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时代 ～拉开了走向 2020 年的序幕～

引擎？还是电力？

进化中的汽车
2020 年行走在地球上的汽车将是 15 亿辆，比现在增长 160%。
届时令人担心的是汽油的枯竭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移动的样式。
其中一项有效的策略是导入电动车。
究竟电动车能否得到普及呢？电动车的使用性能又是如何呢？
有关电动车的现在和未来的报告
摄影／内藤 SAT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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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时代 ～拉开了走向 2 0 2 0 年的序幕～

在家里可以简单充电，
也不会引起火灾，安全
性也胜于汽油。某种程
度上来说，如同在自己
家里设了加油站一样。

驾驶电动汽车后的感受

不仅是有助于环保
电动汽车开始普及，但是充电设备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想要换新车时，
一定会感觉有点不安。那么，实际使用后的感受如何呢？让我们来
听听 LEAF 车的车主中村彩月女士的一番体验。
摄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编辑部

“有一次看到餐厅的停车场
里挂着‘请面向墙壁停车’的牌

确认走形距离

待退职以后，要在家里安装
了 太 阳 能 发 电 设 备， 通 过
“LEAF to Home”项目想要挑
战环保生活的中村女士。

很多日产汽车店都备有充电
设备，一部店铺实施24小时应

电动汽车最大的弱点是不适

对服务。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商店

于长距离行走。日产LEAF的场

在休息日不提供服务，而且平时

日产LEAF车的车主中村彩月

合，电池全部充满，最大只能行

营业时间也只到晚上7点就结束

女士提起她关心环境问题的起因。

走二百公里。由于这一限制，中

了。虽然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加

“之后，电视里播放有关电

村女士以为行程低于以前，而实

油站正在普及充电设备，但仍然

动汽车的新闻，当场全家就一致

际上却是有增，故感觉惊奇不

需要通过各种工具确认行程途中

同意‘下次就买电动汽车’。因

已：“由于害怕行程中途电池用

能够提供充电的信息。

为可以不排放二氧化碳实在是一

完，所以还以为走不多远呢。真

通过智能手机与LEAF联网非

大优点，于是2 0 0 9年1 1月份预

是越来越喜欢开车了。”中村女

常方便。如启动空调，或者即使

约了一台电动汽车”。

士还说，振动小，特别是拐弯十

是不在汽车旁边也可以轻松指挥

子，意识到汽车的排气是何等地
有损于健康”。

委托熟悉的电器五金店到自

分方便，由于朝着方向盘转动的

汽车充电。中村女士说：“冬

家车库安装了充电装置，费用只

方向直接拐弯，拐角不会走得很

天每天早晨七点四十分开启空调

需6万日元左右。2 0 1 1年2月份，

大。引擎声很轻，以致在郊外红

预热，夏天即使停放在炎热的露

盼望已久的LEAF来了，虽然比

灯停下时，能够听到路边鸟儿欢

天之下，在乘坐之前先开启空调，

想象的体积要大一点，但立刻就

快的啼叫声。因为非常环保，所

到时会感觉非常舒适。”

习惯了，开始非常喜欢。

以能够从心里享受开车兜风的乐

虽说电动汽车也是汽车的一

“每天上下班工作都开车，

趣。但是，长距离行走时需要中

种，但是担心其使用方法的人还

每月至少行走一千公里。我开车

途充电，要事先制定行走计划，

是很多。不过中村女士笑道：这

时本来也是比注意环保，但是与

那怕是在脑子里打一草稿也行。

是杞人忧天：“刚开始时，看见

使用汽油相比，燃料费节省了

“到远处去时，一般事先设定

有警告灯亮着，但不知是什么意

四分之三。”顺便说一下，中

来回行走路程。令人头痛的是突

思。日产汽车设有二十四小时客

村女士今年4月份走的距离为

遇情况变动时，中途也无法改变

户服务中心，我在T w i t t e r上提

1065.4Km，用电量121.8kWh，

路程计划。即使是不小心忘了东

了一下，立刻就有回信告知那是

电费（※1）为2939日元。如果

西，也不能随意返回。我家住埼

后门没关的警告。”

