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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商用车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整体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年度销量

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变化。2010年销量首次突破 400万大关，近几年黄标车淘

汰、排放标准切换升级等因素叠加，致使商用车销量回暖，2020年商用车销量

历史性地超过 500万辆。2021年，商用车销量略微下降，但仍处在约 480万辆

的高位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 1  我国商用车销量走势 

在汽车市场中，商用车仅占约五分之一的份额，但却是最主要的氮氧化物、

颗粒物等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源，这些污染物会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进

而影响人体健康。另一方面，监测数据显示商用车占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

例达到 61.5%1，在各行业面对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目标的压力之下，商用车的

节能和清洁化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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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VECC 

图 2  各类型汽车的氮氧化物与颗粒物排放量分担率 

在全球变暖、空气污染等环境压力之下，能够降低碳排放乃至实现（近）

零排放的电动化技术路线是全球汽车行业转型的一致性选择。根据具体技术及

电气化程度的不同，这类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

电池汽车、纯电动汽车等类型。我国习惯上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

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统称为新能源汽车，并将其作为汽车行业清洁化发展的主要

方向。 

自 2009年“十城千辆”工程启动以来，我国通过税收减免、购置补贴、绿

色通行等多种政策工具不断激励和孵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352.1万辆，连续七年位居全球

第一2。但是，新能源商用车销量始终徘徊在 20万辆以下，2021年新能源商用

车销量仅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5%，发展面临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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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 3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趋势 

新能源商用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首先，商用车使用场景十分复杂，在技术实现上不能一概而论。这在国家

和地方已经出台的相关推广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与电池

容量及重量成正比，尽管电池能量密度在不断提升，但满足长距离干线运输需

求仍有挑战。一方面，电池自身重量较大，挤占了部分运载空间，另一方面，

电池充电时间相对较长，对长途运输并不友好。同时，在长时间的工作下，动

力电池容易发热，电池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现有认识下，新能源商用车推

广一般采用分场景区分对待的原则：在城市物流、环卫、公交等较为短途的使

用场景下，优先推广和使用纯电动汽车；在干线运输场景下，提出换电模式和

使用氢燃料电池技术。换电模式具备补电时间短、购车成本低、电池使用寿命

延长等优势，但换电站建设投入成本高、运营效率偏低，盈利模式仍需探索。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氢燃料电池不仅在电池系统需要技术攻

关，涵盖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等环节的上游产业链也面临很多技术瓶颈。

所以从技术上来看，新能源商用车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其次，新能源商用车的生命周期成本较传统燃油汽车依然处于劣势。虽然

在能源利用上，电力价格远低于燃油，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及电控系统价格较

内燃机要高，致使其购置成本相对更高。商用车单车价格本身就不低，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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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运营者还是批量采购的车队运营者，购置成本相对更高的新能源商用

车都不具备太大优势。 

Jiang 等人3的研究表明，与同类型的燃油车相比，目前在城市配送领域使用

的电动物流车在整备状态（curb mass, CM）、全电动范围（all-electric range, 

AER）和能效方面的车辆性能和可靠性都不理想，拥有总成本（TCO）在未来 5

年的电动物流车推广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Schiffer 等人4分析了在中程物

流运输中电动汽车与燃油车相比的竞争力以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指出成

本减少的程度取决于运输路线以及充换电站网络规划。 

曹西子等人5分析了柴油环卫车电动化的环境效益及可行性，结论指出：电

动环卫车较柴油环卫车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可减少 95. 5%。

其评估结果表明，50%柴油环卫车进行电动化替代是最佳方案，能较好地平衡

经济性和大气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 

Tsakalidis 等6对电动轻型商用车和基准车辆的总拥有成本进行了比较，并估

算得到，2030 年仅是电动轻型商用车的高渗透率就可以使运输 CO2 总排放量减

少 3%以上。Vijayagopal 等人7通过对不同装载状态的电动货车与燃油车的拥有

总成本对比研究发现，轻型载货电动汽车最有潜力取代燃油车。Hovi 等人8对比

了挪威的电动货车和燃油车的成本，在日常驾驶模式和路线较为固定、充电速

度较快等情景下更适合推广电动货车。姜运哲等人9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构建了封闭场景、

短倒运输、干线中长途运输等不同场景的换电式纯电动牵引车的运营成本效益

模型，结论指出新能源重卡初始购置成本远高于柴油重卡，换电模式的出现能

够大幅降低新能源重卡初始购置成本，缓解车辆补能焦虑。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2021 年发布了《中国重型货运卡车的拥有总

