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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能源科技發展方向 

必須尊重科學 
 

  

 

能源和環境對人類的重要性已經無可置疑。人類能否在石油﹑

天然氣和煤炭資源被耗盡前就開發出可大量獲取能量的新能源已成

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直接影響人類後代的生存和發展。對如此

重大的問題﹐我們不能不認真研究對待﹐不能不經過科學論證來解

決能源問題。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無論是故意誤導或是輕易上當

受騙﹐都妨害真正解決能源問題的努力﹐成為誤國誤民的千古罪人。 

目前在交通能源科技發展方面存在著極大的爭議。大多數在交

通和能源方面的科技人員都對國內解決交通能源的輿論和政策感

到非常不解和無奈﹐發現國內很多人被一些違反基本常識的口號所

忽悠。這些從國外進口的荒誕口號已成為國內主流輿論和制定政策

的依據﹐嚴重影響了中國交通能源問題的解決和動力技術的發展﹐



帶來實質性的重大損害。中國人往往一聽說能夠超過外國﹑能夠世

界領先就特別興奮﹐特別頭腦發熱﹐都不願意再花費腦筋想一想這

些口號和它所指引的方向是否真的有道理。科技人員既不掌握輿論

工具﹐又沒有權力﹐因而很多人對糾正在交通能源科技方面違反科

學的錯誤已失去信心。 

最近﹐26 位國內外在交通動力技術和其它技術方面的專家學

者給中國政府的一封〈開發車用動力技術﹑儘快減輕交通能源壓力

的建議〉信﹐反映了一批資深科技人員對交通能源科技發展的一些

意見。這封信的缺點是由於篇幅短﹐沒有足夠深入的討論。本文擬

對交通能源科技的發展方向作進一步分析探討﹐進一步揭露自欺欺

人的忽悠。 

 

 —
 

在中國﹐口號的力量是鉅大的。一個簡潔﹑容易理解的口號可

以使中國人凝聚起一個明確的目標﹐萬眾一心去完成一件重要任

務。因此﹐口號的正確性極其重要。它既可能引導中國走向正確的

道路﹐也可能誤導走入歧途﹐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50 多年來的

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舉不勝數。 

近年來﹐一些人有意無意地製造或從國外引入一種輿論﹐說氫

氣是“新能源”﹐是“清潔能源”。說使用氫能源就最終解決了能

源問題。一些文章寫道﹕氫能源（氫氣）可來自地球上大量的海水。

而氫燃料的產物是水﹐因此氫能源是清潔能源。當年的那些“大躍

進”口號畢竟從字面上沒有錯或沒有大錯。而說氫氣是“新能

源”﹑“清潔能源”則直接違反了基本的常識﹐極其荒誕。“氫能

源”的口號比當年“大躍進”﹑“除四舊”的口號要糟糕的多。 

能源是人類從自然界取得能量的來源。石油﹑煤炭﹑水的勢能﹑

潮汐﹑風的動能﹑太陽能﹑核能等等都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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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稱為能源。自然界並不存在著大量的氫氣﹐因此氫氣不是能