将此转换成汽油车，那么汽油费

玉县熊谷市，去横滨时单程为

（※ 2）将是1 2 7 8 4日元，电力

一百公里，中途要在日产汽车店

名的 L E A F 朋友会立刻前来支持，

汽车毎月可节省1万日元左右。

充电一次。”

真是十分令人羡慕。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知

：
的感受
后
驶
驾
月女士
彩
村
的理由
中

动车
电
择
选 气排放

（※ 1）按照东京电力的电表计量照明 B 的 3 阶段电费 24.13 日元 /kWh 计算 。
（※ 2）按照 150 日元 / L･Cube 的耗油量 12.5Km/L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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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时代 ～拉开了走向 2 0 2 0 年的序幕～

选择电动车的理由

电动车是汽车的新形式。
日产 LEAF 上市一年，据说今年其他制造商也将陆续向市场投放电动车（EV）
。
已经开过各种电动车、并且深知汽车行业的舘内端先生和 Peter Lyon 先生，共同畅谈电动车的现在和未来。
摄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编辑部

欧洲除了法拉里以外，所有制造商都发表了各自的电动车，将旗舰车型改造成电动车投放市场。从左边起是雷诺的“Twizy”
，奥迪的电动跑车“R18
tron Quattro”
，奔驰的“SLS AMG”的电动车模型样品“SLS AMG E-CELL”
。

早已准备就绪。只有转向电动车

力只是介于汽油和电力之间而已。

的汽车制造商才有生存下去的活

：丰田式的混合动力难度较高，

力。现在全世界有9亿辆汽车在行

其他的制造商无法生产。因此日本

：也许是这样。刚刚提到的欧洲

走，到了2020年则将达到15亿辆。

和欧洲的一些制造商开始使用较简

二氧化碳规制，实际上是罚款。计

那么，会缺少两个沙特阿拉伯的储

单的本田式混合动力。日产认为早

算2015年的罚款额，如果大众汽

油量，世界上有一半的石油是被汽

晚混合动力也将停止使用，因而一

车持续现在的状况，那么一年中将

车所使用。

开始就跳跃至动力汽车。

是7000亿日元、松田将是700亿日

：对于石油的储存量，专家的见
Peter Lyon
澳大利亚出生的汽车撰稿人。1988 年赴日，
以东京为基地展开活动，参加各类汽车竞赛。
是日本 CAR OF THE YEAR 的评委。

解各有不同，有的专家认为尚有
50年的储蓄量。

：并且欧洲还涉及二氧化碳排放

销售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电动车。引

：是说有关在2025年每行走1公

擎车的售价是加上了罚款的金额，

：如今，石油生产已经达到了高

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控制在

例 如 ： 松田车就贵40～50万日元。

峰，也就是说石油还剩下一半。但

70克以下的规制吧。换算成汽油

另外，2020年的汽油售价将会上

是这一半石油储藏的地方有的是在

的话，就是每升33.1公里，这对

升至1升400日元，加油站会由于

JQR（以下简称J）：今年开始，

挖掘困难的深山或者深海、有的是

引擎来说是无法达到的。那么混合

供不应求而排成长队。

电动车倍受注目，形成这种热潮的

政治因素不安定的地区，所以难以

动力又如何呢，使用欧洲模式测量

挖掘。如果强行挖掘，有可能因涉

丰田普锐斯则为89g，超出了19g。

及领土问题而引起战争。

这一规制是取于汽车制造商生产的

原因是什么呢？
Peter Lyon（以下简称L)：电池的

：近东和中东形势比较复杂，深

车辆数的平均值，故是不能通过的。

技术有了极大地提高，90年代时

海挖掘也比较困难。2010年的墨

：确实是这样，混合动力超过

电池尚有欠缺，锂离子电池的出现，
使得作为汽车的功能得到了维护，
之后各家制造商开始不断向市场投

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故造成了极大
的危害。

120Km之后，耗油量就高了。
：早晚石油会枯渇而无法使用，

：中国动力化所具有的爆发性发

：用户将没有选择的余地吗？
锂离子蓄电池。使用开始 20 余年，性能不断提高，以至可以延长行走距离。寒冷的季节也能
维持应有的功能，中途停止充电，也不会影响行走。