成本对比分析：纯电动、燃料电池和柴油货运卡车》10，重点研究了载货汽车、

自卸汽车和半挂牵引车这三类新能源货车的经济性能，并将其与同款柴油车进

行比较。通过分析发现，所有纯电动货运卡车均可在 2025-2030 年与柴油车实

现拥有总成本平价。与柴油自卸汽车相比，纯电动自卸汽车最早到 2025 年可具

备成本效益优势。纯电动半挂牵引车和载货汽车到 2030 年左右将实现与柴油车

的拥有总成本平价。燃料电池载货汽车和自卸汽车到 2030 年左右可实现与柴油

车之间的拥有总成本平价。 



 

5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也是制约新能源商用车发展的因素之一，尤其

是适用于长途运输的重型货车、牵引车等车类。高速公路服务区面积有限，充

电设施数量也有限，对于需要较长充电时间的新能源商用车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此，未来三到五年仍是新能源商用车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在商用车中，

不同场景的电动化可行性存在较大差异，市场需求、实际表现、应用环境等都

是政策的制定与落地要考虑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新能源商用车市场发展及推

广应用情况见表 1所示。 

综合来说，目前商用车电动化发展仍处在不均衡的状态，部分领域还处于

起步阶段，如重型货车、牵引车，而城市物流、环卫等领域即将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在新能源商用车发展过程中，识别和核算其相对于传统燃油车的成本差

异及环境效益情况十分重要。这样可以帮助经营者了解两类车型的成本差异，

并基于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这种差异。 

表 1  中国新能源商用车车型市场概览 

 客车 货车 货车-专用车 

类别与

场景划

分* 

城市客车； 

校车； 

其他客车 

轻型； 

中型； 

重型 

环卫车； 

专用运输车； 

城市物流车； 

其他作业车 

整体市

场情况 

较为成熟 轻卡市场初具规模； 

重卡市场刚起步； 

电动化发展以点带面，整

体市场潜力大 

驱动

（或燃

料）类

型 

纯电动为主 轻卡市场以纯电动为主； 

重卡市场未来更侧重插电

混动和燃料电池技术； 

固定路线、封闭场景等车

辆以纯电动为主； 

工程车可考虑插电式混合

动力； 

城际远距离作业和运输车

考虑燃料电池、插电混合

动力并行发展。 

推广应

用现状

及特征 

城市客车领域高度

电动化，未来以存

量市场替换为主； 

校车目前尚未电动

化，但电动化可行

性高，市场潜力

大； 

普通客车有待进一

步电动化 

中长途营运性运输为主，

对续航里程、补电时间与

方式、成本因素敏感，技

术路线按需选择，电动化

较为初级有待进一步拓展 

城市物流车、冷藏车等专

用车辆电动化稳步发展； 

环卫、渣土车等固定路线

和封闭应用场景车辆电动

化可行性高 

 

品牌与

车型概

市面上出现一批较

为成熟的电动大巴

纯电动轻卡市场已推出部

分较为成熟的车型，包括

城市物流车、环卫车、泥

头车、渣土车等特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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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车型，包括比亚

迪、宇通、海格、

南京金龙等品牌 

比亚迪、东风等品牌，燃

料电池重卡示范运营，纯

电动重卡尚未进入量产阶

段 

场景车类已有多种电动车

型在售，其他专用运输及

作业车电动化车型种类不

多 

资料来源：iCET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 项目介绍 

2.1 项目目标 

交通零排放转型的坚定目标，对目前新能源汽车发展极不平衡的商用车市

场提出了巨大挑战。商用车市场远比乘用车市场复杂多样，需要从头建立起一

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和有效率的推动机制，支撑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与落地。 

在目前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压力之下，很多企业都面临量化新能源商用

车队所能获得的减排效益问题，公开透明的方法学核算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

考，助力新能源商用车推广进程。 

在如上背景下，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于 2020年 7月发起了 BestECV 最优电

动商用车项目，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用户友好型电动商用车查询平台 BestECVTM
，

分别从车型参数、适用场景、成本效益、环境效益、应用案例等角度展示各新

能源商用车型落地可行性，全面与系统地梳理商用电动车应用现状、发展前景

及路径，以更好推动商用车电动化进程的落实。 

2.2 研究范围 

2.2.1 商用车车型分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汽车行业采用的分类方式为载客汽车、载货汽

车和轿车， 为了与国际主流汽车市场接轨，“商用车辆”在《GB/T3730.1-

2001汽车和半挂车的术语和定义》标准中首次被提出，是指“在设计和技术特

征上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汽车，并且可以牵引挂车”。 由于历史沿革因素，

以及跨部门的管理机制，目前对商用车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现行的标准包括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GA802-2019 道路交通管理机动

车类型》、《GB/T 3730.1-2001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GB/T 

17350-2009 专用汽车和专用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等。作为汽车行业的

统计归口单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要依据 GB/T 15089 来对商用车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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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安部作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则依据 GA802 作为划分依据。不同行业组织

