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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许多中大型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已被证实为首要的空气污染源。而汽车作为人们常用的出行交

通工具，汽车产业也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因此，即使在限购限行的背景下，汽车保有量仍在逐年增

加。为改善空气质量，降低交通污染物排放，各级政府正大力推广更加节能与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尤其

是纯电动汽车。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对电动汽车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但国内消费者总是在“不限行、不限

购、补贴等优惠政策”的诱惑与“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电池技术不过关”的抵触中纠结，往往在电动

汽车的购买决策上有所犹豫。消费者在进行电动汽车与传统汽油车对比时，经常会忽略电动汽车独特的

驾乘体验；此外，消费者对现有的电池技术信心不足，这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和推广尤为不利。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作为一家在低碳交通和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领导力的智库机构，经十年

发展，在清洁汽车政策推动和公众参与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包括燃料消耗量标准体系构建、汽车

环境影响评价与中国绿车榜、零排放汽车机制中国可行性、生物燃料可持续发展等。电动汽车作为产业

转型与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与消费者衔接仍存在认知差异，一套专业、公正的评估体系将有助于帮助

公众更快认可并选择性能优良的电动汽车。在能源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下，iCET 将于

2015 年启动“BestEV”项目，旨在帮助消费者选择性能优良的电动汽车，以加快电动汽车的私人化市场

速度，同时激励制造商给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 

BestEV 评价体系将基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和经历对电动汽车进行评估，该评估方法学反复征求了业

内专家的建议，以期建立具有高认可度的用户友好平台，在对电动汽车进行评级的同时，提高公众对电

动汽车的认可度。 

为将 BestEV 评价体系设计得更加科学和专业，iCET 对国内外 10 个主流汽车评级体系（含电动汽车）

的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分析与总结，根据各评价体系指标的使用频率，对其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排序，以

此作为 BestEV 初始指标选择的重要参考。最终，BestEV 初始评价指标涵盖了 8 个定量指标和 16 个定性

指标。BestEV 评价指标与权重研究采用 Delphi 法进行，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Delphi 法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旨在以系统方式获取关于一系列问题的专家意见。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都采用自填问卷邮寄或

电子邮件的形式匿名发表意见，一般调查进行两轮以上，每轮调查结果都将通报给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

直到专家意见趋于统一。Delphi 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并对个人意见不断塑形（这在公开

辩论中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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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V 方法学研究过程 

BestEV 评估指标与权重的征询专家覆盖了政府、行业组织、车企、市场、产业链、媒体以及研究机

构等汽车全产业各个领域，团队组成及比例参考国内外主流汽车评级体系，共计 28 位，其中，国内专家

25 位，国际专家 3 位。 

 

BestEV 方法学专家组成 

在 BestEV 评估指标与权重选择 Delphi 法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中，iCET 共收回 28 份来自电动汽车

各细分领域知名专家的意见表，结果显示，尽管没有预先统一，28 位专家意见的均值结果使得定量指标

7% 

22% 

14% 

18% 

14% 

14% 

11% 政府 

行业组织 

市场 

媒体 

研究 

车企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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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性指标各占总权重的 50%。Delphi 法第二轮意见征询对象为第一轮反馈意见的所有专家，iCET 将第

一轮结果进行了如实反映，希望所有专家能够对候选指标进行重新考量，并赋予其新的权重。 

基于 Delphi 法得到的 BestEV 评价指标及权重 

指标建议及说明 
初始指标重要

性分析结果 

Delphi 法获得的

平均权重 (%) 

BestEV 第一阶段 

指标权重  (%) 

1 续航里程 1 11.8% 12% 

2 购车价格 N/A 8.9% N/A 

3 慢充时间 N/A 5.9% 6% 

4 百公里电耗 8 4.7% 12% 

5 百公里加速 2 4.6% 12% 

6 最大速度 6 3.4% 8% 

7 快充时间 7* 2.9% 4% 

8 保修期 N/A 2.6% 7% 

9 电池容量 5 2.3% 6% 

10 车身重量 3 1.6% 6% 

* 电机功率 4 1.2% N/A 

* 保险费用 N/A 0.4% N/A 

11+ 实际续航里程 N/A N/A 12% 

12+ 实际慢充时间 N/A N/A 6% 

13+ 实际快充时间 N/A N/A 4% 

14+ 低温条件下的电池衰减 N/A N/A 5% 

小计（10）  
50% 

(计 10 个) 
100%  

(计 14 个) 

11 可靠性: 车辆故障率 9 6.8% 14% 

12 驾驶性能: 刹车、转向、操控、换挡质量 1 6.2% 12% 

13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带、内置儿童座椅空间、安全气囊 7 5.9% 12% 

14 服务:  售后服务质量、购车体验、经销商服务和设施 11 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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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充电便利性：充电兼容性（如插座类型）、可用充电设施 13 4.4% 8% 

16 
外观与功用（机械性能）：开关门质量、车辆启动/驾驶噪

音、车身设计（如车身长度/宽度/高度、轴距等） 
6 2.8% 

与“风格/外观”指标

合并 

17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12 2.8% 5% 

18 
车载资讯系统：提示驾驶员相关车辆信息（如电池状态、耗电

率、充电网络及可及性、充电路线选择等）的软硬件设施 
14 2.7% 8% 

19 内饰：座椅空间、车内视野、内部配件材质、座椅质量等 2 2.7% 10% 

20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仪表、暖气/空调系统、高性价比

技术的应用 
10 2.4% 与“内饰”指标合并 

21 
风格/外观：车辆的个性化设计、能否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

（如配色） 
5 1.7% 10% 

*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耐久性 15 1.4% 3% 

* 载物空间 16 1.4% 3% 

* 智能与网络系统 N/A 1.4% 
与“车载资讯系统”

指标合并 

*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控的便捷性、功能控制设置的紧凑性 3 1.3% 
与“内饰”“车内硬

件配置”指标合并 

* 电驱动系统：电机、传动质量 8 1.1% N/A 

小计  
50% 

(计 11 个) 
100% 

(计 11 个) 

总计  
100% 

(计 21 个) 
200% 

(计 25 个) 

*Delphi 法评估过程中权重<2%的指标 

+基于 BestEV 专家咨询会后新增指标 

Delphi 意见征询结束后，为充分考证某些电动汽车特性指标的权重，iCET 举办了 BestEV 专家咨询

会（暨共识发展会议，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ing, CDC）。期间，各位与会专家对 BestEV 最

终评估指标的确定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据此，iCET 确定了 BestEV 第一阶段（2016 年度）评估指标

及相应权重。 

BestEV 第一阶段评选指标及其权重 

建议指标及说明 

权重（%）

（Delphi

最终结果） 

最终权重设置理由 

定量指标（官方数据） 

1 续航里程 12% 
电动汽车性能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亦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直接影

响购车行为 

2 百公里加速 12% 
衡量电动汽车的动力性能，影响驾驶体验，但现阶段大家对该指标要求

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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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公里电耗 12% 
该指标关系到能源消耗与充电频率，影响用车经济性和节能效率，但由

于电动汽车与汽油车成本相比，节能明显，现阶段消费者关注度不高 

4 最大速度  8% 
目前国家标准要求不高，但影响驾驶体验，且高速公路行驶有 130km/h

最低速度要求 

5 保修期 7% 
消费者比较在意和关心的指标，但目前电动车核心模块保修时间已经很

长 

6 慢充时间 6% 
衡量电池技术水平，决定整车的使用效率，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之

一；如果慢充在晚上进行，对消费者用车影响不大 

7 电池容量  6% 主要影响续航里程，但消费者不会直接关注该指标 

8 车身重量  6% 
车身轻量化反映其技术的先进性，影响汽车动力性和经济性，也影响能

源效率，但消费者关注比较度低 

9 快充时间 4% 消费者使用过程中比较在意的参数，会影响用车效率和用车的便捷性 

定量指标（消费者实际数据） 

10 实际续航里程 12%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续航里程数，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体验；如消费

者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11 实际慢充时间 6%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慢充时间，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效率；如消费者

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12 实际快充时间 4%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快充时间，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效率；如消费者

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 低温条件下的电池衰减 5% 此项可作为加分项，受低温影响较大的车主重点考虑此因素 

小结：定量指标 100% 
 

13 可靠性: 车辆故障率 14% 
反映动力系统变化的持久性和各零部件的性能及一致性，影响驾驶体

验，同时影响消费者购车选择 

14 
驾驶性能: 刹车、转向、操

控、换挡质量 
12% 影响消费者的驾驶体验和感受，是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 

15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

带、内置儿童座椅空间、安

全气囊 

12% 
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之一，如电动汽车电系统起火，且国家有强制性要

求。 

16 
服务:  售后服务质量、购车

体验、经销商服务和设施 
10% 

反映服务便捷性和及时性，与品牌关联度大；影响整体使用体验，也是

创新的方向，但普通消费者容易受到各类外界信息影响 

17 

内饰及硬件配置:车辆日常使

用性能；座椅空间、车内视

野、内部配件材质、座椅质

量等  

10% 整车综合性能参数，消费者关注度会逐渐增加 

18 

外观品质：开关门质量、车

辆启动/驾驶噪音、车身设

计 

10% 影响电动汽车的实际细节使用，年轻消费群体更为在意 

19 
充电便利性: 充电设施兼容

性、可用充电设施 
8% 影响用车体验，但也与目前的配套设施和技术发展紧密相关 

20 

车载资讯及智能网络系统：

提示驾驶员相关车辆信息的

软硬件设施；车联网、物联

网、远程控制、人机对话、

自动驾驶等技术的运用 

8% 电动汽车的优势配置，其重要性会逐渐增加 

21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5% 
受可靠性、安全性、服务等外部评价影响较大，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倾向 



 6 

22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

耐久性 
3% 

车辆基本要求，影响安全性和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消费者一般不直接关

注 

23 载物空间 3% 影响车辆实用性，但现阶段消费者对电动汽车该性能关注一般 

* 其他消费者认为重要的指标 5% 此项可作为加分项，消费者可选择自己更关注的其他指标 

小结：定性指标 100%   

总计 200%   

*注：第一阶段评选方法及指标经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 

由于国际与国内还缺乏相关的电动汽车评价体系，因此，本评价指标与权重只作为初步阶段的评价

依据。同时，BestEV 项目将成立专家委员会，根据市场发展进行方法学修订、评估指导和结果分享。 

BestEV 评估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评估两个部分。其中，定量指标评估将由 BestEV 项目团队完

成，将对在售车型的各定性参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按照一定的线性比例将所有车型划分为 1-5 个等

级（以上一年全年的车型配置参数为依据），具体评估方法示意如下表所示。 

BestEV 定量指标评估方法（基于 2014 年数据） 

建议指标 最优水平 
⋆⋆⋆⋆⋆ 

较优水平 
⋆⋆⋆⋆ 

中等水平  
⋆⋆⋆ 

中等偏下水平 
⋆⋆ 

较差水平 
⋆ 

示例 最大速度 (km/h) 180-225 150-180 110-130 80-110 50-80 

定性指标评估则采用消费者打分的形式，基于其亲身体验和感受评出 1-5 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

车辆的性能越好。由于定性指标评估具有主观性，BestEV 评价体系将分别对每个定性指标评级进行图示

分析演示，以便使消费者意见趋于一致，评选出真正性能优良的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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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EV 定性指标评级图示 

BestEV 旨在建立一套科学、透明、基于用户体验进行评估的电动汽车评价体系。iCET 鼓励更多的消

费者参与到 BestEV 的评价过程中来，同时对各机构平台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通过大家的努力，提高电

动汽车的公众认可度，降低空气污染，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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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通过最大化消费者在新能源汽车（New Energy Vehicle, NEV）利用过程中

的利益来促进其商业化进程（尤其是纯电动汽车），国内消费者总是在“不限行、不限购、补贴等优惠

政策”的诱惑与“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电池技术不过关”的抵触中纠结，往往在电动汽车的购买决策

上犹豫不决。消费者在进行电动汽车与传统汽油车对比时，经常会忽略电动汽车独特的驾乘体验而更多

关注其不尽完善的电池技术环节，这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和推广尤为不利。与此同时，国家对电动汽车行

业发展的扶持主要集中在提供用户激励机制（如优惠的电价、拥堵行驶和停车优先权等）方面，难以渗

入到相关技术层面。 

政府对 NEV 技术和生产能力进步的关注，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通过推行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汽车来对抗

现存的空气质量问题，更希望借此来提升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节能和新能

源汽车发展规划（2012-2020）》指出，未来国家将投入 150 亿元来进行电动汽车研发和示范项目，力争

到 2020 年，纯电动汽车的生产量达到 500 万辆1。“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将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作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优先发展的 10 个方向之一2。但是，制定这些政策的目标更多偏向于电动汽车

的生产和批量供应，而不在于对相关技术的引导。 

近两年来，纯电动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飙升，从 2012 年不到 2 万辆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7.4 万辆，

且 2015 年上半年的销量就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销量总和3，预计 2015 年全年能够达到 22-25 万辆，从而

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4。此外，2014 年以来不断有新的电动汽车品牌进入市场，其中也包括了

如比亚迪、北汽、江淮、奇瑞和吉利这样拥有较多市场份额的自主品牌5。电动汽车市场蓬勃发展的部分

原因在于，消费者购买纯电动汽车可以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同时，纯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往往

低于相同级别的传统汽车。目前，纯电动汽车在很多城市均拥有诸多绿色通道，如不限购可直接上牌，

不限行可无障碍通行，大大促进了受限于当前限行限购政策的消费者的购车意向，也提高了购车者的出

行效率。 

                                                           
1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gov.cn/zwgk/2012-

07/09/content_2179032.htm 
2
 China State Counci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3 CAAM,  http://www.caam.org.cn/hangye/20150825/0905170167.html 
4
 http://newenergy.in-en.com/html/newenergy-2252760.shtml 

5 http://www.ibgbuy.com/article-3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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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消费者比较重视和在意汽车品牌。有研究报告指出，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更多关注产品使用

便利性，而非产品品牌，因此，他们的这种意识有可能推动传统汽车消费观念的改变6。电动汽车先进的

技术和环保理念，对年轻消费人群的吸引力较大，而他们的消费观念又将进一步提高电动汽车的需求量，

从而促进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此外，电动汽车车主可以通过多种平台，将他们的亲身经验和体会

分享给潜在消费者和汽车生产商，促进电动汽车供需相长。 

本项目旨在于创建一个可靠且用户友好的平台，即中国最优电动汽车评选体系，为消费者和汽车相

关部门提供基于实际经验的电动汽车性能评价信息。这些信息将通过社交媒体从电动汽车车主中间收集，

以此促进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增长。 

2. 消费者参与在加速电动汽车推广过程中的作用  

本章旨在证明一个论点，即消费者的参与对促进电动汽车发展至关重要。该论点是最优电动汽车概

念研究的核心。据此，我们将建立消费者参与度与最优电动汽车评选体系的相关性，及其在促进电动汽

车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技术变迁（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TT），主要研究技术革新是怎样发生并逐步融为复杂社会的一部

分。该理论指出，技术的进步其实是“替代本质”的进化过程：在一个零和的游戏里，更好的模型总是

会替代先前的那些模型。在新古典主义世界里，公司基于价格进行竞争，而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世界中，

公司之间基于技术竞争( (Devezas, 2005) (Grubler, 1990) (Nelson & Winter, 1982))。在新技术引进过程中

有三个重要的阶段：小生境（Niche）、域（Regime）和社会技术环境（Socio-technical landscape），随

后由于更新技术的出现，而产生一定的衰落( (Geels, 2001))。 

对冲破现有的社会技术环境甚至是域的技术而言，它“需要摒弃已建立起来的联系，并重新建立一

些新的联系” ((Geels, 2001); 图 1)。但是，社会经济的“从属理论”认为，个体、机构体系以及现有的技

术遵循一定的习惯，要创建一个新的高经济回报和变化的社会技术“锁定”是行不通的 (Arthur, 1994)，

哪怕这种“锁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性能转变或者降低成本( (Liebowitz & Margolis, 1995). 

