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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轨电车是节能减排的典范
——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的评论
文/王 健

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印
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2）真空能量（零点能量、太空能

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

量）——真空状态的大量能源；（3）

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的通知，新能源汽车的

环境能量，来自可感知的热能（特别是

新能源新在何处？

分子运动的能量），通过热力学第二定

定义与国际社会的认识更接近了。

新能源的定义取决于人们从什么

政府过去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

角度来理解“新”。新能源这个术语的

“不可能”地提取能量。

力汽车，在业界和学界引起很大的

本意是描述能量的新来源，世界各国的

能量储存形式与天然能源

争议，现在把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说法不一，目前还没有被科学机构所普

E l e c t r i c a l Ve h i c l e ） 作 为 节 能 汽 车

遍接纳和采用。依照物理学中的能量

就避免了这个矛盾。国际上的新能

观点，至少存在三类新能量：（1）新

源通常是指（1）燃料电池与氢燃料

的氢原子物理能量（冷聚变、低能量

（Fuel Cells & Hydrogen）、（2）

核反应、次氢（Hydrino）物理、水基

太阳光伏能（PV）和（3）生物燃料
（Biomass），《规划》所指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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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重大扩展——从简单的温度水库中

能量形式

相关能源

重力位能

水力、潮汐能

化学能

煤、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
（柴薪）、燃料电池

原子核能

铀、钍等核裂变燃料、氘、氚
等核聚变燃料

热能

地热、高温岩体

能源）氢氧燃烧的能量释放远超出正

动能

风力、波浪

常的化学能量（高达数百万倍以上）；

辐射能

太阳能

从石油提炼、运输、加油到油箱和驱动
车轮的总能源效率为14.6%（二氧化碳
的排量为每公里168.2克）；电力作为
能源，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能
源发电、输电、充电到电池驱动车轮的
总能源效率为20.1%（二氧化碳的排量
为每公里115.1克）。

无轨电车将获新生？
《规划》确定的乘用车技术路线
是按照动力电池、电机、汽车电子、先
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等产业链发展，
忽视公共巴士推进系统的特征。采用电
能直接驱动巴士行驶将使古老的无轨电
车完全脱胎换骨，成为具有现代设计风
格、轻量化夹层板车身和低地板等特征
的先进公共交通系统（APTS）典范。
在节能减排效果上，不仅提高动力传动
效率，减轻车身自重与道路摩擦，还
可以优化能量管理（降低消耗与回收能
量），且使用和维修更方便。
所谓的能量是指物体做功的能