那么也许采用的战略是先用混合动

驰在今年至明年期间将发表SL的

：1997年第一代普锐斯上市至今

力或者柴油连接一番，在此期间完

电动车。面对这些积极的行动，感

已经15年，终于混合动力占了丰

成电动车。

觉日本制造商的行动十分迟缓。

田总销售量的37％。在某种意义

：似乎只是汽车制造商的高层有

J：其背景是什么呢？

需石油的需求量超过了至今为止的

这样的想法，但并未传达至一般员

舘内 端(以下简称T)：首先是世界

需求量。因而，汽车制造商要继续

工。

各国以及各家汽车制造商积极投入

生存，只有脱离石油。

脱离石油所面临的课题

而已。
：是的，不是突然开始的，而是

2012 June

：在日本，除了日产以外，尚未
有推进脱离石油的制造商。混合动

舘内 端（Tadashi Tateuchi）
汽车评论家。曾任 FI 的首席工程师，现在
从事汽车相关的环境问题。是日本电动车俱
乐部的代表，
日本CAR OF THE YEAR的评委。

上来说，现在要立刻达到完善的境

电动车能得到普及吗？

界还有一定的难度。从现在开始将
各种电动车推向市场，约10年左

：除了法拉利以外，欧洲制造商

：据我所知，十个人中只有两个

右可以达到与混合动力相同的普及

全部推出了电动汽车。为了促进了

人希望乘坐电力汽车。问题的关键

程度。预计到了2020年汽车销售

员工的意识改革，各制造商积极推

在于有多少用户希望乘坐电力汽车。

数量的三成到四成将是电动车。

进自己公司的电动车的开发和生产。

：电池问题的解决只是一个开端

者放弃汽车。
行得很迟缓。

展等，使得汽车数量直线上升，所

并未深的人知的石油供给的紧迫。

：只能是选择脱离石油的汽车或
：然而，充电装置的基础建设进

入电动车，一时成了话题。

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在日本

14

元。要是这些数字成为零，只能是

规制问题。

：制造商为了普及而推出新的款

：要普及到这样的程度，关键需

例如：奥迪将旗舰R Eight改造成

式，但如果销售不良，那么则会陷

要解决的是走形距离问题。例如：

电动车并预计在今年投放市场。奔

入困境。

从东京想去箱根时，只能行走200

2012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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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时代 ～拉开了走向 2 0 2 0 年的序幕～
：没有
：对吧，日本制造商生产的电动
公里的电动车会让人感觉不安，当
然需要充电。各地的基础建设还尚
需5～6年。

