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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ranslations of any materials into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are intended solely as a convenience to the 
non-English-reading public and are not legally binding. We have attempted to provide an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 in English, but due to the nuances in translating to a foreign language, slight differences 
may exist. This translation is supplied to you on the understanding you have accepted this disclaimer and no 
liability is accepted by the APC for the use of the translation by you or any other party if the translation is found 
to contain inaccu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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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翻译，但是由于翻译成外语时的细微差别，因此可能会存在轻微的差异。向您提供本译文的前提是您接受本免责声
明，如果发现译文有不准确之处，APC就您或任何其他方对本译文的使用情况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概述：电机

电机的需求正在显著增长，预计到 2022 年* ，全球电动汽车车型将超过 500 款，
到 2025 年，全球销量将达到 850 万辆。在欧盟，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与柴油
车相当。

• 电机发展的挑战包括：提高性能（特别是单位容积功率）、降低大众市场采用
的成本、减少对无法保证长期供应的材料的依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制造和寿
命终止后回收对环境的影响。

• 更好的系统性能可以通过新型架构和在驱动装置内更紧密地集成多种功能来实
现。

• 随着设计变得更加紧凑，人们需采用新型材料和热管理策略，确保满足在狭小
空间内对电气绝缘和隔热的苛刻要求。 

• 材料得到了多方面开发。新的形状系数和合金可以改善铜绕组的性能，而从长
远来看，先进的纳米材料可能会使性能发生巨大变化。  
需减少对用于永磁体的重稀土材料的依赖。可回收稀土含量的提高，以及稀土
材料和替代性制造方法（如聚合物粘接）的进一步使用为此带来机会。从长期
来看，随着非静态金属等的发展，电工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如果软磁复
合材料能够得到优化，并且制造成本大幅下降，就可以在汽车领域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

• 绕组是减少机器损耗的关键。可选择的绕组策略和预成型或 3D 绕组可以提高
性能。对于转子和定子，需制定出新的生产方法来提高材料产量。 

• 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采用经济高效且环保的电机回收方式具有挑战性。例如，

减少对电机湿法工艺的依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使拆卸和回收更容易。在短
期内，拆卸和回收设计将变得更加重要，但由于设计的集成度和紧密性提高，
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长远来看，解决许多制造工艺的能耗问题将变得愈发
重要，而整个价值链的寿命周期分析也将变得至关重要。

*Bloomberg BNEF，2020 年电动汽车展望 本报告结尾提供了完整术语表



Barrie Mecrow教授 
纽卡斯尔大学， 
英国先进推进中心（APC）电机发言人

随着汽车向电力推进转变，汽车行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目标是围绕
电动牵引电机制定一个远大但切合实际的行动计划和目标，确保英国始终处于电气
革命的前沿。在 E-Machines Spoke 的支持下，英国汽车委员会路线图得到了许多
行业和学术界重要参与者的支持，这将有助于指导我们实现政府 2030 年的全部电力
推进目标。

为获得国际领导地位，英国必须同步发展电机创新和制造技术，同时尽可能利用广
泛的技能。

前言和鸣谢

APC 感谢业界和学术界在制定和发布
这一路线图方面提供的广泛支持。

我们非常感谢汽车协会委托我们更
新产品和技术路线图，并对他们
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这项工作得到了商业、能源和产业
战略部（BEIS）的大力支持。

Neville Jackson  
英国汽车委员会代表

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由先进推进中心与业界紧密联合制作的 2020 年汽车推进技术
路线图。这些路线图确定了关键的未来目标和最具发展前景的途径，以实现更低碳、
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汽车。它们是制定重点研发议程的必要工具，对协同创新尤其
重要。

路线图是在英国汽车委员会原路线图的基础上制定的，APC 在 2017 年对其进行了
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已更新了路线图内容，以反映英国向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过
渡的紧迫性。近年来，推进技术的变革速度突飞猛进，电动汽车的使用率不断攀升，
电池价格的下降速度快于此前的预测，燃料电池等可替代的零排放技术正在迅速成
熟，包括氢在内的清洁燃烧燃料正在取代现有的化石燃料。

然而，由于变革速度必须进一步加快，仍有重大挑战需要克服，需加大研发和商业
化力度，从而向市场提供价格合理、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的产品。由行业专家调查小
组制定的 2020 年技术路线图对未来汽车推进的目标、技术和时间表提供了共识。 

