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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行业总监

汽车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加快了贸易发展，给现代
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汽
车也贡献了全球10%的温室气体排放，消耗了大量
的钢铁、铝、塑料、橡胶、玻璃和不断增加的电池
材料。由此可见，发动一场汽车业的革命，实现汽
车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推动这一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业理事会联合发起了循环汽车行动倡议，旨
在全面审视汽车制造和使用等各阶段，促进汽车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该倡议主要考察如何利用科技和
商业杠杆，充分发挥汽车的资源价值，减少汽车生
命周期内的排放，挖掘新的机会。

循环汽车行动倡议召集了汽车价值链上的40家企
业、数家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智库机
构，致力于商讨如何通过新型技术、材料创新、车
辆的高效利用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绘制净零排放的
未来蓝图。

我们要感谢Wolfgang Machur和Alexander Holst
领导的埃森哲团队，也感谢Fehmi Yüksel和Eric 
Hannon领导的麦肯锡团队，感谢他们在这些主题
领域提供的深度分析和真知灼见。我们也要感谢欧
洲 创 新 与 技 术 学 院 气 候 知 识 和 创 新 社 区 的 S i r a 
Saccani和Kirsten Dunlop，以及SYSTEMIQ公司
的Matthias Ballweg、Tillmann Vahle和Martin 
Stuchtey，是他们最早参与项目并一直提供政策
建议。

如果没有世界经济论坛Levi Tillemann带领的团队，
我们也无法在2020年末取得如此成果，在此也向他
们表示感谢。

“循环汽车”概念正蔚然成风，不断成为未来汽车
行业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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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循环汽车       
行动倡议负责人

麦肯锡公司高级合伙人

麦肯锡公司合伙人

近150年来，汽车行业极大推动了经济繁荣和个人
交通方式的发展。在此期间，汽车行业经历了巨大
变革，不断适应新的技术、商业实践、机遇和现实
——从大规模生产到新的安全措施，从电气化到数
字化等等。展望未来，汽车行业下一次变革的核心
将围绕脱碳这一迫切任务展开。

科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是，要减缓灾难性气候风
险，就必须在2050年之前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摄氏度以内，这已纳入《巴黎协定》的净零碳
目标之中。因此，目前排放量占比10%以上的汽
车行业必须实行全生命周期的脱碳策略，助力实
现这一气候目标。

截至目前，脱碳工作重点关注传动系统的电气化。
对于一辆标准的内燃机汽车而言，废气排放占整个
生命周期排放量的80%，因此传动系统电气化意义
重大。然而，电气化并非应对脱碳挑战的唯一对
策。汽车行业也必须减少汽车材料的排放，这和传
动系统电气化一样重要。内燃机汽车在整个生命周
期中，大约有18-22%的排放要归因于汽车使用的
材料。随着纯电动汽车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以及
汽车动力要求采用越来越多的绿色能源，材料在汽
车生命周期内的排放量和排放比例都会上升。

汽车传动系统的电气化非常复杂，但很容易理解。
另一方面，消除汽车材料的碳排放也非常复杂，并
且围绕全面脱碳的技术经济路径尚未达成共识。我
们预计，汽车材料生产环节如果不能减排，那么到
2040年，材料排放量将超过汽车生命周期排放总量
的60%。

但也有好消息。麦肯锡汽车材料减排成本曲线显
示，按照一些脱碳路径，到2030年，对于一辆典
型的内燃机汽车而言，可以消除其66%的材料排
放，且不会造成材料成本的净增加。而对于纯电
动汽车来说，这一比例还会更高。供应商和原始
设备制造商若能快速行动，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
时，实现这一脱碳潜力。

本报告的目标是明确这项重要任务的若干要素。
在循环汽车行动倡议材料项目框架下，世界经济
论坛和麦肯锡正携手来自整个汽车生态的70多个
合作伙伴，力求明确潜在的脱碳路径1。麦肯锡团
队分析的核心是麦肯锡减排模型，它详细介绍了
各类材料的脱碳手段和情景，包含了90%以上的
汽车材料排放。这一行动倡议的研讨会以及与社
区会员开展的有计划的探讨，为该项分析提供了
强大的信息基础。

企业如能全力应对这项挑战，就能实现净零排放，
塑造更美好的未来。到2030年，在不增加净成本
的情形下，很大比例的汽车材料碳排放有望得以消
除。今天，我们可以实施许多关键技术和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但是，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汽车
生态内外创新合作模式，就必须从根本上反思当前
的价值链和激励措施。循环汽车行动倡议的实践表
明，许多行业企业愿意拥抱这样的未来，愿意齐心
协力，为实现零碳汽车的未来铺平道路。

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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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脱碳图1