源﹐更不是“新能源”或“清潔能源”。鼓吹“氫能源”的邏輯

是﹕“氫能源（氫氣）可來自取之不盡的海水﹔氫燃料的產物是清

潔的水”。而實際上﹐他們用其它能源將海水轉換成氫氣﹐再用氫

氣作為燃料通過燃料電池轉換為動力﹐這個過程中並不“溢出”任

何“能”。如果期望溢出能﹐違反了熱力學第一定理 — 能量守

衡。這種言論像發明“永動機”一樣發明了一種“永供能源”。把

消耗大量“能源”獲取的一種“燃料”說成一種新“能源”﹐在邏

輯上就說不通。 

《晉書‧惠帝紀》說﹕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

肉糜﹖”。把消耗大量食物 — 糧食喂養的豬﹑雞說成是可一勞永

逸地解決食物問題﹐同“氫能源”是一個道理。惠帝活到今天﹐將

會說﹕石油枯竭﹐能源短缺﹐何不用“氫能源”﹖在 21 世紀﹐居

然在中國的科技界還有人鼓吹並還有人相信有這種“永供能

源”。這種違反基本常識的“氫能源”﹑“氫氣是清潔能源”口號

竟成為主流輿論和決策的依據。真是太可悲了。 

氫氣確實可用作能量的載體﹐通過能量轉換可把別的能量轉化

為氫氣的化學能﹐生產出氫燃料。但為什麼不說“氫燃料”而硬要

說成是“氫能源”﹑“清潔能源”呢﹖這裡大有文章可做。 

既然能源緊缺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只要能把氫氣忽悠成為

“新能源”﹑“清潔能源”﹐說它能最終解決能源問題﹐那麼無論

打著“氫能源”的大旗作什麼事﹐要多少研發資源﹐花費高達數十

億的資金﹐都是應當的事。國家應當集中力量﹑不惜代價地研發利

用“氫能源”的技術。任何人如果質疑他們的做法都會使自己受到

“反對開發新能源﹑反對徹底解決能源問題”的指責﹐被看作是無

知﹑沒有遠見。 

只要能把氫氣忽悠成為“新能源”﹑“清潔能源”﹐說它能夠

最終解決能源問題﹐就把國人的注意力引開﹐不再去追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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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氫站提供的氫氣是從哪裡來的﹖”。既然氫氣就是“新能

源”﹐人們就不再去追問﹕“用氫氣來驅動汽車是否是利用未來新

能源的高效率途徑﹖”既然未來有大量的“氫能源”可供使用﹐人

們也就不再去追問﹕“燃料電池本身是否已基本過關能夠應用在

數以億計的汽車上﹖”開發氫燃料電池汽車就成為一個毋庸置疑

的方向。 

更為重要的是﹐把氫氣忽悠成為“氫能源”﹐就能建立“跨越

式發展”和“重新劃定起跑線”的基礎。直接影響國家在汽車動力

技術發展上的戰略決策。 

 

 

在“氫能源”口號的影響下﹐國內的另一組口號﹕“汽車動力

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和“重新劃定起跑線”已成為中國汽車動力

技術發展的戰略決策﹐即基本放棄汽車燃油動力技術的開發﹐而集

中力量直接開發下一代交通動力技術﹕氫燃料電池汽車和電動汽

車等。 

“跨越式發展”及“重新劃定起跑線”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汽

車動力技術發展的戰略決策是有一定原因的。文革結束後﹐中國突

然發現在汽車燃油動力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決定通過合

資依靠國外產品圖紙和生產技術來生產汽車。這個決定使中國能迅

速生產現代水平的汽車﹐但也受到一些非議﹕失去了市場但並未建

立自己的技術開發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上述兩個口號提出了一

個非常吸引人的新思路﹕依靠走捷徑﹑出奇兵﹐迅速趕上並超過發

達國家。與此同時﹐隨著能源緊缺愈來愈嚴重﹐人們認識到未來將

需要使用新能源來驅動汽車。人類將面臨交通能源轉型。既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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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動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和“重新劃定起跑線”正好滿足

人們的期望和需要﹕在燃油動力技術上趕不上你﹐我就不趕了。我

在“新能源”技術上超過你。 

科學技術發展是有規律的﹐容不得半點虛假。主觀意願不能改

變客觀規律。“汽車動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和“重新劃定起跑

線”的戰略決策的失誤之處在於對客觀現狀和戰略時機的嚴重誤

判。決策者沒有注意到﹕由於能大量使用的新能源的開發還遙遙無

期﹐在今後至少數十年內﹐人類將不得不繼續主要依賴石油和天然

氣來驅動汽車。交通能源真正轉型的時間至少是在數十年以後﹐而

不是數年後就發生。在交通能源能夠轉型之前的至少數十年內還有

很多極為重要的汽車動力技術問題要解決。因此﹐把“交通能源轉

型的關鍵時刻”大幅度提前﹑嚴重誤判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戰略決策

必然會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先看看這個戰略決策造成的損失。在今後至少數十年內﹐人們