我们撰写本报告的目的旨在通过分享行业洞见和共同技术重点来支持汽车行业的发
展，从而加快提供世界级的汽车解决方案。路线图是建立合作研发机遇的重要信息
来源，以应对未来的出行挑战、货物运输和非公路车辆研发。



2020 年行业专家在线调研洞见

专家提出的三大热门话题 

1  对中国磁体供应的依赖使市场面临价格波动和供应安全问题。

2 紧凑型低成本设计正在推动电机与动力电子设备进一步整合到
传动系统中。这些问题在可服务性、可拆卸性和节能报废回收
方面提出了挑战。 

3 需多关注影响原材料提取和提炼、节能制造和报废寿命周期评
估（LCA）的环境因素。  

调查结果：在电动汽车中，磁性材料与烧结钕铁硼被采纳的可能性最大

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对中国磁体供应的高度依赖、日益增长的传动系统组件集成需求以及对寿命周期评估（LCA）的环境考虑因素。

0

1

2

3

4

5

6

7

8

铝镍钴钐钴铈和镧铁素体聚合物钕铁硼

10 = 极有可能

0 = 完全不可能

9

10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极有可能

0 = 完全不可能
聚合物钕铁硼 铝镍钴钐钴铈和镧铁素体

   汽车制造商 (19%)

   1 级供应商 (16%)

   2 级或以下供应商 (16%)

   其他 (10%)

   技术研究组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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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展开的在线技术调研的行业专家受访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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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from the 2020 Industry Experts Online Survey

A spread of industry specialists 
responded to the online technology survey 
carried out in September 2020:

The fuels most likely to dominate the light duty 
combustion engine market by 2040 are bio-fuels 
and hydrogen. NB: Bio-fuels cannot be supplied in 
high volumes due to bio-waste supply constraints. 

When asked when BEV and ICE would achieve 
cost parity, almost 80% of responders thought this 
would be possible before 2035. NB: This could be 
sooner for high volume small passenger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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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Insights: A radical shift in fuels used in combustion engines is underway as cost parity 
between BEVs and ICE appears likely by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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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路线图提供了如下有关数据： 
(1) 具有成本效益、大容量指标的数据。(2) 功
率密集型、高性能和 (3) 高功率、超高效率
的应用将在适当时候与工业共同发展。 

  
具有成本效益，面向大容量：
对这些产品而言，以低成本实现规模经
济至关重要。应用包括大排量乘用车
和厢式货车（多数 400V）。  

功率密集型，面向高性能
需要高功率密度，成本并非决定性因素。
应用包括高性能乘用车、公共汽车和一
些中型车辆（普遍为 800V）。

高功率，面向超高效率
这些应用需要高功率密度和可靠性，但效率
是最大限度利用能源的关键。应用包括 44 吨
卡车和大型越野汽车 (700-1,2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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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制定 2020 年技术指标

不同应用的能源 - 功率谱
推进系统是根据其使用情况和工作周期量身定制的，以满足特定的功率和能源需求。下图概述了主要大众市场产品。



注：
• 上述电机指标是指  高成本效益、大容量的应用。有关其他产品应用的其他指标，请参见第 1 页。 
• 成本指标代表了主机厂为成本效益高的大容量电机所需支付的价格。
• 全部质量和体积包括电机、轴、外壳和任何散热片的主动电磁元件。它们不应包括任何冷却液、外部

散热器或流体泵的质量。不应包含电滤波器和电子元件。
• 持续功率和扭矩应持续至少 15 分钟。
• 功率是 ECE R85 中定义的净功率。
• WLTP 平均效率是指传动系统效率。这应解读为电机、逆变器和变速器在 2025 年和 2035 年达到指