车真没趣味。

呢？
：与十年前的电动车相比，确实
有了相当的进步，但却不能感受

通过智能手机远程操作，可以指示充电开始，充
电结束后可以接到通知。

：只是一种移动工具而已。要
承认LEAF确实很不错。但是乘坐

驾驶汽油车、柴油车所具有的乐趣。

三十分钟以上之后，就变成了从a

年全日本约有5000所快速充电设

就如同赛车没有速度、噪音和气

地移动到b地的移动工具了。

施应该就没问题了。然而日产发表

味一样。有见过电动车的行走大会

了到2015年为止预定自建5000所

吗？虽然很有趣，但缺乏活力。

：日本经济产业省认为到了2020

：这是否与手动转换成自动相同
车。80公里为止是采用电动模式，

呢？

充电设施，并已经着手开始兴建。

：但具有速度感哦。

80公里以上至300公里以下则采用

：从汽车的乐趣来看，日本已经

三菱也将追随日产，3年后在全国

：前几天试开了一下NISMO（日

汽油引擎行走，美国是朝着这个方

开始对车不再那么执著。但是，美

各地兴建5000～7000所快速充电

产国际汽车运动公司）生产的

向发展。换个话题，舘内喜欢驾驶

国和欧洲却还十分迷恋汽车。特别

设施。相反不足的将有可能是电动

LEAF RC（跑车）。虽然速度较快，

电动车吗？

是欧洲，人人皆是熟练工，特别喜

车。

但是开足马力走了20分钟后，电

：我以前是F1的工程师，我在

池就不行了。走了20分钟就要进

电动车上也感受到了同等的魅力。

站充电，而且充电时摔着两手没事

1994年制作了ZEF（零排放汽车）

干，没有一点紧迫感。

参加了美国大赛，非常有趣。对了，

名叫Twizy的电动车，2人车、宽

动车来符合至今为止的动力化，而

好像又有毛病了，电力病毒还是很

度为1190毫米的超小型。嗖嗖地

车的范畴被欧洲的制造商所蹂躏，

是让我们的动力化来符合电动车。

强的呢（笑）。

走得十分轻快，很舒服。如此小型

最近我常常这样想。

：尽管如此，与汽油车相比，电
动车还是不太方便。
：这里应该改变想法，不是让电

日本的电动车很没意思？！

：LEAF的RC确实非常有趣，但是

：现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样，然而

欢驾驶，是抵抗电动车势力的大本
营（笑）。

同冰箱装了四个轮子行走一般。

那就是说，日本汽车制造商生产的

于爱车一族来说将会是十分无趣的

两种潮流。一种是纯粹的电动车，

世界。

例如在日本行走的日产雷诺的电动

：这是由于您乘坐的是日本制造

：那也毫无办法。

车。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更追求距

商生产的毫无趣味的电动车的原因。

：您觉得电动车什么方面不足

离，所以是Range Extender电动

最近的日本车有非常棒的吗？

十分方便。

的汽车却有雷诺的操控，让人很吃
惊。

：有关电动车，在世界上形成了

将会除去远行时的担心。原则上是在各家庭设置充电设备，如同自家拥有加油站一般，

：前几天在横滨试乘了雷诺的车

国外评论为很一般。国外评论说如

我并不希望这一将来成为现实，对

快速发展的充电设备，设置于日产车行与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随着基础建设不断完善，

电动车仅适合于日本市场？
：是不是用我的语言所说的光生
产低价格的“通货紧缩车”？高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电
动车还有挽回的余地。

：本田在中国生产飞度的电动车
呢。

驾驶电动车非常轻松

：这话只在这里说，飞度不错，
本田打算推出以前的小型跑车的电

：2009年，我在不充电的情况

动车，这可是令人震惊的跑车电动

下，驾驶电动车从东京到大阪，获

车，本田也许能对抗欧洲。

得了吉尼斯记录。是改装了大发的
Mira，装满了电池，深夜三点从
日本桥出发，第二天下午四点到达
大阪，马不停蹄，中途没有休息，
但非常精神，还想再继续跑。但是
那些驾驶汽油车追赶我的电视报纸
杂志的记者们，全都累得气喘唏唏，
一起来的驾驶员全都累得精疲力尽。
：这是由于没有振动吗？
：电动车的振动小、噪音轻，从

配电盘

生理上能够减少很多疲劳。油门和
换档连在一起，反应很好。另一方
面，追赶我的8台汽车全部是AT或

16

电动车蓄电池功能与家庭能源效率的飞跃发展。并且如果能够采用太阳能等自然能源，那么就能形成能源的“自产自消”，实现无需原

重量为200公斤的电池，所有动力部分均被置于车身的底部。从而使低重心的安定行走成

子能发电的社会。

为可能。与汽油车相比，有可能扩大车内空间。

2012 June

2012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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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LIne up