                                                           
6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2/08/15054118411860078420799.shtml   

http://auto.gasgoo.com/News/2012/08/150541184118600784207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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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流创新过程的多层构成 

来源: (Geels, 2001)  

聚焦于效能解决方案的社会技术学研究常常会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比如，欧洲电网消费者参与

度影响分析表明，有消费者参与的项目最终得到了更深入的消费者行为认知结果（更好地观察和了解消

费者），同时激发了消费群体的积极性 (Gangale, 2013)。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研究，将消费者与产品

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互动，看作是客户参与价值的重要组成元素 (Kumar, 2010)。尽管目前人们普遍认同消

费者自身的“媒体粉丝”定位，也有研究显示每个“媒体粉丝”都有可能成为“媒体的制造者、传播者、

宣传者和评论者” (Jenkins, 2002, p. 157)。 

社交媒体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认为消费主义还应当包括社交网站和媒体所传达

的诸如以下的影响： 

 消费群体的强化，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且，某些个人主义的想法将会被团体认同意识取

代。 

 通常一个消费群体成员有类似的购买目标，并能够分享他们的内在驱动力，个人的小投资往往还

能够通过群体赚取大收益。因此，社交网络和媒体被用来比较、改善和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社会情

感环境 (Jenkins, 2002, p. 159)。 

 通过广泛和快速的知识积累传播，“集体知识”将能够激发更多的潜在消费行为 (Lev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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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知晓和展示外，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带来的知识交换过程本身令人愉悦，而这对于技术早期

的应用有着积极的作用 (Baym, 1998)。因此，经由社交网络和媒体来分享个人经历和体验自身就

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近年来，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产业蓬勃发展，国内有博客、微博、微信，国际有 Facebook、Twitter,

“受众参与”成为新形势下媒体发展的方向。很多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个人逐步发展成为独立、

小型、灵活的媒体门户，全球正在进入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2015 年，中国用户花在数字媒体上的

时间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在 18 岁及以上中国成年人中，传统电视的渗透率达 94.8%，但使用时间却呈

缓慢下降趋势；PC 端互联网用户的渗透率为 46%，智能手机用户的渗透率为 43.1%，非智能手机用户的

渗透率为 42%
7。因此，充分关注并提升消费者参与能力，对构建更为公平和具有竞争力的评价体系至关

重要。 

有关消费者参与纯电动汽车案例的研究较少，未知性也较大。但是已有的认知研究显示，消费者对

电动汽车的看法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动汽车在社会生活中的接受度 (Rezvani, 2015)。也有报道表

明，消费者的参与确实能提升电动汽车的社会认同度并促进其落地发展8。 

3. 现有汽车评价体系概况 

本章通过考察和分析国内外已有的在线评估体系，来获得汽车评价体系的主要参考标准和评估方法。

3.1 和 3.2 节分别给出了国际和国内若干评价体系的相关信息，同时针对每个评价体系，将分别考察其评

价标准和评估方法（包括传统汽车和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 

通过对国内外传统汽车和电动汽车评价体系的总结，本章得出了对 BestEV 评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初始评价指标和评价经验。 

3.1 国际评价体系 

本节讨论的国际汽车评价体系部分来自于网络搜索，部分来自于业内人士的咨询建议。 

3.1.1 AutoBlog  

     Autoblog 是美国 AOL 公司旗下的一家汽车新闻网站，通过其公司博客，AOL 每月的网站访问量达到

240 万。不同于其名称所显示出的私人性，Autoblog其实是一个有专门编辑和摄影团队的新闻输出端口。 

                                                           
7
 http://www.techweb.com.cn/shoujiyouxi/2015-07-06/2171583_1.shtml 

8 E.g.: http://www.smartgridnews.com/story/user-engagement-may-be-key-ev-adoption/2015-03-03 



 12 

一些主流的新闻媒体，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商业周刊》等，在它们的报道中都曾用到

Autoblog 的研究结果，Autoblog 也乐于它们的图片素材提供给像 CNN Money 这样的媒体使用。通过这种

途径，Autoblog 借助影像和文本优势，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角的汽车评论平台，基于此，对不同车

型进行比较和评价，消费者也可以在这里讨论最新车型的驾驶体验。 

Autoblog 旗下主要有 5 个分支：Autoblog（主要分支）——涵盖了主流的汽车热点议题；Autoblog 

Green——涵盖了汽车行业内的环境发展和绿色汽车问题；Autoblog Black——涵盖汽车市场上表现最差的

车型信息；Autoblog Military——涵盖了不同军用车型的最新进展；Autoblog International——包括

Autoblog 加拿大、 Autoblog 英国、 Autoblog 西班牙、 Autoblog 德国、Autoblog 法国和 Autoblog日本。

但是在 2015 年 5 月，Autoblog 决定关闭旗下的一些国际版面，包括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主要

原因是在这些地方难以建立起成功的商业运转模式。 

 

图 2   AutoBlog 网站汽车可靠性评估示意 

Autoblog 能提供高曝光度的新车型，并会定期收罗一些颇具比较性的议题（如销量最差车型、消费

者满意度等）。作为其汽车评价环节的一部分，Autoblog 提供 AOL 汽车畅销榜单不同车型之间的对比排

名（图 2）。该评估分为五个部分：总览（包括价格和主要性能——发动机型号、燃油经济性等）、细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NNMo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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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价格和可靠性。其中，只有可靠性评估部分对汽车进行排名。可靠性评估包括三个主要部分：性

能和设计、初始质量评价及可靠性评价，具体标准和方法见表 1. 

表 1   AutoBlog 可靠性评价标准 

组成 标准 方法 

性能和设计 

APEL 

性能与设计 
根据汽车的性能、制作及设计布局（APEL）研究，该部分主要考量车主对

汽车的性能、风格、产品特色及仪表盘和舒适性方面的满意度。 

性能 
该部分主要考察车主对汽车的动力系统和悬挂系统的满意度，包括加速、

操纵稳定性、刹车性能以及换挡质量。 

风格 该部分主要考察车主对汽车的外观和内饰、独特性及内外颜色的满意度。 

舒适性 
该部分主要考察车主对汽车驾驶过程及内部座椅空间、紧凑型安排方面舒

适度的表观感知。 

产品特色及仪表盘 该部分主要考察车主对汽车的音响系统、仪表及空调系统的满意度。 

新车质量评价 

IQS 

总体性能（机械） 
IQS 根据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为依据，任何造成车辆故障的

问题都会影响其得分，如某一部件失灵，装饰片损坏或松弛等。 

动力系统（机械）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发动机及传

送装置的问题，以及仅影响驾驶体验的问题（如汽车牵引、异响或震

荡）。 

车身和内部空间（机械）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挡风玻璃

性能、渗水性能、车内封闭性、油漆问题及噪声问题。 

产品特性及配件（机械）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座椅性

能、雨刮器、导航、后座舒适性、空调系统、天窗及行程计算机问题。 

整体质量（设计） 

根据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控制表现和性能

是否符合最初设计，但这部分很难理解或被直接采用（如，过于复杂的控

制/性能在一些偏远地区难以实现）。 

动力系统（设计）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发动机和传

送装置的问题，以及影响驾驶体验的问题（如驾驶的平稳性、转向和刹车

系统的响应、稳定性等）。 

车身和内部质量（设计）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前后端设

计、内外观及关门声响问题。 

产品特性及配件（设计）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座椅性

能、音响/导航系统、空调系统及天窗问题。 

可靠性评价 

VDS 

总览 
根据拥车期在 3 年内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包括造成车辆故障或某一

部件失灵的问题、产品特性或其他项目（如部件失灵或装饰片松弛）。 

动力系统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3 年内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发动机或传

送装置的问题，以及仅影响驾驶体验的问题，如停/刹车、异响或车身震

荡。 

车身和内部空间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3 年内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挡风玻璃性

能、渗水性能、车内封闭性、油漆问题及异响问题。 

产品特色和配件 

该部分考察拥车期在 3 年内车主反馈的问题，得分依据车辆的座椅设置、

后座舒适性、挡风玻璃性能、导航系统、音响系统、空调系统、天窗及行

程计算机问题。 

来源：AutoBlog 

Autoblog 可靠性评估包含三个方面：汽车性能、制作及设计布局研究（APEL）、新车质量评价

（IQS）和汽车可靠性研究（VDS），评估结果每年均由 J.D. Power 进行发布。J.D. Power 是一家提供客

户满意度、绩效改善等方面洞察和解决方案的全球性市场信息服务公司，其评估涵盖了包括汽车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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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消费品，评估主要依据曾使用或拥有该种产品或服务的代表性群体的意见。因此，它们的评估结果

对购买活动或所有权体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被消费者广泛认可。 

APEL 研究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并逐渐成为行业内评估新车吸引力的主要标准，以此检验新车在认

购和驾驶过程中的消费者满意度。车主有 77 个指标来对汽车进行评估，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是 1000 分

制的 APEL 指数9。IQS 主要考察拥车期在 90 天内的车主对车辆的反馈意见，该研究主要聚焦车型层面，

并将每一款车型和与之相似的车型进行对比，来帮助车企设计和生产更高质量的汽车10。VDS 研究有 26

年的历史，它主要考察最新车型在过去 12 个月内发生的问题。整体可靠性采用每 100 辆车（PP100）中

出现同一问题的数值来量化，数值越低，反映车辆的质量越高11。 

这三个研究方向涵盖了超过 150 个专业问题，且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特性改善，会不断增加新的问

题。不过，这些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 8 类：外观，座椅，驾驶体验，发动机/传送装置，特性/控制/显示设

备，内部空间，暖气、通风及空调系统和音频/通信/娱乐/导航系统。 

Autoblog 最终评估得分范围为 1-5 分，间隔为 0.5 分。根据车企或车型的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按照

一定比例进行线性划分，可以得到最终的消费者五星评级，但实际只发布五星、四星、三星、两星评级

（一星级不发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AutoBlog (J.D. Power 发布)消费者五星评级 

等级 备注 

最佳 

 

在每个部分中得到最高分的公司或品牌获得五星评级。竞争比较激烈的领域内，得分前 10%的获得五

星评级，表明消费者认为这些公司或品牌是领域内最好的。但是，只有本领域内得分最高的公司才能

获得 J.D. Power 奖项。 

优秀 

 

得分高于行业领域平均值 10%但低于 5 星级得分的公司或品牌获评 4 星级，表明消费者认为这些公司

或品牌口碑在业内 “优于多数”。 

一般 

 

得分在高于行业领域平均值 10%和低于平均值 20%范围内的获评 3 星级，表明消费者认为这些公司或

品牌处在“平均”水平。 

其他 

 

得分低于行业领域平均值 20%甚至更多的公司或品牌获评 2 星级，表明消费者认为这些公司或品牌等

级低于其同类。J.D. Power 不发布低于 2 星级的评级。 

事实上，评价体系的大部分比较内容集中在拥车成本指标上，这也是潜在消费者在买车时首先会考

虑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汽车价格有多种表现形式。MSRP，厂商指导价，也指“标签价”，是由汽车

生产者标注的参考价格；发票价，是指经销商在理论上（不一定是实际值）付给生产商的价格；目的地

                                                           
9
 http://www.jdpower.com/press-releases/2015-us-automotive-performance-execution-and-layout-apeal-

study#sthash.kzeqgrr2.dpuf 

10
 http://www.jdpower.com/resource/us-initial-quality-study-iqs#sthash.C6Dr8GBq.dpuf 

11
 http://www.jdpower.com/press-releases/2015-vehicle-dependability-study#sthash.4mHHFxpK.dpuf 

http://www.jdpower.com/resource/us-initial-quality-study-iqs#sthash.C6Dr8GBq.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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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指生产商从工厂将新车运送至经销商手中所产生的不可议付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将会从经销商转

移至消费者，以便签标注的形式作为消费者购买汽车价格的一部分；月供，指采用分期付款形式购车的

消费者需要分（如 60 个月）期付清尾款，包括 5%的利息，其中，税款、经销商运输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不包括在内。 

Autoblog 细分版块包含了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起初该版块给出了畅销混合动力车信息并允许

访问了解它们的性能（图 3），目前 Autoblog 已允许网友加入他们自己的评价（当然，首先需要订阅）。 

 

图 3   AutoBlog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评价示意 

表 3   AutoBlog 混合动力和电动车评估标准 

类型 标准 备注 

总览 公开发布的文章 关于汽车评论的文本总结 

标价 

厂商指导价（MSRP） 生产商注明的价格 

市场价 参考上文 

发票价 参考上文 

月供 参考上文 

参数 

外观 (1) 车身长度 (2) 车身宽度(3) 车身高度(4)轴距(5) 车重(6) 总重量 

车内空间 
(1) 前排净空高度 (2) 后排净空高度(3) 前排肩部空间 (4) 后排肩部空间 (5)前排座

位空间 

性能 (1) 马力(2) 扭矩 (3) 驱动形式 (4) 回转半径 

MPG (1) 市区工况 (2) 高速工况 

评估 
预览 (1) 评估者最喜欢的 (2) 评估者最不喜欢的 (3) 对比  

车主评估 由 AutoBlog 订阅者提供的评价 

图片  自明 

安全性  
26 个特征指标，最重要的指标位置最靠前，包括正面安全气囊，安全气囊——

侧面撞击、膝盖保护，感应传感器等。 

 