1. 掀背式内燃机汽车（一级）：1.7吨车重（包括维修部件），0.9吨钢，0.15吨铝，0.29吨塑料，20万公里里程，平均载员1.5人

2. 掀背式纯电动汽车（一级）：1.9吨车重（包括维修部件），0.7吨钢，0.19吨铝， 0.32吨塑料，0.32吨电池，25万公里里程，平均载员1.5人

3. 需要实行电网脱碳，根据纯电动汽车的能耗要求，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

4. 循环经济创新方案考虑四级循环纯电动汽车（完全循环）

来源：埃森哲战略分析

每公里客运里程
的碳排放量 146 124 44 3

今天1 + 采用纯电动汽车2 +使用阶段采用低碳能源3 + 循环经济创新4

材料、组装和报废使用阶段

-98%

循环汽车行动倡议包含三大工作事项：

5

可持续发展的汽车必须采用绿色电力；在制造
和使用这两个阶段必须践行循环经济原则。

“循环汽车”理论上是指材料效率最大化的汽车。
这种概念的汽车在制造、使用和报废处理等各环节
实现材料零废弃和零污染，这与当前的零排放汽车
完全不同。汽车或许永远无法全面实现“循环”，
但汽车行业可以大幅提高循环水平，持续创造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 麦肯锡领导的材料工作事项重点关注解决下列迫
切需求：材料脱碳；实行闭环回收再利用；并为
材料寻找具有生产效益的第二次生命，即获得目
前被降级回收到其他行业的价值（见图2）

- 埃森哲战略领导的商业模式工作事项围绕如何
实现循环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在世界经济
论坛的配合支持下，埃森哲战略已经制定了分
类法，指导汽车行业实现减碳并提高资源效
率。其目标是最大程度地提高单位资源和排放
量的交通产出（见图3）。该分类法涵盖了用
途、车辆生命周期、材料和循环商业模式中与
能源相关的方方面面。

在技术、环境和经济等大趋势的共同推动下，现代
汽车业正不断实现这一转型。循环汽车行动倡议已
经召集汽车生态内的许多企业，成立了广泛的联
盟，致力于通过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型商业模
式来引领这一转型，并提高全球交通出行的环境可
持续性。

纯电动汽车减少了使用阶
段的能耗，却增加了生产

环节的能耗。
在使用阶段采用低碳电力

有助于…
但只有循环经济的创新才
能真正实现这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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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汽车行动倡议：组织架构和2020年工作成果图2

循环汽车行动倡议的2020年工作成果

制定了汽车行业循环发展的五级分类法

开发了材料转型工具，阐述了材料脱碳的详细
路径

制定了材料、政策和商业模式路线图，明确了
汽车行业循环发展的关键投资、重要节点和政
策动力

在成员企业中启动循环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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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政策工作事项，目前正在制定中。该
项工作将对接生态系统内的各个环节，开发相关
的政策工具，供世界各地政府采用。

上述每一个工作事项程都得到了论坛多方利益相
关者社区组织的支持，包括汽车制造商、材料供
应商、国家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

这些组织通过开展研讨会和数十次的访谈提供真知
灼见，并为这一全方位的分析流程提供数据和专业
反馈。除了分析合作伙伴麦肯锡和埃森哲外，循环
汽车行动倡议也要感谢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气候知识和创新社区以及
SYSTEMIQ等联合创始成员的宝贵支持和贡献。

材料

政策 商业
模式

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汽车材料1

发展零碳汽车的下一个障碍

原始设备制造商扩展价值链的排放情况（控制力度偏弱）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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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生产 报废材料的
回收利用

减排不力：需要透明度以及
复杂的供应商管理

原始设备制造商控制力度弱，
目前减排不力的环节

直接受原始设备制造商控制，
且目前正在努力消除排放的环节

减排主要通过两大手段：车辆和工艺
的电气化；扩大绿色电力供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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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级车型
来源：天然气车辆协会、专家访谈和汽车材料脱碳团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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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汽车行业的脱碳，助力实现《巴黎协定》
的目标——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到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我们必须全面而详细地分析
汽车全生命周期内的排放情况。内燃机汽车需要燃
烧燃料，尾气排放占其全周期排放总量的65-80%。
另有18-22%的排放量来自汽车材料的生产（见图
3）。由于使用阶段排放了大多数的碳，因此汽车
行业目前的减排重点是传动系统的电气化。麦肯锡
一项研究发现，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纯电
动汽车销售的覆盖率必须到2040年接近100%。许
多国家已经宣布计划，到2040年禁止销售内燃机汽
车2。

为了全面实现汽车脱碳的潜力，那么除了实现传
动系统的电气化，还必须同时关注材料生产环
节。纯电动汽车能极大降低使用阶段的排放，在
电网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高的背景
下尤其如此，但汽车材料，尤其是电池的生产工
艺属于能源和排放密集型，对汽车行业的脱碳提
出了新的要求（图4）。