和研究单位则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和数据来源，选择相应的分类方式开展研究。 

基于本项目的研究目标，商用车一级分类分为客车与货车，货车类别将重

点针对应用场景进行划分，同时根据车辆规格（即尺寸、重量、载客/货量等参

数）进行二级分类。在 BestECV系统中，商用车车型分类如表 2、图 4 所示。 

表 2  BestECV 商用车分类规则 

一级车

类 

二级车

类 
划分依据 备注 

货车 

轻型 最大设计总质量<4.5 吨 按照 GA 802 的标准，微

型货车的体量很小，本

研究中将微型和轻型货

车合并在一起 

中型 
4.5吨≤最大设计总质量<12

吨 

重型 最大设计总质量≥12 吨 

客车 

轻型 
座位数>9, 3.5米<车身长度

≤7米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客车分类方法 中型 
座位数>9, 7米<车身长度≤

10米 

大型 座位数>9, 车身长度>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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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estECV 商用车应用场景分类 

2.2.2 电动化车型类别 

本研究旨在分析商用车在电动化，即新能源车型替代过程中，与传统燃油

车相较而言的成本效益及环境效益差异，其中，传统燃油车指代完全依赖燃用

汽油或柴油，采用单一内燃机驱动的车辆；根据商用车各类别车辆电动化的发

展程度与实现形式，BestECV平台中包含的新能源车辆类型包括： 

1）部分依赖燃用汽油或柴油，且与外接电能进行联合驱动的汽车，采用内

燃机和电动机同时作为动力源，主要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含增程式

混合动力汽车； 

2）不依赖汽油或柴油，仅以电能作为驱动能源的汽车，主要指纯电池动力

车辆（BEV）； 

3）不依赖汽油或柴油，完全以氢作为驱动能源的汽车，主要指氢燃料电池

汽车（FCV）等。 

商
用

车

货车

普通货车

物流车
城市物流车、干线/支
线运输车、邮政车

半挂牵引车

环卫车

垃圾车、除雪车、清洗
车、洒水车、扫路车、
吸尘车、吸粪车、洗扫

车等

冷藏车

自卸车

其他专用车

保温车、混凝土搅拌运
输车、旅居车、流动服
务车、路面养护车、消
防车、售货车、工程车

等

客车

城市客车

校车

其他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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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CV 系统将包括新能源车型的具体参数介绍；在进行成本效益及环境效

益分析中，一期研究将针对纯电车型进行重点分析，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氢燃料

电池汽车的相关分析将在后期研究中逐步完善。 

三、 BestECV 方法学 

3.1 电车与油车对标 

BestECV 系统将针对每款电动车型进行成本效益和减排效益核算，核算比对

的基准是与选择的电动车型具备相同功能且处在同一级别的传统燃油车型，因

此在核算之前，需要进行电车和相对应油车的匹配，匹配原则如下： 

 

图 5 电动车型与油车车型匹配原则 

系统在车型匹配过程中会参考当年销量数据，选取相对较热门车型进行匹

配，以给用户提供最可靠的对比分析参考。 

3.2 成本效益核算 

TCO 是“全生命周期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的简称，TCO这

个概念源于欧洲，于 2012年由梅赛德斯-奔驰引入到中国，结合中国物流行业

现状推出了专门为中国物流运输业打造的“T.C.O.运营智汇”解决方案。自此，

TCO分析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商用车领域，通过 TCO的推广和应用，商用车企业

可以使用 TCO来指导客户根据具体使用场景来选择最佳的车型和服务，同时也

根据 TCO 分析来指导商用车产品技术路线的定义、设计和制造等环节。 

基于 TCO分析，商用车电动化成本包括整车购置/租赁成本、充电成本、维

修保养成本、运营成本等，并要考虑使用强度、电池衰减、报废年限、充电时

间成本等；电动商用车效益包括中央及地方补贴、注册及使用费用减免、降低

应用场景

•车型分类

车辆规格

•吨位级别（轻
中重、N1/N2）

•驱动形式

•额定载重/总质
量

•外廓/车厢尺寸

细节参数

•准乘人数

•轴距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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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降低的运营及维修成本等。基于各项成本估算，来比

较电动车型与相对应的燃油车型之间的差异。由此，BestECV系统基于自主搭

建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型（ECV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CBAM）对商用车

各类别车辆进行成本效益核算，评估电动化经济效益。 

 

图 6 成本效益估算模块 

商用车类别较多，不同使用场景下成本效益也大相径庭，该功能基于所搭

建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及用户在外部输入的所需参数，计算得出各车型的成

本效益情况。该功能将能有效评估和对比各类 ECV 在不同用场景下的成本效益，

进而服务于行业研究及用户的功能性、经济性选择。 

 

