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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政府与立法机构正逐步致力于推动道路交

通电气化，汽车厂商们也积极响应。目前汽车制造商

纷纷投产的电动汽车将导致内燃机汽车的产量相应减

少，而考虑到交付时间，厂商们彻底停建内燃机汽车

的新生产线已指日可待。

问题并不是这种转型是否会发生，更值得关注的是部

分新型电动车会不会在英国制造，换而言之，英国是

否会逐渐退出汽车制造业而成为汽车进口国。

当然，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英产汽车均出口海外，这

个问题的答案还部分取决于英国是否仍能为“汽车制

造”留有一席之地。而这一点，又在很大程度上由英

国脱欧谈判的最终结果所决定。此外，除了英国与欧

盟的贸易关系，英国的汽车产业能否在未来健康发展

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那就是英国本土能否生产电

池。

汽车厂商和电池厂商比邻而居可以创造强大的协同效

应1。全球汽车生产网络竞争激烈，这些协同效应将是

影响汽车厂商选址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组装电动

车电池的新超级电池工厂没有落户英国，那么国际汽

车厂商很有可能只会选择在英国境外投资建厂，生产

未来的电动车车型。 

因此，向电动车转型导致英国汽车行业面临就业机会

流失的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英国没有形成大规模

生产电池的能力，而在国内汽车厂商逐步削减内燃机

汽车产量的情况下，英国汽车行业186,000名直接从

业人员将逐渐失去工作机会。这一变化发生的速度因

为受到模型中很多变量的影响，很难预测。但是，

在任何合理的模型假设下，最终对就业的影响都不容

小觑。如果英国没有任何生产组装电池的超级电池工

厂，我们预测到2040年，英国汽车组装业30％至82％

的就业岗位将消失。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英国也有可能通过与亚洲和其他

地区的投资者合作在电池和电动车生产领域建立领先

地位。英国可借助现有强大的汽车产业，建设欧洲电

池和电动车生产中心，从而大幅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英国汽车产量也可因此较目前实现大幅增长。然而，

这一情景要成为现实，困难重重。英国国内取得成功

（这对英国政府来说颇为难以实现）和欧洲其他国家

失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并未聚焦这一乐观情景，而是着重分析避

免汽车行业逐步恶化所必须采取的举措。我们的切入

问题如下：

英国政府和英国汽车产业的参与者如何确保英国有足

够的电池组装工厂，维持英国电动车的产量水平至少

等同于英国目前在内燃机汽车市场的份额，从而确保

就业机会至少与目前持平？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基准情景中假设英国汽车

行业在其他方面保持稳定（例如英国汽车需求总量以

及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关系），并且英国对电动车的需

求与全球需求趋势保持同步。

2040年英国电动车与电池生产潜力报告

1其中包括提高灵活性、采取适时生产模式，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防御政治和气候冲击，以及围绕电池系统建设知识生态圈。 
+在本报告中，“电动车”包括纯电动车（BEV）、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和混合动力汽车（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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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从内燃机汽车转向电动车——

基准情景

在基准情景中，英国电动车和电池生产行业的增长取

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

1) 全球汽车销量；

2) 全球排放法规；

3) 电动车电池成本下降速度；

4) 电动车电池蓄电能力的提升；以及

5) 进出口环境。

我们对这些因素分别作了乐观假设和悲观假设，从

而计算得出预测的上限和下限。2018年，英国生产

的160万辆汽车中80％出口海外，其中半数以上出

口欧洲。显然，出口市场是关键问题。我们的模型

预测，2019年至2040年期间，这些出口市场的汽车

销售总量将每年增长1.3％，主要驱动因素为欧美以

外地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需求。根据对排放法规、

电动车电池成本下降以及电动车电池蓄电能力提升

等因素的不同假设，在基准情景中，预测到2040年

英国的电动车产量为110-200万辆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电池占电动车价值的40％。在基准