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来源：循环汽车行动倡议2020年对电动汽车应用场景的乐观预测

在汽车整个生命周期内，材料生产环节产生的排放占比最高
（基于必要的销量）

20204

包括使用阶段在
内的其他排放1,2

材料生产3

2030 2040

65%

35%

40%

60%

82%

18%

纯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生命周期和材料排放对比分析

到2040年，材料生产环节产生的排放可能达到汽车整个生命周期排放总量的60%

图4

图5

1. 减碳潜力也取决于车辆类型，小型车辆一般减碳潜力更高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电池联盟和麦肯锡分析

全周期排放

内燃机汽车
（汽油）

全周期减排潜力
因地区而异1

 纯电动汽车

-55 60%

-22 35%

-19 26%

内燃机汽车
（汽油）

~1.5-2.0x

纯电动汽车

材料排放

材料 生产 电池 使用（油井到车轮） 最大化使用（油井到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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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全周期排放可以大幅降低，主要取决
于在电力结构中采用绿色电力。

由于电池生产耗能巨大，纯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
车相比，材料环节的排放量要高出1.5-2倍

纯电动汽车生产环节的材料排放更高，这意味着
仅是大规模应用纯电动汽车并不一定能实现行业
脱碳。如果大众市场转向纯电动汽车，那么到
2040年，汽车整个生命周期中将有超过60%的排
放来自材料（图5）。

这些变化将会把汽车行业剩余的碳足迹引向材料生
产，从而给实现真正的零碳汽车带来新的挑战。

零碳汽车：碳效率
最大化的汽车。它
可能需要实现材料
的零废弃和尾气的
净零污染。虽说汽
车价值链不能彻底
实现零排放，但净
零碳汽车代表着一
种 积 极 向 上 的 愿
景，能够激励汽车
生态内的各方展开
行动。 1. 以每辆车每年15,000公里里程和10年使用寿命为基准线——报废环节的排放暂不考虑

2. 2018年平均水平：120克二氧化碳/公里；今日目标：95克二氧化碳/公里；未来假设：2030年，75克二氧
化碳/公里；2040年，50克二氧化碳/公里；电动汽车，0.10-0.16千瓦时/公里

3. 平均材料排放：内燃机汽车3,000, 电动汽车7,400,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5,000, 混合动力汽车 4,000千克二
氧化碳/辆车

4. 当前，相关地区的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覆盖率在4-8%；2030年，这三类车
的覆盖率分别达到33%、12%和7%；2040年，覆盖率分别为60%、27%和13%。



成本效益高的
材料脱碳路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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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材料环节的全面脱碳，需要
制定跨十年的持续战略。关键的技
术和经济决策将决定最终的范围和
成本。



减排成本曲线：全面分析材料脱碳2.1

了解减碳曲线：

10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解决汽车材料的排放问题首先需要公开最高效、最
有效的材料脱碳路径和成本。汽车制造和供应链非
常复杂，因此要消除排放就必须在整个行业进行结
构性改革，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为了了解材料脱碳不同路径的成本和影响，麦肯
锡公司绘制了减排成本曲线，详细分析了内燃机
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材料的减碳潜力和成本。脱碳
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些路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汽车材料的脱碳是个技术复杂、周期漫长的过程。
一般来说，汽车从概念研发到上市，需要4-6年的时
间。此外，能够减碳或者有助于碳中和的材料生产
技术，比如炼钢用的电弧炉，需要数年的时间来获
得监管许可、建设工厂、保证质量和扩大生产。正
因如此，如果能全面看待汽车行业的整体目标和单
个企业的目标，就能够更好地协调脱碳工作，促进
资源的有效配置。

麦肯锡的材料减排成本模型列出了主要的技术动
因，介绍了其减碳潜力，也分析了在2050年之前
的不同周期内，这些技术给汽车材料成本带来的
变化。（图6和图7是基于2030年的预期成本和减
碳潜力）。

减碳成本曲线的X轴代表每项手段的减碳潜力，而
Y轴展示了每项手段每减碳1吨所需的成本（在成本
为负的情况下为成本节约）。减碳手段在曲线中以
不同颜色表示，涵盖了占据汽车90%重量和排量的
各项材料。

该模型聚焦脱碳的三大战略：减少需求、循环
发展和材料脱碳。减少需求是指从源头上减少
汽车材料需求量的手段，它是模型计算的基础
要素；循环发展是指提高循环材料在汽车中的
使用比例、并能延长汽车有效使用周期的各项
手段；而材料脱碳关注能够在材料生产环节减
少排放的各项技术因素（详见附录）。



2030年内燃机汽车材料减排成本曲线图（包括所有手段）

2030年纯电动汽车材料减排成本曲线图（包括所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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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肯锡分析（团队，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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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塑料 其他 电池

