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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战略。交通运输作为三大碳源之

一，是减排的重点领域。

Tackl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the basic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one of the three carbon sources, transportation is the key area of

emission reduction.

全球环境基金启动了“缓解大城市拥堵 减少碳排放项目”课题，开展

中国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手册、绿色交通融资策略研究、新能源公交车辆运营评

估体系及数据采集标准研究、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标准体系研究等。

GEF start “Large-City Conges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Project” ,

including the NEB ope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data collection standard

research.

1 项目背景
Project Background



中国试点城市运营的纯电动及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辆
Battery Electric Buses and Plug-in Hybrid Power Buses

插电式混合动力大巴
plug-in hybrid power buses

纯电动大巴
battery electric buses

2 研究对象 Research Object

3 研究目标 Purpose

通过调研新能源公交车的技术表现和运营效果，掌握车辆性能特征，总

结运营组织经验。提出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效果评估体系和数据采集方法，为

行业规范推广应用和综合监管提供支撑

Mas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hicle performance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operation organization. Put forward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主管部门、运营企业报表
年鉴查阅、问卷调研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成果

系统分析系统辨识法

应用现状评价指标对比分析法
单指标、综合指标分析法

问题及改进头脑风暴法
专家判断法

现场调研文献查阅、座谈、问卷
初步了解现状
展望发展趋势

评估体系建立层次分析法 初步建立评估体系

数据来源及采集 初步确立数据采集体系

专题一（现状及改进）
专题二（评估体系）
专题三（数据采集）

行业适宜性
发展趋势与展望

趋势外推法 专题四（趋势展望）

能力培训培训讲座、座谈 专题五（能力建设）

4 工作方法 Methods



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运营效果——系统构成及关系

系统分析
System analysis

一、效果评估体系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目标层 准则层 释义层

评估体系的框架

Target Guidelines Paraphrase



车辆投放及充电桩建设 充电桩服务能力

运营服务 Operations Services

车辆购置及充电桩建设 补贴状况 运营收支

经济成本 Economic cost

车辆运营情况

电池系统 电机系统 整车系统

技术性能 Technical performance

数据需求 Data requirements

二、数据采集体系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节能水平 碳减排水平 其他环保性

节能环保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使用者满意度 行业影响 推广模式

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

车辆故障 维保能力建设 预防式维保

安全保障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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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投放情况 Delivery situation

数量及占比均快速增长 Rapidly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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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新能源车销量32万辆，公交车30%

2016年底，新能源公交超过16万辆，占全部公交车

（60万辆）比例约27%

相比2015年，总量增长了83.9%

By the end of 2016, 160,000 NEBs , increase

of 83.9% compared to 2015.

纯电动公交车辆成为主流 Become the mainstream

新能源公交车型主要集中在10-12m，其中纯电动

占71.77%，插电混合动力占比逐渐下降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10-12m, of 

which 71.77% of pure electric, plug hybrid 

gradually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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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现状评估 Operation status evaluation



充电设施情况 Charging facilities

集中式充换电站和分散式充电桩

集中式充电站 Centralized charging station

充电站以企业自有为主，占 40%

Charging station ,Business-owned 40%

换电站较少，以电网所属为主,占 39%

Fewer substations to power grid-based, 39% 40%

28%

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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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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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站 充电站

分散式充电桩 Decentralized charging pile

充电桩以企业自有为主，占48%，电网所属占

27%，其它25%

Charging pile to enterprise-owned, accounting

for 48%, power grid belongs to 27%, the other

25%

25%

27%

48%
其它

电网所属

企业自有



动力技术性能现状 Power technology performance

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关键原材料、单体、系统集成、回收利用等在内的相对

完善的动力电池产业链

China has basically formed the key raw materials, monomer, system

integration, recycling and other relatively complete power battery industry chain

单体电池能量密度提升，与国际先进水平

基本同步

The energy density of single cell is

improved, which is basical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电池成组技术、集

成化仍有待提升，导致单体电池一致性保障

能力较弱

Battery group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s 

still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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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电量续航里程=续航里程（工况法）/整车电池容量。以上数据来源于《201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



