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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陈雪怡）9月
27日，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口拉开
帷幕。当天，以“储氢技术”为主题的云峰会在
线上召开。

会议围绕储氢技术路线，从高压气态储氢
技术、低温液态储氢技术、固态储氢技术及有
机物液体储氢技术等角度探讨储氢领域的前
瞻和热点技术、面临的难点和挑战以及不同储
氢路线的未来发展和应用前景。

浙江大学教授郑津洋围绕我国氢能储运
装备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发表了演讲，指出
当前我国加氢站储氢高压容器已实现自主可
控、Ⅲ型氢气瓶已实现批量生产，但是在氢气
管道、液氢储运装备、氢能储运装备轻量化等
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青
以液氢构建国家氢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为题，提
出液氢能源体系具有高能量密度、高效率、综
合技术经济性高等特点，并表示未来将成为主
流应用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氢科学中心教授、氢储（上
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邹建新介绍
了高容量镁基固态储氢材料在氢能行业中的
发展前景和应用优势。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总监侯国艳对高压储氢、液氢储氢和深
冷高压等车载储氢技术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并
表示储氢技术的研发需要与上下游技术匹配，
系统、综合地考虑车载储氢的经济性。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作为
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活动之一，以“换电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为主题的云峰会27日在
线上召开。会议围绕新能源汽车换电技术的
应用前景，结合换电模式在市场推广中的实践
与运营、政策法规与标准现状及未来发展趋
势，共同探讨换电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未来前
景，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董扬提
出“换电是重要的长久解决方案”。他介绍了
我国电动汽车产销量与保有量以及各类充换
电模式在各领域的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发展换电的迫切性和优势，并进一步在政策
支持和打造完整产业生态方面提出了相关政
策建议。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主
任刘永东则针对“电动汽车换电标准进展及未
来规划”发表了演讲。他分析了电动汽车充换
电的市场发展需求，并重点介绍了换电标准体
系与标准现状，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提出了未来
重点在换电的服务智能化、共享换电站、重卡
换电等方面的标准规划。

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李玉军认为换电技术将推动公共领域汽车电
动化转型，从模块化、安全、能源管理、智能调
度等方面分析了换电核心技术，介绍了北汽新
能源在换电方面的实践与布局，并从标准化、
网联化、智能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对未来的思
考。

奥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裁兰志波说，充、换一体才能打开EV应用模式
的规模化空间，从普适性、使用安全、成本等角
度分析了换电的优势，并介绍了奥动新能源在
换电的技术、标准、换电网络建设等方面的成
果与实践。

蔚来汽车副总裁沈斐介绍了蔚来的充换
电服务体系，分析了电池即服务（BaaS，Bat-
tery as a Service）的先决条件和做好换电的
基础，提出蔚来汽车三步走的通用化、标准化
战略，并指出“换电站模块化、小型化、去中心
化；通过全自动和智能化推动体验升级；通用
化、标准化”是换电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王培琳）9月
27日，以“大数据技术在电动汽车安全中的应
用”为主题的云峰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电
动汽车安全，探讨了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更好
地进行整车设计、安全运营，以及在电池管理
及测试评价等方面进行前沿技术的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逢
春以新能源汽车安全应用为题进行了演讲，重
点介绍了通过大数据分析，为电动汽车安全预
警开展服务，利用充电、运行数据实现交通规
划、效能提升等应用。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席教授、美国
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王朝阳指出，利用扩大
电池与冷却介质之间温差的方法可以降低电
池热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并提出一种可
以不牺牲能量密度的安全电池设计思路。清
华大学新型能源与材料化学研究室主任、教授
何向明围绕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可靠性问题进
行了详细深入的介绍。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
院长、教授魏学哲认为电池失效是导致电动汽
车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基于大数据分析能够
有效地实施故障预警。

作为电动汽车整车供应商，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廉玉波介绍了比亚迪的电
动汽车安全发展战略，分享了在高压安全、被动
安全、信息安全等几方面的工作实践，以及安全
性能开发过程中车联网大数据的实际应用案例
等，下一步，比亚迪也将进一步加强跟高校、企
业等合作，增加整车安全性。同时也将在电动
车价格、高度集成方面做进一步提升，未来3-5
年时间，比亚迪公司将努力让电动车成本更低，
同时保障电动车稳定健康发展。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市场体系和研发体系联席总裁吴凯表示，
通过后台监控和大数据分析，建立预警和报警
体系是保障电池产品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