將不得不繼續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氣來驅動汽車。能源緊缺將越來

越嚴重﹐直接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人類必須一方面盡

力尋找替代能源或新能源﹐另一方面盡力降低能源消耗﹐為開發和

利用新能源爭取時間。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用“技術的跨越式發

展”和“重新劃定起跑線”為藉口排擠和放棄開發降低汽車油耗

的動力技術會對國家造成嚴重危害﹐使中國在極其重要的燃油動力

技術方面至少在今後數十年內將愈來愈落後於國外﹐將不得不繼續

長期依賴外國公司。 

再看看這個戰略決策能得到些什麼。由於開發出可大量使用的

新能源至少還需要數十年﹐對利用未來新能源動力技術的需要至少

在數十年以後才會出現。現在做出這麼大的犧牲﹐放棄急切需要的﹑

能夠節油的燃油動力技術的開發﹐而集中精力開發至少在數十年以

後才“有可能”使用的技術﹐是重大的戰略失策。 

更何況﹐在電池技術沒有過關的情況下﹐現在就認定未來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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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要依靠燃料電池或蓄電池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現在的燃料電池

成本太高不能大量生產﹐蓄電池的容量太小難以長途行駛。如果這

些長期不能克服的技術難關最終也不能攻克﹐那麼即使在 100 年以

後燃料電池汽車或電動汽車也不能成為汽車的主流﹐需要走別的技

術途徑。因此﹐即使決定現在就要開發在至少數十年以後才需要使

用的汽車動力技術﹐也應當先集中力量攻克電池技術難關。因為只

要電池技術過關﹐用電池來驅動汽車是個相當簡單的工程問題﹐只

要花錢就能很快辦得到。而目前國內把製造燃料電池汽車的地位吹

得很高﹐似乎是什麼了不起的技術制高點﹐只不過是在滿足國人超

過外國的急切慾望而已。外國人一定在那裡偷笑。在電池技術沒有

過關的情況下﹐就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屬於後期工程的電池汽車開

發﹐搞什麼共性平臺﹑示範營運﹐是完全沒有邏輯的重大失誤。 

 

 

一位朋友已加入外國國籍﹐並在外國公司任高職。一次他帶一

部下到中國出差﹐發現從進入國境開始﹐他的洋人部下就處處受到

禮遇﹐而作為上司的他常受到冷落。這種現象並不罕見。除少數人

外﹐大部分長期在國外科技和工業界工作的華人﹐無論在技術上比

洋人強多少﹐在很多國人眼中是沒有白皮膚洋人或黃皮膚東洋人的

技術水平高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外在科技方面的東西常會被不加分析的拿

來﹐並被奉為真理。“洋人都這麼說”﹐“洋人都這麼做”可以成

為毋庸置疑的論據。於是﹐違反基本常識的“氫能源”﹑“氫氣是

清潔能源”的口號可在中國大行其道﹐成為主流輿論。有些外國汽

車公司在搞氫燃料電池汽車的事實就可以成為中國認為燃料電池

汽車是未來汽車發展方向的依據﹐不需要再加以分析。而多位長期

在國外交通動力技術方面工作的華人專家學者以及許多國內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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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的意見﹐是遠遠抵不過一些洋人的說法和做法的。於是﹐

在 21 世紀﹐在中國的科技界又上演了一幕“皇帝的新衣”的鬧劇。 

在對外國洋人過於相信的情況下﹐一些國人難以理解外國人也

會犯錯誤﹐外國人也會在技術上走錯方向。在海外工作的華人都知

道﹐外國汽車公司在技術開發方向上犯錯誤是屢見不鮮的﹐已成為

技術發展緩慢﹑公司競爭力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 

外國人除了由於種種原因會犯錯誤以外﹐也會故意玩弄手段通

過欺騙達到自己的目的。前述 26 人的建議信中已提到現任美國總

統曾大力宣揚“氫能源”﹑“氫經濟”來表現自己對能源和環境問

題的重視﹐以及美國汽車公司通過宣揚研發燃料電池汽車來提高自

己的形象﹑緩解公眾在降低汽車平均油耗方面的壓力。為了對付國

外的競爭對手﹐外國人也會故意引誘使對方犯錯誤。當年美國引誘

前蘇聯從事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經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也故意虛張聲勢﹐引誘日本搞陶瓷絕熱發動機。