 

表 4   AutoBlog 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AutoBlog 

网址 http://www.autoblog.com/category/sports/ 

标语 We Obsessively Cover the Auto Industry 

http://www.autoblog.com/category/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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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模式 商业(AOL 公司所有) 

用户 240 万 

成立时间 1983 (约) 

评估类型 可靠性分析分为 3 个主要部分：性能、质量和可靠性（共有 17 个下属评价标准） 

评估方法 
根据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之间的线性百分占比进行五星评级（依据 J.D. Power 消费者评

价和市场推广公司进行评估排名） 

EV/混合动力车  涵盖了混合动力车的对比 

表 5   AutoBlog 评估排名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17 个可靠性指标（表 

1） 

4/17 基于 VDS: 过去 12

个月之内消费者报告的

每 100 辆车产生同一问

题的数量  

付费消费者调查 针对每个车型类别，进

行 5 星评级 

网站、报告 

评价:  
5 星评级 

5/17 基于 APEAL: 以 77

个属性为标准得到的评

估分数（1000 分制） 

 8/17 基于 IQS: 考察拥车

期 90 天以内的车主报告

的问题 

 

3.1.2 Motor Trend  

Motor Trend 是一家美国汽车杂志，创刊于 1949年 9 月，由洛杉矶的彼得森出版公司发行，且拥有自

己的口号“汽车世界之刊（The Magazine for a Motoring World）”。彼得森公司于 1998 年被英国的

EMAP 公司收购，2001 年 EMAP 将彼得森旗下的杂志出售给了普罗媒体。2007 年，Motor Trend 由爱好

者网站发行（TEN，前身为源链接媒体），发行周期为 1 个月，覆盖超过 100 万个读者。 

Motor Trend 的内容分为若干不同的领域：道路测试、车辆对比、行业动态、车库及年度驾驶体验、

最佳驾驶性能车型（BDC），以及年度车型（COTY）。 

BDC 评选每年会在两个地点进行：加州 198 高速（进行 4 英里的环路行驶），另一地点经常为一段

2.5 英里的跑马场（如洛杉矶的马自达拉古那赛卡赛车场）。每个厂商都被要求为其车辆提供一个透明塑

胶保护套，来保证具有参赛资格的车辆免受小石块和道路碎片的损坏。测试车辆由专业驾驶员（Randy 

Franklin Pobst）操控，同时在峡谷山路和跑马场路况下行驶，Motor Trend 的粉丝也会受邀参加试驾。驾

驶结果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被记录下来：（1）在一轮结束后，由驾驶员叙述其主观驾驶体验并被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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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视频来纪录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的面部表情（与加州大学智能系统研究中心合作）12。最终，

按照驾驶员的主观评分排出前五名。 

COTY 奖宣称是乘用车历史上的第一个奖项，有资格竞争该奖项的车型必须是全新或对过去一年

（每年 11 月至次年 11 月为一个周期）市场上在售车型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车型，目前在售或在年末将能

在 5 个以上的欧洲市场上市，并具有至少 5000 辆的潜在销售额。评比投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产生

出 7 个入围车型，名单在每年年底公布；第二阶段将决出获奖车型，于日内瓦车展前夕进行揭晓。 

COTY 奖项角逐并非一个简单的比较过程，其间没有类别划分，也不产生分类奖项，因此，最终的

赢家只有一个。Motor Trend 的评委是来自全欧洲各地的 50 位资深汽车记者，他们按照表 6 列出的六个关

键指标对每一款车进行评价。其中，技术创新和性价比是重要的参考因素。有若干个测试结果作为评委

进行评估的参考：包括滑行测试、加速和四分之一英里行驶在内的标准汽车测试，由持 SCCA 证的测试

者进行的轨道测试，车辆内部空间评估，正常道路情况下的驾驶性能以及燃油经济性。卡车和 SUV 车辆

会额外增加牵引能力测试和测速，并有越野性能测试。每个评委各有 25 分的总额，可以分配给至少 5 款

不同的汽车，每款汽车最多 10 分，同时需要陈述投票理由。 

表 6   Motor Trend 年度汽车评选标准 

类别/指标 备注 

先进的设计 如优良的内外部设计；突破性的车身包装；车体材料的选择 

出色的工程学设计 
如汽车-人体工学理念和制作；车身包装；制造和动力学性能；使消费者受益的高性价

比技术的运用 

效能 如较低的燃油消耗和碳排放量 

安全性 首先使驾驶员避免撞车；其次在撞车时能保护驾驶员 

性价比 在细分市场内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装备配置 

预期功能的实现 汽车规划师、设计者和工程师设定的预期功能的实现情况 

Motor Trend 评价体系突出了混合动力车，并涵盖了一些选定的混合动力车测试结果，其主要性能指

标如表 7 所示。测试结果中不仅包含了传统汽油车评价所需的各方面内容，还包括电池类型、功率，行

驶里程及加速情况等参数。 

表 7   Motor Trend 混合动力及电动汽车评估指标 

类别/指标 备注 

引擎 如：1.8 L 直列四缸可变正时气门发动机 

                                                           
12 http://www.motortrend.com/features/performance/1409_2014_motor_trends_best_drivers_car/viewall.html#ixzz3k5L6qNu7 

http://www.motortrend.com/features/performance/1409_2014_motor_trends_best_drivers_car/viewall.html#ixzz3k5L6qN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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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如无铅燃料 

燃油经济性 如每加仑里程数，市区 28 英里，郊区 36 英里，综合工况下 31 英里 

油箱 如 13.2 加仑的油箱，多点燃油喷射 

功率 如 6500 转速下 143 马力；4300 转速下 129 英尺磅的扭力 

 

表 8   Motor Trend 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MotorTrend 

网址 http://www.motortrend.com/features/performance/ 

标语 无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114 万 

成立时间 1949 年 

评估类型 年度最佳 

评估方法 
评委依据 6 个主要指标进行评选（数据来自候选汽车的测试结果，测试由持 SCCA 证的

驾驶员操作），每位评委有一定的持分权限，且对每款车有评分上限。 

EV/混合动力车 涵盖了混合动力车型评价信息 

 

表 9   Motor Trend 评估排名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指标：6 个主要指标 基于汽车测试的一些定

量数据（SCCA 专业驾

驶人员操作） 

来自全欧的 50 位资深汽

车记者 

单项奖 年度颁奖典礼、网站宣

传 

评价:  
评委通过讨论，将分值

分配给候选车型 

3.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以下简称美国新闻）是一家出版新闻、评论、消费者建议、排名和分析的媒

体公司，1933 年成立之初，它是一家新闻周刊，到 2010 年时则主要以网站出版为主。美国新闻以其颇具

影响力的“最佳大学”和“最佳医院”排名著称，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教育、健康、货币、职业、旅行及

汽车信息。美国新闻总部位于华盛顿，老板是媒体大亨莫泰米·扎科曼。 

http://www.motortrend.com/features/performance/


 19 

 

图 4   《美国新闻》混合动力汽车评价图示 

从 2007 年开始，美国新闻开发了一套针对新车和二手车的评估系统，覆盖了包括卡车、SUV、面包

车、货车、跑车及小客车在内的 30 多个车型类别。每款车都有一个总分和性能、内部空间及推荐得分

（范围为 1-10 分，得分四舍五入到十分位），评分基于美国国内知名汽车专家的一致意见和可靠性及安

全性数据。美国新闻每年在小客车、卡车、SUV、面包车等 20 多个类别中，评选出“年度经济车型”及

“年度家用车型”奖项。年度经济车型综合考虑汽车价格和五年使用费用及汽车媒体的意见，年度家用

车型则考虑评论者意见和一些利于家庭生活的车型参数，内部空间，安全性及可靠性等数据。这两项车

型奖项分别于每年的二、三月份进行揭晓。 

美国新闻的汽车评估包含两方面信息：知名汽车专家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和来自第三方机构的安全

可靠性数据。对于其上的每一款车型，美国新闻的编辑们都会参阅大量专家评论，来赋予其合适的得分，

这些专家评论则主要来源于各大报纸、杂志和网站。针对每一篇第三方评论文章，编辑们会根据表 10 列

出的三个主要标准来评估每辆车的得分，这些得分会代入一个基于汽车销售者评论的新车重要性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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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该排名根据最新的第三方评论和数据源信息进行实时更新，如果有新的车型上市，它们也会被加

入评估体系，且会影响其他车型的排名。 

表 10 中列出的评估指标同样适合于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有趣的是，在美国新闻评价体系中，电

动汽车被放在“混合动力车”类别目录下。混合动力车被分为三类：小客车、豪华型车和 SUV，评估排

名结果详见图 4. 

表 10   美国新闻评估排名准则及来源 

指标 评估 来源 

性能* 
性能得分代表了评论者对车辆操纵性、刹车、加速、驾驶质量及其他定性

性能的书面评论意见。 
这些评论来自于各大主流报

纸、杂志和网站 内饰 
内饰得分代表了评论者对汽车的内在舒适性、特色、载货空间、设计及内

部总体质量的书面评论意见。 

评论者评级 该指标代表了评论者对一辆车的总体评价和推荐等级。 

安全性 

安全性得分基于业内领先的安全性评定规则，包括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和

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给出的评定。 

第三方数据 

 

可靠性 

美国新闻汽车评估采用的可靠性得分数据是预估性可靠性评级，由 J.D. 

Power 及其合伙人提供。该项得分基于 J.D. Power 汽车研究在过去三年内

的初始质量和可靠性数据，尤其是汽车可靠性研究（VDS）和初始质量评

价研究（IQS）。 

注：获得汽车行业主流奖项（如 Motor Trend 年度车和北美最佳年度车）的车型将会在推荐分数上得到一个额外加分，来显示这

些奖项的重要性。 

表 11   美国新闻汽车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美国新闻 

网址 http://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cars-trucks/rankings/Affordable-Small-Cars/ 

标语 
Life's Decisions Made Here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未知 

成立时间 2007 年 

评估类型 最佳：新车、二手车、经济车型和家用车型 

评估方法 基于第三方专家评论文章和消费者偏好计算得到的分数 

EV/混合动力车 涵盖混合动力车型比较，细分为 SUV、豪华型和通用型小客车 

 
  

http://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cars-trucks/rankings/Affordable-Small-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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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美国新闻汽车评价体系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指标:  
5 个指标: 

评论者评级、性能、内

饰、可靠性、安全性 

可靠性数据和安全性数

据 

专家得分和消费者偏好

得分（进行公式计算）

（公式未作详细说明） 

每款车型得到 1-10 之间

的一个分值 

网站、杂志 

评价:  
1-10 分 

 

 专家对汽车性能的评估

（对一般的评审者而

言，主要评估车辆性能

和内饰） 

 

3.1.4 消费者报告 

     “消费者报告”是一个成立于 1936 年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该组织通过独立的产品测试和评级、调查、

传媒、公共教育和宣传服务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性指导。“消费者报告”以追求安全、可靠、有效

且合理定价的消费者产品或服务为目标，旨在影响决策者、企业和消费者。冲破广告及其他商业考虑的

限制，“消费者报告”大胆披露典型性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努力成为市场变化的催化剂。这些问题包

括增加安全带的使用，减少医院获得性感染，强调香烟的危害，突出食品和水安全问题，确定车辆安全

风险，倡导消费者金融保护和获得医疗保健，等等。 

“消费者报告”主要通过《消费者报告》杂志、ConsumerReports.org 网站、消费者联盟的政策和宣

传工作以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出版物和活动向消费者传递讯息。每年“消费者报告”的专家们会在 50 个

国家级先进实验室和 327 亩汽车试验跑道上对成千上万的产品进行测试。有来自美国各地的倡导者与超

过一百万名在线参与者，共同致力于推动消费者市场环境的改善。“消费者报告”的数字产品团队提出

了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新理念。“消费者报告”针对超过一百万名用户所做的年度报告中，得

到了关于消费者购物选择、购物经历及购物习惯的重要反馈信息，这有助于“消费者报告”进一步推进

其告知和保护消费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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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消费者报告体系中对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的评估示意 

 

表 13   “消费者报告”评级结果示意 

等级 
  

   
 

 

 

 

 

备注  差 一般 好 很好 优秀  

分值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表 14   “消费者报告”关于混合动力汽车及电动汽车的评价细则 

项目 标准 评价 

整体情况  

整体评级得分的高分、低分和综合得分主要基于消费者报告对模型的测试结

果。当一个模型在测试中表现良好，用户调查数据表明它的可靠性至少达到

平均水平，并且在任何政府和/或保险业的碰撞测试以及政府的翻转测试中进

行了充分测试时，它将被“消费者报告”组织授予 “消费者报告推荐”标志。一

个模型未能获得“推荐”标志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最近没有过测试；测试

结果较差；碰撞测试或翻转测试结果较差；存在可靠性低于平均水平的记

录；模型太新尚未能获得可靠性数据或可靠性数据不充分。 

基准价格  
基准价格是厂商指导价（MSRP），不包含其他成本和运费。 

可靠性预测 

16 项标准： 

发动机，辅助； 

发动机，制冷； 

可靠性预测基于最新的年度汽车可靠性调查而做出。假设模型在近三年内没

有较大改变， “ 消费者报告 ” 将采用该模型近三年的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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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器（离合器），主要； 

变速器（离合器），辅助； 

驱动系统；燃油系统； 

电气系统；气候系统； 

悬浮液；制动器； 

排气；油漆/装饰； 

结构完整性；硬件； 

动力设备及配件； 

音响系统（不包括售后系

统） 

 

 

