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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动汽车是指以车载电源为动力，用电机驱动车轮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各项

要求的车辆。由于对环境影响相对传统汽车较小，其前景被广泛看好，但当前技术尚不成熟

。

        工作原理：蓄电池&mdash;&mdash;电流&mdash;&mdash;电力调节器&mdash;&mdash;电动

机&mdash;&mdash;动力传动系统&mdash;&mdash;驱动汽车行驶。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前景展望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电动汽车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动汽车规模及消

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动汽车面临

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电动汽车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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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规律

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

三、与国际电动汽车产业接轨

第四节 混合动力电动公交车产业化构想

一、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发展概述

二、混合动力电动车城市公交客车产业化分析

三、混合动力电动城市公交客车产业化建议

第五节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化中心城市的选择

一、建设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化中心城市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化中心城市的区位因子分析

三、产业化中心城市评价选择模型的建立

四、建设电动汽车产业化中心城市的战略实施建议

第六节 基于钻石体系的电动汽车产业化制约因素分析

一、电动汽车产业化制约因素分析

二、各制约因素间的互动作用分析

三、促进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对策建议

 

第十二章 我国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模式探析



第一节 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功能定位

一、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意义

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政府职能性质

三、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服务属性

四、政府行为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促进作用

五、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特征

第二节 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模式探析

一、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模式研究

二、不同模式的优缺点

三、三种模式适用条件的比较分析

第三节 我国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探讨

一、电动汽车运营实体构成

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车型选择

三、电动汽车运营方案

四、国家优惠政策

第四节 纯电动汽车运营模式及经济性探讨

一、国内外电动汽车运营模式

二、电动汽车运营基本模式及其特点分析

三、我国发展纯电动汽车以及运营模式的探讨

四、电动汽车使用经济技术分析

第五节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共生模式研究

一、共生的概念及共生模式的分类

二、影响电动汽车产业共生模式的因素

三、电动汽车产业共生模式选择

 

第十三章 我国电动汽车示范运营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我国电动汽车示范运营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一、我国电动汽车示范运营现状

二、电动汽车示范运营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项目情况

一、&ldquo;十城千辆&rdquo;电动汽车示范工程

二、武汉电动车示范化运营情况



三、郑州百辆零排放无污染的电动汽车开始正式运行

四、成都首批纯电动车投入示范运营

五、深圳市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情况

 

第十四章 2022-2028年电动汽车研制与技术发展趋势

第一节 电动汽车技术发展趋势及前景

一、概述

二、纯电动汽车（PEV）

三、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

四、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五、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六、电机及电动车轮

第二节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概述

二、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的特点及分类

三、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的研究现状

四、发展趋势

第三节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研究开发及前景展望

一、发展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可行性

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及其特点

三、我国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研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关键技术

四、混合动力汽车已初步商业化

五、混合动力汽车的前景展望

六、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市场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第四节 超级电容电动汽车的研究进展与趋势

一、概述

二、超级电容器的机理及特点

三、超级电容器在混合能源电动汽车中的作用研发情况

四、以超级电容器为唯一能源的电动汽车研发情况

五、以超级电容器为唯一能源的电动汽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第五节 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研究进展与趋势

一、中国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研发与市场现状

二、2020年中国锂电池产业发展分析



三、降低电池成本纳入电动汽车发展思路

四、固态电动汽车电池普遍应用还需十年

 

第十五章 2022-2028年电动汽车发展策略

第一节 电动汽车的市场定位策略分析

一、定位标准

二、定位依据

第二节 国外电动汽车发展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外促进电动汽车发展的策略

二、国外电动汽车发展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启示

第三节 我国电动汽车发展的优劣势与对策

一、我国电动汽车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二、我国电动汽车发展对策探讨

三、降低成本将成关键

四、几点建议

第四节 电动汽车的示范运行推广策略

一、概述

二、电动汽车推广的条件分析

三、电动汽车推广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四、电动汽车推广的措施

五、电动汽车推广的方法&mdash;&mdash;兼析产业发展布局方案设计

第五节 我国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发展策略

一、混合动力车成为突破口

二、存在的若干问题

三、一切需稳步前进

 

第十六章 2022-2028年电动汽车投资策略

第一节 电动汽车投资策略与建议分析

一、中国十年内将向新能源汽车投资千亿

二、全球电动汽车产业及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

第二节 电动汽车高成本因素与策略分析

一、高成本原因



二、新的思路

 

第十七章 2022-2028年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

第一节 2022-2028年电动汽车未来发展环境

一、电动汽车发展将继续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二、相关政策、标准和法规的实施将为电动汽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重大国际和国家活动将为电动汽车的初期市场培育和市场导入提供良好的契机

四、发展环境不断完善

第二节 2022-2028年电动汽车的市场前景分析

一、世界电动汽车产业的市场前景分析

二、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市场前景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全球电动汽车发展预测

一、新能源汽车进入主流消费市场尚需时日

二、2022-2028年全球电动车市场预测

三、2020年混合动力车全球销量预计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电动汽车发展预测

一、中国将成为电动汽车中心

二、中国有望领先全球电动汽车市场

三、2022-2028年中国电动汽车发展预测

四、2020年我国电动汽车年产量预测

第五节2022-2028年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

一、新能源汽车近期方向预测

二、纯蓄电池驱动的超微型汽车 

三、驱动电机呈多样性发展

四、混合动力汽车

  五、燃料电池汽车成为竞争的焦点（）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qiche/V81894XJB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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