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 月月 1616 日日，，丰田汽丰田汽

车 和 电 通 集 团 发 布 声车 和 电 通 集 团 发 布 声

明明，，双方已同意组成商双方已同意组成商

业联盟业联盟，，成立两家新公成立两家新公

司司，，以改善丰田的通信以改善丰田的通信

和数字转型战略和数字转型战略。。

其中一家新公司将其中一家新公司将

专注于改善丰田的营销专注于改善丰田的营销

策略策略，，以建立卓越的客以建立卓越的客

户信任户信任；；另一家新公司另一家新公司

则致力于促进丰田零售则致力于促进丰田零售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同同

时利用数据改善客户关时利用数据改善客户关

系系；；控股公司将主持两控股公司将主持两

家新公司的运营工作家新公司的运营工作，，

并将负责营销领域与创并将负责营销领域与创

新相关的战略决策新相关的战略决策。。新新

公司将从公司将从 20212021 年年 11 月份月份

开始运营开始运营。。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推特随着推特

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

迅速普及迅速普及，，信息的主要信息的主要

传送者不仅仅是大众媒传送者不仅仅是大众媒

体体，，还包括个人和公司还包括个人和公司

等各种各样的实体等各种各样的实体；；同同

时时，，信息传输的方式也信息传输的方式也

呈现多样化呈现多样化。。此外此外，，随随

着着 CASECASE （（互 联互 联 、、 自自

动动、、共享和电动共享和电动）） 战略战略

和出行即服务和出行即服务 （（MaaSMaaS））

理念的发展理念的发展，，现已产生现已产生

了一个通过信息将支持了一个通过信息将支持

人们生活方式的所有事人们生活方式的所有事

物和服务连接起来并生物和服务连接起来并生

成价值的社会成价值的社会。。

丰田认为丰田认为，，面对这面对这

些挑战些挑战，，独自实现商业独自实现商业

模式的创新很困难模式的创新很困难。。此此

外外，，企业必须有能力快企业必须有能力快

速速、、准确地掌握客户的准确地掌握客户的

情况和需求情况和需求，，并将其反并将其反

映在新业务中映在新业务中。。因此因此，，

丰田选择与志同道合的丰田选择与志同道合的

伙伴合作伙伴合作。。

丰田与电通合作，
新建营销和出行业务公司

保时捷推移动充电卡车，
可同时给10辆车充电

近日近日，，保时捷推出保时捷推出

了最新移动充电解决方了最新移动充电解决方

案案：：一款移动式充电卡一款移动式充电卡

车车，，其搭载其搭载22..11兆瓦时的兆瓦时的

巨型电池系统巨型电池系统，，可以同可以同

时给时给1010辆电动车充电辆电动车充电。。

近日近日，，布达佩斯赛布达佩斯赛

道举办了一场保时捷赛道举办了一场保时捷赛

道体验特殊活动道体验特殊活动，，消费消费

者可以在赛道上测试保者可以在赛道上测试保

时捷时捷 TaycanTaycan。。然而然而，，这这

样的大型试驾活动给组样的大型试驾活动给组

织者带来了挑战织者带来了挑战：：当大当大

量量 TaycanTaycan 电动车同时需电动车同时需

要快速充电时要快速充电时，，当地的当地的

基础设施并没有能力完基础设施并没有能力完

成这个任务成这个任务，，市面上也市面上也

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于是于是，，保时捷与其保时捷与其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ads-tecads-tec合作打合作打

造了这样一款造了这样一款““吸睛吸睛””