性能 

10 项标准： 

转换； 

马力（最大值）； 

发动机； 

综合 MPG； 

郊区 MPG； 

市区 MPG； 

加速（0-60）； 

加速 ¼ MI 时间； 

湿式制动（从 60 mph）； 

最大过障速度（在测试中，

汽车绕过障碍时可达到的最

大速度）。 

除 45 英里和 65 英里测试外，“加速”运行都是从发动机怠速静止状态开始。

“制动”数据是在车轮未锁定、60 英里时速下测得。“其他调查结果”包括传输

特性和换档品质的判定。60 英里时速下的转速表示车辆以 60 英里/小时行驶

时的发动机速度。事故处理测定反映了车辆在日常驾驶和紧急情况下的灵活

性，即车辆在极限状态和紧急躲避状态下的表现。车辆躲避速度表示车辆能

安全处理各种情况的最大速度。60 英里时速下制动距离涉及干湿状态，制动

踏板松紧、老化、故障等因素也需考虑在内。车头灯测试需在没有月光的夜

晚进行，并避免其他环境照明的影响。车头灯评估得分是根据单个前照灯在

固定位置所能照亮的不同距离和宽度的黑色标志而决定的；高、低光束都需

通过该测试。照亮的黑色标志越多评分越高。光束不均匀、眩光（照明沉

淀）、故障及有害水平的眩光。此外，还包括针对灯光的夜间驾驶测试。 

安全性 

3 项标准： 

意外事故； 

碰撞试验； 

安全特性 

事故规避评分是制动性能测试结果、应急处理、加速、驾驶位置、能见度和

座椅舒适性的综合得分。制动性能和应急处理所占分值最大。碰撞测试结果

基于 NHTSA和 IIHS 设定的标准。 

业主满意度 受访者的一般反馈 

可得出受访业主中将再次购买该车型的百分比，基于最近三年的数据；由于

数据有限、车型未投入使用或设计上的重大改变，用*标注的模型仅基于一

年或两年的数据。 

 

规格参数 内部和外部参数  

事故规避性

能 
 

事故规避评分是制动性能测试结果、应急处理、加速、驾驶位置、能见度和

座椅舒适性的综合得分。制动性能和应急处理所占分值最大。 

综合 MPG  
综合 MPG估算中考虑了现实中高速、郊区和市区三种驾驶状况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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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消费者报告”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消费者报告” 

网址 
http://www.consumerreports.org/cro/cars/new-cars/hybrids-evs/ratings-reliability/ratings-

overview.htm 

标语 我们以消费者为工作之本 

运行模式 商业性组织（最初是非营利性组织） 

用户 N/A 

汽车评级起始时间 N/A 

评估形式 最佳表现；新车，旧车；9 大类标准（25 项副标准）。 

评估方法 基于测试、评估或消费者调查而得出的平均值或 0-100 的数值  

EV/混合动力汽车 涵盖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类别 

 

表 16   “消费者报告”评级系统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5 大类标准: 

专家评价，性能，内部

构造，可靠性，安全性 

驾驶性能:  
所收集数据的综合 

测试者、消费者、市场

可得数据  

0-100 分值和/或 5 级 网络、杂志 

评价：  
1-10 级或 5 级  

 

安全性： 

基于“消费者报告”、

NHSTA 和 IIHS 所作的

测试 

 可靠性： 

基于可靠性调查 （来自

于汽车使用者） 

 业主满意度： 

基于消费者调查 

 规格参数： 

基于制造商所提供的信

息 

 事故规避： 

基于“消费者报告”所作

的部分特定测试结果 

 整体性能： 

“消费者报告”的专家和

成员参与 

 基准价格范围： 

厂商指导价 (MSRP) 

 

http://www.consumerreports.org/cro/cars/new-cars/hybrids-evs/ratings-reliability/ratings-overview.htm
http://www.consumerreports.org/cro/cars/new-cars/hybrids-evs/ratings-reliability/ratings-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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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Edmunds.com：专业电动汽车性能评级 

Edmunds.com 是一家美国汽车信息在线资源网站。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圣莫妮卡，并在底特律

设有办公室。Edmunds.com 是私营公司，斯坦劳夫家族持有其多数股权。Edmunds.com 网站提供新车和

二手车的价格、国家和地区的优惠折扣数据库、经销商和库存清单、汽车试驾评论以及购买和保养汽车

等各方面的建议。此外，该公司将为自愿订阅者免费发送电子邮件。 

自 2000 年，Edmunds.com 通过“真正市值”这一定价工具开始提供数据。Edmunds.com 的新车真正

市值计算器能够提供实时的新车平均购买价格，还可以估算二手车买卖双方的实际交易价格。2005 年，

Edmunds.com 推出 Inside Line，这是一份汽车爱好者免费在线杂志。Inside Line 以视频、照片、博客、新

闻文章、讨论板和道路测试等多种形式传播汽车相关信息。然而，2013 年该网站被关闭。 

Edmunds 测试团队每年会对约 200 款新车进行评估。在特定条件下，每款车都在标准化测试道路进

行特定性能的驾驶试验。每款车所使用的时间被作为评级参数，即一辆汽车在同一规模或价格级别车型

中所具有的优势。评级为“A”的车辆将获得 Edmunds.com 顶级奖。Edmunds.com 是最早提供在线英语电动

汽车排名的公司之一，这些公司使用相同的测试方法，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图 6   Edmunds 评级结果图示 

 

表 17   Edmunds 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评价 

整体情况 

优点和缺点 专家公开评价 

安全性 NHTSA 和 IIHS 碰撞测试结果（1-5 星评级） 

可靠性 

3 个等级 

 
 

性能 

加速 例如：A级：从停止状态开始的加速平稳轻快，无噪音且高效率。 

制动 

例如：B 级：刹车感觉稍显奇怪，这种情况存在于大多数混合动力车。踏板初

期感觉非常契合，精确且易于使用，但不太寻常。急刹车并不会产生 ABS 反

冲。 

转向 
例如：B 级：电动助力转向给谨慎驾车提供了充足的反馈感受。转向性能比其

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稍逊一筹。 

操纵 
例如：B 级：与非混合动力车相比，混合动力电池的附加重量并未真正影响其

操纵性能，但存在较大的后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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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性能 例如：A级：小油门输入和操作的响应能力，小幅度平稳加速。 

舒适度 

 

座椅舒适度 例如：B 级：相较于雅阁 2012 版（座椅靠背支撑设计不实用）有较大改善。 

行驶舒适度 
例如：A 级：雅阁在软硬程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几乎没有消费者会对其形

式舒适度不满意。混合动力电池的重量并不会导致行驶舒适度的降低。 

静音程度  
例如：A 级：只有非常小的路面噪音和发动机噪音，即使是在汽油动力或气体

/电动过渡期间；在电动模式基本上没有噪音。 

内部参数 

人体工学设计 
例如：A 级：比以前更少的按钮被视为有效的改进。每一项操作都合乎逻辑且

位置合理。驾驶位置舒适，且存在一定调整度。 

（人员）进出车辆 例如：B 级：雅阁车辆出入十分方便。 

空间  

车内视野 例如：B 级：高于同类车型的平均水平，它较低的腰线提高了后座的视野。 

载货 
由于其庞大的电池组，雅阁混合动力车的总载货空间减少，且后排座椅都固定

在某个地方而不能折叠。 

价值 

生产质量(vs. $) 自明 

特性 (vs. $) 自明 

成本 自明 

MPG 自明 

保修期 自明 

所有权 自明 

驾驶乐趣 

驾驶体验 
例如：A 级：优异的平稳度和灵活度。它不是狂热爱好者的首选，但也绝不沉

闷。 

车型个性 
例如：A 级，雅阁 2014 版并不是一辆笨拙的前瞻性混合动力车型；相反，它

是一辆车型精致且时速达到 47 英里的轿车。消费者喜欢它。 

 

表 18   Edmunds 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Edmunds 

网址 http://www.edmunds.com/fuel-economy/electric-car-comparison-test.html 

标语 理性消费 

运行模式 商业性 

用户 N/A 

汽车评级起始时间 1995 年（网络版） 

评估形式 
二手车；新车；Edmunds 认证；汽车购买和租赁；仅需 10 步找到适合您的车；新车购车指

南；VIN 信息；燃油经济性和绿色汽车；6 大类标准排序（24 个副标准） 

评估方法 专家建议，第三方测试，内部测试 

EV/混合动力汽车 涵盖二者 

 

  

http://www.edmunds.com/fuel-economy/electric-car-comparison-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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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Edmunds 评级系统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六大类标准：整体概况

（主要分三类：优缺

点、安全性、可靠

性）、性能、舒适度、

内部构造、价值、驾驶

乐趣 

整体概况：NHTSA 和

IIHS 碰撞测试结果，专

家测试和建议 

主要是内部测试者，也

有一些消费者反馈和市

场数据 

基于测试结果综合评级

为 A-F 

网络及报告书—仅为付

费会员提供 

评价： 
A-F 级（在某些标准中

权重有所不同，例如可

靠性只分三级） 

 

性能：基于专家测试结

果 

 舒适度：基于专家测试

结果 

 内部构造：基于专家测

试结果 

 价值：官方公布成本，

主观估值 

 驾驶乐趣：基于专家测

试结果 

3.2 国内汽车评价体系 

3.2.1  J.D. Power 汽车评价 

J.D. Power 公司于 1968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目前在全球拥有 12 家办公室和超过 700 名专业

分析师、统计学者、经济学家、咨询师以及研究人口统计学和消费学方面的专家。J.D. Power 亚太分公司

专注于客户满意度调查研究，为汽车、金融和信息技术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基于代表

性消费群体（拥有或正在使用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人群）的问题反馈，来对某一款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估。

因此，J.D. Power 的评估对欲购买或使用某项产品/服务的消费者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市场上，J.D. Power 每年会发布八个汽车行业相关的调查评估报告，这些评估主要基于消费者

的反馈意见，包括新车购买意向研究（NVIS）、新车质量研究（IQS）、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CSI）、

汽车性能、运行和设计研究（APEL）、汽车可靠性研究（VDS）、售后服务忠诚度研究（SLS）、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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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满意度研究（SSI）、原配轮胎消费者满意度研究（OSTI）13。这些研究覆盖了汽车性能的不同领域，

以指导消费者选购汽车。  

八项评估报告中，APEL、IQS 和 VDS 已经在第 3.1.1 节中进行了详细的表述14。NVIS 评估在中国已

经有 7 年时间，主要评测有意向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在购车之前的感知和考虑因素。NVIS 研究分析了实际

的汽车交叉购买模式，并且运用心理和人口特征来细分消费群，使得汽车厂商能够针对目标顾客群优化

市场营销方案。该项评估系统基于 1000 分制来考量不同车型的得分。CSI 研究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第 15 个

年头，这项研究主要评测拥车期在 12-24 个月的车主对过去 6 个月在授权经销商服务部门进行保养和维修

服务的满意度。CSI 通过五项衡量因子确定总体售后服务满意度15，五项因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服务

质量（22%）、经销商设施（20%）、服务后交车（20%）、服务顾问（19%）和服务启动（19%）。

SLS 研究16在中国有 15 年历史，该研究综合反映了拥车期为 3-4 年的车主在过去 12 个月内的售后体验，

从四个指标（按重要性排序）来确定总体售后服务的忠诚度：信心（32%）、价值（25%）、质量（22%）

和服务（21%）。总体忠诚度采用 1000 分制，得分越高表明忠诚度越高。SSI 进入中国有 16 年之久，主

要评测消费者新车购买满意度17。OTSI 研究始于 1989 年，评测车主在 12-24 个月的拥车期内，对原装轮

胎的满意度18， 

表 20 列出了 J.D. Power 中国评估报告用到的所有指标。 

尽管每项指标评测都采用了 1000 分制，J.D. Power 发布的报告中会对这些排名划分等级，最终采用

五星评级来进行发布（图 7）。在中国，J.D. Power 尚未进入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评估领域，但是在其

他地方，J.D. Power 评测实际上涵盖了新能源汽车类别。 

 

表 20   J.D. Power 汽车评估标准 

类别 标准 方法 

新 车购 买意 向调查

（NVIS） 

品牌意识 该部分主要衡量消费者对某一汽车品牌的熟悉程度以及认可态度 

品牌认同 该部分基于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认同，来衡量该品牌与特定消费者之间的匹配度 

购车考虑因素 该部分主要基于消费者在购车时考虑到的主客观条件，如价格、车辆性能等。 

                                                           
13

 http://www.doc88.com/p-9856609762155.html 
14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vRAgxEsvPaqQAjy0qz9GiHygvM-
HPHxu8asC4DOpxHt3JRaOmzVp1vzlaeee68BU8W235fkQiYC87Q7FzRyzIwUuh3eO99H4wuGfamQP23 
15 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4-08/01/c_126822144.htm 
16 http://www.jdpower.com/node/18461 
17 http://auto.sohu.com/20150630/n415931687.shtml 
18 http://auto.qq.com/a/20121122/0000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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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该部分基于潜在消费者获取相关信息的来源，以及其掌握到的汽车信息，这些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购车意向 

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

（CSI） 

服务质量(22%) 该部分是决定 CSI 指数的关键因素，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取决于经销

商能提供给车主的服务质量 

经销商设施 (20%) 该部分基于经销商能在售后服务阶段提供给车主的服务设施 

服务后交车(20%) 该部分基于售后服务结束后经销商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将车辆归还车主 

服务顾问(19%) 该部分基于经销商为车主的服务需求提供的咨询，包含针对服务的专业建议 

服务启动 (19%) 该部分基于经销商受理服务所用的时间长短，该环节会影响车主对经销商服务的

第一印象和接纳程度 

售后服务忠诚度研究

（SLS） 

信心 (32%) 该部分考察车主基于过去 12 个月的售后服务体验对经销商总体服务的认知 

价值(25%) 该部分反映了车主从特定服务网点得到的实际服务质量及其产生的价值 

质量(22%) 该部分是售后服务研究的关键组成，也直接影响车主对服务的心理满意度 

服务(21%) 该部分不仅包括维修质量，还包括总体服务质量和人员态度 

汽车销售满意度研究

（SSI） 

交车过程(23%) 该部分主要取决于消费者购车过程的整体流畅度和从付款到提车的时间跨度 

开始购车经历 (21%) 该部分基于真正的购买行为发生后，消费者的个人体验 

交易过程(20%) 该部分包含购买行为发生过程的全部事宜 

经销商设施 (19%) 该部分影响消费者的实际购车体验，如消费者是否可以感受不同车型 

销售人员 (17%) 销售人员的个人素养和业务能力决定着其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实际有用信息 

原配轮胎消费者满意

度研究（OTSI） 

外观 该部分主要考察原配轮胎的风格和设计，及其是否符合消费者的个人审美 

耐用性 该部分主要基于车主在过去 1-2 年内的驾驶体验来衡量，是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 

摩擦力 该部分主要基于 1-2 年行车时间内，从原配轮胎角度考察的汽车动力输出性能 

行驶 该部分主要考察轮胎的总体性能表现，及其与车辆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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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J.D. Power 汽车销售满意度评级图示 

 

表 21   J.D. Power 汽车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J.D. Power 汽车评估排名 

网址 http://china.jdpower.com/zh-hans 

标语 We Obsessively Cover the Auto Industry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240 万 