新旧能源效率比较

传统公共巴士的机械传动系统，

力，其形式包括热能、光能、电能、机

《 规 划 》 采 用 动 力 系 统

输入一千瓦的能量而输出功率不足一千

械能、化学能、重力位能等；能源则是

（Propulsion System）来定义新能源

瓦，这是由于机械摩擦和传输过程

提供能量的物质资源，地球上存的天然

汽车，我们就可以客观地比较不同推

的原因。许多能量都损失在额定转速

能源包括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等，替代

进系统的总能源效率（Overall Energy

（Nominal Speed）上，车辆高速时驱

能源（Alternative Energy）是相对于

Efficiency）。传统内燃机的能源效率

动桥所产生的能量损耗约为15%，在额

化石燃料的一个术语，它包括太阳能、

范围为15%～30%，燃料电池的能源效

定转速时所产生的能量消耗约50%，公

风能、地热能、生物燃料与乙醇、氢能

率范围大约为46%，而电机的能源效率

共巴士在城市中的运营常态大多是额定

等，在某种语境下，替代能源与新能源

范围为80%～90% ，因此，基于不可

转速，其能量损耗巨大。

是一对可以互换的同义词。

再生的石油资源将日益枯竭的认识，全

公共巴士采用电力推进系统

新能源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

世界都共同认为电动车是未来汽车工业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s），基

新的创新能源机制跨越多学科领域，

发展的方向，不使用石油来运送人员与

本型式有两类：（1）非自动的电动

从化学到物理学、电子学、电子机械

货物将引发一场运输革命（Transport

巴士（无轨电车、隔空充电巴士）和

工程学等，通过先进的设计所凸显的

Revolutions）。

（2）车载储存电能巴士（电池电动巴

出色能力来存取宇宙的原始力量，新

当全球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的时

士和飞轮巴士）。传统内燃机巴士通过

能源技术使我们看到接近无限的能源

候，更加凸显了电动车的重要；页岩气

离合器、变速器、万向传动装置、主减

储藏空间，新能源意味着人类在认

的发现为人类打开一扇新的能源大门，

速器、差速器和半轴等，将发动机产生

识自然中的飞跃过程。新能源运动

令世界能源结构、价格机制、气候政策

的动力传给汽车驱动桥（Axle Drives）

（New Energy Movement）则致力

和地缘政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并正

来驱动车轮行驶；电动（或混合动

于让专家们关注技术开发中的新兴领

逐步影响到相关行业，蝴蝶效应也越来

力）巴士的电能则可以通过轮毂电机

域，同时又向公众传播潜在与积极的

越明显。

（Wheel-hub）直接驱动车辆行驶，将

社会变化。

以乘用车为例，汽油作为燃料，

动力、传动和制动装置整合到轮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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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简化电动巴士的机械部件，取消