图 7 自购模式 TCO 分析示意图 

对于车辆购置成本模块，主要包括整车购买模式和租赁模式，其中租赁模

式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物流车。整车购买模式中，电动车型可享受购置补贴、购

置税及车船税免征、油车报废或置换补贴等优惠政策，油车则不享有相关优惠

政策。具体参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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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车辆购置成本参数 

模式 基本参数 备注 

整车购买模

式 

厂商指导价  

购置补贴 包括国家及地方购置补贴 

购置税及车船税 电动车型免征 

油车报废/置换补贴 
国家及地方补贴，购买电动车型可

获取 

整车租赁模

式 
租赁费用 租赁模式主要用于城市物流车 

  

车辆补能成本模块，主要区分于充电及加油成本差异，由于目前换电模式

及氢燃料电池汽车尚未大规模应用，相关费用计算模块将在二期研究中进行完

善更新。 

 

表 4  车辆补能成本参数 

 基本参数 备注 

基本信息 
日行驶里程 外部输入参数 

每年运行天数 外部输入参数 

充电成本 

吨百公里电耗/单

位载质量能量消

耗量 

结合日行驶里程参数来核算所需充电电量 

充电费用 

取决于公共充电还是自有充电桩； 

若公共充电，则区分峰谷平电价，建议取

值为：峰时 2.3元/度，平时 1.2 元/度，

谷时 0.8 元/度，民用 0.48元/度；用户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电价； 

充电桩安装 

如果用户自建充电桩，则根据充电桩类别

不同给出建议参考价格，如 7KW 交流桩、

30KW/ 60KW/ 120KW/180KW 直流桩 

加油成本 

燃油类型 汽油、柴油差异 

百公里油耗 结合日行驶里程参数来核算所需加油量 

油价 根据实际油价实时更新 

 

维修保养成本包括车辆的日常维修费用和保养费用，考虑使用频次差异，

此数据由用户输入；同时，对于柴油重卡车辆，车用尿素费用也考虑在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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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2000 公里左右加注一次尿素。 一般 100 升柴油使用 3~5升的尿素。 也就是

说，尿素的使用量，大约相当于燃油使用量的 3%~5%。 

 

表 5  维修保养及运营成本参数* 

 基本参数 备注 

维修保养成

本 

维修费用 给出推荐取值，可由用户自行修改 

保养费用 给出推荐取值，可由用户自行修改 

车用尿素费用 

此参数主要针对柴油车辆，尿素用

量相当于柴油用量的 3%-5%，在本计

算中取值 4%；尿素价格以市场均价

为准。 

运营成本 

过桥过路费 外部输入 

保险费用 外部输入 

人力费用 外部输入 

过程信息 使用年限 
根据行驶里程及强制报废年限标准

计算 

注*对于租赁模式，维修保养、车险费用都包含在租赁成本中，计算时会进行区

分。 

3.3 环境减排效益核算 

3.3.1 碳排放核算 

汽车全生命周期包含车辆材料周期和燃料周期两部分，前者包括汽车原材

料获取、材料加工、零部件加工制造、整车装配、材料回收等环节，后者则包

含燃料开采、运输、加工、输配及终端燃烧使用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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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汽车全生命周期图示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研究目的的不同，碳排放核算边界可以设置成全生

命周期、燃料周期、终端排放（“油箱到车轮”）等类型。BestECV 系统主要

面向车辆的终端使用者，帮助使用者了解置换新能源商用车后的直接碳减排效

益，因此暂不考虑车辆材料周期的碳排放。 

《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1中指出“移动源直接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各类燃料燃烧排放的氧化亚氮

（N2O）”，生态环境部公开数据12显示，我国交通运输温室气体排放中，CO2占

比约 99%（2014），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种类。因此，BestECV系统核算的温室

气体种类仅纳入 CO2。CO2排放中，通常包括车辆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即

终端排放），燃料开采、上游发电与制氢环节所产生的排放（即燃料上游排

放），润滑油燃烧产生的排放，以及采用尿素的催化转化器（SCR）所产生的排

放，其中，前两者是 CO2排放的主要来源，BestECV系统在核算碳减排时也只考

虑这两种排放。 

系统以单车碳排放为核算基础，采用下面的公式来核算单个车型每年的碳

排放量。 

𝐸𝐶𝑂2 = 𝐹𝐶 × 𝑉𝐾𝑇 × 𝐸𝑓            （公式 3-1） 

燃
料
周
期

汽车材料周期

材
料
回
收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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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𝐸𝐶𝑂2为单车二氧化碳排放量；FC 为单车单位公里燃料消耗量；VKT