运输效能评估 Transport efficiency  

1辆传统大巴相当于1.5-2辆纯电动大巴，1-1.8辆 混动大巴的运营效率

1 Traditional diesel bus=1.5-2 Pure electric buses OR 1-1.8 hybrid buses

原因：电池占空间大，续航差充电次数多，维保和故障处理时间长（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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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车辆完好率（%）
vehicle availabil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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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290.1

0

374.8

290.1

579.7

391.7

269.4

490.3

391.7

579.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深圳 北京 武汉 青岛 重庆

纯电动大巴

混合动力大巴

传统柴油大巴

各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日均载客量（人次）
Average daily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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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果评估 Operating results  —— 以北京、深圳、武汉、青岛、重庆为例



城市间充电设施缺口差异大，桩车比多为1:3。充电量主要集中在谷期23:00-7:00，
其他时段补电

Inter-city charging facilities gap big difference. Pile car ratio of 1: 3. Charging tim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23: 00-7: 00

原因：场站用地资源紧缺，充电设施标准不一，充电设施利用效率低

设施服务能力 Facility servic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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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期充电量占比 平峰充电量占比 峰期充电量占比
城市 深圳 北京 武汉 青岛 重庆

新能源公交
车辆桩车比

1:3 1:9 1:1 1:3 1:42

2016年底各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桩车比
Pile car ratio 

注：1.桩车比=公交充电桩数量/实际运营新能源公交车数；
2.重庆市投入使用新能源公交车辆大部分为混合动力车辆，无充电桩不影响营运

新能源公交车辆充电时间分布

城市
充电桩规模（个）

现有充电桩 未来需求 仍需建设

北京（中心城区） 159 3839 3680

武汉 1221 1500 279

青岛 600 1640 1040

重庆 59 1467 1408

合计 2039 8446 6407

各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达50%时充电桩需求



安全性评估 Safety 常规类、“三电系统”两大类故障

2016年平均故障频率约0.52次/万公

里，较传统公交低（1.6次/万公里）

Average fault rate was 0.52 time per ten

thousand kilometers.

常规类故障频率约为 0.19 次/万公

里，“三电”系统约为0.33次/万公里。

Conventional fault rate was 0.19, "3-E"

system fault rate was 0.33 time per ten

thousand kilometers.

“三电系统”故障次数占比63%

“3-E” system fault account for 63%

投入运营时间不长，问题尚未完全发现

33%

19%
18%

17%

9%

4%
常规类故障

电池管理系统故障

电池类故障

电机类故障

电控系统故障

动力系统故障

注：各地故障定性及分类无统一标准，无可比性，仅参考



经济性评估 Economic

新能源公交车全生命周期总成本（C）包括购车价格（CA，扣除购车补贴）、政府补

贴（CS）、能耗成本（CE）和维修保养成本（CM），即 C = CA+ （CE+ CM）×8

城市 深圳 北京 武汉 青岛 重庆

企业采购方式
整车采购、融资

租赁
整车采购

大部分整车租赁，少
量整车购买

政府负责采购 整车采购

企业购车成本
（除补贴，万元）

66 70 80 — 70

能耗成本
（元/百公里）

97.4 121.9 109.3 200.7 124.2

维保成本
（万元/年·辆）

3.1 4.9 — 0.8 2.6

配套设施建设成本
约16万元/个
（含建设费）

慢充桩1万元/个，快
充桩153万元/个

充电桩平均
2万元/个，加建设费
用20万元左右/个

充电桩13万元/

个
—

纯电动公交车辆各项成本单位指标对比

Car cost

Energy

Maintenance

Charging pile



全生命周期新能源公交车辆成本分析——以深圳为例
Life cycle(8years) of New Energy Bus cost analysis—Shenzhen 

某公司部分新能源公交大巴的全生命周期（运营期为8年）的总成本分别为

141.08万元/车，较传统柴油大巴（217.37万元）分别节约35%

Total cost 1,410,800 yuan per ca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iesel bus were saving 35%