成立时间 约 1983 成立, 2000 年进驻中国 

评估形式 可靠性评估 

评估方法 
根据最高得分和最低得分之间的百分占比进行五星评级（依据 J.D. Power 消

费者评价和市场推广公司进行评估排名） 

EV/混合动力车 全球评估中包含混合动力车 

http://china.jdpower.com/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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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J.D. Power 汽车评估排名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八个评测体系包含 39

个指标(表 21) 

4/39 来自 VDS; 5/39 

来自 APEAL; 8/39 

来自 IQS; 4/39 来自 

NVIS; 5/39 来自 

CSI; 4/30 来自 SLS; 

5/39 来自 SSI; 4/39 

来自 OTSI 

消费者调研 每个测评均采用 1000

分制的评分进行，最终

采用星级发布 

网站和报告 

评价:  
五星评级 (图 7) 

 

3.2.2  中国汽车风云榜 

2006 年，中国强势媒体汽车联盟（CPMAA）打造了被誉为中国车界“奥斯卡”的“中国汽车风云榜”

（China Car Billboard ，CBB）评选活动，借以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19。到 2014 年，“中国汽车风云

榜”的成员单位已增加至 20 家，涉及汽车企业和媒体，包括东南快报、合肥晚报、都市快报以及中国汽

车消费网等。此外，也有若干网络媒体及第三方组织不断参与进来，以提供更具有影响力的评选结果20。 

“中国汽车风云榜”评选首先会根据车企和消费者的推荐收集候选车型，同时考虑不同推荐来源的

车型权重。目前，CPMAA 成员已接近 20 家，覆盖了超过半数的国内重点城市。每年，成员城市可以先

进行内部票选，该过程由当地的主流媒体单位负责推进。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评选投票渠道也日趋多

样化，消费者可以选择在线投票平台、电邮、热线等方式进行投票，并给出自己的投票理由21。在长达 3

个月的地方票选结束后，由 3 位汽车行业专家和 20 余位 CBB 联盟媒体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做出最后的

投票决定。在决选阶段，专家和媒体的投票权重分别为 40%和 60%，但如果某一车型（或企业）在某一

奖项评选中赢得了 20 张联盟票中的 11 张，它将直接获得相应奖项。 

“中国汽车风云榜”旨在选出最有影响力的车企（包括乘用车企业、环境友好型车企、自主品牌车

企、合资品牌车企等）、不同分类的年度最佳车型以及年度风云人物等奖项。“中国汽车风云榜”每年

会评选出数十个奖项，其中有四个奖项比较受欢迎：年度风云汽车、年度风云企业、年度汽车品牌及年

度风云中国汽车品牌。 

                                                           
19 http://auto.changsha.cn/h/10783/ 
20 http://auto.sina.com.cn/news/2006-10-19/1507223218.shtml 
21 http://news.ifeng.com/a/20141107/4241009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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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汽车风云榜”评选还新设置了新能源汽车奖项，即年度环保车型，该项评选主要基

于汽车的设计、驾乘体验及其采用的节能技术等因素。 

表 23   中国汽车风云榜评估体系指标 

类别 标准 备注 

总览  

“中国汽车风云榜”从 2011 年开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评选，旨在票选出经济性最

高的新能源车型。消费者和评审团通过各种渠道投票，选择出年度风云车型等奖

项归属。投票过程中，不限定标准，但消费者和评审团可能会关注不同的汽车性

能。 

价格 
厂商指导价 车企注明的价格 

市价 市价根据不同经销商和经销地点而变 

规格参数 

外观 (1)车身长度 (2)车身宽度 (3)车身高度 (4)轴距 (5) 车身边缘 (6) 车身重量 

内饰 
(1) 前排净空高度 (2) 后排净空高度(3) 前排肩部空间 (4) 后排肩部空间 (5)前排髋部

室空间 

性能 (1) 马力(2) 扭矩(3) 驱动类型(4)转弯半径 

续航里程 (1) 市区工况(2)郊区工况 

评论 
总览 (1) 评论者最喜欢什么 (2)评论者最不喜欢什么(3) 对比  

车主评论 
资深车主经验评论将大大影响人们的购车选择，尤其是对于潜在消费者，他们主

要强调汽车产品的经济性。 

安全性  该部分与传统汽车比较类似，如正面安全气囊、侧面碰撞安全气囊、 

服务 
售前 不仅包括经销商设施，还包含其专业服务及态度 

售后 (1) 保修期(2) 品牌认知 (3) 服务忠诚度 (4) 技术及价格 

 

 

表 24   中国汽车风云榜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中国汽车风云榜 

网址 http://bddsb.bandao.cn/data/20150114/html/15/content_1.html 

标语 N/A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N/A 

成立时间 2006 年 

评估形式 年度最佳车型 

评估方法 消费者和专家投票，第一阶段联盟成员城市内部评选，最后根据结果由评审团再进行投票 

EV/混合动力车 涵盖混合动力汽车评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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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中国汽车风云榜排名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没有固定的参考标准 

专家和消费者根据主观

判断给出反馈（纳入到

比较量化的结果中） 

消费者和专家投票 年度风云汽车等奖项 网站、颁奖典礼 

评价:  

评估指标不分权重，消费

者投票影响较小，专家和

媒体最终分别有 40%和

60%的投票权重 

3.2.3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由汽车消费网联合益普索汽车共同举办，始于 2014 年。中国汽车消费网是一家商

业网站，提供最新的车型、报价、经销商活动等信息，并聚焦汽车使用过程中的消费者反馈意见。针对

汽车的质量问题，汽车消费网给出了五大类约 60项二级指标来作为用户进行评估的依据。为评估某个具

体车型的质量水平，中国汽车质量排行采用行业内通用的 PPH（ProblemperHundred）计算方式，这一数

值表示每百辆车中出现故障的频率22。 

PPH=对应车型（或品牌）总体抱怨数 ÷ 对应样本量×100 

2014 年，中国汽车质量排行收集到了 26600 个有效样本23，涉及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三大

类别。某一款车型（或品牌）得到的抱怨数越多，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其质量越差。该排行同样分析

了每个车型类别的平均质量水平，从而给消费者的购车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汽车分类依据汽车之家

的分类标准。中国汽车质量排行报告中列出的车型要求样本数大于 30，而 PPH 显示的则是每个类别车型

的平均值。 

                                                           
22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dA3Lefno8qE-rn72FmMgje4nZN45B9sD_FW4pSwJLhlnCC63RV5n5mSy-
71MxsRgZWeZX2EAkDtlFuQ2OG9AaYHrCKdB5U_JQi90S_hfiLLD6WTtO-D7RdFqyRG-
D3n1YeXsX11UwqxLE45uNjAnOOdbvX9uQvGSk0JWzIWsRHGmeJz5xFoDUKLWwbRxUdy1RSdx_WPpySnTgrF4ahWv_ 
23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22/21/67242_4272556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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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侧为自主品牌，右侧为合资品牌；对每款车型都有一个相对分值 

图 8   2014 年度中国汽车质量排行图示 

 

表 26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评估标准24
 

标准 备注 

车身及外部装饰 前后门设计、车漆及车体耐腐蚀性、侧窗控制、雨刷及其控制 

内饰 仪表盘及信号灯、内部载物空间、安全带和安全气囊、车内空气质量等 

驾乘体验 车内视野、方向盘、辅助驾驶系统、刹车性能、主动安全系统等 

车内电气设备及位置 空调及控制系统、除雾系统、GPS、音频/视频播放、通讯系统等 

引擎/变速箱 发动机点火/启动、电池质量、油/电耗、发动机怠速状况 

  注：目前中国汽车质量排行不包含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 

  

                                                           
24

 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634-35420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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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 

网址 http://tousu.315che.com/ 

标语 N/A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N/A 

成立时间 2014 

评估形式 消费者质量问题抱怨数评级 

评估方法 五个大类 60 个二级指标评估，采用 PPH 法计算得分；样本量超过 30 的车型可参与评估 

EV/混合动力车  不包含 

 

表 28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评估体系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PPH 方法学 

标准: 

5 个指标: 车身及外部

装饰、内饰、驾乘体

验、车内电气设备及位

置、引擎/变速箱 

消费者在过去 12 个月

内抱怨数平均值* 

随机消费者* 汽车质量性能排行 网站 

评价:  

样本数的平均值(样本

量需大于 30)  

*数据转储和规避具有一定敏感性 

3.2.4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选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选由第一电动网（d1ev）在 2010 年发起，被认为是业内最具有权威性的新能源

汽车评选活动25。第一电动网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信息服务及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

新闻、专家评论、行业变动和政策更新26。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消费者意识的增强以及产业技术的提高，中国年度绿色汽车的奖项评

选每年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评选的奖项依据汽车分类进行设定。2014 年中国年度绿色汽

车评选的奖项设置为：年度车大奖、年度乘用车及分奖项、年度客车及分奖项、年度微型车大奖及分奖

                                                           
25

 http://www.d1ev.com/2014greencar/#page2 
26 http://www.d1e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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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年度电动物流车奖、年度充换电服务创新奖、年度创新城市、年度创新企业以及年度创新人物。与

“中国汽车风云榜”评选类似，专家、车企以及城市代表（如媒体）的意见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有效。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奖项评选依据专家和消费者投票，专家是在汽车研究或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经验的

资深人士。在第一轮评选中，消费者和专家的投票权重分别为 60%和 40%；第二轮投票中，消费者和专

家再次投票产生每个奖项的前三名，此时专家投票的权重有所提高，达到 60%，消费者投票权重占 40%。

最终，每个奖项的获得者由专家投票选出27。由于投票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使得评估的标准不固定，但对

于第一电动网的评价体系，还是有一些核心指标的，如表 29 所示，这些指标也将是专家投票的依据。而

对消费者而言，经济性很有可能超过概念上的一致性和车辆性能的不确定性，成为直接影响其投票可靠

性的因素。 

表 29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选标准 

标准 备注 

设计 精美的内外车身设计风格；动感的车身；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 

驱动功率 高技术含量的动力设计和输出；加速性能和最高时速 

行驶里程 对电动汽车而言，续航能力十分重要，反映其对充电桩的依赖程度 

电池质量 大容量及有效的输出；体积小，量轻 

  

表 30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 

网址 http://www.d1ev.com/2014greencar/#page2 

标语 N/A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N/A 

成立时间 2010 

评估形式 年度绿色汽车、年度乘用车、年度客车、年度微型车、年度物流车奖项等 

评估方法 消费者和专家投票，其中随着投票轮数的增加，专家投票的权重逐渐增加（共 3 轮投票） 

EV/混合动力车  覆盖所有新能源汽车类别 

 

                                                           
27

 http://www.autoreport.cn/hyltzt/20140109/0006328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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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选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4 个指标: 

设计、驱动功率、行驶里

程、电池质量 

消费者和专家投票的均

值* 

消费者和专家投票 年度绿色汽车及分奖项 网站、颁奖典礼 

评价:  

第一轮中，消费者和专家

投票权重分别为 60%和

40%，第二轮中，该比例

分别为 40%和 60%  

 

* 数据转储和规避具有一定敏感性 

3.2.5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估 

汽车之家成立于 2005年，是一家面向全球的专业汽车网站。根据 iUserTracker 的数据统计28，汽车之

家的月度访问量已达到 8000 万人次，在中国汽车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目前，汽车之家提供

多种产品服务，包括车险报价、资讯平台、数据平台以及互动中心等。汽车之家目的在于引导消费者进

行合理的购车选择，最近，电动汽车平台在汽车之家网站上线，旨在为市售电动汽车提供评价平台，并

为潜在消费者或电动车主提供相关参考。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排名基于消费者打分，包括了几个不同的指标（表 32），其中每个指标类别内也

会产生相应的车型排名。汽车之家电动汽车排名体系每个指标分别采用 5 星级制，这样消费者就可以根

据自己的偏好来进行打分。不同评价者的打分最终汇总得出一个均值，并且会在汽车之家的网站上显示。

鉴于该种评估的性质，汽车之家电动汽车排名的数据库不断发生更新，因此各个分值也会经常发生变化。 

目前汽车之家评选体系尚未完全覆盖电动汽车全部特性参数（如电池负荷），但是电动汽车的一些

关键特性，如行驶里程、政府补贴、购置税减免等，在评估体系中有所体现。 

                                                           
28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SdxHzmiJUEskz3i5S9A7v_XmfGx7ykcmW0QnVMCkihGA1bjKGgM90NT3Q9mwHwKuVTcssof9D
PUJjHB6vKPYMr4QK1ZDXh06AhAz3XG3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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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估指标 

标准 备注 

车内空间 驾驶员座椅空间、乘客座椅空间、车内空间分配 

动力 加速性能及最大速度，针对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操纵性能 转向控制、变速箱性能、悬挂系统、集合车辆控制和驾驶乐趣 

舒适性 驾驶性能、座椅结构、尺寸及布局、车身的密封性、通风及保暖性能 

外观 降阻设计、前脸风格、美学设计 

内饰 靠垫设计、工具箱、安全带、照明及声学系统、仪表盘设计等 

成本 该项内容包含多种不同评价指标，如燃油成本、维护成本、引擎及加速性能等 

 

 

 

图 9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价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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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价体系特性总结 

汽车之家 

网址 http://www.autohome.com.cn/ 

标语 N/A 

运作模式 商业 

用户 N/A 

成立时间 2005 年 6 月 

评估形式 大众口碑评估，覆盖传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评估方法 
五星等级制，消费者针对某一车型采用若干标准进行打分，因此排名实时变动，网站显示的是所

有评估分数的均值 

EV/混合动力车 涵盖 EV 和混合动力车 

 

表 34   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选总结 

方法  数据  评估人 结果 发布 

标准:  

6 个指标: 

车内空间、动力、操纵性

能、外观、内饰、成本 

消费者提供的打分 消费者 每个类别有 1-5 分的评

分 

网站 

评价:  

数据样本的均值 

3.3 结论 

纵观国内外的多种汽车索引平台，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渗入汽车购买信息。汽车评价实体一般为商业

报道或由营销机构运营，也有一些非盈利性汽车评价平台。国内外各种汽车评价体系的区别在三个方面

有所体现：评估方法，评估范围和结果展示，以及评估标准。本章主要讨论这些区别并对前文提到的主

要评估标准、方法及结果展示进行总结。 

信息来源是每个评估体系的核心，数据来源一般分为两部分，车企（如汽车的规格参数和性能等）

和监管部门（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大部分排名体系还包括一些有趣的数据，如为证实官方数据而进

行的车辆检验数据，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数据（如市区和郊区的单位油耗行驶里程、加速性能

等）；或为定性评估一些汽车的非量化特性（如座椅舒适度、开关门质量）或是在线评价的多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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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新闻）而进行的车辆测试。除了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专业评估团队或个人进行的车