的充电卡车的充电卡车：：搭载搭载22..11兆兆

瓦时的电池瓦时的电池，，额定功率额定功率

为为33..22兆瓦兆瓦，，能够同时为能够同时为

1010辆辆TaycanTaycan充电充电，，可以可以

实现实现3030次完全充电次完全充电。。保保

时捷表示时捷表示，，该卡车的巨该卡车的巨

型电池采用可再生能源型电池采用可再生能源

充电充电。。在此款充电卡车在此款充电卡车

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保时保时

捷透露捷透露，，该公司还拥有该公司还拥有

其他几款搭载电池和充其他几款搭载电池和充

电系统的卡车电系统的卡车。。

针对偏远地区活动针对偏远地区活动

的充电问题的充电问题，，其他一些其他一些

公司也正在研发有趣的公司也正在研发有趣的

移动式充电解决方案移动式充电解决方案。。

奥迪拥有载有电池和充奥迪拥有载有电池和充

电 器 的 可 分 布 式 集 装电 器 的 可 分 布 式 集 装

箱箱。。特斯拉已打造了一特斯拉已打造了一

款搭载巨型充电器的拖款搭载巨型充电器的拖

车车，，可以与多个超级充可以与多个超级充

电桩相联电桩相联。。该公司已利该公司已利

用该充电车为一些有需用该充电车为一些有需

要的超级充电站提高电要的超级充电站提高电

能容量能容量，，最近还使用这最近还使用这

款车参与了款车参与了 TesTesla Cla Corsaorsa

赛道体验赛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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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些车企坚持氢能路线？
本报记者 林安东 综合外媒

据据 《《底特律时报底特律时报》》 报报

道道，，早在早在 1010 多年前多年前，，加州加州

州长施瓦辛格就倡导发起氢州长施瓦辛格就倡导发起氢

燃料革命燃料革命，，可惜没有成功可惜没有成功。。

其原因一是需求不高其原因一是需求不高，，二是二是

供应问题供应问题。。氢燃料难以普氢燃料难以普

及及，，供应链很脆弱供应链很脆弱，，燃料添燃料添

加站也不多加站也不多，，而且其中一些而且其中一些

添加站经常因为维护而关添加站经常因为维护而关

闭闭，，导致氢燃料供应中断导致氢燃料供应中断。。

目前目前，，氢燃料主要来自化石氢燃料主要来自化石

燃料工厂燃料工厂，，工厂将水分离成工厂将水分离成

氢气与氧气氢气与氧气，，再将其变成氢再将其变成氢

燃料燃料。。

除了上述原因除了上述原因，，成本过成本过

高也是一个问题高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现在，，燃燃

料电池仍然很贵料电池仍然很贵，，氢的价格氢的价格

大约为每加仑大约为每加仑 1616 美元美元。。之之

所以价格高所以价格高，，原因之一是提原因之一是提

炼时需要用到催化剂铂炼时需要用到催化剂铂，，它它

的价格十分昂贵的价格十分昂贵。。研究人员研究人员

正在努力研究正在努力研究，，试图尽可能试图尽可能

根据天眼查的信息根据天眼查的信息，，88

月月 2020 日日，，丰田携手国内五丰田携手国内五

大企业正式合资成立了联合大企业正式合资成立了联合

燃料电池系统研发燃料电池系统研发 （（北京北京））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公开资料显示，，该联合该联合

研发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研发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

括使用丰田单电池的商用燃括使用丰田单电池的商用燃

料电池汽车用燃料电池系统料电池汽车用燃料电池系统

的技术开发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咨询、、技技

术服务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转让、、货物进货物进

出口出口、、技术进出口等技术进出口等。。此此

外外，，该公司还将通过协商共该公司还将通过协商共

同规划产品同规划产品，“，“一条龙一条龙””式式

地开展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地开展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的

““FCFC电堆等组件技术电堆等组件技术”“”“FCFC

系统控制技术系统控制技术”，”，以及以及““车车

辆搭载技术辆搭载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等一系列技术

研发工作研发工作。。

然而然而，，就在丰田等企业就在丰田等企业

积极布局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积极布局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同时同时，，市场上也有不少企业市场上也有不少企业

停下了探索氢燃料电池汽车停下了探索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脚步的脚步。。

20202020年年44月月，，奔驰母公奔驰母公

司戴勒姆集团正式宣布终止司戴勒姆集团正式宣布终止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研发计划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研发计划