定的效率值。

1

电机 
指标

成本 ($/kW) 6 4.8 3.3

体积功率 
密度 (kW/l) 8 25 30

重量功率 
密度 (kW/kg) 4 8 10

WLTP 平均  
效率 93% 95% 97%

2025 20352020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技术指标

高成本效益、大批量应用的技术指标
行业在大众市场的竞争环境下可能实现的技术指标。有所的成本和性能指标都很宏伟，但又与相同的技术有关。

下表表示路线图使用的指标规范。数据仅供参考，并不反映目标规范。

电机指标规范 2020 2025 2035

峰值功率 100kW 100kW 100kW

持续功率 50kW 50kW 70kW

输入电压（额定） 400V 400V 800V

输出电流（最大） 450A rms 450A rms 225A rms

冷却液入口温度 65ºC 65ºC 65ºC

产量 >100k >100k >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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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效益、大批量应用的技术指标
行业在大众市场的竞争环境下可能实现的技术指标。有所的成本和性能指标都很宏伟，但又与相同的技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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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TP 平均效率是指传动系统效率。这应解读为电机、逆变器和变速器在 2025 年和 2035 年达到指

定的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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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指标规范 2020 2025 2035

峰值功率 100kW 100kW 100kW

持续功率 50kW 50kW 7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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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2020 年，这些技术指标将取代路线图中制定的目标，提供发展方向和衡量该技术最佳性
能的方法。

2020 年的指标反映出汽车行业在实现高成本效益和大容量应用方面表现最佳。
成本：通过规模效益可大幅降低成本。针对此处所列目标，降低成本对支持电动汽车的
发展至关重要。 

功率密度：对轻量型设计和释放封装空间非常重要。 

效率：WLTP测试程序是评估汽车电机效率提升情况的标准且统一的方法。虽然电机效率
很高，但仍有进一步改进和降低损耗的空间。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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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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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体系结构和集成展示电机的磁力和机械设计上的创新，以及它们如何集成到更广泛的传动系统中。这里主要强调增强设计、模拟工具和制造方法相关的先进概
念。 

热管理技术对于实现高速、高功率密度电机而言至关重要。这里详细介绍了先进的热管理材料，如绝缘和浸渍树脂，以及主动冷却策略，如液体和空气冷却。 

材料开发：

绕组材料阐明了两条开发路线：一是开发诸如铝这样的成本效益高的绕组材料；二是开发可改进铜性能的高性能绕组材料。   

硬磁体在多数电动汽车牵引电机中所占成本比例最高，因此通过材料、供应链和制造创新来降低成本至关重要。减少汽车行业对原生稀土材料的依赖，淘汰烧结钕
铁硼磁体，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实现行业创新。 

软磁体展示了电工钢和软磁复合材料的平行材料创新。电工钢将会变得越来越薄，为提高其导电性，在制造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硅，然而，需要对SMC进行创新，
才能使其适用于汽车的大众市场。

寿命周期包括电机及其供应链的碳强度、环境影响、资源消耗和可回收性。  
只有改善这些要素，电动汽车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制造创新至关重要，如果解决方案要扩大到汽车领域，就必须改进制造材料。  
本节将介绍大容量绕组技术、先进的磁体制造方法和减少机器装配中的湿法工艺。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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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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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主题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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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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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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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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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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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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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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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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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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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体系结构
设计电机的关键考虑因素是定子和转子的几何形状、气
隙的大小、绕组策略（集中或分散），磁通路径和永磁
体的位置和结构。 

径向磁通电机已广泛出现在大容量、高成本效益的电动
汽车应用中。对于功率密集的应用，轴向磁通电机也开
始商业化应用。对于这些结构，线圈绕定子轴向放置，
转子旋转 90°。一台紧凑型电机由此产生，而且此方式
可减少对护铁电工钢的需求。考虑到直磁通路径，可以
使用晶粒取向钢进一步提高效率。 

未来，定子和转子结构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典
型的例子包括使用高温超导体、无铁芯转子或超导磁
体的电机。

集成驱动器
为最大程度减少封装空间并减轻重量，集成驱动
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其中存在不同的复杂程
度，第一次迭代是逆变器、电机和传动装置紧密
封装，并在优化设计后作为系统高效运行。 

为提高功率密度和系统效率，正在不断探索功能集
成驱动器。这些系统将移除高压电缆，拥有单一
的热管理系统外，还共用同一个外壳。从长远来
看，更多高性能的小规模应用可以选择 3D 打印驱
动器，其中动力电子设备将嵌入定子或转子。

集成驱动器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其可制造性；有效
的冷却系统；无可挑剔的破损安全机制；以及
实现更高的开关频率，以支持较小的电机。