其實美國早就發現陶瓷絕熱發動機並不能提高發動機的熱效率。但

當年的日本人就像現在的中國人一樣﹐看到美國有人在做﹐再被一

些美國人捧一下﹑點撥一下﹐就以為這是發動機發展的方向﹐大量

投入﹐浪費了不少研發資源和時間。不要小看了外國人的聰明。 

因此﹐對外國人研發燃料電池汽車應當提高警惕﹐要通過自己

的大腦進行分析。不能把外國人在做某件事就作為中國也應當做的

根據。須知對外國大汽車公司來說﹐花費上億美元搞一件沒有用的

事對公司的影響很小。而對剛剛起步﹑欠缺之處甚多﹐而實力又不

雄厚的中國汽車公司來說﹐花費上億美元研發資金用於至少在 50
年以後才“有可能”應用的技術將對整個公司有重大影響﹐使中國

汽車公司在至少 50 年內在汽車動力技術上繼續落後於外國公司。

這點賬外國人是很清楚的。外國人也知道中國人特別喜歡被外國人

捧。一個外國汽車公司總裁的一句“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應用燃

料電池汽車的國家”就使中國人興奮不已﹐更加堅定了大量投入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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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電池汽車開發的決心。不再去考慮氫氣從哪裡來﹖何時能來﹖氫

燃料電池能否大量生產﹖這些都看在國內外大多數華人汽車動力

技術專家學者的眼裡﹐真是令人痛心。 

對陶瓷絕熱發動機來說﹐日本人經過數年或十數年的努力﹐就

發現它不能改善發動機的熱效率﹐也就只好放棄了。而對於氫燃料

電池汽車來說﹐迷惑性更大﹐又是在 50 或 100 年以後才能看出結果

的事。中國人一頭栽進去﹐至少要在數十年後才能明白過來。 

 

 

那麼﹐應當如何應對能源緊缺和做好交通能源轉型的準備呢﹖

首先﹐應當參加世界上探索新能源的努力﹐根據國力適當投入一部

分研發力量﹐用於例如可控核聚變等方面的研究﹐利用海水中的重

氫等能源﹐以徹底解決能源問題。中國不應當完全抱著“天塌下來

高個子頂著”的態度﹐消極等待西方發達國家來最終解決能源問題。 

其次﹐如果認為中國國力已經足夠強大﹐也可以適當投入探索

在 50 年或 100 年以後怎樣利用新能源的途徑。其中研究如何利用

“氫燃料”﹑使用氫動力﹐是其中一個“可能的”途徑。要研究利

用“氫燃料”﹐應當集中力量研發能大量生產的燃料電池﹐先把這

條路打通再說。另一個“可能的”途徑是直接利用蓄電池來驅動汽

車﹐這個途徑的能量利用效率很高。為此應當集中力量研發儲能能

力高的蓄電池﹐使電動汽車真正能代替燃油動力汽車。在對這兩個

途徑進行探索時﹐都不應該耗費資源用於屬於後期工程問題的電池

汽車本身。這不僅因為電池汽車最終能否廣泛應用現在還不能確

定﹐而且從技術角度來說﹐如果有了電池﹐開發電池汽車現在就不

困難﹐在 50 年或 100 年以後更不是問題。 
無論現在是否考慮 50 年後的交通能源問題﹐現在一定要重視

50 年內的交通能源問題。能源緊缺已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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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 2005 年中國進口石油已佔用油量的 42.9％。為緩解能源壓

