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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60 個國家計劃禁止銷售內燃

機汽車 (ICEV)。還有超過 45 個城市禁止或限制未來的 ICEV 銷售和/或使

用。在美國，ICEV 禁令即將在至少 12 個州出現。 

正如我收集的統計數據所顯示的那樣，世界各地轉換為電動汽車的計劃加起來

意義重大。 

我使用維基百科作為禁止 ICEV 的國家和城市的主要來源。可在此處找到 20 

頁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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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主要國家和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數據，按國家/地區的字母順序列出。

還有其他一些禁止 ICEV 的國家/地區的摘要。 

第二列列出了禁止 ICEV 的年份——無論是根據現有計劃還是目標。大多數禁

令適用於乘用車或輕型車輛（轎車、SUV 和輕型卡車）。第三列有可用的附加

信息。 

為了給出一定的規模，2019 年的輕型汽車銷量也包括在內。該數據來自 IHS 

Markit，它現在是 S&P Global 的一部分。使用 2019 年的數據是因為 2020 年

和 2021 年的銷售數據受到大流行的負面影響。 

https://www.eetimes.com/battery-evs-growing-momentum/


 

國家數據和觀點 

上表有 16 個特定國家的數據和 26 個歐盟國家的摘要。還有其他 14 個國家

的摘要，這些國家大多是禁止 ICEV 的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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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公司都將 2035 年作為禁止 ICEV 的日期。在另一組中，大多數禁令是

針對 2040 年的，其中一個國家/地區列出了 2050 年。 

最後一列顯示了每個特定國家、其他國家、小計和全球範圍內的 2019 年輕型

汽車銷量。如果實施所有 ICEV 禁令，那麼 2035 年輕型汽車銷量的 76% 將

是電動汽車——假設 2035 年的銷量與 2019 年相似。到 2040 年，電動汽車

的比例將增加到 86%。 

當然，從 2019 年到 2035 年和 2040 年，國家/地區的年度銷售組合會發生變

化。但是，這仍然可以合理地說明 ICEV 禁令對於向電動汽車過渡的重要性—

—尤其是對電池電動汽車而言。 

歐盟需要額外的解釋。目前，大多數歐盟國家都有單獨的 ICEV 禁令日期。 

然而，歐盟國家於 2022 年 6 月同意對所有汽車和貨車實施 2035 年 ICEV 

禁令。該禁令的歐盟法律預計將於 2022 年第四季度通過。歐盟正在順利進

行，因為 2022 年上半年電動汽車銷量達到乘用車總量的 20%。 

中國是最大的汽車市場，2019 年佔全球銷量的近 28%。中國在轉向電動汽車

方面走得最遠。中國計劃在 2035 年禁用 ICEV。2022 年上半年，24% 的乘

用車銷量是電動汽車。 

在三大汽車市場（中國、歐盟、美國）中，美國的電動汽車轉換速度最慢。美

國計劃到 2035 年禁止使用 ICEV，目標是到 2030 年達到 50%。從 1 月到 

2022 年 6 月，美國的電動汽車銷量達到 5.2%，遠低於中國和歐盟。 

一些國家的一些政客在沒有實施 ICEV 立法禁令的情況下發表了廣泛的聲明。

因此，一些國家沒有 ICEV 淘汰計劃和具有約束力的立法。 

另一方面，許多 ICEV 禁令是幾年前製定的，由於電動汽車的快速增長和汽車

製造商的更多支持，這些禁令可能會變得更加激進。 

禁止使用 ICEV的城市 

上面提到的維基百科文章有一個表格，列出了 50 多個城市和地區的 ICEV 禁

令。ICEV禁令主要針對乘用車。大多數城市都在歐洲，有 40多個條目。 

ICEV 在小範圍內的大量集中在大多數城市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問題。這是禁止

在城市使用 ICEV的主要原因。許多城市的禁令早於國家，2025 年和 2030 年

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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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禁令通常適用於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或大多數人居住的城市區域，而不是其