辆测试，大范围的消费者调研是比较常见的评估方式，且这种调研结果也有可能被不同的评价体系所采

用（如 J.D. Power 所做的 VDS 和 IQS 研究同时被 AutoBlog 和美国新闻采用）。在中国（汽车评价体系

中），车企提供大部分的数据，消费者提供的数据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受限于数据资料的

可及性。国内的评价体系也包含由消费者和专家团队评估产生的定性结果，且专家一般具有较高的投票

权重（如年度绿色汽车、中国汽车风云榜）。目前消费者评级在中国还比较少，因此其结果可信度往往

不高（如，中国汽车风云榜分榜由当地媒体举办），而且消费者的评价数据一般由各个体系单独收集分

析，不像很多国际评价体系那样，给出较多的消费者评价数据细节。表 35 总结了在前文评价体系中用到

的数据来源形式和国内外评价体系的数据类型。 

表 35   国际汽车评价体系总结及其指标评估结果 

  
汇总

分析 
专家 消费者报告 官方数据 测试 

  
公布 未公开 独立自发 付酬 第三方机构 车企 公开数据 独立测试 

AutoBlog         V V   V   

Motor Trend   V             V 

美国新闻 V       V V   V   

消费者报告       V     V V V 

Edmunds     V       V V V 

小计 20% 20% 20% 20% 40% 40% 40% 80% 60% 

J.D. Power       V V     V   

中国汽车风云榜     V V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       V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   V   V     V     

汽车之家       V           

小计 0% 20% 20% 100% 20% 0% 20% 20% 0% 

合计 10% 20% 20% 60% 30% 20% 30% 50% 30% 

在分析这些评价标准之前，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国内和国际汽车评价体系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

它们的评估范围不同。国际汽车评价体系一般会覆盖传统汽车行业的新车和二手车市场，这与其悠久的

汽车历史传承有关，同时它们也会针对市场上新兴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特性，适当改进其评估和比

较体系。国内的评价体系则更多关注新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事实上，前文涉及的 5 个国内评价体系

中，有 3 个（中国汽车风云榜、年度绿色汽车和汽车之家电动汽车评选）展示了较为专业的电动汽车和

混合动力车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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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汽车评价体系的区别还在于其结果发布形式的不同，如表 36 所示。很明显，多数国际评价体

系采用 5 分制打分系统，以圆点或字母表示；而在中国，大部分评价体系最终归结为评选出最佳车型/品

牌。总的来看，约半数的已有评价体系采用一种单数排名方式，这种简单的表示方法对消费者而言，显

得更加直观和简单。 

表 36   国内外汽车评价体系评估方法及展现形式总结 

  评价体系 类型 方法 

 

国
际

 

AutoBlog 
相对得分（5 分制）：彩色

圆点 
相对得分（前 10%...） 

 

Motor Trend 最佳 
两个阶段，包含 50 名资深汽车记

者 
N/A 

美国新闻  1-10 得分，评出最佳 由编辑团队不断进行更新 N/A 

消费者报告 

相对得分（5 分制）：半/全

彩色圆点（数据分析中采用

多种数值刻度） 

由编辑团队进行不断更新 

 

Edmunds 相对得分（5 分制）：A-E 200 名专家作出的年度评选 

 

国
内

 

J.D.Power 
相对得分（5 分制）：彩色

圆点 
相对得分（前 10%...） 

 

中国风云汽车排行

榜  
最佳 

20 名强势汽车媒体联盟成员，资深

专家和消费者代表 
N/A 

中国汽车质量排行 相对得分（1-100 分制） 消费者志愿提供的数据 N/A 

中国年度绿色汽车 最佳 消费者志愿提供的数据 N/A 

汽车之家 
相对得分（5 分制）：彩色

圆点 

消费者志愿提供的数据，由编辑实

时更新 

 

本报告旨在研究国内外汽车评价体系所采用的评估指标，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各个体系

之间不仅存在数据收集方式和评分机制的区别，其关注的评估标准及各个标准所占比重亦有所不同。尽

管没有一个评价体系给出各评估标准所占的具体权重，笔者在此对每个标准在相应体系中的权重进行了

分析。如，放在前面的指标可能被赋予较高的权重因子。但是，并不是所有评价体系的指标都可以这样

解释，有的指标名称下甚至还包含有更低一级的条目。为保证评估指标的统一性，笔者列出了主要的评

估指标及其通用的解释。 

表 37 和表 38 给出了国内外各个评价体系中用到的评估指标并总结了其使用的总次数（5 个为一组）

和每个指标的平均重要性程度。为了展现哪个指标使用次数最多及其相应的重要性，我们采用了一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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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5 个评价体系中的使用次数+（10-规定的重要性数值）。最后一栏显示的是国际汽车评价体系中各个

评估指标的重要性级别，其中，1 表示重要性最大，13 表示重要性最小。 

在国际的评估体系总结中（表 37），最终名单剔除了两个评估指标，因为其无法达到 6 分以上的总

体得分下限（总数为 15）。在国内的汽车评价体系总结中，有 9 个评估指标未能进入最终名单（总数为

18），这表明在国内评价体系中，评估指标变化更加宽泛。该结果也反映出了在中国，汽车评价体系对

消费者的偏好理解存在不确定性，汽车消费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评估指标的重要性顺序在两个表格中以绿色表示，从中可以看出几个有趣的现象：安全性和可靠性，

分别在国际评价体系中排名第 2 和 5，但是却未能进入最终的国内评价体系指标名单；汽车的舒适性在国

际体系中排名第 3，而在国内体系中仅排在第 7 位；拥车成本在国内体系中排第 4，在国际体系中却只排

到第 8 位；国内外评价体系中，燃油经济性均排在末位，但至少在国内体系中，拥车成本所占比重较大，

这反映了中国消费者（或评价体系设计者）对这两个指标认知的差距；外观在国内汽车评价体系中十分

重要，排到第 3 位，而在国际评价体系中仅排名第 11，表明中国消费者十分看重汽车的品牌和外观设计。 

表 37   国际汽车评价体系指标评估 

 
Auto Blog 

Motor 

Trend 
美国新闻 

消费者报

告 
Edmunds 评价指标总结 指标评估结果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总使用

次数 

平均重

要性 

总使用次

数+（10-

平均重要

性）  

指标重要

性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

要 

14=最高

得分 
1=最重要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操

纵、加速 
1 6 1 3 3 5 2.8 12.2 1 

安全性 N/A 5 6 4 1 4 4.0 10.0 2 

舒适性：整体/座椅/驾驶舒

适度 
3 N/A 3 N/A 4 3 3.3 9.7 3 

内饰：空间、视野 8 2 2 N/A 6 4 4.5 9.5 4 

可靠性 N/A N/A 7 2 2 3 3.7 9.3 5 

风格：个性化 2 1 N/A N/A 10 3 4.3 8.7 6 

高性价比技术的运用 N/A 3 N/A N/A N/A 1 3.0 8.0 7 

拥车成本：零售价格、保修

期等 
N/A N/A N/A 1 8 2 4.5 7.5 8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

仪表盘、暖气/空调系统 
4 N/A N/A 6 7 3 5.7 7.3 9 

动力性：引擎、传动质量 5 N/A 5 N/A N/A 2 5.0 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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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车门、设计、噪音 7 N/A 4 N/A N/A 2 5.5 6.5 11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纵

便利性 
6 N/A N/A N/A 5 2 5.5 6.5 12 

能量效率：综合/市区/郊区 N/A 4 N/A 7 9 3 6.7 6.3 13 

可信赖度：车辆固有功能的

实现 
9 N/A N/A N/A N/A 1 9.0 2.0 无 

车主满意度 * N/A N/A 5 N/A 1 5.0 6.0 无 

 

表 38   国内汽车评价体系指标评估 

 

J.D. 

Power 

中国汽车

风云榜* 

中国汽车

质量排行

榜 

中国年度

绿色汽车
* 

汽车之家* 指标总结 指标评估结果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重要性 

总使

用次

数 

平均重

要性 

总使用次

数+（10-平

均重要

性）  

指标重要

性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要   

1=最重

要 

14=最高得

分 
1=最重要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

操纵、加速 
1 4 3 3 3 5 2.8 12.2 1 

内饰：空间、视野 8 3 2 2 1 5 3.2 11.8 2 

外观：车门、设计、噪音 7 2 1 1 5 5 3.2 11.8 3 

拥车成本：零售价格、保

修期、电动汽车政府补

贴，保险费用 

N/A 1 N/A N/A N/A 1 1.0 10.0 4 

动力性：引擎、传动质

量、电池质量 
5 N/A 5 5 2 4 4.3 9.8 5 

风格：个性化 2 N/A N/A N/A N/A 1 2.0 9.0 6 

舒适性：整体/座椅/驾驶舒

适性 
3 N/A N/A N/A 4 2 3.5 8.5 7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

统、仪表盘、暖气/空调系

统 

4 N/A 4   6 3 4.7 8.3 8 

能量效率：综合/市区/郊区 N/A 5 N/A 4 N/A 2 4.5 7.5 9 

安全性 N/A 6 N/A N/A N/A 1 6.0 5.0 无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

控的便捷性 
6 N/A N/A N/A N/A 1 6.0 5.0 无 

可信赖度：车辆固有功能

的实现 
9 N/A N/A N/A N/A 1 9.0 2.0 无 

高性价比技术的运用 N/A N/A N/A N/A 7 1 7.0 4.0 无 

品牌认知 10 N/A N/A N/A N/A 1 10.0 1.0 无 

车主满意度：经销商服务

和设施 
11 N/A N/A N/A N/A 1 11.0 0.0 无 

服务：信心、价值、质量 12 8 N/A N/A N/A 2 10.0 2.0 无 

购车体验：交车过程、员

工、经销商设施 
13 7 N/A N/A N/A 2 10.0 2.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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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耐磨性、摩擦力等 14 N/A N/A N/A N/A 1 14.0 -3.0 无 

* 涵盖 EV  
    

表 39 和表 40 展示了国内外不同汽车评价体系的数据来源。除了 5 个（总数 13 个）情形下采用了官

方数据外，国际评价体系的数据一半来自定性报告而非量化的信息。多数情况下，在定性评价前会进行

一个车辆检测，另外一些情形下，由车企或政府网站公示的数据会被评价体系采用。显然，这种评价带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多数评价体系设计者而言，大数据的启用提高了这些主观评价的可

信度。在国内的汽车评价体系中，消费者和专家结合共同打分的情况很普遍，且在通常情况下，专家的

意见会更受重视（除汽车之家外）。但是，关于专家的评选过程、专家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打分方式在多

数情况下并不明确（除第一电动网的中国年度绿色汽车评选外），这有可能反映出一些信誉问题。 

表 39   国际汽车评价体系数据来源总结 

  
AutoBlog Motor Trend 美国新闻 消费者报告 Edmunds 结论 

1 
驾驶性能：刹车、转

向、操纵、加速 

汽车性能、

运行和设计

调研

（APEAL）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杂志和汽车网

站评论 

消费者报告

（CR） 测试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2 安全性 N/A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局

（NHTSA） 

碰撞 测试结果, 

NHTSA 和 高

速公路安全保

险协会

（IIHS） 

NHTSA 和 IIHS、 

碰撞试验结果 
官方数据 

3 
舒适性：整体/座椅/驾

驶舒适性 
APEAL N/A 

杂志和汽车网

站评论 
N/A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4 内饰：空间、车内视野 IQS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杂志和汽车网

站评论 
N/A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5 可靠性 N/A N/A 

车辆可靠性研

究（VDS）和 

新车质量研究

（IQS） 

基于消费者平

均评价结果评

估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6 
风格：个性化、驾驶体

验 
APEAL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N/A N/A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7 高性价比技术的运用 N/A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N/A N/A N/A 官方数据 

8 
拥车成本：购车价格、

保修 
N/A N/A N/A MSRP 

官方指导价、性价

比的主观判断 
官方数据 

9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

统、仪表系统、暖气/空

调系统 

APEAL N/A N/A CR 评估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10 
动力性：引擎、传动质

量 
IQS N/A 

杂志和汽车网

站评论 
N/A N/A 官方数据 

11 
外观：开关门质量、车

身设计 
IQS N/A 

杂志和汽车网

站评论 
N/A N/A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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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

操纵的便捷性 
IQS N/A N/A N/A 专家测试及评论 定性 

13 
能量效率：综合/市区/

郊区 
N/A 

50 资深汽车

行业记者 
N/A 

高速、市区和

郊区工况下的

综合值 

官方数据 官方数据 

 

表 40   国内汽车评价体系数据来源总结 

  
J.D. Power 中国汽车风云榜* 

中国汽车质

量排行榜 

中国年度绿

色汽车* 
汽车之家* 结论 

1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

操纵、加速 

汽车性能、

运行和设计

调研

（APEAL） 

初始阶段，厂家和

消费者评估，最终

阶段，3名专家和

20 余位强势汽车媒

体联盟成员评估 

消费者对某

一款车型的

整体抱怨数

（过去 12个

月的抱怨数/

样本数

*100） 

消费者和专

家评分的加

权平均，后

期专家评分

权重增加 

网站用户志愿

评价 
定性 

2 内饰：空间、视野 
新车质量研

究（IQS）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定性 

3 外观：车门、设计、噪音 IQS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定性 

4 

拥车成本：零售价格、保

修期、电动汽车的政府补

贴 

N/A 同上 N/A N/A N/A 定性 

5 
动力性：引擎、传动质

量、电池质量 
IQS N/A 同上 同上 同上 定性 

6 风格：个性化 APEAL N/A N/A N/A N/A 定性 

7 
舒适性：整体/座椅/驾驶舒

适性 
APEAL N/A N/A N/A 同上 定性 

8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

统、仪表盘、暖气/空调系

统 

APEAL N/A 同上 N/A 同上 定性 

9 
能量效率：综合/市区/郊

区，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N/A 同上 N/A 同上 N/A 定性 

* 涵盖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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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stEV 方法学 

前几章概述了国内外主流的汽车评价体系，尤其是针对电动汽车评估，并且就这些评价体系对电动

汽车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章将对这些评价体系的方法学和评价指标加以提炼总结。 

4.1 方法学概述 

共识发展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存在争议的议题，例如用在国家监管改革和企业部门的决定中 (Fink, 

Kosecoff, Chassin, & Brook, 1984)。该方法论的提出者认为，共识策略有助于创建能够包容更合理、更可

靠的解决办法的结构化环境。主要的共识发展方法包括数值计算法、共识发展会议（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ing, CDC）和 Delphi 法。 