里的5条无轨电车路线，市政府常务会

商来讲，无轨电车的机械可靠性和能源

传统巴士的离合器、变速器、传动轴、

审议通过决定时还美其名曰：要为市民

效率都比较高、使用寿命长、无怠速电

差速器、分动器传动轴等装置，减少车

创造没有视觉污染的公共交通服务。这

能损失、加速度和爬坡性能好、动力成

辆滚动阻力47%，增加车内乘客活动空

种理由看似冠冕堂皇，本质上却很荒

本低、维修成本低。

间。这种电动巴士完全摆脱传统机械传

谬：重庆经济发展远没有达到关注所谓

运输决策要受成本分配的影响，

动系统的约束，使电气化集成控制成为

视觉污染的水平，许多新区连基本的公

交通规划和决策者主要受直接的市场成

可能，从而有可能充分实现电动汽车的

共交通服务都没有，却要花费一亿多人

本影响，固定成本、非市场的或非直接

能源效率优势。

民币来拆除无轨电车。欧洲许多发达国

的成本常常被忽视，从而导致经济无效

家的城市里，例如瑞士的苏黎世，其国

率和不公平。早期的区位理论就建立在

民人均收入要比重庆高N倍，城市当局

运输成本的基础上，一般地讲，运输成

美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历程

几乎都保留和发展了无轨电车系统。无

本随运输技术和设施的改善而下降。公

中，通用汽车、凡世通轮胎及加州标准

轨电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车辆动力系

共巴士获得普及的主要因素是其每公里

石油等企业曾经联合收购全美城市干线

统采用交流驱动技术、整流站采用电脑

成本低，照此比较，美国许多城市的公

运输公司，买下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

自动监控、接触网适应车辆高速行驶，

共交通系统都成为汽车制造商和石油

系统，拆除有轨电车系统并以公共巴

枢纽件替代老式电磁式分、并线器……

公司的俘虏，导致无轨电车悲惨地毁

士取而代之，他们逐渐减少公共巴士

在许多中国城市官员的眼里，无

灭。每公里成本的概念毫无价值，一

的发车频率和运营路线，淘汰旧巴士

轨电车属于次等技术，提供电源的接

个典型的案例是1辆小型巴士可运送10

而不更新巴士，降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触网“难看”，是城市里的视觉污染

乘客，其每公里成本远低于1辆大型巴

去诱导人们选择私人小汽车及推动发

（Visual Pollution）。事实上，无轨电

士可运送50乘客，但任何具有交通运

展高速公路，造成美国公共交通系统

车的接触网只是在道路交叉口显得比较

输知识的人都不会选择小型巴士，因为

落后的局面，政府检察官在美国参议

杂乱，在干道上与街道照明、交通信

只有按每人公里计算成本才能确定是否

院听证会上，以电车阴谋（Streetcar

号、标志、广告、检测设备的电缆相比

盈利。单位运距成本（Cost per unit of

Conspiracy）向这些公司提出起诉。

较，其影响是很小的。特别是与空气

Distance）影响公共交通系统的车辆价

2003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全部拆

污染和噪声污染相比较，所谓的视觉污

值，运营商要获取高收入就必须尽力降

除市区的5条无轨电车线路（47.5千

染甚至可以忽略，在世界银行（World

低车辆每公里的费用。当然，这个结论

米），市政府从财政拨款中拿出一亿多

Bank）城市公共交通政策评述《发展

并不完全正确，它也忽略相关的交通方

人民币来解决拆除电车对公共交通集团

中国家的大容量快速交通》研究报告

式特征和公平效率。

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有趣的是民营公司

中，交通污染就没有视觉污染指标；世

中国政府为每辆电池电动巴士

向政府提出不需要政府补贴一份钱来接

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在可持续

（所谓的纯电动客车）提供高达60万元

手运营这5条线路，却未获得结果。无

交通：发展中城市决策者手册《城市交

人民币的财政补贴，其市场销量依然寥

轨电车在重庆有50多年历史，最终将

通与健康》中，同样也没有视觉污染指

寥无几；在一些城市的新能源客车示范

245辆无轨电车置换为公共巴士，拆除

标。

项目中，一辆12米的电池电动巴士所

谁消灭了无轨电车？

滑触线124千米、馈线电缆11.42千米、
架空馈线53.24千米、电杆2185根、6
座变电站……

配载的电池重量就达2,000～3,000千克

从成本效应看电动巴士

（相当于运载30～50个乘客），其运

无轨电车需要接触网来提供电

营绩效显然不佳，完全依赖政府补贴才

无论从技术、经济、环保、历史

源，其机动性差；它无需背负大量蓄

能运营，《规划》中的某些政策完全违

与未来等方面分析，重庆市政府决定拆

电池而增加车辆自重（或减少载客能

背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客观标准，实

除无轨电车的理由都难以成立。市长办

力），不会或较少造成生产时和报废后

际上是在补贴浪费能量且造成三次污染

公会议决定对市区长江路进行改建，要

的二次污染。对社会来讲，无轨电车的

的蓄电池生产。

求不再架设电杆电线，交通委员会就提

非可再生资源消耗最低、温室气体效应

出《关于拆除我市无轨电车的请示》，

的排放最低；对乘客来讲，无轨电车的

仅仅因为长江路改造（涉及无轨电车线

乘坐质量好、平稳加速和制动、噪音

电动汽车的驱动系统组合形式多

路约3千米），就要全部拆除47.5千米

低，以及街道上的零污染排放；对运营

样化，遗憾的是《规划》试图以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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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目标能否实现？

理的手段指定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有

小，客车技术有了跳跃式发展；在城市

不是规划可以指定的，新能源汽车的发

悖于科学发展观，且违背市场经济规

公共巴士服务领域，随着政府管制的放

展前景也不是靠财政补贴可以繁荣的，

律。电动汽车的发展并不如《规划》，

松，出现少数私人和外资企业，市场竞

最终还得由市场来决定，一切都要遵从

在电池技术开发中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争激活了城市公共巴士服务，公共巴

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的情况下，耗费国家大量财政补贴的政

士开始装备空调、低地板、自动变速

中国政府已将节能减排列为国家

策可能无法实现《规划》提出的宏伟目

器……推动了巴士技术进步和行业快速

战略，汽车行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标：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

发展；在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之后，国

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相关碳排放管理和能

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

营公司重归公共交通运营主体，公共巴

源管理标准，已被全球领先企业率先采

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

士服务水平也开始下降，车辆技术进步

用，逐步被中国企业所认可和采用。如

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

明显放缓。

果说排放标准是约束性措施，规划则是

中国政府部门推出的各种政策，

历史的经验证明，政府部门高度

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订立的政策。人

大多是为保护或增强各部门的利益，而

干预经济活动和国有企业主导往往是造

们把政策描述为指导决策和实现目标的

不是贯彻自由竞争和企业制度等社会共

成资源浪费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

原则或规则，并不是表示实际要做什

同价值理念。《规划》看起来有事实依

控制大量资源和对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

么，通常被称为程序或协议。遗憾的是

据，但对一些事实的解释却存在片面性

直接导致官商勾结，破坏市场的游戏规

无轨电车按照节能减排标准来讲应当一

或错误，许多人迷信政府力量，不相信

则。我们不要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个典范，但在《规划》中却未获得任何

市场逻辑。以中国巴士与客车的技术进

要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不要迷信所

的支持，反而要花费大量财政补贴支持

步为例，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谓的权威，要相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规

配载大量电池浪费能源的纯电动客车，

全能政府开始，在公路客运领域，因为

律。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不可能是政府可

这种反智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反思。

政府开放市场，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

以规划出来，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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