通过模拟增强设计 
越来越复杂的多物理设计工具将在建立新电机
拓扑时提供更大自由度。在设计最优的电机时
可将热、磁、电气和机械等元素相结合。 

随着增层制造技术的成本效益和普及性不断提高，
它将使全新的制造设计成为可能。这可能包括 3D 
打印复杂的磁体或绕组，以支持高性能电机。针
对某些应用，可实现 3D 打印整个电机。这将允许
集成硬磁体、软磁体和嵌入式动力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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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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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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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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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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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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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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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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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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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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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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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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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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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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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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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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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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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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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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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材料
电绝缘材料也可充当绝热体，可以阻隔排出的热量，因
此，大量的工作已展开，以使其变得更薄，我们已开展
大量相关工作。然而，想要实现逆变器对电压的快速
切换，就必须具备先进的绝缘材料以抵消高 dV/dt 水
平。评估一种新的绝缘材料是否更好的两个关键标准
是：绝缘所能承受的每单位厚度电压（介电强度）；交
流电流过时会产生多少热量（介质损耗系数）。这些元
件的改进不得影响绝缘材料的工作温度或涂层弹性。随
着高电压传动系统的普及，可能会采用PVDF（聚偏二
氟乙烯）和 FEP（氟化乙烯丙烯共聚物）等材料。 

主动冷却
电动汽车电机有一系列不同的冷却选项。这些选项
不仅包括强制空气冷却和被动冷却等成本效益高的
冷却方法，而且涵盖如空心轴转子冷却、外液冷套
冷却和喷油等更为复杂的冷却方法。对于高性能应
用，还可采用另一种浸没式冷却方法，即绝缘油浸
泡冷却热点，如绕组接线端子。电动汽车热管理用
油和乙二醇与传统的 ICE 剂型不同，需要考虑抗
磨性、减摩性、效率、电气兼容性和绝缘性。 

从长远来看，较先进的热管理策略会派上用场，例如
使用相变材料来存储有用的热能或将其转换为电能。

集中冷却系统 
随着集成式驱动器的逐步采用，集中热管理成为具有
成本效益且实用性极佳的创新方案。逆变器和电机的
独立式冷却回路增加了复杂性和成本。然而，集中冷
却系统带来了独特挑战。电机和电子元件通常在不同
的温度下运行，因此设计出可控制这两种技术产生
的热差异的冷却系统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挑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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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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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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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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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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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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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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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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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车雪佛兰伏特Chevy Volt的低功率电机。由于铁素体磁体的磁通密度较低，磁体比其他磁体要重得多，因此不能直接替代钕铁硼磁体。钐钴磁体也应用于基于 48V 的高温电机中，
但它们价格较高，被认为更适合航空航天应用。 

聚合物粘结钕铁硼磁体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选择。有时可直接在电机上制造出复杂的形状，并且无需进一步加工。由于缺乏镝等重稀土元素，其供应链不太容易出现价格飙升，但在设计电机
时，为优化其性能，需考虑使用这些磁体。为符合寿命周期评估（LCA）标准，需要对聚合物粘结钕铁硼进行磁体回收。

减少对脆弱的稀土材料的依赖 
镝和铽等重稀土材料主要分布在中国，加入这些材料旨在提高钕的耐温性，但价格昂贵。应避免使用对重稀土材料，以降低成本和供应风险。为避免受到潜在价格飙升的影响，丰田等一些主
机厂会在短期内使用铈和镧，甚至会逐步淘汰钕。

使用回收的永磁体有助于实现供应链多样化。从中期来看，只有一部分回收的稀土材料将在电机中顺利运行，而性能的维持需要大量的原生稀土材料。长期目标是采用 100% 回收材料设计
出可保持高温性能和高磁通量密度的永磁体。这将形成稀土材料的闭环供应链，降低永磁电机的成本和环保性能，使其成为长期符合寿命周期评估（LCA）标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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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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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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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35 年的技术指标参见第 2 页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2020-2035 年的技术指标参见第 2 页

1

2

材料开发
对现有电工钢的改进可提高机器的整体效率。采用新型先进制造方法生产的软磁复合材料和新一代电工钢可能具有更高性能。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先进的冷却概念（即相变冷却）直接液体冷却（如，绕组终端、层压）

聚合物结构，如部件减量的机会和下一代高模量 GF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CFRP 制造

