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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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汽車 (EV) 現在被認為是大多數交通運輸領域的未來——這是一

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因為即使在五年前，電動汽車還被認為是一

種利基產品，在 20 年左右的時間裡不會變得重要。令人驚訝的是，

這種看法消失得如此之快。您可以在本專欄中看到我過去關於電動汽

車的一些討論。 

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情況，並就新出現的趨勢和

事件提供視角。在本專欄中，我將重點介紹使用可充電電池的兩個電

動汽車細分市場：電池電動汽車 (BEV) 和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汽車 

https://www.eetimes.com/ev-industry-trends-and-perspectives/
https://www.eetimes.com/ev-industry-trends-and-perspectives/
https://www.eetimes.com/price-range-choice-are-keys-to-bev-success


(PHEV)。BEV 將是長期的贏家，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是明顯的領

導者。 

電動汽車影響因素 

電動汽車行業現在競爭非常激烈，令人印象深刻的初創公司與所有傳

統汽車製造商爭奪市場份額。這增加了影響因素，這些因素正在改變

電動汽車未來成功之戰中的一些動態。 

 

特斯拉在 BEV 供應鏈戰略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從電池材料和電池

技術到電池系統和完整的 BEV。如今，大多數初創公司和 OEM 競爭

對手都在追隨特斯拉的成功之路。 

傳統汽車製造商正在投資於零部件和系統，以獲得 BEV 產品組合，

從而在汽車客戶群中展開競爭。這些投資在 BEV 行業的各個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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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嚴重的限制和短缺——供應鏈、電池技術和電池工廠、人員專

業知識等等。 

一個有趣的因素是，原始設備製造商將不再能夠在內燃機汽車 (ICEV) 

技術和新功能上進行大量投資。絕大多數 OEM 投資必須用於在 BEV 

行業中立足。這將使未來的 ICE 模型看起來陳舊，到 2030 年左右新

模型中幾乎不會出現改進。這可能會加速 ICEV 銷量的下降。 

充電基礎設施仍然是潛在電動汽車購買者的重要考慮因素。最近的一

項消費者報告調查發現，充電可及性是潛在電動汽車購買者的最大障

礙。政府、原始設備製造商和其他相關方對充電網絡進行了大量投

資。這是有希望的，但需要時間才能趕上電動汽車的快速部署。 

歐盟趨勢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 (ACEA) 於 2022 年 7 月發布了一份關於歐盟

實現零排放汽車之路的綜合報告。這是第五份年度報告，可在此處獲

取。該報告包括基於燃料來源的八個汽車細分市場的各種數據。有關

於汽車和貨車登記的單獨數據以及關於充電基礎設施的信息。也有歐

盟國家的數據。 

歐盟新車註冊 

下表顯示了 2017 年和 2021 年的歐盟汽車註冊量，以及 2017 年至 

2021 年的市場份額和增長情況。歐盟報告還包括 2018 年、2019 年

和 2020 年的數據。註冊量以千輛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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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7 年以來柴油和汽油份額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柴油車市場份額從 2017 年的 44% 以上下降到 2021 年的 20% 以

下，單位銷量下降了 65% 以上。汽油車份額從 2017 年的近 50% 下

降到 2021 年的 40%，而單位銷量下降了 37% 以上。 

從 2017 年到 2021 年，BEV 和 PHEV 的銷量幾乎持平。這兩個類

別的銷量都增長了十倍以上。BEV 和 PHEV 的市場份額已從 2017 

年的不到 1% 躍升至 2021 年的約 9%。 

從 2017 年到 2021 年，混合動力電動汽車 (HEV) 也實現了 430% 

的強勁增長。同期，混合動力汽車的市場份額從 2.9% 增加到近 

20%。HEV 有一個小型電池（與 BEV 相比），可通過制動和內燃機

充電。它們的燃油效率也明顯高於純內燃機汽車，這在歐盟高油價的

情況下仍然可行。 

燃料電池乘用車在過去五年中是一種利基產品，在乘用車領域可能仍

然微不足道。燃料電池汽車在大型卡車和類似應用中的表現會更好。 

使用壓縮或液化天然氣的汽車，因為燃料從 2017 年到 2021 年有所

下降。市場份額從 0.40% 小幅下降至 0.45%，隨著電動汽車銷量和市

場份額的增加，這一類別可能會下降。 

歐盟新貨車註冊 

該報告還包括貨車登記，總結在下表中。歐盟貨車的註冊量遠低於乘

用車。新車註冊總數從 2017 年的 134 萬輛增加到 2021 年的 156 

萬輛，增長 16.5%。 

 