是单车年度的行驶里程数；𝐸𝑓指单位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即燃料碳排放

因子。 

仅核算终端碳排放时，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由于完全使用电能和氢

能，终端不排放二氧化碳。与它们相对应的传统燃油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即为这类新能源汽车相对于燃油车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商用车领域内，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车型种类和数量并不多，在现有的方法学内暂不考虑电动化驾

驶和燃油驱动驾驶的使用比例，其燃料消耗量也以工信部公布的综合工况油耗

为准。 

电动汽车消耗的电力虽然不产生终端排放，但电力上游，包括发电、输电、

配电等环节会产生碳排放，而且在不同的发电能源结构下，电力上游碳排放量

具有很大差异，这也是在电动汽车发展前期很多业内人士较为关注的问题。在

BestECV系统中，也会给出基于燃料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参考，此时采

用的燃料碳排放因子相应换成燃料周期碳排放因子。 

数据方面，单车车型的燃料消耗量水平为企业上报到工信部的数值，VKT数

值在系统中为开放式输入性参数，由使用者根据个人使用习惯进行填写，燃料

碳排放因子是系统默认值。其中，电力燃料周期碳排放因子与发电能源结构密

切相关，因此在计算时会考虑到车辆主要的运营区域，并根据我国六大电网所

辖区域进行识别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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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图 9  中国六大电网所辖区域 

表 6为系统核算所使用的燃料碳排放因子。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虽

已超过 4100 万吨/年，但制氢原料仍以化石原料（煤制氢、天然气重整等）为主，占

约 70%的比重，工业副产氢占比近 30%，电解水制氢占比不到 1%。也就是说，目前的氢

能在生命周期内并不能称之为绿色能源，而是国际能源界所称的“灰氢”
13
，因此燃料

周期的碳排放量相对较高。 

表 6  各类燃料碳排放因子 

燃料类型 终端排放因子 燃料周期排放因子 

汽油，g CO2,e/L 2272 3192 

柴油，g CO2,e/L 2654 3241 

氢，g CO2,e/kg 0 25090
14
 

电力，g CO2,e/kWh 0 

华北电网 746 

东北电网 638 

华东电网 662 

华中电网 432 

西北电网 653 

南方电网 429 

注：1）氢能燃料周期碳排放因子来自于文献资料；2）电力燃料周期碳排放因子根据各大电网

2020 年度各类能源发电量构成进行计算而得，以后每年可根据最新数据进行更新。 

东北电网

华东电网
华中电网

南方电网

西北电网

华北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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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取一款新能源商用车后，系统会自动匹配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燃油汽车，

二者碳排放核算值之间的差值即为新能源商用车的碳减排量。 

3.3.2 污染物排放核算 

BestECV系统提供了核算商用车终端及燃料周期上游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

核算的污染物种类既包括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发布的《中国移动源

管理年报》中提及的四类污染物，即一氧化碳（CO）、碳氧化物（HC）、氮氧

化物（NOX）和颗粒物（PM），也包括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和二氧化硫

（SO2）。 

（1）运行阶段排放 

对电动汽车而言，由于运行阶段只消耗电能，所以运行阶段的排放为零。 

对燃油车而言，四项污染物在运行阶段的排放系数采用生态环境部于 2014

年发布的《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版本中国

五车型对应的系数。据了解，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着手对该技术指南进行了更

新，新的指南一旦发布，BestECV系统也将采用最新公布的排放系数。 

表 7  各类车型四项污染物排放系数 

  CO, g/km HC, g/km NOX, g/km PM, g/km 

轻型客车 
汽油 0.46 0.056 0.017 0.006 

柴油 0.13 0.016 0.679 0.065 

中型客车 
汽油 1.98 0.107 0.147 0.013 

柴油 1.84 0.364 2.276 0.102 

大型客车 
汽油 3.77 0.418 0.582 0.093 

柴油 1.62 0.054 8.64 0.266 

轻型货车 
汽油 2.37 0.169 0.172 0.013 

柴油 1.48 0.186 2.24 0.025 

中型货车 
汽油 4.5 0.573 0.68 0.093 

柴油 1.65 0.103 3.701 0.042 

重型货车 
汽油 4.5 0.555 0.68 0.093 

柴油 2.2 0.129 4.721 0.057 

城市客车 汽油 3.77 0.418 0.582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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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 1.62 0.054 8.64 0.266 

资料来源：《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对于某一特定车型，采用下面的公示来计算四项污染物终端排放量。 