蔚来汽车副总裁沈斐认为电池监控运营
的核心在于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闭环，只有形成
电池运营系统持续迭代的机制，数据才能真正
起到提升电池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作用。希望
可以跟更多企业合作，提升整个行业的电池安
全性，让普通用户对汽车电池的安全放心，促
进整个行业发展。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作为
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活动之一，9月27
日，以“基础软件和功能驱动”为主题的云峰会
在线上召开。

国内外专家以在线视频方式在“新四化”和
软件定义车辆功能设计基础上，探讨了汽车基
础平台软件、基础应用软件、云计算及云控软件
架构，并结合自动驾驶应用、新能源汽车、安全
设计、云车协同和数字孪生等功能和产业化实
践，讨论了汽车基础软件的前瞻架构、生态应
用、难点和重点攻关等问题及产业应用前景。

峰会由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尚进主持，他表示，基于
域控制器提供软件与硬件解耦、应用开发与基
础软件解耦的自动驾驶操作系统是当前智能汽
车基础软件的核心；而中心云、边缘云基础架构
与车内软件的统一提供了智能汽车生态的基础
软件架构。基于此，新能源车辆及更多软件定
义功能可以基于软件及云计算化实现。

法国 ESI 集团首席执行官 Cristel de
Rouvray介绍了利用Hybrid Twin™虚拟样
机软件提高从工程设计到制造以及运营的整
个生命周期的性能，从而助力新能源汽车行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

德国ETAS全球副总裁Nigel Tracey则
针对汽车基础软件的全球技术发展路线进行
了详细介绍。

德国西门子汽车软件平台大中华区总监
陈耀明以用数字化定义一个时代及软件定义
汽车的本质为题发表了演讲。

风河系统公司亚太区副总裁韩青则就软
件定义的汽车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并特别介绍了基础软件对车厂和一
级供应商的影响，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尤梦瑜）9月
27日，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云峰会之一
——“第三代半导体Sic技术应用”在线上举
行。多位行业专家学者围绕第三代宽禁带半
导体Sic技术，从芯片、模块、封装、材料、工艺、
测试及其在电机控制器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
讨论，聚焦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

本次峰会由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
心副总经理邹广才主持。线上会议中，清华大
学微电子所长聘教授王燕首先对器件模型的
类型进行了介绍，并针对SiC功率MOSFET
器件模型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
同时对器件的不同建模方法中I–V特性表征
的优缺点进行对比。另外，对于其带领的研究
团队基于DataSheet紧凑模型建立方法所做
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安徽大学特聘教授曹文平进行了题为“面
向未来电动汽车的碳化硅IPM2.0技术”的演
讲，介绍了其带领的研究团队在SiC智能功率
模块技术（IPM2.0）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成
果，对其未来产业化落地充满期待。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徐菊进行了题
为“SiC电力电子模块热管理办法及封装材料发展
趋势”的演讲，从热管理角度分析了影响电力电子
模块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对电力电子器件及模块
的散热管理方法及封装趋势等进行介绍，并分享
了电工所在热管理相关材料性能与工艺等方面的
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恒宇围
绕“SiC芯片筛选评估技术”主题进行演讲，针对
SiC芯片在材料、器件和工艺、功率模块等方面该
如何进行筛选评估展开介绍，并分享了其研究团
队在SiC芯片筛选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关
于SiC芯片可靠性和器件筛选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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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邵长春

绿色，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底
色。这抹底色，不仅透现于自然生态环
境，而且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中，为自贸
港建设提供源源“绿色”动能。

新能源汽车，便是其中一股“绿”
动。行程目标定为“2030年全岛全面禁
售燃油汽车”，海南通过加强制度顶层设
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等，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加速行
进”，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绿”动更强。

“绿色风尚”渐成势

9月21日，海南海口，随着290辆纯
电动公交车集中投放至8路、12路、24
路等20条公交线路运营，海口公交新能
源与清洁能源化已经达到100%。

在公交专用道旁边，普通机动车道
上的新能源汽车“队伍”也愈发壮大。这
其中，既有在海口上班的企业员工何先
生，又有在市区跑车的滴滴车主赵鹏飞。

新能源汽车“队伍”现今规模如何？
截至今年9月份，海南全省累计推广新

能源汽车达 4.5 万辆，保有量占比由
2016年的0.78%上升到3.1%，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推广应用新能
源汽车 1.242 万辆。其中，个人用户
9309辆，占比75%，是去年同期个人用
户数的2.8倍。“这说明市民对新能源汽
车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有了明显提升，私
人购车已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
导力量。”省工信厅新能源汽车发展与监
察处处长徐涛说。