情景中，要满足英国对电动车电池的需求，如果电

池100％海外采购（可能性微乎其微），则到2040

年，英国每年的进口贸易额将增加50-12亿英镑。但

是，电动车产量要达到这个水平，无疑需要建立稳

定的国内电动车电池供应，因而更值得关注的是，

由此催生的英国电池工厂将为英国创造重要的产业

机会。

在基准情景假设条件下，法拉第研究所的电池需求预

测模型（基于IHS数据）预测，到2040年，英国电动

车电池产能需要达到每年60-200千兆瓦时（即在预测

2040年欧洲电池年产能1,200千兆瓦时中占5％-17％）   

这意味着英国电池产业的增长将极为可观：未来20

年，英国将建设4-13个高产量电池工厂（“超级电池

工厂”），每个工厂的年产能平均达到15千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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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口关键市场的汽车产量保持当前的生产速度不变，则到2040
年英国电动车产量为110-200万辆。虽然全球增长率普遍预测为每
年1.3%，但我们的模型对英国汽车产业的预测较为保守，年增长率
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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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三个情景，到2040年，英国和欧盟对英国产电池的需求将
为每年60-200千兆瓦时，相当于4-13家超级电池工厂。虽然全球增
长率普遍预测为每年1.3%，但我们的模型对英国汽车产业的预测较
为保守，年增长率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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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从内燃机汽车向电动车转型将对英国劳动力市场

产生巨大影响。英国只有同时生产电动车和电池，新

就业机会的增长才能超过岗位流失的速度。在基准

情景中，我们预测，到2040年，英国将流失7,000到

20,000个与内燃机汽车生产相关的工作岗位。但如果

英国能够建立充足的国内电动车电池供应能力，从而

实现我们对英国电动车产量的基准情景预测，那么英

国新建的超级电池工厂及其电池材料供应链将创造诸

多新的就业机会，远超预测内燃机汽车制造相关的失

业率。

在基准情景中，我们假设电池组、电池单元和电极都

将在英国国内生产，预测英国电动车生态圈的就业机

会将增长32％，即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生态圈的总从

业人数将从186,000人增至246,000人。向电动车转型还

需要对辅助人员，包括车辆技术人员、机修工、电工

以及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等进行再培训。劳动力市场的

这些变化取决于英国市场对电动车的接受度，而不是

英国的电动车产量，这一趋势不属于本研究范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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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情景下，内燃机汽车领域将有7,000-20,000个岗位面临消失风险。如果英国能够建立起充足的电池生产能力，那么预计将净增加
22,000-78,000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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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汽车制造业直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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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与所需投资

假设英国能够成功解决脱欧后的贸易关系问题，与欧

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目前的商业环境颇具竞争力，

可吸引不少未来的电池单元生产商。英国是欧洲第四

大汽车生产国。 自2010年欧洲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

电池生产厂在英国成立（AESC株式会社位于桑德兰 

的电池厂）以来，英国已经积累了近十年的电动车电

池单元和电池组生产经验。

然而， 其他欧洲国家目前正想方设法取代英国，力图

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德国、瑞典、波兰和匈牙利

为吸引电池厂商努力创造各种有利的商业条件，已成

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德国近期宣布了一项

10亿欧元的联邦计划，支持电动车电池生产。波兰和

匈牙利设立了经济特区，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可享受税

收减免。全球五大电池生产商公布了在欧洲大陆扩大

电池产能的计划，包括年产45千兆瓦时、位于弗罗茨

瓦夫的LG化学电池厂，年产16千兆瓦时、位于格德的

三星电池厂以及年产14千兆瓦时、位于爱尔福特的宁

德时代电池厂。知名度较小的公司中最引人瞩目的项

目是瑞典Northvolt公司计划在谢莱夫特奥建设一座年

产32千兆瓦时的电池工厂。仅根据目前的计划，六年

后，欧洲大陆各大电池生产中心的电池产能总量将达

到每年130千兆瓦时。

如果各利益相关方不迅速采取行动，在国内投建新

厂，提升电动车电池大规模的供应能力，英国有可能

在这场竞争中失利。我们的模型显示，英国要在2040

年之前提高电池产能，成功向电动车转型，将需要投

入5-18亿英镑。但是，目前英国国内汽车厂商已经启

动与境外电池供应商的长期合同谈判，因此英国电池

生产投资要达到这一水平有困难。最近几个月，电动

车电池生产商和汽车厂商之间已经宣布了一系列交

易。以欧洲汽车厂商为例： 

• 三星电子宣布与大众汽车3、标致雪铁龙集团4和雷诺

汽车5建立合作关系；

• 宁德时代宣布与宝马汽车6开展业务合作。

3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lg-chem-volkswagen-batteries/lg-chem-to-supply-ev-batteries-to-volkswagen-from-late-2019-idUKKCN1ME0VZ
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toshow-geneva-psa-lg-chem-idUSKBN16E0XM
5https://uk.reuters.com/article/lgchem-renault-battery/south-koreas-lg-chem-to-supply-batteries-to-renault-idUKBJL00207320100930
6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bmw-catl-batteries/chinas-catl-to-build-its-first-european-ev-battery-factory-in-germany-idUKKBN1JZ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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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5年欧洲电池产能将达到年产130千兆瓦时