𝐸𝑃𝑖 = 𝑉𝐾𝑇 × 𝐸𝑃𝑓𝑖                         （公

式 3-2） 

其中，𝐸𝑃𝑖为单车第 i种污染物排放量，VKT为单车每年的行驶里程数，

𝐸𝑃𝑓𝑖为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系数，见表 7。 

由于纯电动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在终端没有污染物排放，因此与之相对应的

传统燃油汽车的终端污染物排放量即为使用这类新能源商用车的污染物减排量。 

SO2 排放根据车用燃料的含硫量以及平均油耗计算得到。VOCs排放包括了

尾气排放和蒸发排放（热浸、运行、昼间、驻车等）。表 8中是用于计算运行

阶段燃油汽车 SO2和 VOCs排放的相关参数。单位燃料含硫量采用了国六汽油和

柴油含硫量的上限值 10mg/kg。 

表 8  燃油汽车运行阶段 SO2 和 VOCs 排放计算参数 

 汽油 柴油 

单位燃料含硫量（mg/kg） 10（国六汽油） 10（国六柴油） 

燃料密度，kg/L 0.73 0.84 

运行阶段 VOCs 排放因子，

g/L 
3.636 0.203 

对于某一车型，采用公式（3-3）来计算运行阶段的 SO2排放量，单位为

kg/年。 

𝐸𝑆𝑂2 = 2 × 𝑉𝐾𝑇 × 𝐹𝐶 × 𝜌 × 𝛼/100/1000   （公式 3-3） 

其中，𝐸𝑆𝑂2为单车 SO2排放量，VKT为单车每年的行驶里程数（km），FC

为车辆的百公里油耗（L/100km），𝜌为汽油或柴油的密度，𝛼为汽油或柴油的

含硫量，公式右侧参数的单位均与表 8 中的单位一致。 

公式（3-4）则用于计算运行阶段的 VOCs排放，单位为 kg/年。 

𝐸𝑉𝑂𝐶𝑠 = 𝑉𝐾𝑇 × 𝐹𝐶 × 𝐸𝑝𝑓𝑉𝑂𝐶𝑠/100/1000  （公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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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𝐸𝑉𝑂𝐶𝑠为单车 VOCs排放量，VKT为单车每年的行驶里程数（km），FC

为车辆的百公里油耗（L/100km），𝐸𝑝𝑓𝑉𝑂𝐶𝑠为汽油或柴油在运行阶段的排放因

子，见表 8。 

（2）燃料上游排放 

电力上游的各类污染物排放因子见表 9，由于不同区域电网的发电构成有较

大差异，我们基于 2020年各区域电网发电量构成及单位火电发电量污染物排放

水平，计算得到各区域电网的各类污染物排放因子。由于在各类资料中尚未见

到关于电力上游 CO 和 HC的报道，研究中的电力上游污染物暂时只包括表 9所

列的四类。 

表 9  各区域电网电力上游污染物排放因子 

单位：g/kWh 

 烟尘（PM） SO2 NOX VOCs 

华北电网 0.0274 0.137 0.153 0.073 

东北电网 0.0234 0.117 0.131 0.063 

华东电网 0.0250 0.125 0.140 0.067 

华中电网 0.0156 0.078 0.087 0.042 

西北电网 0.0224 0.112 0.125 0.060 

南方电网 0.0155 0.077 0.086 0.041 

表 9中各类污染物排放因子是以单位电量为基础的，因此采用下面的公式

来计算单车的电力上游污染物排放量，仍以 kg/年作为衡量单位。 

𝐸′𝑝𝑖 = 𝑉𝐾𝑇 × 𝐸𝐶 × 𝐸′𝑝𝑓𝑖/100/1000      （公式 3-5） 

其中，𝐸′𝑝𝑖为单车电力上游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量，VKT为单车每年的行驶

里程数（km），EC 为单车百公里电耗（kWh/100km），𝐸′𝑝𝑓𝑖为电力上游第 i类

污染物的排放因子。 

燃油车方面，表 10列出了在燃料周期上游的污染物排放因子水平，在这里

仍然缺乏关于燃料周期上游 CO和 HC排放的研究，在研究中暂不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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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汽油和柴油燃料周期上游污染物排放因子 

单位：g/L 

 PM SO2 NOX VOCs 

汽油 0.14 0.73 1.79 2.24 

柴油 0.11 0.75 1.75 1.89 

 

燃油车燃料周期上游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与电动汽车类似，公式也与（3-5）

基本一致，如（3-6）所示，核算单位为 kg/年。 

𝐸′𝑝𝑖 = 𝑉𝐾𝑇 × 𝐹𝐶 × 𝐸′𝑝𝑓𝑖/100/1000       （公式 3-6） 

其中，𝐸′𝑝𝑖为单车燃料周期上游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量，VKT为单车每年的

行驶里程数（km），FC为单车百公里油耗（L/100km），𝐸′𝑝𝑓𝑖为燃料周期上游

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因子。 

由于纯电动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在终端没有污染物排放，因此与之相对应的

传统燃油汽车的终端污染物排放量即为使用这类新能源商用车的污染物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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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市物流车应用案例 

