然而，這些電動汽車中的大多數是由與美國或歐洲有聯繫或所有權的 

OEM 製造的，例如特斯拉、達契亞（雷諾）、北極星（沃爾沃）和寶

馬。這些品牌約佔在歐洲銷售的中國電動汽車的 85%。 

這種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中國電動汽車品牌未來的市場份額有可

能增加。一些中國電動汽車初創公司已經在歐洲表現良好。美國會是

下一個嗎？ 

美國趨勢 

美國在轉向電動汽車方面比中國和歐洲慢，而且可能會落後很多年。

2022 年 4 月，電動汽車的累計銷量超過 260 萬輛，到 2022 年底將

超過 310 萬輛。 

https://insideevs.com/news/585693/electric-cars-cmade-china-sel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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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一直是說服汽車購買者轉向電動汽車的主要因素。特斯拉一直

是壓倒性的領導者，2021年 BEV市場份額約為 77%，電動汽車市場

份額接近 60%。在任何行業都無法保持如此高的市場份額，而特斯拉

的市場份額正在下降，因為其他 OEM正在推出流行的純電動汽車。 

下表總結了 2014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美國電動汽車的銷量。2011-

2019 年的數據來自阿貢國家實驗室的交通研究中心。這些數據可以追

溯到 2011 年，還有 1999 年開始的混合動力電動汽車銷售數據。 

2020 年至 2022 年的數據來自 InsideEVs 網站的各種文章。 

 

電動汽車銷量快速增長——從 2014 年的 119,000 輛增長到 2021 年

的 608,000 輛。自 2014 年以來，BEV 在美國的銷量已經超過 

PHEV。2021 年，BEV 的銷量是 PHEV 的 3.4 倍。 

電動汽車銷量占美國汽車總銷量的一小部分，但在不斷增長，到 2016 

年低於 1%。2021 年，電動汽車銷量佔輕型汽車總銷量的 4.15%，純

電動汽車超過 3.2%。到 2022 年，電動汽車的銷售份額應遠高於 

5%。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份額也在增加，但最終將達到頂峰，因為

純電動汽車是長期贏家。 

全球趨勢 

如下表所示，全球電動汽車銷量正在顯著增長。數據來自 EV–

Volumes，這是一家瑞典公司，它跟踪所有 EV 細分市場，擁有我見

過的最詳細的 EV 數據。 

https://afdc.energy.gov/files/u/data/data_source/10567/10567_pev_sales_2-28-20.xlsx.
https://insideevs.com/news/category/sales/
https://www.ev-volumes.com/
https://www.ev-volu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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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型汽車的全球電動汽車銷量份額從 2014 年的 0.44% 增長到 2021 

年的 9.49%。2022 年前五個月，電動汽車市場份額增長到 12.3% 以

上。BEV 的份額在同一時間段內從 0.27% 增加到 6.65%，並在 2022 

年進一步增加到 8.7% 以上。 

全球電動汽車銷量從 2014 年的 31.5 萬輛躍升至 2021 年的近 650 

萬輛。純電動汽車的銷量從 2014 年的 19.2 萬輛增加到 2021 年的近 

460 萬輛。 

前 5 名 EV OEM 

自 2018 年 Model 3 量產以來，特斯拉一直是領先的銷售品牌。特斯

拉很可能會在幾年內保持 BEV 的領先地位，但如果包括 PHEV，則

可能會被超越。 

下表顯示了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前 5 名 BEV 品牌。數據來自 

InsideEVs。 

 

特斯拉在 2020 年銷售了 50 萬輛 BEV，到 2021 年幾乎翻了一番，

達到 94 萬輛。特斯拉的全球市場份額從 2020 年的 23.3% 下降到 

2021 年的 20.3%。前 5 名公司在 2020 年的市場份額為 59.5%，

https://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worldwide-EV-sales.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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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降到 55%。 2021. 這表明隨著許多原始設備製造商提供更

理想的車型，BEV 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 

下表顯示了 EV 的類似數據，包括 BEV 和 PHEV 的總和。特斯拉

再次成為 BEV 銷量的領頭羊。大眾汽車這兩年都位居第二。 

 

2020 年，前 5 大品牌銷量超過 160 萬輛，佔全球 313 萬輛電動汽

車總銷量的近 52%。到 2021 年，電動汽車總銷量翻了一番多，達到

近 650 萬輛。排名前 5 位的品牌數量超過 330 萬，佔總數的 

51%。 

純電動汽車的影響 

向電動汽車，尤其是純電動汽車的不斷過渡，對汽車電子行業產生了

重大影響。這是關鍵問題的示例： 

• 模擬芯片：  BEV 需要的模擬芯片是 ICEV 的許多倍。這是由

於電池管理系統和控制 ECU 需要大量模擬 IC。這種 BEV 的

增長正在加速模擬技術的開發和生產。模擬芯片生產的增長速度

是否足以跟上 BEV 的擴張速度？本文對汽車行業的模擬芯片有

一些看法。 

• 低功耗設計： 為了擴展 BEV 的範圍，對 BEV 中的所有電子

系統使用低功耗設計非常重要。可能會出現更好的實施和創新技

術。 

• 軟件定義車輛：  OEM 需要快速轉向軟件定義車輛 (SDV)。設

計新的 BEV 車型是擁抱 SDV 戰略的絕佳機會。所有初創的 

BEV 公司都在推出 SDV-BEV。傳統的原始設備製造商，沒有

那麼多或不夠快。從長遠來看，每輛 BEV 都將基於 SDV。本

專欄對這個重要主題有看法。 

https://ihsmarkit.com/research-analysis/analog-chips-poised-to-become-the-next-big-threat-to-automak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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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電站： 換電站在中國取得了成功——尤其是蔚來，截至 2022 

年 7 月上旬，蔚來已完成 1000 萬次換電。換電在其他地區是

否可行？ 

• 電池技術創新： 需要電池技術創新，公司和國家之間為爭奪下

一代電池技術的領導地位展開了多重競爭。 

• 無線 BEV 充電：無線 BEV 處於不同的測試和試用階段。它

具有長期潛力和多重優勢。它會在五年、十年或以後變得重要

嗎？ 

概括 

下表最後一個表格匯總了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前五六個月的

電動汽車銷售滲透率。對五個地區進行了比較。 

 

  

在主要的汽車購買地區中，中國和歐盟遠遠領先於美國。由於計劃推

出許多理想的 BEV 車型，美國可能會在未來五年內縮小差距。美國

最近流行的許多型號都受到生產限制。 

所有地區都表明，純電動汽車正朝著成為未來電動汽車主導技術的方

向發展。挪威展示了三大地區的未來——問題是這會在 2030 年還是 

2035 年發生。 

BEV 正在成為汽車行業的主導動力系統。所有主要的汽車原始設備製

造商都計劃實現這一目標並進行相應的投資。ICEV 到 BEV 是一種

過渡，在整個汽車行業（原始設備製造商、供應鏈、市場領導者、區

域領導者結構等等）都具有劇變潛力。當前的領導者（公司和國家）

不會保留其在 2030 年代和 2040 年代 BEV 行業中的當前地位。 

https://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regional-EV-sales.png


汽車購買者也看到了這種勢頭——尤其是在投資緩和氣候變化具有高

度優先性的國家和地區。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相信。BEV 將需要更多的

改進和技術進步。由於許多行業對所需技術的廣泛投資，這些都在進

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