绿色出行，渐成风尚；“绿色风尚”，
渐成趋势。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相对应
的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亦展现了“绿色
风尚”渐成势的生机活力。今年前8月，
全省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8404.97万千
瓦时，同比增长139.40%。

“绿色引擎”正发力

4月30日，海南启动实施新能源汽
车促消费临时性政策，购买新能源汽车
每辆奖励1万元；

7月1日起，三亚市减免新能源汽车
停车费，每天8时至22时1小时内免费

停车，22时至次日8时，停车免费；
8月3日，海南控股首个大型便民新

能源汽车充电站投运，一期已建成快充
车位21个，二期建成后充电车位将达
800多个，可同时为超过800辆新能源
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2019年3月4日，省政府出台《海南
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海南成为全国率先提出2030年“禁
售燃油车”时间表和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
洁能源化路线图的省份，同时成为全球首
个提出全域清洁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岛
屿经济体。

沿着既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海南成立
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联席会议机制、省新
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省新
能源汽车促进中心等，强化领导和推进机
制，统筹推进《规划》实施，并完善配套政
策体系，构建良好推广应用生态。

海南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绿色
引擎”何以体现？省工信厅厅长王静一
一“拆解”：“首先，海南全面放开新能源
汽车限购，极大促进了个人领域新能源
汽车消费。其次，今年通过实施新能源
汽车‘促消费’政策，投入1.5亿元财政资

金奖励新能源汽车消费，进一步培育全
省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

与此同时，海南在全省推广实施新
能源汽车交通管理差异化优惠政策，海
口、三亚、琼海、儋州等地设置新能源汽
车专用停车泊位超过1500个，在多地
交警支队设立新能源汽车登记绿色通
道，对新能源汽车停车费给予优惠；出
台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指导意见，引导
全省传统汽车租赁行业向新能源汽车
转型。

对于充电基础设施，这一更直接的
“绿色引擎”，“海南在围绕新能源汽车购
置、停车、出行等各个环节，出台了30多
项配套政策的基础上，组建了海南省充
电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引导利用社
会资本加大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初步建立新能源汽车的良好
应用生态，群众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的
便利性和经济性也在不断提升。

政策措施、基础设施等“绿色引擎”
正持续发力，为海南加快推广应用新能
源汽车提供动力。得益于相关措施举
措，个人领域新能源汽车消费蓬勃发展，

个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70%；全省累计建设充电桩1.8万个（其
中公共充电桩 8790 个），总体车桩比
2.4：1，已经初步具备了电动汽车环岛出
行条件。

“绿色海南”在行进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组建新能源
汽车“队伍”是第一站，那么海南自贸港
新能源“车队”的下一站该驶向何方？

“打造国际首创的新能源汽车生态
岛、开放共享的新能源汽车示范岛、跨界
协同的新能源汽车创新岛，这是海南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下一站’。”王静表示，
要想抵达这一站，需要发展壮大新能源
汽车“绿色出行”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
汽车高端制造业、培育发展智能网联汽
车及车联网相关产业、开展新能源汽车

“车电分离”模式试点、加快汽车进出口
贸易服务发展、发展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及文化产业。

放眼产业，利用自贸港相关政策，海
南将引进全球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龙头
企业，培育本土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形成

以新能源汽车为重要支柱的海南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并建立覆盖多个进口电动
汽车车型、多个运输细分领域、智能化车
桩一体化平台管控的新能源汽车“绿色
出行”服务网络，力促全省“绿色出行”及
相关产业发展。

聚焦汽车，目前海南已有北汽、蔚来
等企业开展“车电分离”营销模式的尝
试，奥动、时空电动等企业开展电动汽车
换电站建设运营，初步具备开展“车电分
离”模式试点条件。下一步，海南将进一
步完善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体系，通过
出租、网约等市场的试点示范，将“车电
分离”销售模式向广大个人用户推广，建
立经济、便利的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生
态。

路上有车，棋盘有车。王静表示，以
新能源汽车为抓手，海南还将发挥自贸
港优势，构建贸易、改装、再制造、仓储、
交易等多元化的口岸汽车服务体系，为
海南口岸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在新
能源汽车新零售模式创新、国际品牌发
布、用户评价、高端赛事等方面引进优质
项目，打造“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我省个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占比超70%、初步具备电动汽车环岛出行条件

新能源“绿”动自贸港

云峰会
聊什么

2020世界新能源汽
车大会的线下会议于9月
28 日至 30 日在海口召
开。图为工作人员紧锣密
鼓布置现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