以城市物流车较受欢迎车型为例，分别计算购买和租赁两种模式下的成本

效益。 

（1）车型基本参数 

车型基本参数如下表： 

表 11 物流车案例车型基本信息 

纯电动车型 对标油车车型 

车辆名称 
东风凯普特 EV350

厢式运输车 
车辆名称 福田厢式运输车 

厂商指导价 20-24万 
厂商指导

价 
11.6-13.8万 

车辆型号 DFA5040XXYKBEV21 车辆型号 BJ5048XXY-F3 

车辆类型 轻型 车辆类型 轻型 

车辆细分类 城市物流车 
车辆细分

类 
城市物流车 

车身尺寸 5995×2100×2890 外形尺寸 
5995×2100×

2800 

厂标续航 365 燃料种类 柴油 

动力类型 纯电动 综合油耗 10.8 

额定载重 1645 
核定载质

量 
1495 

总质量 4495 总质量 4495 

整备重量 2850/2960/3045 整备质量 2805 

吨位级别 N2 吨位级别 N2 

轮胎数量 6 轮胎数 6 

储能装置种类 磷酸铁锂蓄电池 排放水平 国Ⅵ 

Ekg 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

量 

Wh/km·kg 

0.248/0.266/0.281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 
136.74,146.7,141.

59 
    

储能装置总储电量 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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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物流车租赁平台及运营企业的调研，选取相应参数输入模型，各模块成

本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2 成本效益模块参数选取 

成本 参数 
东风 

凯普特 EV350 

福田 

厢式运输车 
备注 

整车购买 

厂商指导价/万元 20 11.6   

购置补贴/万元 2.56 /   

购置税及车船税/

万元 
/ 1.03   

补能成本 

Ekg(Wh/km·kg） 

/百公里油耗 

(L/100km) 

0.269* 10.80 
*选取三个规

格的平均值 

电价(元/kWh) 

/油价(元/L) 

2.3/1.2/ 

0.8/0.5 
8.15 

以公共快充

平时电价进

行估算 

维修保养

成本 

维修保养费用 

元/年 
3000 7100 

根据调研设

定平均值** 

车用尿素费用 

元/年 
/ 872   

运营成本 

过桥过路费 0 0   

保险费用 3000 2000 估值 

人力费用 / /   

注：**通过深圳地上铁调研，常规情况下，燃油轻卡保养平均在 700 元/次，

5000公里 1次，电动车平均在 380元每次，10000公里保养一次。此外，加上

易损件（轮胎、雨刮等）更换 1500元。 

（2）电动化情景参数设置 

 对于城市物流车，电车和油车的使用周期成本差异，影响最大的是购车价

格、电费与油费价差，在实际运行环节就体现为年运行公里数。由此，本案例

分别针对购车价格（是否有购置补贴）、运行规律、充电价格等参数设置不同

情景，进而分析不同条件下的使用周期成本。 

根据实地调研，城市物流车运行习惯通常日行驶里程在 100-150km之间，

受季节、地域影响会有一定差异。由此，设定三种行驶规律情景，以分析不同

运行强度下电车与油车的成本效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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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车辆行驶里程情景设置 

成本 参数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运行规律 

日行驶里程/km 150 150 200 

每年运行天数/天 150 300 300 

年运行公里数/km 22500 45000 60000 

 对于充电价格，不同城市对于时段的划分与电价的定价有一定差异，选取

各时段的平均取值作为计算标准，即： 

 峰时电价 2.3元/kwh，平时电价 1.2元/kwh，谷时电价 0.8元/kwh，家用

电价 0.5 元/kwh。 

 使用年限参数，则考虑电车通常运行寿命在 5年左右，因此将主要计算在 5

年内电车与油车的成本效益。 

（3）电动化 TCO分析结果 

 通过分别计算所选车型即东风（电车）与对标车型即福田（油车）在不同

运行规律、不同充电价格、以及是否有补贴的情景下的成本效益，结果如图 10、

图 11、图 12所示。  

 
图 10 情景 1 不同充电价格下累计总拥有成本 

 在年行驶里程为 150km×150天情景下，若选用家用电价、公共充电谷时电

价或平时电价皆可以在三年内实现与油车的成本持平，其中最早为家用电价下

即用自有充电桩进行充电，其次为选用公共充电的谷时电价，通常为夜间充电；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1 2 3 4 5

情景1-年行驶里程22500km

东风-平时 东风-峰时 东风-谷时

东风-家用 东风-无补贴平时 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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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经常选用峰时充电，则充电成本大幅提高，需在 4年后方可达到成本的持