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该方法学在社会服务、政府组织和产业界的应用过程中逐渐成型，它试图为

从目标群体中获取定性信息的过程，提供一套有序的程序 (Fink, Kosecoff, Chassin, & Brook, 1984)。共识

发展会议是一种常用于传递各方信息以及通过开放性会晤形成有效共识的方法。一个典型的开放式自由

会议所能取得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组织、管理和会议资金来源。 

Delphi 法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最初旨在以系统方式获取关于一系列问题的专家意见。所有参与调

查的专家都采用自填问卷邮寄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匿名发表意见。这种调查会进行两轮以上，每轮调查结

果都将通报给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直到专家意见趋于一致，调查才得以最终完成。Delphi 法的主要优

点是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并对个人意见不断塑形（这在公开辩论中很难做到）。专家群体选择的不灵活

以及专家参与的可靠性问题，是其主要缺点 (Sackman, 1975)。 

Delphi 法常用于评价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可用于最佳电动汽车评价体系，构建一个有序且

具有高信誉度的电动汽车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公众参与调查，最终实现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目标。

（步骤 1，图 10）。该标准最终将以在线调查表格的形式予以呈现，中国电动汽车社区的单个用户都可参

与其中（步骤 2，图 10）。它希望能够反映更多的个人意见，而非利益群体（如电动汽车制造商，零售商，

行业的反对者等）的意见。此外，该标准体系的计算方法也会予以阐明（步骤 3，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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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BestEV 方法学发展研究过程 

4.2 BestEV 评选指标 

电动汽车性能指标的设计过程分为两步：综合分析其他已有评价体系（步骤 1，图 10；第 3 章和第

4.2.1 章），然后采用 Delphi 法，借助 iCET 所获得的专家意见以及两轮专家咨询对初始标准进行调整并

确定权重（步骤 3，图 10；第 4.2.1 和 4.2.2 章）。 

4.2.1 初始评价指标 

在第 3 章中所概述的国内外现有汽车评价体系中，二者在汽车性能评价标准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

国内外汽车市场表现出不同的关注点：一个是更关心安全性、可靠性和舒适性，而另一个更关心外部因

素和成本。评价数据的来源也所不同：一个着重于信息和分析，并支持实体间的数据共享，而另一个更

感性、更不透明。然而，评价结果或多或少是相同的，或是建立最佳表现的相对列表，或是五个星级的

相对得分。国内汽车评价的多样性表明，关于消费者购车认知的研究可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而国际汽

车评价所选择的指标似乎更合乎实际。因此，为了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最佳电动汽车评价体系，在初始

阶段国内外评价体系所采用的指标都将纳入考量。 

表 41 给出了基于国际、国内现有评价体系得到的初始评价指标，其比例分别为 40%和 60%。国内汽

车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消费观念的独特性。专门针对电动汽车所做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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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并没有列入 3.3 章以地域划分的汽车评价系统中，但是 BestEV 初始指标将其纳入在内。这些指标独属

于电动汽车，因此与 BestEV 评价系统息息相关。同时，在两类评价体系中共同使用的具体标准将被列入

BestEV 的初始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在运用 Delphi 法时提供给专家进行参考。 

表 41   BestEV 初始评选指标选择过程及结果 

 

国际评估指标  

（约占 40%） 

国内评估指标 

（约占 60%） 
指标评估结果** 

指标评估分级 

 
1=最重要 1=最重要 国际*0.4 + 国内*0.6 1=最重要 

驾驶性能：制动、转向、应急处理、操作灵活

性、提速 
1 1 1 1 

内饰：空间、视野 4 2 2.9 2 

舒适度：整体、座椅、行驶 3 7 5.2 3 

拥车成本：制造商建议零售价、保修 8 4 5.8 4 

风格：个性 6 6 6 5 

外部设计：车门控制、噪声、设计 11 3 6.6 6 

动力性：引擎、档位、电池 
10 5 7.25 7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仪表/仪器，空调系

统 
9 8 8.45 8 

能量效率：综合/市区/郊区工况 13 9 10.8 9 

安全性 2 无 12.2 10 

可靠性 5 无 13.4 11*** 

高性价比技术的应用 7 无 14.2 12***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作简单/复杂 12 无 16.2 13 

服务：信心、价值、质量、服务 无 无 14 14 

购车体验：交易过程、员工、销售环境 无 无 15 15 

可靠性：内部构造，动力总成，功能和配件的

三年保修 
无 无 无 无 

品牌价值 无 无 无 无 

车主满意度：服务及经销商 无 无 无 无 

轮胎：耐久性，摩擦，驾驶等 无 无 无 无 

* 电动汽车专用排名  

** 评价标准的结果中，国际、国内分别占 45%和 55% 

***在针对电动汽车的排名中，即使某一类标准在另一排名中未涉及，也能获得最低分（1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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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外的汽车评价体系有助于了解消费者对传统汽车的看法和喜好，但这些排名对电动汽车的

评估几乎毫无价值。笔者曾参与各种电动汽车的监管研究、电动汽车相关会议和消费者清洁汽车参与项

目，形成了一些关于电动汽车的重要观点。这些潜在标准在表 42 中列出，并将与表 41 中列出的标准加以

合并，以便在运用 Delphi 法时鼓励专家们分享其关于电动汽车消费的个人观点。 

表 42   iCET 推荐的电动汽车评选指标 

标准 评价 

续航里程 充满一次电的行驶里程 

充电便利性 
包括：（一）充电插座类型（例如，交流/直流）；（二）充电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例如，一

个单一的充电供应商或充足的多个供应商，充电灵活性）。 

车载资讯系统 
提示驾驶员相关交通和车辆讯息的硬件和软件（例如，电池状态，消耗率，充电网络及其可用

性，充电路径选择等）。 

轮胎 
包括：（一）由于电动汽车往往比内燃机车重 30%，因而其轮胎要进行相应调整，和（二）应

配套相应的抗冲击系统应配备。 

拥车成本 
包括：（一）购置补贴–国家和地方，（二）充电成本（与每公里汽油费用相比），（三）维修

费用（保险费申请） 

 

4.2.2 Delphi 方法: 专家选择 

如 4.1 节所述，采用 Delphi 法确定电动汽车评选指标，包含两轮甚至更多的专家意见反馈过程。初

始评选指标及其相对重要性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总结。因此，在方法学的建立上，我们首先需要确

定专家候选名单，再据此采用 Delphi 法确定最终的评选指标及其相应权重。 

目前在国内外的主流汽车评价体系中，记者是专家团的重要组成。鉴于国内新闻业的相对从属关系，

记者在 BestEV 的专家团中比重约为 18%。BestEV 的初衷是要根据驾驶员的实际体验来创建较为简单的

评价体系，所以 BestEV 专家团的 28%将由汽车市场和车企人员组成。考虑到评价体系的公益性质，专家

团的 22%的成员为行业组织内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政府部门的专家比例为 7%，产业链相关专家比

例为 11%，汽车领域的学术专家比例占 14%。本报告中纵览了国内外的众多汽车评价体系，类似地，在

确定 BestEV 最终评价指标时，我们也会综合考虑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在专家团组成上，28 位专家中包括

3 位国际专家，25 位国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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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BestEV 方法学专家团组成 

表 43   BestEV 方法学专家名单 

专家 类别 单位 

许心超 政府 北京市科委新能源与新材料处处长（新能源汽车推广主管领导） 

陆象桢 政府 深圳市发改委重大办主任（新能源汽车推广主管领导） 

Cuneyt Oge 行业组织 国际汽车工程学会 2016 主席兼理事长 

张永伟 行业组织 电动汽车百人会（EV100）秘书长 

龚慧明 行业组织 能源基金会清洁交通项目主任、电动汽车百人会成员 

俞振华 行业组织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电池专家 

安锋 行业组织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付于武 行业组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陈全世 研究 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所长、全国汽车标准化电动汽车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贺武 研究 清华大学汽车系副教授 

潘轶山 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成 研究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工作部副主任 

卢琦 市场 青云创投-新能源汽车行业研究经理 

王存 市场 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高级经理 

常春 市场 北汽鹏龙汽车服务贸易股份公司政策研究室高级经理 

王磊 市场 万帮新能源汽车销售事业部 总经理 

Tamara Warren 媒体 The Verge 清洁交通资深媒体人、世界风云车榜评审员 

邱锴俊 媒体 第一电动网（D1EV）主编 

郭晨 媒体 中国汽车报新能源汽车专刊记者 

周剑 媒体 常州日报新能源汽车部主任、记者 

朱丹 媒体 AMS 车评《汽车博览》杂志执行副主编 

罗昊 车企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部总监 

田博士 车企 北汽新能源研究院院长 

邓有成 车企 力帆集团技术顾问（原副总裁） 

7% 

22% 

14% 

18% 

14% 

14% 

11% 政府 

行业组织 

市场 

媒体 

研究 

车企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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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 车企 特斯拉充电与公共政策总监 

蔡蔚 产业链/电机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王振飞 产业链/充电 深圳充电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苏浩 产业链/充电 万帮新能源充电事业部 总经理 

*World Car of the Year， 世界年度风云车 

4.2.3 Delphi 方法: BestEV 评选指标及其权重 

Delphi 方法学第一轮意见征询于 2015 年 10 月 26日-11 月 7 日进行，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具体分析过

程如表 44 所示。 

表 44   Delphi 分析具体过程 

Delphi 第一轮 

第一步 – 获得 50%以上专家认可的指标被认为是有效指标; 2 个及以上的专家提出的新

指标被认为有效 

第二步 – 计算所有有效指标的权重均值，权重小于 2%的指标将被移除 

Delphi 第二轮 

第一步 –获得50%以上专家认可的指标被认为是有效指标; 2 个及以上的专家提出的新指

标被认为有效 

第二步 – 计算所有有效指标的权重均值，权重小于 2%的指标将被移除 

Delphi 法意见征询第一轮所使用的初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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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来源于 iCET 对目前国内外主流汽车评价体系指标的总结，并加入了电动汽车所特有的性能指

标。为方便消费者打分，提高评估的可操作性，iCET 将初始指标分成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类。其中，

定量指标是指可根据汽车制造商提供或官方网站公告数值进行量化评选的指标，这些指标往往是消费者

在购车时比较在意的参数，如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电池容量等。而且，消费者对定量指标的感知能力

较强，比如，任何一个电动汽车消费者都可以理解，续航里程越高的车型，其可驾驶性越好。定性指标

一般是消费者在驾驶汽车时所能产生的主观感知因素，这类因素的评价可能因人而异，如车身颜色、车

内设计风格等。但对于经验较为丰富的车主而言，依然有可能对定性指标参数作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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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BestEV 初始评选指标列表 

  初选指标及说明 Yes/No 权重（%） 理由说明 

示
例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操控、可驾驶性、换挡质量  Yes 10% 
驾驶性能反映车辆相对于其他车型

的路面表现 

定
量

指
标
（

一
般
根
据
车
辆
参
数
确
定
）

 

1 续航里程：每充一次电的行驶里程        

2 加速时间        

3 车身重量       

4 电机功率       

5 电池容量       

6 最大速度       

7 充电时间       

8 能量效率：百公里油/电耗（市区、郊区、综合工况）       

 
 

9（补充）         

 
 

10（补充）         

定
性
指
标

 
 （

一
般
根
据
驾
车
体
验
与
同

类
别

车
型

对
比
确

定
）
 

11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操控、换挡质量       

12 

内饰：座椅空间、车内视野、车内材料质量（如外表和耐久

性）、座椅质量（如靠背舒适性）、驾驶位置、座椅和车轮

位置调整的可用空间 

      

13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控的便捷性、功能控制设置的紧凑

性 
      

14 拥车成本：购车价格、保修期、保险费用       

15 
风格/外观：车辆的个性化设计、能否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

（如配色） 
      

16 
外观与功用（机械性能）：开关门质量、车辆启动/驾驶噪

音、车身设计（如车身长度/宽度/高度、轴距等） 
      

17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带、内置儿童安全座椅空间 、安

全气囊 
      

18 电驱动系统：电机、传动质量       

19 可靠性：汽车的故障率       

20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仪表、暖气/空调系统、高性价比

技术的应用 
      

21 服务：售后服务质量、购车体验、经销商服务和设施       

22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23 充电便利性：充电兼容性（如插座类型）、可用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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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车载资讯系统：提示驾驶员相关车辆信息（如电池状态、耗

电率、充电网络及可及性、充电路线选择等）的软硬件设施 
      

25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耐久性       

26 载物空间       

27         

28         

29         

  总权重（请确保各项权重因子之和为 100%）   0%   

在第一轮的 Delphi 法专家意见征询中，iCET 共收回 28 份来自电动汽车各细分领域知名专家的意见

表具体结果见表 46，可以看出，尽管没有预先统一，28 位专家意见的均值结果使得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各占总权重的 50%。 

“拥车成本”在 Delphi 第一轮征求意见稿中设为定性指标，但专家返回意见显示，建议将其归为定

量指标范畴。在现阶段，电动汽车尽管享有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其价格相对于同级别的传统汽油车仍

然较高，拥车成本仍然是消费者在购车和使用过程中比较在意的参数。因此，iCET 希望，可以将“拥车

成本”拆分为“购车价格”、“保修期”和“保险费用”三个指标，进行第二轮的专家意见征询。此外，

消费者十分关心，同样也是电动汽车最核心的吸引力参数——“续航里程”和“充电时间”，获得较高

的权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消费者最关心电动汽车的哪些指标。制造商们只有不断优化这些参

数，才能提升电动汽车产品在消费者中的认可度，同时塑造自身的品牌价值。此外，有 2 位专家提议增

加“快充时间”指标，该指标是长距离驾驶的必要参数，直接影响电动汽车使用便利性。 

定性指标方面，15 个初始指标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权重级别，其中，“驾驶性能”、“可靠性”和

“安全性”平均权重因子为 6%，在四个级别中具有最高重要性。专家意见在定性指标上有很多分歧，如

有些专家认为“底盘系统”和“载物空间”分别影响汽车的安全性和实用性，赋予其 2-3%的权重，而另

一些专家则认为消费者在购车时根本不会关注底盘系统质量，且电动汽车由于电池占用了较大的空间，

消费者一般不会在意其可用的实际载物空间，没有认可这两个指标。对“品牌感知”指标，23 位国际专

家分别赋予其 5-6%的权重，而国内专家则大都认为，目前电动汽车的发展尚未发展到评估品牌价值的层

面，这也反映了国内外人群不同的消费观念。 

为不影响专家们的选择，第一轮结果充分尊重所有专家的意见，不删除任何指标，仅依据意见对指

标进行调整，供 Delphi 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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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Delphi 法第一轮专家评选结果 