整個領土。一些城市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首先禁止污染最嚴重的車輛類別，

然後是污染最嚴重的車輛，直至完全禁止所有 ICEV。 

以下是維基百科列表中的一些示例： 

• 比利時：安特衛普（2030 年）和布魯塞爾（2030 年） 

• 加拿大：魁北克（2035）和溫哥華（2030） 

• 中國：海南（2030） 

• 丹麥：哥本哈根（2030） 

• 厄瓜多爾：基多（2025） 

• 法國：巴黎（2035） 

• 德國（禁止老式柴油車）：柏林（2019 年）、波恩（2019 年）、杜塞

爾多夫（2014 年）、法蘭克福（2019 年）、漢堡（2018 年）、慕尼

黑（2012 年）、斯圖加特（2019 年）和威斯巴登（2019 年） 

• 希臘：雅典（2025） 

• 意大利：米蘭（2030）和羅馬（2024） 

• 墨西哥：墨西哥城（2025） 

• 荷蘭：阿姆斯特丹（2030 年）、埃因霍溫（2030 年）和海牙（2030 

年） 

• 新西蘭：奧克蘭（2030 年） 

• 挪威：奧斯陸（2030） 

• 南非：開普敦（2030） 

• 西班牙：巴塞羅那（2030）和馬德里（2025） 

• K.：倫敦（2030 年）和牛津（2035 年） 

• S.：洛杉磯（2030 年；公共汽車到 2025 年）和西雅圖（2030 年） 

其中一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名單上，並且擁有大量的汽車在用和年銷

量。 

12 個城市簽署了 2017 年無化石燃料街道宣言，承諾到 2030 年禁止使用 

ICEV。但是，該宣言可能不會變成禁止 ICEV 的立法。這 12個城市是奧克

蘭、巴塞羅那、開普敦、哥本哈根、倫敦、洛杉磯、巴黎、墨西哥城、米蘭、

基多、西雅圖和溫哥華。 

德國城市主要是從 2012 年開始禁止使用舊柴油車，而 2019 年是最新的。這

包括基於 1992 年至 2005 年間引入的歐盟排放標準的柴油車。 

美國各州 



加州是美國 ICEV 禁令的主要推動者，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 (CARB) 是主要

組織。為什麼？空氣污染的最大來源也是碳排放的最大來源。在許多城市，基

於 ICEV 的交通是污染和碳排放的最大貢獻者。因此，CARB 成為改善空氣污

染和碳排放的關鍵組織。結果是 20 多年來，CARB 一直在製定零排放車輛 

(ZEV) 法規。 

由於加州在美國 1977 年清潔空氣法案之前就有排放法規，因此其他州可以採

用更嚴格的加州排放法規作為聯邦標準的替代方案。其他 13 個州和華盛頓特

區已採用加州排放法規。11 個州已採用加州 ZEV 法規：科羅拉多州、康涅狄

格州、馬薩諸塞州、馬里蘭州、緬因州、明尼蘇達州、新澤西州、紐約州、俄

勒岡州、羅德島州和佛蒙特州。 

2020 年 9 月，加州州長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到 2035 年，加州銷售的所有

新車和客車都將是 ZEV。 

CARB 還負責將中型和重型車輛轉變為 ZEV。2019 年 9 月，加利福尼亞州

通過了關於逐步淘汰基於 ICEV 的中型和大型卡車的法律——通常稱為

“Ditching Dirt Diesel”法。這要求 CARB 制定一項戰略，為中型和重型車輛部

署基於 ZEV 的技術，包括為 2030 年及以後的 ZEV 技術進步製定目標和激

勵措施。 

維基百科的文章還列出了另外兩個禁止 ICEV 的州：2035 年北卡羅來納州和 

2025 年華盛頓州乘用車和 2030 年輕型卡車。 

概括 

ICEV 禁令對電動汽車行業產生了積極影響，並為增加對電氣化技術的投資創

造了動力。ICEV 禁令可能會對許多城市和國家的電動汽車轉換產生越來越大

的影響。 

關鍵的 ICEV禁令在歐盟。2022 年 6 月，歐洲議會同意支持在 2035 年禁止

銷售帶內燃機的新車的擬議禁令。預計這將導致到 2022 年第四季度製定歐盟

法律。預計其他國家和地區將效仿。 

ICEV 禁令將消除消費者對電動汽車和技術的偏好的不確定性，從而消除汽車

製造商的許多不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