力﹐一是要積極尋找和使用替代能源﹐包括用植物製造的醇類燃料﹑

太陽能﹑風能等﹐有多少就用多少。二是要努力降低能源消耗速度﹐

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這樣不僅能緩解能源緊缺的壓力﹑減少對進

口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同時也為開發和利用新能源爭取了時間。 

在尋找和使用替代能源時﹐應當首先把替代能源提供給非移動

的能量消耗設備以及大型船舶等。不要急於用於交通車輛。這是因

為從技術難度和經濟性角度來看﹐在非移動設備上使用任何替代能

源都會更容易﹑更合算一些。這樣做已經可以節省大量油氣資源﹐

完全不必要先著手在汽車上使用。只有當非移動設備和大型船舶都

使用了替代能源以後﹐再設法在汽車上使用替代能源﹐而把石油資

源留給在技術上最難以使用替代能源的飛機。 

在降低能源消耗速度方面﹐需要廣泛深入的工作。從房屋絕熱

能力和溫度及照明的控制﹐到交通管制和人員及貨物的運輸方式﹐

都應當逐步改進。這將對節約能源有非常大的作用。同時﹐要提高

非移動和移動的能量消耗設備的能量利用效率。其中﹐降低汽車平

均油耗非常重要﹐因為用於生產車用燃油的石油佔石油消耗量的

40％左右﹐在 2010 年預計可達 1.5 億噸﹐不可輕視。 

很多人誤以為﹐由於燃油發動機已經過一百多年的開發﹐熱效

率已經接近極限﹐已經沒有什麼改進的餘地。這是由於他們對現代

發動機不夠瞭解的原因。首先﹐如果用現代柴油機代替目前的汽油

機﹐汽車平均燃油效率可提高 13％左右。柴油機的問題除了成本

高以外﹐主要是排氣後處理困難。目前歐美的排放法規都對柴油機

放寬了一些。如果要達到汽油機汽車的尾氣排放標準﹐成本會更高﹐

同時燃油效率會有所下降。其次﹐混合動力可把汽車平均燃油效率

以更大幅度地提高。根據所採用技術的不同﹐油耗改進幅度也不同﹐

最高時可比汽油機汽車的平均燃油效率高 30~40％。但混合動力汽

車的成本也大幅度提高﹐對廣泛推廣造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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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式汽油機的熱效率一直比較低﹐但近年來不僅通過採用缸

內直噴技術可以有很大改進﹐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燃燒模式﹐均質壓

燃汽油機。均質壓燃技術有大幅度提高汽油機燃油效率的潛力﹐同

時成本低於柴油機和混合動力。由於汽油機一百多年來一直是汽車

的主要動力﹐又有很大的潛力提高熱效率﹐中國應當參加在汽油機

燃燒系統研發方面的激烈競爭﹐而不是選擇放棄。 

最近一年來在歐洲新上市了兩種分層燃燒缸內直噴汽油機﹐採

用了被公認為最先進的噴霧導向系統或稱軟噴射系統。汽車平均燃

油效率可提高近 15％。另外﹐從 2006 年初開始﹐其它上市的缸內

直噴汽油機都採用了均勻混合燃燒﹐利用噴霧油滴蒸發冷卻吸熱效

應降低爆震傾向和提高充量效率。這種技術通常和可變氣閥或增壓

相結合﹐使汽車平均燃油效率提高近 10％。也可和增壓技術相結

合﹐在同樣最大功率下減小發動機排量。 

均質壓燃技術由於不依靠火花塞點火和火焰傳播來完成燃燒

過程﹐混合氣的空燃比和壓縮比不再受到限制﹐使其燃油效率有可

能大幅度提高。根據一種稱為最佳優化汽油機的均質壓燃汽油機的

實驗結果可以預計﹐汽車平均燃油效率可提高 25~30％。從理論分

析也可看出﹐根據所有影響活塞式發動機部分負荷燃油效率的因素

對各種發動機進行評估﹐最佳優化汽油機總是在較好的一組。因此

最佳優化汽油機已接近活塞式發動機部分負荷熱效率在技術上的

上限。這種汽油機的成本也低於柴油機﹑遠低於混合動力汽車。這

種汽油機的成功應用將對緩解交通能源壓力有顯著作用。如果 2010
年汽車需要 1.5 億噸石油﹐採用可控自燃均質壓燃汽油機後﹐每年

可減少三千萬噸到三千四百多萬噸的石油消耗。 

燃油發動機還有大幅度降低油耗的潛力﹐中國有條件﹑有能力

在汽油機燃燒系統研發方面作出努力﹐迅速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

真正實現“汽車動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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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車用動力技術﹑ 