———不仅自—不仅自 20132013 年起与福年起与福

特和日产公司合作开发的项特和日产公司合作开发的项

目被停止目被停止，，其设计开发的奔其设计开发的奔

驰驰 GLGLC FC F-CELL-CELL 车型也面车型也面

临停产临停产。“。“终止计划的原因终止计划的原因

是建造氢能动力汽车的成本是建造氢能动力汽车的成本

太高太高，，大约是同等电池动力大约是同等电池动力

汽车费用的两倍汽车费用的两倍，，而且能够而且能够

提供氢能源的城市屈指可提供氢能源的城市屈指可

数数。”。”戴姆勒方面表示戴姆勒方面表示。。

无独有偶无独有偶，，同样叫停氢同样叫停氢

燃料电池汽车项目的车企还燃料电池汽车项目的车企还

有通用汽车有通用汽车。。今年今年 77 月中月中

旬旬，，通用汽车首席可持续发通用汽车首席可持续发

展官戴恩展官戴恩··帕克在接受媒体帕克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采访时表示，，公司将放弃针公司将放弃针

对消费级市场推出燃料电池对消费级市场推出燃料电池

车车，，选择更专注于纯电动车选择更专注于纯电动车

领域领域。。

显然显然，，氢燃料电池的问氢燃料电池的问

题仍然有很多题仍然有很多，，但为什么诸但为什么诸

如丰田如丰田、、上汽等企业仍愿持上汽等企业仍愿持

续加码续加码？？

一方面一方面，，丰田认为丰田认为，，对对

于重型汽车来说于重型汽车来说，，氢燃料也氢燃料也

许更有魅力许更有魅力，，比如卡车比如卡车、、巴巴

士士、、叉车叉车。。目前的锂电池太目前的锂电池太

重重，，如果想驱动重型汽车如果想驱动重型汽车，，

则需要安装大量电池则需要安装大量电池，，重量重量

太大会导致续航里程缩短太大会导致续航里程缩短。。

如果换成氢燃料电池如果换成氢燃料电池，，重量重量

会减少很多会减少很多。。其次其次，，对于商对于商

用车来说用车来说，，充电时间过长等充电时间过长等

于看着钱白白地流走于看着钱白白地流走，，而氢而氢

燃料可以快速添加燃料可以快速添加，，能节约能节约

成本成本。。另外另外，，与其他燃料相与其他燃料相

比比，，氢燃料电池汽车可以跑氢燃料电池汽车可以跑

更远的路更远的路。。可能正是因为这可能正是因为这

些原因些原因，，NikolaNikola才会努力开才会努力开

发氢燃料电池卡车发氢燃料电池卡车。。有些地有些地

区已经出现氢燃料电池巴区已经出现氢燃料电池巴

士士。。事实上事实上，，丰田已经为奥丰田已经为奥

运会准备了运会准备了100100辆氢燃料电辆氢燃料电

池巴士池巴士。。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或许与国这或许与国

家的政策导向有关家的政策导向有关。。

今年今年55月月，，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发布

了了《《关于征求关于征求<<关于开展燃关于开展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的通知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意见的

函函》，》，表明氢能源及燃料电表明氢能源及燃料电

池可能即将成为国家产业发池可能即将成为国家产业发

展战略展战略。。此外此外，，国家氢能顶国家氢能顶

层设计也计划在层设计也计划在 20222022 年左年左

右正式发布右正式发布。。这意味着这意味着，，届届

时中国氢燃料电池市场可能时中国氢燃料电池市场可能

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在日本在日本，，政府在去年年政府在去年年

底修订了底修订了《《氢燃料电池战略氢燃料电池战略

路线图路线图》，》，同时制订了同时制订了““氢氢

燃料电池战略技术发展战燃料电池战略技术发展战

略略”，”，不仅规定了具体的技不仅规定了具体的技

术发展项目术发展项目，，还定下了符合还定下了符合

《《路线图路线图》》中每个领域设定中每个领域设定

的目标的目标。。

该战略着眼于三大技术该战略着眼于三大技术

领域领域：：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燃料电池技术领域、、

氢供应链领域和电解技术领氢供应链领域和电解技术领

域域，，确定了包括车载用燃料确定了包括车载用燃料

电池电池、、定置用燃料电池定置用燃料电池、、大大

规模制氢规模制氢、、水制氢等水制氢等 1010 个个

项目作为优先领域项目作为优先领域，，并通过并通过

互相合作来促进技术的研究互相合作来促进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与开发。。

““早在早在 19811981 年的时候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了氢能源的项我们就开始了氢能源的项