纯电动公交车与柴油车各项成本示意图（单位：万元）

司机及管理人员会增加，相应成本也增加

Car cost Energy Maintenance

Diesel bus 

New 

Energy 

Bus 



（1）受多种因素影响，新能源公交与传统公交在经济效益方面，城市差异大

Big city differences

（2）公交企业推广运营新能源公交车过度依赖政策补贴

Over-reliance on policy subsidies

（3）新能源车购车成本远高出柴油车，政策补贴后与柴油车基本持平

Car cost far higher than the diesel bus

（4）新能源车能耗成本相比柴油车有较大优势

Greater advantages on energy costs 

（5）维保成本与柴油车持平，质保期过后难以预计

The cost of maintenance is currently flat and unpredictable in the future

（6）新能源车运营效率低于柴油公交，车辆、人员投入加大，相关成本增加

Operating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diesel buses, related costs increase



环保性评估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6年，各调研城市纯电动公交车辆百公里能耗为 80.8-124.2 kWh，差异不大，

较传统车节能 65%-80%，单车年平均节能 13.4-23.1 吨标准煤

Energy consumptions per hundred km is 80.8-124.2 kWh, 65-80% less energy 

than diesel buses

纯电动公交车辆单车年平均节能（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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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各调研城市纯电动公交单车百公里CO2排放量

61.4-80.7kg，全生命周期（8年）减排量341.3-645.7吨，较柴油

公交车减排量 24.1%-60.7%

Per hundred km of CO2 emissions 61.4-80.7kg, full life cycle 

(8 years) 341.3-645.7 tons of emission reduction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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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公交车辆在运营阶段污染物排放为零，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发挥了

重要作用，环境效益显著

Pollutant discharge during operation is zero

污染物排放

国五车型污染排放标准

内容 国五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NOX）g/km 0.18

非甲烷碳氢(HC+NOX)g/km 0.23

颗粒物浓度(PM)g/km 0.0045

指标 北京 武汉 青岛 重庆 深圳

氮氧化物（吨） 10.68 8.62 9.86 1.52 48.6

HC+NOX（吨） 13.65 11.02 12.6 1.94 62.1

PM（吨） 0.27 0.22 0.25 0.04 1.22

纯电动公交车辆全生命周期单车污染物减排量

Contaminants



纯电动公交运营阶段热排放为零，极大减弱了污染物热搅拌作用。2016年，各调研

城市热减排量 8.98-12.04×105kJ，单车每年热减排量为 325.17-614.21GJ

Operating phase heat release is zero. The annual emission reduction of each bus is 

325.17-614.21GJ.

热污染

单车百公里热减排量（105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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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意义重大

Thermal pollution

100 km of thermal emission reduction annual emission reduction of each bus 



（1）超 68% 的乘客在乘坐舒适度、安全可靠性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68% Passengers feel comfortable, safety.

（2）79% 司机对纯电动公交车表示满意

79% driver is satisfied.

（3）车辆电池续航里程短、充电设施不足、“三电”类故障较高。企业需强化

对公交运营企业司乘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技术培训

Short mileage, insufficient charging facilities, “3-E” system high fault.

（4）通过新能源公交的推广，对行业监督、安全监管、维保体系的建设有重要

推动作用，并对能源结构的调整有重要影响

Promote industry regulation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乘客及司机满意度评估结果 Result

适用性评估 Applicability



按一定比例进行裸车和动力电池的价值分离，公交企业就裸车进行融资租

赁，充维运营商就配套电池进行购置；

向第三方金融机构租赁车辆及充电设施，租赁期内车辆及充电设施归金融机

构所有，期满后所有权归公交企业；

按一定比例进行裸车和动力电池的价值分离，公交企业就裸车进行融资租

赁，充维运营商就配套电池进行购置。

推广模式

公交企业定期向新能源汽车厂商支付租金，租赁期满后车辆归公交企业所有；

整车融资租赁 Whole vehicle financing lease

车电分离+融资租赁 Vehicle and electricity separation + financing lease

混合租赁 Mix lease

整车购置、服务外包 Whole vehicle purchase and service outsourcing

Promotion mode



新能源公交车辆与传统车技术差异较大，对设施用地、人员要求以及安全监管的

风险点与传统柴油大巴不同

单车需求面积较传统车增加 30%左右（约为140㎡/辆）

场站用地影响 Station facilities

运营安全监管方式 Operation safety supervision

结合纯电动大巴车辆技术（车辆准入阶段）和运营服务特点修订完善规范标准

加强自身维保服务能力建设，依托生产厂商进行专业化人才培训，逐步提高公交运营

企业维保服务能力

行业维保体系建设 Maintenance system

对社会的贡献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调整公交行业能能源结构、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促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