貨車銷量以柴油為主，從 2017 年的 127 萬輛增加到 2021 年的 141 

萬輛。貨車的市場份額從 2017 年的 95% 下降到 2021 年的 

https://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V-industry-trends-2.png


90.2%。隨著更多基於電動汽車的貨車，預計柴油類別未來將下降變得

可用。 

BEV 和 PHEV 正在增長，但在 2021 年僅佔 3% 的市場份額。預計 

EV 未來將出現強勁增長。混合動力汽車增長迅速，但從 2017 年 50 

輛的極小基數增長到 2021 年的 50,000 輛以上。 

歐盟充電基礎設施 

ACEA 報告包含有關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的數據以及氫氣和天然氣

加氣站的類似數據。本專欄關注電動汽車充電趨勢。數據匯總在下表

中。 

 

表的第一行列出了 BEV 和 PHEV 新註冊的總和。第二行包括對 

BEV 和 PHEV 部分或在用車輛數量的估計，從 2017 年的近 

412,000 輛增長到 2021 年的超過 390 萬輛。五年內增長了 858%。 

電動汽車充電點從 2017 年的近 110,000 個增長到 2021 年的近 

307,000 個充電點——五年內增長了 179%。BEV + PHEV parc 與 EV 

充電點的比率從 2017 年的 3.75 增加到 2021 年的 12.86。 

這一趨勢表明，2021 年每個充電點有近 13 輛電動汽車，而 2017 年

每個充電點有 3.75 輛電動汽車。歐盟顯然需要擴大其充電基礎設施。 

電動汽車充電統計數據還有另一個弱點：直流充電器的數量很少。直

流充電器的充電速度比交流充電器快得多。ACEA 報告顯示，2021 年

只有 42,000 個快速充電器可用，佔總充電點的 13.6%。 

挪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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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在過去五年中一直是轉換為電動汽車的領導者，正如之前的專欄

所述。這是為了更好地比較歐盟和挪威而進行的更新。 

下圖顯示了自 2014 年以來 EV 銷量（包括 BEV 和 PHEV）的增長

情況。季度數據來自這篇 InsideEVs 文章。 

挪威新的插電式乘用車註冊（來源：InsideEVs） 

圖的左側以條形顯示了每月 EV 乘用車註冊規模。挪威的月總銷量約

為 20,000 輛——與歐盟和其他主要汽車市場的數百萬輛相比，這個數

字相當小。 

圖的右側顯示了以百分比表示的 EV 份額，即黃線。2021 年 12 月，

電動汽車份額達到 90%，其中純電動汽車佔 67%，插電式混合動力汽

車佔 23%。2021 年全年，純電動汽車的份額增長到 64.5%，插電式混

合動力汽車佔 21.7%，合計佔汽車註冊總量的 86.2%。 

2021 年排名前 5 的 BEV 車型包括兩款特斯拉車型：第一名的 

Model 3 和第三名的 Model Y。大眾 ID.4 位居第二。福特野馬 

Mach-E 和奧迪 e-tron 分列第四和第五位。 

根據半年的註冊數據，到 2022 年，挪威的電動汽車銷量可能會超過 

90%，而 BEV 有望獲得乘用車總註冊量的 80%。特斯拉 Model Y 是

銷量領先者，大眾 ID.4 在 2022 年位居第二。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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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市場繼續保持著五年前大多數預測者未預見到的顯著增長。

本專欄中歐盟和挪威的數據清楚地顯示了持續的成功。未來的專欄將

涵蓋來自其他地區的類似數據。 

2022 年上半年的數據看起來也有利於增加電動汽車的市場份額，但可

能無法顯示近期電動汽車價格上漲對電池相關成本上漲的影響。 

電動汽車行業將面臨越來越多的不利因素，例如電動汽車價格臨時上

漲、政府購買激勵措施減少以及各種供應鏈問題和增產複雜性。儘管

存在這些擔憂，但電動汽車行業正在主導運輸行業的大部分領域。 

另一方面，BEV 正在成為汽車行業的主導動力系統。BEV 的發展勢

頭在過去三年中有所回升。大多數原始設備製造商現在都致力於在十

年左右的時間裡從 ICEV 轉向 BEV，以實現其絕大多數汽車銷售。

汽車購買者也看到了這種勢頭，但並非所有人都相信。BEV 將需要更

多的改進和技術進步，這將需要對來自多個行業的必要技術進行大量

投資。我將在以後的專欄中探討這些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