目目。”。”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

综合开发机构综合开发机构（（NEDONEDO））燃燃

料电池与氢能部副部长大平料电池与氢能部副部长大平

英二表示英二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工作的工作，，它能够改变日本现它能够改变日本现

有的能源结构有的能源结构。。

日本在氢能社会的建设日本在氢能社会的建设

方面方面，，可谓雄心勃勃可谓雄心勃勃：：政府政府

制订的目标是制订的目标是，，到到 20252025 年年

将有将有 2020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万辆燃料电池汽车

上路行驶上路行驶，，到到 20302030 年计划年计划

达到达到 8080 万辆万辆；；燃料补给网燃料补给网

络包括络包括900900个加氢站个加氢站，，是目是目

前数量的前数量的99倍左右倍左右。。据大平据大平

英二介绍英二介绍：“：“日本出台了一日本出台了一

系列行动计划系列行动计划，，例如降低氢例如降低氢

能使用成本能使用成本。。此外此外，，我们还我们还

建立了一些加氢站建立了一些加氢站，，也在应也在应

用燃料电池用燃料电池。”。”

减少铂的使用量减少铂的使用量，，或者完全或者完全

放弃该材料放弃该材料，，以求降低成以求降低成

本本。。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存储氢燃料存储氢燃料

的成本也很高的成本也很高。。虽然氢气的虽然氢气的

能量密度高能量密度高，，但按体积计但按体积计

算算，，密度并不高密度并不高，，将它变成将它变成

液体装进罐子需要制冷技液体装进罐子需要制冷技

术术，，这些都抬高了成本这些都抬高了成本。。正正

因如此因如此，，每次添加氢燃料的每次添加氢燃料的

成本都比汽油高成本都比汽油高，，相比电力相比电力

更是高很多更是高很多。。如此一来如此一来，，氢氢

燃料电池汽车价格居高不燃料电池汽车价格居高不

下下，，维护成本也不低维护成本也不低。。所以所以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购买购买

氢燃料电池汽车毫无意义氢燃料电池汽车毫无意义。。

《《汽车新闻汽车新闻》》也表示也表示，，成本成本

高高、、政策法规不完善政策法规不完善、、基础基础

设施不完备设施不完备、、核心技术待突核心技术待突

破等问题都是让车企退出这破等问题都是让车企退出这

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一领域的重要原因。。

2014年，丰田Mirai刚上市不久，一则短

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庞大的浏览量并引发热

议。这则视频记录了一名工程师从农场里的牛

粪中提炼出净化氢气，并用这些氢气驱动Mi-

rai的过程。这部短片通俗地告诉大家，氢气

无处不在，而且它能够成为驱动交通工具、为

机械提供动力的清洁能源。有部分专家甚至认

为丰田找到了未来出行的“终极解决方案”，

这令全行业都时刻关注氢能技术的发展和政策

走向。

而近年来，以特斯拉为代表的一众电动汽

车改变了汽车产业的走向，许多传统汽车制造

商开始调整策略，在电动化上奋力追赶。极力

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丰田也没能例外。2016

年12月，丰田成立了“EV事业企划室”，加

速电动化进程，但是丰田没有将所有鸡蛋全部

放进电动汽车的篮子里，当它推出电动汽车

时，依旧在不断地向燃料电池下注。

图片来源：丰田欧洲官网

为什么还有人在坚持？

氢燃料电池面临的问题

一边被追捧，一边遭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