行业影响 Industry impact



提高交通行业准入门槛，包括在整车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上提高标准；

限制车商的无序竞争，避免低水平、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

财税政策应由普惠制向奖优罚劣转变；

鼓励投资多元化，适度调整公交车辆准入规则，减少不合理的管制

（1）提高车辆准入标准 Improve vehicle access standards

调整有关产业和消费政策，打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以及具体操作细则应增加稳定性；

政策发布到执行有缓冲阶段，做好衔接，迭代过程平滑；

避免因政策不公开、不透明、不衔接带来的企业投入成本增加

（2）强化“政策+市场”双轮驱动发展，增加政策稳定性

Strengthen the dual-driven development of "policy + market" to 

increase stability of policies

四、措施建议 Measures and suggested



地方保护严重破坏市场公平，阻碍技术进步，限制行业创新，影响产业发展

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根治动机问题

Promote the reform of fiscal system and solve the motivation problem fundamentally

① 优化调整汽车相关税收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

② 将汽车消费税等从生产环节调整到消费环节，增加使用税、减少制造税

有效开展清理整顿，建立问责追惩机制

Carry out clean-up and rectification effectively and establish the accountability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① 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② 对于较为隐蔽的地方保护行为，可实施举报制度，进行核查

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实施扣减机制，规范地方推广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建立

更公平、开放、流动的市场，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

Strengthening the market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reduction mechanism,

break the local protection, promote and establish a more equal, open and mobile

market and further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requirement.

（3）消除地方壁垒 Eliminate barriers of local protection barriers 



加强安全运营监管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safety operation

①加强运营过程监管体系建设、安全运营监管（主动跟进）

②加强对新能源公交运行状态远程监控系统的检查考核

③研究制定交通行业运行监管平台建设规范

④推动企业完善新能源公交运行监控平台，保证车辆安全使用

改善运营模式，实现精细化管理 Improve operation pattern and realize

delicacy management

①制定“一线一运营方案”的营运组织方案

②采取“夜间充满电，白天快补电”的充电策略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

③利用“浅充浅放”的充电方式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4）加强运营管理 Strengthen operation management



（5）提升动力电池技术水平 Enhance technical level of power battery

继续做好新能源公交车辆技术研发，着力突破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提高

自主核心零部件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

防范低水平重复利用

Prevent low-level redundant development

加大对创新型动力电池企业支持力度

加强基础和材料技术研究

Strengthen the basic and material technical research

① 动力电池产业需依照科技发展规律规划，稳步实施

② 探索新型高比能量和功率电极材料，研究其电化学储能应用技术



（6）建立完善的充电设施服务体系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arging facilities service system

抓好政策落实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① 成立联合督导小组，加强调查研究，指导地方科学合理施策

② 范补贴资金发放程序，明确申请条件和流程，保障补贴资金落实处

保障充电安全 Guarantee the charging safety

① 通过法规、标准对充电安全予以强化，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② 充电基础设施生产、运营企业应紧把质量关

加强兼容充电，推进互联互通 Strengthen compatible ,promote interconnection

① 硬件层面上即充电接口的互联互通，即要有统一的标准和监管体系

② 充电交易结算体系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便捷支付

③ 充电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



（7）加强车辆维修保养队伍建设，提高维修保养服务水平

Strengthen building of vehicle maintenance team and improve 

maintenance service

现阶段三电故障主要依靠车商处理，随着规模进一步扩大，车商维

保降低效率，对运营企业的维保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建立新能源公交车辆维保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维保流程，避免使用

中安全隐患

Establish a new energy bus maintenance industry technical standards

加强公交企业维保队伍建设

Strengthen public security enterprise team buil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