至2025年欧洲锂电池产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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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量产汽车厂商（年产量超过100,000辆的工厂）

屈指可数，即日产汽车、捷豹路虎、宝马Mini、标致

雪铁龙的沃克斯豪尔和丰田。没有理由可推测这些公

司会自然倾向于把其在欧洲的电池生产全部，甚或只

是相当部分设在英国。相反，如果他们与海外电池供

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那么在英国设立超级电池工

厂的可能性（因此维持英国电动车生产行业发展的可

能性）将会随之降低。 

英国政府可以协助英国工厂争取新型量产电动车车型

系列，从而提高在英国设立超级电池工厂的概率。例

如，如果在英国生产的某个汽车品牌的某个量产车型

其半数产量为纯电动车，那么将足以催生出在英国新

建一家超级电池工厂的需求。

英国汽车厂商已经宣布了多个举措，有望拨云见日。

捷豹路虎表示，从2020年起上市的所有捷豹和路虎车

都将采用电气化技术7。捷豹路虎现有的车型中已有

一款纯电动车——I-PACE。捷豹路虎还宣布计划在伯

明翰附近的海姆斯霍尔建立电池组装配中心。纯电动

Mini也将很快在位于牛津的宝马Mini工厂投产。 

2018年夏，英国政府发布了 零排放之路（Road to 

Zero）战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电动车销量目标。按

照该战略计划，2030年的新车销量中，超低排放车型

的占比将达至少50％甚至可能多达70％。此外，英国

政府还将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生产定为战略重点。

影响超级电池工厂投资决策的因素

然而，这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是否在英国投建超

级电池工厂取决于英国是否有大型电动车生产线，但

反过来，后者又取决于电池生产商是否愿意在英国投

资。因此，英国行业和政府利益相关者需要谨慎思考

如何锁定对超级电池工厂的投资。由于电池厂的运营

产能通常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实现充分利用，因此要在

20世纪20年代中期满足电动车电池的需求，现在就需

要决定超级电池工厂的选址。

我们请各大电池企业的高管列出对其选择国家/地区影

响最大的因素。靠近客户（即电动车厂商）被列为最

重要的因素；因此，如果英国能够在现有的汽车生产

基础上提升实力，则有望吸引电池生产商落户英国，

从而维持较高的电动车生产水平。但电池生产商也表

示，他们的决策会受到投资激励机制、及时的批准和

许可安排、低价清洁的能源以及熟练高效劳动力等因

素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英国正处于国家/地区与

国家/地区之间的全球化竞争，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提

出颇具说服力的方案。

5

7https://www.jaguarlandrover.com/news/2017/09/every-jaguar-and-land-rover-launched-2020-will-be-elect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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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的回答在意料之中。我们分析了锂离子电池

单元的成本要素，发现大部分成本与生产-地点无

关。最值得注意的是，原材料占锂离子电池单元

成本半数以上。电池成本中只有三项要素与地点有

关，即直接劳动力成本、能源和公用事业成本以及

折旧。除能源基础设施成本外，这些要素都不会轻

易受到特定政府行为的影响；而且，这些要素合计

仅占总成本的22％。

因此，英国不能寄望于通过提供内在低成本来吸

引超级电池工厂，而应该向电动车电池厂商提供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或类似的经济和行政激励政

策。我们的结论是：英国政府应考虑与相关的本

地企业合作伙伴关系(LEP)和联合机构（CA）合

作，采取以下行动：

1) 进一步采取行动，就此问题建立统一的协调领

导机制，制定宏伟目标8；

2) 以本报告为参考，加强宣传力度，宣扬英国作

为全球和地区性电池生产地的优势；

3) 通过选择有潜力的地点，预先批准相关许可，

建设基本的电池厂实体（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

以及必要的电动车电池技能和培训基础设施，降

低商业风险。 

总体而言，随着2010年欧洲规模最大的电池工厂

在桑德兰建成，英国已经领先一步，但我们在争

夺新一代电池工厂的竞争中面临着落后风险。多

数汽车厂商和电池厂商将在一年内决定在欧洲何

处建造新一代超级电池工厂。政府和行业领导者

需要及时、通力合作，为英国争取这些超级电池

工厂项目，保障英国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

6

8根据本研究所采访的厂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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