复杂几何形状的聚合物部件

制造创新
强化磁体制造工艺（如层压）

高性能新绕组工艺（如，铸造绕组、ALM）

消除湿法

高填充系数的大容量绕组技术（如，发卡式）

减少了机器装配中的湿制造工艺

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为大排量汽车定制的 SMC（即更小的晶粒尺寸、降低饱和度）

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硬磁铁

软磁铁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

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2020-2035 年的技术指标参见第 2 页

电机体系结构

2020 年路线图

电机

2

技术路线图

基本结构（如，HTS、无芯转子）

ALM 驱动的新机器设计，具有自适应/灵活性特征通过增强模拟技术进行新的机器设计

机器结构（如，无 PM、轴向磁通、横向、磁通、新转子设计，高速电机）

功能集成驱动器（即外壳、嵌入式电子设备，高速变速器）高级体系结构（严密封装）

寿命周期
回收工厂试点

寿命周期评估（LCA）设计和拆卸

电机的闭环价值链

寿命周期评估（LCA）聚焦价值链

大众市场电机回收

高度脱碳、制造和回收高效

热管理

先进的电绝缘、导热材料

集成热管理（如，汇聚逆变器和电机冷却）

用于电气强度和导热性的绝缘材料（如，薄膜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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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经济的绕组技术
绕组策略（如分布绕组、集中绕组）是实现性能最大化和降低电机损耗的关键。关键挑
战包括提高材料填充系数和实现制造工艺的完全自动化，从而降低电机成本。为完善绕
组工艺，需具有更优异的浸渍技术（如滴浸），从而避免产生废树脂，减少能耗并最大
化车间空间。 

由于材料的使用得到优化，其本身具有构成复杂几何结构的能力，因此预制铸造绕组和 
3D 打印绕组均有可能显著改变性能。

提高定子、转子生产的材料效率
现有的电工钢定子和转子冲压技术效率非常低，最高材料产量达 70%。混合动力和电
动汽车设计通常采用 0.25 mm 至 0.30 mm 厚的层压。这将传统的轧制和冲压设备
推向了极限：更高的故障率、更低的产能和产量。激光切割是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
但成本高，并且不能以类似冲压的速度制造层压，因此主要用于小规模应用中。 

长期目标是拥有近无余量成形、零浪费的磁性材料，将软硬磁材料集成到转
子或定子中。这需要改进粉末冶金技术或使用先进的增层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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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用于大众市场应用的烧结钕铁硼替代品（如，铁素体、钐钴、粘结钕铁硼）

一次和二次稀土磁体结合 100% 再生稀土磁铁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ALM 绕组与替代材料 

材料开发

强化型 e 钢（即高硅含量、薄层压）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新一代 e 钢（如，钴铁合金、本地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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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绕组（如，石墨烯、HTS）增强型铜绕组（如，合金、绞合线、层压，增强型涂层）

 替代性低成本绕组（如，铝、aluclad）
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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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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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
过渡并不意味着逐步退出市
场，而是改变研发重点 

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将会带来重大创新

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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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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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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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定子/转子堆叠的损耗（如，弹簧式定子） 净成形、零浪费一体化磁体

重稀土含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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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条： 
市场成熟 – 技术已经成熟。可能继续扎
根大众市场，直到它消失并被取代

深色条： 
技术是指在大众市场应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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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路线图对面向大众市场应用的全球汽车工业推进技术预测进行
了及时的概述。切合特定应用的技术因不同的地区而所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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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缩写 说明

ALM 增层制造最初用于快速成型，通过组装大量的二维边界层来创建三维部件。增层制造有多种形式，包括 3D 打印到电子束熔炼。 

dV/dt 电压随时间变化的速率。

LCA 寿命周期评估。评估产品寿命周期所有阶段的环境影响（例如，从原材料提取，经过加工、制造、使用，最终回收/处置）。 

NdFeB magnet 最广泛使用的永磁体由钕（稀土）、铁和硼的合金制成。 

SMC 软磁复合材料是一种表面覆有绝缘层的铁磁粉末，可以形成复杂的形状。

WLTP 《全球统一轻型汽车测试程序》是一项确定内燃机和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全电动汽车燃料消耗、污染物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全球标准。 

特别感谢 Spell Creative 和 Mindraft 帮助设计和撰写本报告，并感谢 BMG Research 代表 APC 执行并支持路线图的行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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