电力-化工 （丁二烯橡胶）
电力-化工 （聚乙烯）

生物质原料
破碎仪电气化（聚丙烯）

生物质原料 （丁苯橡胶）
生物质原料 （聚丙烯）

生物基可溶解干电池

提高高炉用废料比例

低碳电力– 阳极活性材料

惰性阳极电解+ 绿色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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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基可溶解干电池

用于电弧炉的氢基直接还原铁

用于电弧炉的直接还原铁和碳捕捉

高炉+ 碳捕捉与封存
提高用于电弧炉的废料比例

1. 分析以一辆重量1.95吨的高级C级车为例：1.04吨钢、0.29吨铝、0.10吨橡胶、0.07吨聚丙烯、0.03吨聚乙烯和0.05吨玻璃
2. 金属包括钢、高强度钢、铝和氧化铝；塑料包括聚丙烯、聚乙烯和尼龙6；其他材料包括橡胶和玻璃
来源：麦肯锡分析（团队，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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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汽车部分手段

材料简易分类2



12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分析显示，在材料
成本没有净增加的
情况下，可以减少
纯电动汽车97%的
材料排放。

利用2030减碳模型对内燃机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
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汽车行业和业内企业可
以采取多项行动，来协调其脱碳工作：

优先重视长期成本节约。减排成本曲线显示，可以
利用多项手段，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降低材料成
本。这些因素包括对多种塑料部件进行机械回收。
如果一辆汽车中的更多塑料采用这项技术，可以增
加0.6-0.8吨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此外，就铝生
产而言，如果能够正确实施和推广惰性阳极电解技
术，则有望减少生产环节的排放。从总体来看，许
多生产工艺若能采用绿色电力，则能创造巨大的脱
碳潜力，从长远来看还能降低材料成本。

推动采用成本更高、但效果更佳的绿色钢铁技术：
钢铁的脱碳至关重要。钢铁占据车重的50-65%，
并且也贡献了汽车材料排放的30-40%。按照
75-9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价格，可以实现巨大的
脱碳潜力。

有助于当前钢铁生产脱碳的技术包括碳捕捉与封
存、提高废料利用和使用生物质原料。当然，和
当前行业标准不同，也可以在钢铁生产中使用电
弧炉，提高废料使用比例，或者采用氢基直接还
原铁。

利用新技术，进一步降低成本：其他许多新兴技
术也能在更小范围内促进减排工作，但会产生较
高的成本。这些工艺尚未足够成熟，难以规模应
用。比如，绿色电力可以转化为化学制品，但这
需要大量的绿色电力。生物质能也可以作为多种
材料生产工艺的原料，但这种技术需要持续供应
大量的生物质能。由于这些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
与塑料相关，汽车企业可以发挥作用，帮助化工
企业寻找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改善排放情
况。虽然这些行动在今天看来还不具备很大的减
排潜力，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不断降
低，它们能为实现全面脱碳铺平道路。



具有成本效益的内燃机汽车
和纯电动汽车脱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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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内燃机汽车重点减排成本曲线示意图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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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肯锡分析（团队，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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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个手段在技术上相互矛盾，因此必须考虑多
样化的脱碳路径。就钢铁而言，有两种可行但相互
矛盾的路径：采用高炉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采用
传统但低碳的钢铁生产工艺；采用电弧炉和氢基直
接还原铁技术。与这两项技术相关的重要考量包括
成本优化、最大减排潜力和循环潜力。反之，这些
又取决于当前生产的碳足迹、技术成熟度、消费者
行为和组织机构的优先事项等因素。

下文模型详细介绍了2030年之前具有成本效益的
潜在路径。对于内燃机汽车来说，适用于标准汽
车的上游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显示了下列潜力：在
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减排66%，其中的29%可以
在降低特定车型材料成本的同时实现（图8）。

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该模型显示，相对于内燃机汽车来说，纯电动汽车
更有机会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脱碳，这主要
是因为电池生产将从具有排放密集型电网结构的地
区，转移至能源结构中碳排放较少的地区。

此外，如果能在能源密集型生产工艺中使用更多
的绿色能源来源，就有望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
更好的减排效果。这项研究揭示，到2030年，在
不净增材料成本的前提下，能够消除97%的纯电
动汽车材料排放（图9）。



2030年纯电动汽车重点减排成本曲线示意图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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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以一辆重量1.95吨的高级C级车为例：1.04吨钢、0.29吨铝、0.10吨橡胶、0.07吨聚丙烯、0.03吨聚乙烯和0.05吨玻璃
2. 金属包括钢、高强度钢、铝和氧化铝；塑料包括聚丙烯、聚乙烯和尼龙6；其他材料包括橡胶和玻璃
来源：麦肯锡分析（团队，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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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减排 （4.4吨二氧化碳） 减排 （2.9吨二氧化碳） （0.12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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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废料
利用比例1