陆续登场！

电动车
最新目录
日产LEAF的数字双显示表（左）。下层仪表板的右边是表示电池续航力。使用功能齐全的GPS系统（中），能够计算到达目的地的

截 至 2012 年 6 月， 日 本 市 场 的 电 动 车 为 日 产 的 LEAF 以
及三菱的 MiVE。到年末为止，各制造商将陆续推出各自
的 电 动 车， 或 者 是 将 现 有 的 车 型 改 造 成 电 动 车。 在 到 达
2015 年之前，这一倾向会更加加速。正所谓日本汽车市
场进入了转换期，一个新时代的帷幕正在拉开。

日产 LEAF
能够从一种能源供出多种能源的设

变化，灾害时，通过电压转换器，

引擎只是加快回转但并不加速。因

备。使用天然气运转引擎而发电。

电动车可以向车外供电。不仅是自

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展开了废除

此时排放的热量可以用于烧热水、

己家里，也可以与邻居家连接。

CVT的运动，CVT会把日本的汽车

取暖等。当需要热水但不需要电时，

给毁了。

可以将电力存储于电动车。在家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驾驶乐趣，
需要适应电动车做出改变。至今为

需要使用电力时，相反可以由电动
车供应电力。

合，真是太好了。
：我从事电动车相关事业20年，
这点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改革

：兼顾了蓄电池的作用呢。

意识是非常艰难，但必定是朝好的

涡轮而感到乐趣，现在要从不同

：引进这一系统，充实了断热与

方向发展。

的地方着眼才会感到乐趣。前几

家电节能，并可以削减80%的二氧

天在冲绳驾驶LEAF行走在风之路

化碳。

舒适。由于重心低拐弯时车身不打
飘。

：电动车将被置于节能的重要位

2012年内上市。在特斯拉的Power train基础

三菱 i-MiEV

：电动车能够与生活和社会相融

止，通过汽油引擎车轰隆隆地回转

（Winding road）时，感觉非常

面向美国市场与特斯拉共同开发的车型，预定
上，整体设计大幅度刷新

耗电量，预测终点的地点。速度切换开关（右）是标度盘式。从D至ECO模式变换时，再生制动能够更加有效。

CVT（无级变速系统），踩油门时，

丰田 RAV4 EV

：无需因为汽车将变为电动车而

引领电动车市场的旗舰模型。毫无逊色于引擎

行走轻快的小型电动车。根据级别可以行走120

车，走行距离160公里，充电时间10分钟即可走

～180公里，电源供给装置“MiEV Power

行50公里。

BOX“可以向车外供电。

日产 e-NV200

本田飞度 EV

失望，新的欣赏和期待方式还将层
出无穷。

置。
：这就是所谓汽车的含义发生了

：从整体感觉来说，电动车很优
秀。

连接能源网络

以SERENA为基型的概念电动车，是今后适合载

今年夏季在北美市场销售的都市型通勤电动车。

人的模型。特别是被纽约黄帽出租选中，能让您

最高速度达每小时144公里，充电时间在3小时

看到SERENA未来的蓝图。

以下。据悉将在中国生产。

三菱超小型 MINICAB MiEV

：电动车的另一个领先项目，就

丰田普锐斯 PH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是使用智能手机控制汽车。例如炎
热的夏天驾驶之前，可以先打开车
内的空调。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协
力家庭电力供应系统。
：本田的家庭用“燃气发动机热
电联产机组”是高效率的能源系统。

对于日本电动车的评价有高有低的两位。激烈的讨论持续了约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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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合中小型企业或者个人经营者注重环保的车

非纯粹的电动车，短距离使用电力模式，远距离

型，该MINICAB完全属于零排放。行走距离确保

可以选择使用混合动力模式，无须担心行走距

150公里。

离。

2012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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