儘快減輕交通能源壓力的建議 
 

交通能源問題是中國所面臨的急迫的大事。中國是能源消費大

國﹐而油氣資源並不豐富。2005 年中國進口石油已佔 42.9％。對

進口石油的依賴性使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受到很大制約。為儘

快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性﹐應針對性地開發車用動力技術。為此﹐

我們首先對國內在車用動力技術開發方面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即

“求遠水來解近渴”﹑“先挖好渠再找水源或等水來”等情況和它

的根源進行了分析。然後﹐提出通過技術開發儘快減輕交通能源壓

力的建議。 

 

 

能源是人們可從自然界取得能量的來源。自然界並不存在著大

量的氫氣﹐因此氫氣不是能源﹐更不是新能源。產生氫氣需要通過

能量轉換﹐這樣氫氣可用作能量的載體。“氫能源”的口號使很多

人誤以為使用氫氣就能解決交通能源問題﹐很自然地認定應集中力

量全面開發氫氣汽車。這種誤解會影響政府和企業解決交通能源問

題的決策。 

現任美國總統上任以後﹐由於拒絕參加《京都協議》以及阻撓

國會通過降低汽車平均油耗的法案而受到批評。為減少批評﹐他曾

大力提倡“氫能源”﹑“氫經濟”來表達對能源和環境問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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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美國汽車公司也樂於或有意地造成這樣的印象﹕我們正在研發

氫技術﹐將解決所有的能源和環境問題﹐因此不要再對我們施壓要

降低油耗了。在 2004 年夏天﹐幾位美國物理學家在物理學雜誌聯

名發表文章批駁“氫能源”﹑“氫經濟”理論。此後再也看不到美

國總統談論“氫能源”了。 

無論是否應當研發使用氫氣的汽車動力技術﹐無論氫氣汽車是

否能成為未來汽車的主流﹐在對待能源這一重大問題上不應當犯

“氫氣是新能源”這樣的常識性錯誤﹐干擾對解決能源問題的認真

思考。 

 

 

追求車用動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是一個良好的願望。但是﹐目

前國內在車用動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方面沒有能重視基本的

邏輯。 

如果未來新能源可先轉化出電能供使用﹐裝有蓄電池的電動汽

車有可能高效率利用新能源。製造能長時間行駛的電動汽車的關鍵

是蓄電池的容量。目前蓄電池的容量還不能滿足電動汽車的需要。

因此﹐在 2000 年美國的汽車公司都停止了對電動汽車的開發工作。

除非蓄電池技術有重大突破﹐電動汽車的市場應用範圍將非常有限。 

用電能生產氫氣﹐再用燃料電池把氫氣的化學能轉化為電能是

另一個可能的途徑。兩次能量轉換造成損失﹐使其效率甚低。實際

上大量應用燃料電池汽車的關鍵是製造燃料電池的原材料和成

本。目前燃料電池需要大量稀有的貴金屬。如果大量使用燃料電池

汽車﹐不僅原材料成本會因需求增加而大幅度增加﹐地球上是否有

足夠多的貴金屬也是個問題。因此﹐要採用燃料電池汽車應當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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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力量研發低成本﹑能大量生產的燃料電池。 