碳捕捉与封存（捕获90%）

生物质能

/吨二氧化碳

钢铁和电池拥有巨大的脱碳潜力

钢铁

2.3

2030年低碳传统炼钢路径可能实现的钢铁减排成本曲线图10

15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一辆汽车整体的材料排放中，钢铁和电池排放占比
最高，因此也代表着最大的脱碳潜力。

实现这些材料的脱碳可以遵循下列多种不同路径：

钢铁生产环节的排放可以通过两大路径来缓解：低
碳传统的炼钢技术（图10）和氢基直接还原铁-电
弧炉炼钢技术（图11）。我们将这两个路径与炼钢
行业标准（每吨钢铁产生1.7-2.0吨二氧化碳，成本
为每吨钢铁310-320美元）进行了对比。

对传统炼钢路径进行脱碳：完全脱碳的传统炼钢路
径包括四大手段——喷煤技术优化；碳捕捉与封
存；提高废料利用比例；以及使用生物质原料。如
果实施所有这些动力因素，就会形成碳汇，将整体
排放强度降低0.5吨二氧化碳/吨钢铁。排放强度若
要为负，就必须实现理论上最高的碳捕捉潜力，即
捕获高达90%的排放，同时使用生物质原料，消除
大气中的碳，并避免煤的采掘和使用。

这一路径的两大手段面临限制和障碍。碳捕捉与封
存目前还难以实现预想的捕捉率。有关安全标准的
相关疑问和潜在的长期环境危害也可能让这项技术
胎死腹中。如果此类问题不能得以解决，就难以预
测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减排潜力和成本。此外，能
否持续供应足够的生物质能也是一项挑战。这一路
径的平准化成本还会导致生产成本达到520-550美
元/吨钢铁。

氢基直接还原铁-电弧炉炼钢路径：氢基钢铁路径
关注通过直接还原铁-电弧炉技术来进行钢铁生
产。假定的两大手段是提高电弧炉的废料利用比例
和使用同等比例的氢基直接还原铁。

若遵循这一路径，单位排放量预计为0.1吨二氧化
碳/吨钢铁，在目前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减排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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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绿色氢能价格骤降至22美元/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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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吨二氧化碳

2030年通过氢基直接还原铁-电弧炉炼钢技术可能实现的钢铁减排成本曲线图11

16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氢基炼钢工艺的
平准化成本大约
为420-450美元
/吨钢铁，提升
了这条路径的可
行性（相比技术
不够成熟、经济
可行性较低的碳
捕 捉 与 封 存 路
线）。

氢基炼钢工艺的平准化成本大约为420-450美元/吨
钢铁，有可能提高这条路径的可行性（相比技术不
够成熟、经济可行性较低的碳捕捉与封存路线）。
这一路径的主要挑战是打造必需的氢供应链和产
能，并大幅降低绿色氢能的成本。

绿色钢铁的产能短期内或许有限，钢铁制造商也有
动力优先实现建筑等行业的脱碳，因为这些行业对
材料的质量要求较低，因此减排的成本较低。汽车
行业应当主动采取策略，支持这一复杂的、投资密
集的脱碳进程，确保获得足够的脱碳钢铁。 

钢铁制造商有机会使用绿色钢铁来实现差异化竞
争。但要成功实现脱碳，就必须获得多部门的支
持，包括要努力消除部门障碍（比如在绿色电力
生产和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和开展大量的前期
投资。

随着绿色电力和氢能产能的快速提升，如果能加强
市场监管，则到2030年脱碳钢有望实现成本净收益
——即使考虑重大的结构性运营变革和必需的资本
支出，也能实现收益。尽管碳税预计会增加，但只
有80-10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税仍然不影响脱碳
钢的商业价值。制造商如果不能投资发展这些技
术，有可能在不断变革的监管框架中，在市场竞争
中败下阵来。



电池

电池减碳手段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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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肯锡分析（团队，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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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减碳模型聚焦活性材料（包括阳极和阴
极）、单体电池和电池包的生产3。电池生产工艺
脱碳的主要手段在于使用低碳电力，以及摒弃排

放密集型工艺流程，转而使用低碳能源来源
（图12）。

低碳电力：电池生产脱碳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使用低
碳电力。为了实现低碳电力，生产可以迁往具有低
碳电网结构的地区。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单位
减排量可达1.5-1.8吨二氧化碳，与电池生产相关的
总排放量有望减半。

对于活性材料以及电池生产而言，从靠天然气提
供动力的工艺，转向低碳电力、沼气或氢气，能
够大幅降低排放。从实现2030年目标的角度看，
相比基于沼气或氢气的路径，工艺电气化可能具
有成本优势，随着绿色电力价格的下降，可以帮
助节省成本。



探索未来之路，
构建汽车生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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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本曲线和路径模型为发展真正的零
碳汽车提供了框架，但要运用关键的脱碳
手段，还需相关各方开展广泛合作。