平。 

 
图 11 情景 2 不同充电价格下累计总拥有成本 

在年行驶里程为 150km×300天情景下，若选用家用电价、公共充电谷时电

价或平时电价皆可以在两年内实现与油车的成本持平，而若经常选用峰时充电，

则充电成本大幅提高，需在 2.5年后可达到成本的持平。 

 
图 12 情景 3 不同充电价格下累计总拥有成本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1 2 3 4 5

情景2-年行驶里程45000km

东风-平时 东风-峰时 东风-谷时

东风-家用 东风-无补贴平时 福田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1 2 3 4 5

情景3-年行驶里程60000km

东风-平时 东风-峰时 东风-谷时

东风-家用 东风-无补贴平时 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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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行驶里程为 300km×300 天情景下，整体电动车型效益优于前两种情景，

若选用家用电价、公共充电谷时电价或平时电价在一年内即可实现与油车的成

本持平，即便选用峰时充电，也只需在 2年后方可达到成本的持平。 

（4）排放强度估算 

 各情景下电车与油车的碳排放及污染物排放结果如图 13--图 17 所示。电

车（上游）及油车的 CO2及各污染物排放皆与运行公里数相关，因此年运行公

里数越多，排放强度越大。 

 对比来看，电车在 CO2、VOC、NOX、PM、SO2等污染物对比油车都有很好的

减排效果，城市物流车的电动化替代具有良好的环境减排效益。 

 

图 13 各情景下 CO2 年排放强度 

 

图 14 各情景下 VOC 年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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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情景下 NOx 年排放强度 

 

图 16 各情景下 PM 年排放强度 

 
图 17 各情景下 SO2 年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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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现有市场商用车领域纯电车型信息的梳理，以及电动化成本效益与

环境减排效益的核算，可以进一步确认的是，现阶段对于轻型货车，电动化是

具有经济效益和减排效益的，重点方向在于进一步优化车辆性能及使用环境，

包括充电环境及后市场服务；而对于中重型车辆，在经济性和技术方面，电动

化都存在诸多挑战，应寻求更多元的替代方案，如氢燃料电池汽车、换电模式

等。 

 本研究将在下阶段工作中，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开展进一步探索： 

（1） 进一步完善车型数据库，优化 BestECV 系统功能，同步更新每年新

增车型； 

（2） 开展多元应用场景调研，分析 ECV 推广场景优先级的关键指标，建

立 ECV优先级推广指数方法学及评价体系，评选最优的商用车电动

化适用场景； 

（3） 开展用户调研，了解并反馈电动车型在实际应用的表现及挑战。 

BestECV 将持续开展工作，进一步推动行业间的交流与学习，发挥第三方中

立平台的独特性，更好的推动商用车领域电动化进程。 

  



 

27 

 

参考资料 

 
1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https://www.cdmfund.org/30470.html 
2 工信部，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zbgy/qc/art/2022/art_63f16aa43e3543

c28bb285b7dc759eea.html 
3 Jiang X, Guo X.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ttery electric logistics vehicles: China as a 

case study[J]. Energies, 2020, 13(10): 2455. 
4
 Schiffer M, Stütz S, Walther G. Electric commercial vehicles in 

mid-haul logistics networks[M]. Behaviour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in 

Electric Vehicles. Springer, Cham, 2018: 153-173. 
5 曹西子,许康利,张熠晨等.柴油环卫车电动化替代环境效益分析及可行性评估

[J].环境影响评价, 2021, 43(02): 51-55+60. 
6 Tsakalidis A, Krause J, Julea A, et al. Electric light commercial 

vehicles: Are they the sleeping giant of electromobility?[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20, 86: 

102421. 
7 Vijayagopal R, Rousseau A. Electric truck economic feasibility 

analysis[J]. World Electric Vehicle Journal, 2021, 12(2): 75. 
8 Hovi I B, Pinchasik D R, Figenbaum E, et al. Experiences from 

battery-electric truck users in Norway[J]. World Electric Vehicle 

Journal, 2019, 11(1): 5. 
9 姜运哲，宋承斌，周怡博等.典型场景下换电重卡的技术经济性分析[J].工业

技术经济, 2022, 41(02):154-160. 
10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中国重型货运卡车的拥有总成本对比分析：

纯电动、燃料电池和柴油货运卡车》. 2021. 
11 《2006 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3章：移动源燃烧. 

https://www.ipcc-

nggip.iges.or.jp/public/2006gl/chinese/pdf/2_Volume2/V2_3_Ch3_Mobile_

Combustion.pdf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移动原环境管理年报，2020. 
13 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22/0326/527481.shtml 
14 余亚东等，不同燃料路径氢燃料电池汽车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 全球能

源互联网， 2021.4（03）：30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