從邏輯分析的角度不難看出﹐在蓄電池容量和燃料電池依賴稀

有貴金屬這些長期未能解決的技術難關未突破前﹐不能確定電動汽

車或燃料電池汽車將來一定可以得到大規模應用。因此﹐我們不應

“跨越”這些技術難關不去攻克﹐而“超前開發”那些如果真的需

要就可以很快解決的問題﹐例如電池零部件和技術平臺的開發﹑燃

料電池汽車和電動汽車的總成﹑示範推廣等。目前這種所謂的“跨

越”像是“先挖好渠再找水源或等水來”﹐有可能是“勞而無

用”﹐更有甚者是放棄了佔領具有重要現實和戰略意義的技術制高

點。即使在數十年後電動汽車或燃料電池汽車能夠被大量應用﹐其

關鍵的電池技術也是掌握在別人手中。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對未來汽車的過早認定﹑集中力量超前開

發屬於“後期工程技術”的情況使目前急迫的降低汽車燃油消耗的

需要被忽視﹑被排擠。致使長期使用低效率發動機來消耗寶貴的油

氣資源的狀況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中國實際上沒有認真參加世界上

至關重要的燃油發動機技術領域的激烈競賽﹐而是獨自認定一條跑

道獨自進行努力地鍛煉。由於在今後數十年內汽車將仍然主要依賴

低成本的燃油發動機﹐在十幾年或數十年後中國將處於非常被動的

局面﹐不得不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從國外引進汽車燃油發動機技術。 

 

 

與所謂“新能源”汽車至少需要數十年時間才有可能被廣泛

應用的情況相反﹐開發能大幅度降低汽車油耗的燃油動力技術僅需

要數年時間。如果汽車平均油耗能降低 25％﹐中國對進口石油的

依賴性將大為減少。今後數十年油氣仍將是主要的交通能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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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平均油耗對中國經濟發展和能源安全意義極大。 

大幅度降低汽車平均油耗在技術上是可能的。除了成本較高

的混合動力汽車有潛力降低油耗達 30~40％以外﹐國外發表的實驗

結果表明低成本的活塞式發動機新技術也可降低汽車平均油耗達

25％。國外的政府和企業都在努力研發汽車燃油動力技術。在 2000
年以前美國能源部每年拿出大量資金支持缸內直噴汽油機研發﹐

而在 2000 年後大力支持對均質壓燃發動機和柴油機的研究。歐盟

和英國政府也拿出大量資金支持均質壓燃發動機和高速柴油機的

研發。 

與國外努力開發汽車動力技術降低油耗的情況相反﹐在能源緊

缺﹑汽車動力技術對國家經濟和能源安全如此重要的情況下﹐過去

20 年來國內汽車工業放棄了對乘用車動力系統的開發﹐完全依靠

合資從國外引進產品圖紙和生產技術。近年來開始重視自主開發﹐

但往往僅注重汽車發動機產品的設計能力﹐並未真正重視對燃油動

力技術的開發。中國的汽車工業也受到“氫能源”口號的誤導﹐干

擾了汽車工業對燃油動力技術﹐特別是對低成本的高效率活塞式發

動機新技術的關注。 

為了改變國內汽車工業未對燃油動力系統進行認真開發的局

面﹐建議國家依託國內汽車工業的主力企業由國家協助建立汽車動

力技術開發中心﹐其目標是大幅度降低汽車產品的平均油耗。其成

果可在其它汽車公司的產品中應用。為避免浪費研發資源﹐具體的

研發項目應經過公開﹑認真地討論﹐建立評估各種汽車動力技術的

合理的標準﹐選擇有潛力﹑有希望﹑成本低的項目進行開發。在大

容量蓄電池和能大量生產的燃料電池沒有重大突破之前﹐汽車工業

不應參與前途尚不明朗的電動汽車或燃料電池汽車的研發工作。如

果將來電池技術在國家的支持下有了重大突破﹐開發電動汽車或燃

料電池汽車以及所需零部件和技術平臺僅僅是一個工程問題。在商

業利益的驅動下﹐開發工作將很快完成。 

 14



在能源緊缺﹑交通能源動力系統面臨轉型的重要時刻﹐車用動

力技術的發展對中國的未來尤其重要。因此我們提出以上建議希望

能得到中央和有關政府部門的認真考慮。希望這個建議能有助於中

國能源和技術發展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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