实施行业战略，有效治理上游排放3.1

依据“引领、分享和跟从”框架，确定生态系统合作领域图13

示例：钢铁

具有战略优势的手段

引领

单个企业难以驾驭的手段 超出直接控制、且由其他行业引领的
手段

分享 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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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注重竞争的行业策略可能会成为这项目标的一
个障碍，也会阻碍生态系统内其他必要的结构性变
革。如果能运用系统性合作模式，实施“引领、分

享和跟从”这三大战略，就能为整个行业的材料脱
碳工作提供正确的激励机制（图13）。

引领方向，积极作为，主动投资，领导整个
价值链的脱碳工作。

再生钢。使用受限于规格，而非成本。

利用机会与关键供应商合作，实现差异化
优势

闭环循环。受限于难以获得大量高质量的材
料供应。

氢基直接还原铁和电弧炉。受限于氢能的开
发和部署时间。

使用共同战略，构建生态系统，采用直接还
原铁-电弧炉技术。

碳捕捉与封存。受限于捕捉率、成本和长期
环境风险。

采取跟从战略，确保实施成熟的技术

分享知识，开展协作，协调客户、供应商和
价值链上的脱碳工作

被动等待行业开启脱碳路径，实施新技术

引领：原始设备制造商和材料生产商应当在特定领
域积极发挥投资领导力，推动整个价值链的脱碳，
打造竞争优势。比如，它们可以优化材料规格，不
断提高循环材料所占比重。

分享：当手段超出单个实体的驾驭范围，或者某项
行动只有大规模开展才有效果时，行业参与者应当
分享知识并展开协作。对于这些手段，行业生态系
统必须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开展脱碳工作。

比如，打造专门的基础设施，回收报废的汽车材
料，将其重新用于新车制造，或者携手关键供应
商和业内同行，打造氢能供应链，这些都可以加
快整个生态系统的材料脱碳步伐。

跟从：在其他行业已经在开发和部署解决方案的情
况下，原始设备制造商和材料生产商可以采取跟从
策略，它们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其他行业的进步
——比如用于塑料循环利用的高温裂解技术。



五大领域的合作3.2

推动生态系统材料脱碳、助力发展零碳汽车的五大手段图14

新型脱碳“理事会”如何助力行动？

设计

循环再利用融资/投资

透明 能力

需要统一的
生态系统策略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循环汽车行动倡议—集中访谈和夏季研讨会

20开拓进取：零碳汽车材料路线图

许多材料脱碳工作都需要多个行业相关方开展非竞
争的新型合作。我们在循环汽车行动倡议框架下，
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和专家探讨4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行业合作的五大领域：

汽车设计、回收再利用、融资、透明和能力建设
（图14）。

汽车设计：唯有改变汽车设计，才能在汽车使用周
期结束时，对高质量的零部件和材料进行回收再利
用。如果汽车设计注重可拆解性，使获得材料更容
易，或者降低材料构成的复杂性，则有助于材料的
再利用、再制造和再循环。尤其就电池而言，行业
主体可以考虑在设计阶段更加重视后续循环的便利
性，原始设备制造商采用更加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可以彻底改变二次应用，使得汽车电池能够支持依
赖可再生能源的电网。

回收再利用：汽车通常采用最高级别的材料，因此
应当避免在汽车寿命末期对材料进行降级回收。可
以调整现有材料的规格，提高废料利用比例，这种
策略可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此外，更加柔性的
合金和材料成分也有助于提高回收再利用的比率。

利益相关者应当建立更有效的收集和分类机制，处
理生产工艺产生的废料和报废材料。

在汽车生态内建立联盟关系能够确保在未发生污染
的情况下，将优质废料退还给材料供应商，实现对
材料的再使用。与此同时，投资改善废料处理设施
也有助于增加更多、更多元的可控废料。

融资：虽然一些脱碳工作能够自行消化费用，但有
些工作会增加材料成本。大多数脱碳手段，比如氢
基炼钢技术，需要巨额的初期资金和共同投资。因
此，探寻合适的投融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第三方
投资者和公共资金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
助大型资本投资项目，或者为研究潜力巨大的技术
提供资金支持。

透明：如果能持续以可靠方式公开供应链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则会有益于汽车生态系统的发展，有助
于以事实为依据，制定科学的脱碳决策。组件规格
中也可以包括碳足迹评估标准和再循环比例等指标
的报告标准。

助力开展可持续设计，在原始设备制造商中倡导循
环标准

协调材料设计方法，构建完整的循环价值链，大幅
提高循环利用水平

提供平台，与关键的投资者和第三方展开互动，释
放资金的力量

在全行业倡导实施通用的会计、标签、报告和目标
制定标准

倡导各组织围绕脱碳战略进行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



汽车生态系统参与者的联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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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也能加快材料脱
碳，因为消费者偏好更可持续的产品，能对脱碳
工作施加资金和政治压力。

能力建设：汽车行业重点关注优化工艺流程，在质
量、成本和时间之间实现最佳平衡。可持续性有望
成为推动实现这种平衡的重要因素。

汽车行业需要建设相应的能力，从战略高度看待
可持续性问题，并调整运营方向，重点开展脱碳
工作。制定持续一致的脱碳目标将是重要的第一
步，有助于将其纳入现有的激励制度。在制定这
些目标和激励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开展能力建设
计划和知识分享活动。

大多数脱碳手
段，比如氢基炼
钢技术，需要巨
额的初期资金和
共同投资

为了推动开展生态系统层面的合作，运用“引
领、分享和跟从”的战略，世界经济论坛与循环汽
车行动倡议的成员携手合作，计划成立一个汽车循
环委员会，旨在召集汽车价值链上的全球相关方，
重点实现净零排放。汽车循环委员会不仅支持在汽
车生态系统内开展必要合作，而且将成立一个专门
平台，就具体项目和倡议开展行动。

该委员会将由价值链上的相关方组成，致力于加强
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和知识共享，为材料脱碳和循
环发展提出行业建议。

委员会的工作将聚焦下列行动领域：设计、回收再
利用、透明、融资和治理。潜在的竞争前合作领域
包括制定统一的材料规格标准，以提高回收再利用
比例；采用标准化的材料订单文件，提供透明的温
室气体排放信息；以及加强行业能力建设，促进报
废车辆的回收和材料再利用。除了促进材料脱碳，
该委员会还会商讨解决与可持续交通出行相关的问
题，包括基础设施和车队融资、新兴市场和市政政
策等。



 

潜在试点项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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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试点项目包括：

脱碳设计原则：循环利用组件和材料的主要障碍
之一是复杂迥异的汽车设计。相关方若合作确定
技术设计原则，推进对汽车部件和材料的循环使
用，将有助于发展易于拆解、部件模块化和可再
利用的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一级供应商和材
料供应商可以牵头开展这项试点。

调整材料规格，促进循环发展：高质量的汽车材
料往往在报废时进行了降级回收，这种做法扩大
了对能源密集型原材料的需求。针对报废材料加
工和单个材料供应链制定明确要求，有助于增加
对汽车材料的循环使用，减少对报废材料的降级
回收。已经在开展报废材料加工业务的企业应当
加入这项试点。

融资：许多脱碳手段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并要
经历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回报，因此在行业层面优
化项目融资方式至关重要。汽车循环委员会应当
考虑创新融资机制，促进脱碳工作的责任分担、
利益共享。

透明性和可追溯性：汽车行业的价值链非常复
杂，因此不管是原始设备制造商还是客户，都无
法全面、持续了解行业排放的来源。由此可见，
制定一套全面的方法，追溯行业企业和客户的材
料排放情况，将极大促进行业企业和客户的脱碳
工作。

加强能力建设，改善教育和认证：要开展组织之
间的合作，成功实施重要的脱碳战略，还需要统
一的碳排放评估标准。为了制定这样的标准，汽
车行业就必须开展全行业的教育活动，并为已经
接受过循环原则培训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认
证。在此方面，汽车循环委员会和其他行业相关
方应当谨慎考察现有的认证标准，并探索与其他
认证机构的合作机会。

治理材料排放、发展零碳汽车需要对汽车行业进行
重大改革，但这种改革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实现。成
功的关键在于，要重点关注钢铁和电池等高排放材
料，并要开展广泛的行业合作和战略性联合投资。
如果汽车行业现在开展行动，就能打造更加清洁、
高效的交通出行体系，助力实现“将全球气温升幅
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



附录

 

主要的模型假设

三大减碳方式：减少需求、
循环发展和材料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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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假设：仅对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建模，没有
对当前生产技术的年度效率提升等一般性假设进行
建模。

技术基准：模型分析的基准是当前技术和工艺条件
下，行业平均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量。针对地区和企
业的具体调整可以适用于当前模型。

计算方法：考虑了绿地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以便
比较同类手段。边际减排成本是比较了使用基准和
使用新技术建设新工厂后计算的结果，考虑到了新
工厂预计的生命周期。

数据输入：有关大宗商品价格和排放因素的关键数
据主要来源于麦肯锡《全球能源展望》报告。该报
告展望了2050年之前全球能源消耗和价格走势。在
对具体要素进行建模的过程中，也使用了许多其他
来源的数据，包括麦肯锡氢生产成本模型、麦肯锡
电池成本模型和麦肯锡塑料循环模型等。具体手段
的数据选自麦肯锡脱碳路径优化工具和内外部专家
访谈，以及科学报告和研究成果。

碳成本：按照减碳成本计算惯例，碳排放监管成本
（如欧洲碳追踪服务）未在本次计算范围之内。

该模型的各项手段可归为三大类：减少需求、循环
发展和材料脱碳。

- 减少需求主要关注能从源头降低汽车材料总需求
的手段。部分案例包括：减少使用材料总需求；
用低碳材料取代高碳材料；以及减少废料以及其
他制造工艺的浪费问题。

- 循环发展重点关注能够增加车辆中回收材料的使
用及其长期循环使用的所有手段，包括提高再制
造部件的比例；提高开环或闭环循环材料的使用
比例；以及对损失的产品进行回收再利用。

- 材料脱碳聚焦汽车必需材料的排放强度，包括
提高现有生产工艺（比如电气化）的能源利用
效率；使用排放强度较低的替代性燃料或原
料；以及对技术进行结构性创新和特定变革，
降低碳足迹。

然后应当按顺序考虑这些能够减少汽车碳足迹的
方法。虽然应当在汽车研发初期就降低材料需
求，但还是要尽可能以可循环的方式使用剩余的
材料。生产必不可少的汽车材料所采用的技术和
燃料，要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工艺效率，同时要
最大程度地减少碳影响。



模型结果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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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模型的结果及其针对不同材料和手段的具体结
果对于某些假设具有敏感性。对关键的敏感因素进
行了分析，包括碳税、技术的准备和成熟时间，以
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将钢铁作为示例材料进行敏感
性分析后得出下列结果：

- 碳税——在2030年之前征收100欧元/吨二氧化
碳的税，将会给传统炼钢带来最大影响，使生产
成本提高53%，达到479美元/吨钢。氢基路线
会在氢能生产过程中产生排放，导致成本出现小
幅上升（1%）。低碳钢路径由于采用碳捕捉与
封存技术，排放值为负，因此不会受到影响。换
句话说，征收100欧元/吨二氧化碳甚至更高的
税，会让传统炼钢工艺失去经济价值。

- 技术准备——氢能的技术准备如果跟不上，将
会在2030年提高氢能价格。假设技术延迟五年
才能成熟，导致2030年的氢基技术成本上升
20%，那么就会导致每吨氢基钢铁的价格上涨
5-10美元（从450美元/吨到480美元/吨）。
但是，即使按照这一假设，氢能路径也要比低
碳传统炼钢路径具有成本优势。

- 大宗商品价格——所有的路径都会受到关键大宗
商品价格的影响：

- 废钢：废钢价格若上涨20%，则会对氢基路
径产生最大影响——将每吨成本提高8%，
达到490美元/吨钢。原因在于一种假设，
即50%的生产会使用废钢。低碳和传统炼
钢也会受到影响，成本分别上涨3%和2美元
（540美元和320美元/吨钢）。废钢的价格
需要大幅改变，才能影响每个路径的相对
成本。

- 铁矿石：铁矿石价格上涨20%对传统炼钢的
影响最大，会导致钢铁价格升高6%（333美
元/吨钢）。氢基和低碳钢的成本因此分别
上涨2%和3美元（460美元和540美元/吨
钢）。和废钢一样，三条路径都会受到铁矿
石价格的影响，因此不太可能大幅改变三种
路径之间的成本对比。

- 电力：电力价格的上涨不会改变当前炼钢路
径和另外两个替代路径之间的选择。电力价
格若上涨20美元，将会导致各种路径的钢铁
价格上涨1-2美元。上述氢能价格上涨实行单
独模型，因此未包含在这一情景中。



缩略语列表
ACB    汽车循环委员会

BEV  纯电动汽车

BR   丁二烯橡胶

CCI   循环汽车行动倡议

CO2  二氧化碳

DRI  直接还原铁

EAF  电弧炉

EOL   报废

ETS   欧盟跟踪服务

EU  欧盟

GHG   温室气体

GJ   吉焦

H2  氢

ICEV  内燃机汽车

kWh  千瓦时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PA6  聚酰胺6/尼龙6

PCI   喷煤

PP  聚丙烯

PE  聚乙烯

SBR   丁苯橡胶

t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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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OEMs, tier-1 suppliers, material suppliers, recycling companies, NGOs, consultancies and others.

2. James Eddy, Alexander Pfeiffer and Jasper van de Staaij, “Recharging Economies: The EV-Battery Manufacturing 
Outlook for Europe”, McKinsey and Co., June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oil-and-gas/our-insights/
recharging-economies-the-ev-battery-manufacturing-outlook-for-europe  (link as of 17/11/20).

3. Among the different battery technologies, an NMC-based (nickel-manganese-cobalt) chemistry and pouch cell type is 
depicted. The baseline process considers active material and cell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regions with a coal-intensive 
electricity mix.

4. Over the course of 2020, as part of the CCI, McKinsey has conducted more than 60 industry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 
CCI has conducted a series of workshops with more than 80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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