  建议指标及说明 第一轮认可该指标的专家比例 第一轮专家意见权重平均值 

定
量
指
标

 

1 续航里程  100% 12.7% 

2 购车价格 93% 8.2% 

3 慢充时间 86% 6.7% 

4 百公里加速时间  93% 5.4% 

5 百公里油耗 96% 5.2% 

6 最大速度 86% 4.4% 

7 电池容量 64% 3.3% 

8 电机功率 54% 2.1% 

9 车身重量 50% 1.9% 

10* 快充时间 新增指标  0% 

11* 保修期 拆分指标  0% 

12* 保险费用 拆分指标  0% 

 
 

总计   49% 

定
性
指
标

 

13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操控、换挡

质量 
96% 6.4% 

14 可靠性：汽车的故障率 96% 6.0% 

15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带、内置

儿童安全座椅空间 、安全气囊 
89% 5.5% 

16 
充电便利性：充电兼容性（如插座类

型）、可用充电设施 
86% 4.3% 

17 
服务：售后服务质量、购车体验、经

销商服务和设施 
82% 3.8% 

18 

外观与功用（机械性能）：开关门质

量、车辆启动/驾驶噪音、车身设计

（如车身长度/宽度/高度、轴距等） 

79% 2.9% 

19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68% 2.9% 

20 

内饰设计及舒适性：座椅空间、车内

视野、车内材料质量（如外表和耐久

性）、座椅质量（如靠背舒适性）、

驾驶位置、座椅和车轮位置调整的可

用空间 

79% 2.8% 

21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空调系

统、控制、高性价比技术的应用 
7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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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车载资讯系统：提示驾驶员相关车辆

信息（如电池状态、耗电率、充电网

络及可及性、充电路线选择等）的软

硬件设施 

68% 2.7% 

23 
风格/外观：车辆的个性化设计、能否

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如配色） 
71% 2.3% 

24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耐久性 68% 2.0% 

25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控的便捷

性、功能控制设置的紧凑性 
61% 1.8% 

26 电驱动系统：电机、传动质量 46% 1.7% 

27 载物空间 57% 1.6% 

 
 

28* 

智能与网络系统：车联网、物联网、

远程控制、人机对话、自动驾驶等技

术应用。 

新增指标  0% 

 
 

总计   51% 

  权重总和   100% 

 

表 47   Delphi 法第二轮专家评选结果 

  建议指标及说明 第二轮专家认可比例 第二轮专家意见权重平均值 

定
量
指
标

 

1 续航里程  100% 11.8% 

2 购车价格 100% 8.9% 

3 慢充时间 93% 5.9% 

 百公里油耗 96% 4.7% 

4 百公里加速时间  96% 4.6% 

6 最大速度 93% 3.4% 

7 快充时间 78% 2.9% 

8 保修期 74% 2.6% 

9 电池容量 74% 2.3% 

10 车身重量 74% 1.6% 

* 电机功率 56% 1.2% 

* 保险费用 26% 0.4% 

 
 

总计（10 个）   50% 

 

11 可靠性：汽车的故障率 100% 6.8% 

12 
驾驶性能：刹车、转向、操

控、换挡质量 
100% 6.2% 

13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

带、内置儿童安全座椅空间 、

安全气囊 

96% 5.9% 

14 服务：售后服务质量、购车体 9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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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经销商服务和设施 

15 
充电便利性：充电兼容性（如

插座类型）、可用充电设施 
96% 4.4% 

16 

外观与功用（机械性能）：开

关门质量、车辆启动/驾驶噪

音、车身设计（如车身长度/宽

度/高度、轴距等） 

93% 2.8% 

17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85% 2.8% 

18 

车载资讯系统：提示驾驶员相

关车辆信息（如电池状态、耗电

率、充电网络及可及性、充电路

线选择等）的软硬件设施 

89% 2.7% 

19 

内饰设计及舒适性：座椅空

间、车内视野、车内材料质量

（如外表和耐久性）、座椅质量

（如靠背舒适性）、驾驶位置、

座椅和车轮位置调整的可用空间 

89% 2.7% 

20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空

调系统、控制、高性价比技术的

应用 

89% 2.4% 

21 

风格/外观：车辆的个性化设

计、能否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

（如配色） 

81% 1.7% 

*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耐

久性 
74% 1.4% 

* 载物空间 74% 1.4% 

* 

智能与网络系统：车联网、物

联网、远程控制、人机对话、自

动驾驶等技术应用。 

48% 1.4% 

*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控的

便捷性、功能控制设置紧凑性 
70% 1.3% 

* 电驱动系统：电机、传动质量 59% 1.1% 

 
 

总计（11 个）   50% 

  权重总和   100% 

*未达到 50%专家认可比例或权重均值小于 2%的指标 

Delphi 法最终结果中，符合条件的共计有 10 个定量指标和 11 个定性指标，但是被删除的大部分指

标是电动汽车特性指标，因此，iCET 建议应该通过专家咨询会（暨共识发展会议 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ing, CDC）对这几个指标进行重新权衡，详细讨论将在下一节展开。 



 58 

4.2.4 专家咨询会：BestEV 评选指标及权重的最终确定 

参照 Delphi 方法，在 BestEV 评选指标最终结果中，未获得 50%以上专家认可度的指标或权重低于 2%

的指标将被移除，但 iCET 认为，很多电动汽车的特性指标可能会因此而被删除，这对于电动汽车的专业

评估是不利的。因此，iCET 建议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以确定这些指标是否应该被保留。2015 年 12 月 3

日，iCET 在北京举办了“BestEV 专家咨询暨项目启动会”，邀请了电动汽车及其相关领域的二十余位专

家，就 BestEV 评选指标的最终确定进行了意见征询。 

     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对 BestEV 评估方法学的总体评价以及确定未获得 50%以上专家认可度或权重

低于 2%的评选指标的有效性。表 48 是专家咨询会需要讨论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表 48   BestEV 专家咨询会讨论的定量和定性指标 

指标建议及说明 
初始指标重要

性分析结果 

Delphi 法获得的

平均权重 (%) 

BestEV 第一阶段指

标权重 (%) 

定量指标 

2 拥车成本 N/A 8.9% 
删除，但最终作为车

型分类的依据 

* 电机功率 4 1.2% 删除 

* 保险费用 N/A 0.4% 删除 

11+ 实际续航里程 N/A N/A 
新增指标，最终权重
12% 

12+ 实际慢充时间 N/A N/A 
新增指标，最终权重
6% 

13+ 实际快充时间 N/A N/A 
新增指标，最终权重
4% 

14+ 低温条件下的电池衰减 N/A N/A 最终权重 5% 

定性指标 

16 
外观与功用（机械性能）：开关门质量、车辆启动/驾驶噪音、车

身设计（如车身长度/宽度/高度、轴距等） 
6 2.8% 

与“风格/外观”指

标合并 

20 
车内硬件配置：音响系统、仪表、暖气/空调系统、高性价比技术

的应用 
10 2.4% 与“内饰”指标合并 

21 
风格/外观：车辆的个性化设计、能否依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如

配色） 
5 1.7% 最终权重 10% 

*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耐久性 15 1.4% 最终权重 3% 

* 载物空间 16 1.4% 最终权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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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与网络系统 N/A 1.4% 
与“车载资讯系统”

合并 

*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操控的便捷性、功能控制设置的紧凑性 3 1.3% 
与“内饰”“车内硬

件配置”指标合并 

* 电驱动系统：电机、传动质量 8 1.1% 删除 

经过专家们热烈的讨论，对 BestEV 方法学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根据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电动汽车车型按照价格区间（补贴前）划分为三类：豪华型（40 万以上，

如特斯拉、宝马 i3）、标准型（20-40 万，如腾势、比亚迪 e6）、经济性（10-20 万，如江淮 iEV

系列）； 

 不同价格区间的电动汽车车主关注点有所差异，为更好地实现有效评估，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

标权重调整为各占 100%（之前各为 50%）； 

 给予 5%的预留权重分配给消费者关注的其他重要指标，如寒冷地区的电池衰减指标； 

 针对不同价格区间的电动汽车，最终评选时，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占比可进行调整，豪华车主

对性能感受更注重，给予定性指标更高的比例；经济性车主更注重行驶里程等定量指标，给予

定量指标更高比例，初步确定为：豪华型 40:60，标准型 50:50，经济型 60:40 

基于专家委员会讨论，iCET 确定了最终 BestEV 第一阶段的评估指标，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基于专家咨询会确定的 BestEV 第一阶段评估指标 

建议指标及说明 

权重（%）

（Delphi

最终结果） 

最终权重设置理由 

定量指标（官方数据） 

1 续航里程 12% 
电动汽车性能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亦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直接影

响购车行为 

2 百公里加速 12% 
衡量电动汽车的动力性能，影响驾驶体验，但现阶段大家对该指标要求

比较低 

3 百公里电耗 12% 
该指标关系到能源消耗与充电频率，影响用车经济性和节能效率，但由

于电动汽车与汽油车成本相比，节能明显，现阶段消费者关注度不高 

4 最大速度  8% 
目前国家标准要求不高，但影响驾驶体验，且高速公路行驶有 130km/h

最低速度要求 

5 保修期 7% 
消费者比较在意和关心的指标，但目前电动车核心模块保修时间已经很

长 

6 慢充时间 6% 
衡量电池技术水平，决定整车的使用效率，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之

一；如果慢充在晚上进行，对消费者用车影响不大 

7 电池容量  6% 主要影响续航里程，但消费者不会直接关注该指标 

8 车身重量  6% 车身轻量化反映其技术的先进性，影响汽车动力性和经济性，也影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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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但消费者关注比较度低 

9 快充时间 4% 消费者使用过程中比较在意的参数，会影响用车效率和用车的便捷性 

定量指标（消费者实际数据） 

10 实际续航里程 12%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续航里程数，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体验；如消费

者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11 实际慢充时间 6%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慢充时间，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效率；如消费者

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12 实际快充时间 4% 
电动车主报告的实际快充时间，实际影响消费者的用车效率；如消费者

手上没有实际数值，则评价系统自动默认为“3 星” 

* 低温条件下的电池衰减 5% 此项可作为加分项，受低温影响较大的车主重点考虑此因素 

小结：定量指标 100% 
 

13 可靠性: 车辆故障率 14% 
反映动力系统变化的持久性和各零部件的性能及一致性，影响驾驶体

验，同时影响消费者购车选择 

14 
驾驶性能: 刹车、转向、操

控、换挡质量 
12% 影响消费者的驾驶体验和感受，是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 

15 

安全性:防抱死系统、安全

带、内置儿童座椅空间、安

全气囊 

12% 
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之一，如电动汽车电系统起火，且国家有强制性要

求。 

16 
服务:  售后服务质量、购车

体验、经销商服务和设施 
10% 

反映服务便捷性和及时性，与品牌关联度大；影响整体使用体验，也是

创新的方向，但普通消费者容易受到各类外界信息影响 

17 

内饰及硬件配置:车辆日常使

用性能；座椅空间、车内视

野、内部配件材质、座椅质

量等  

10% 整车综合性能参数，消费者关注度会逐渐增加 

18 

外观品质：开关门质量、车

辆启动/驾驶噪音、车身设

计 

10% 影响电动汽车的实际细节使用，年轻消费群体更为在意 

19 
充电便利性: 充电设施兼容

性、可用充电设施 
8% 影响用车体验，但也与目前的配套设施和技术发展紧密相关 

20 

车载资讯及智能网络系统：

提示驾驶员相关车辆信息的

软硬件设施；车联网、物联

网、远程控制、人机对话、

自动驾驶等技术的运用 

8% 电动汽车的优势配置，其重要性会逐渐增加 

21 品牌感知和认同：品牌价值 5% 
受可靠性、安全性、服务等外部评价影响较大，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倾向 

22 
底盘系统质量：减震系统、

耐久性 
3% 

车辆基本要求，影响安全性和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消费者一般不直接关

注 

23 载物空间 3% 影响车辆实用性，但现阶段消费者对电动汽车该性能关注一般 

* 其他消费者认为重要的指标 5% 此项可作为加分项，消费者可选择自己更关注的其他指标 

小结：定性指标 100%   

总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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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estEV 评价分值计算 

本节通过对 BestEV 评估指标评分进行图例示意，以确定最终的评估方法。 

对于定量指标，iCET 将收集目前在售电动汽车车型的定量参数，按照优劣顺序排列，并根据相应比

例划分出 1-5 个星级等级，具体过程及得分如表 50 所示。其中，定量指标参数依据每年的实际值进行更

新。 

表 50    BestEV 定量指标评估方法（基于 2014 年数据） 

建议指标 最优水平 
⋆⋆⋆⋆⋆ 

较优水平 
⋆⋆⋆⋆ 

中等水平  
⋆⋆⋆ 

中等偏下水平 
⋆⋆ 

较差水平 
⋆ 

示例 最大速度 (km/h) 180-225 150-180 110-130 80-110 50-80 

定性指标评估则采用消费者打分的形式，基于其亲身体验和感受评出 1-5 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

车辆的性能越好。由于定性指标评估具有主观性，BestEV 评价体系将分别对每个定性指标评级进行图示

分析（图 12），以便使消费者意见趋于一致，评选出真正性能优良的电动汽车。 

 

图 12  BestEV 定性指标评级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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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正积极推广更加清洁环保的电动汽车，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经济扶

持。但由于现阶段电动汽车相关技术体系不成熟，消费者对电动汽车购买存在一定的疑虑，极大地限制

了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此，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开发了一套基于消费者亲身体验的电动汽

车评估体系——BestEV，以帮助消费者更多更快地了解电动汽车，从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落地发展。 

BestEV 评估方法学是在综合考虑目前国内外主流的汽车评价体系评选指标后，加入了电动汽车特性

指标，并通过 Delphi 法进行了两轮专家意见征询，最终经过专家委员会讨论，确定了第一阶段（2016 年

度）的评估指标及方法。 

因此，BestEV 评估体系的特点在于：评选指标全面覆盖电动汽车特性，且每个指标具有相应权重；

以消费者实际驾驶体验为核心，综合评估电动汽车的表现；评估方法学的确定采用 Delphi 法进行，公开

透明，考虑了不同行业专家的综合意见和建议。 

经过两轮 Delphi 法意见咨询和专家咨询会讨论，BestEV 第一阶段最终评选指标包含了 12 个定量指

标和 11 个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评价分别进行，各自拥有 100%的权重。其中，为增大消费者

意见权重，定量指标中涵盖了“实际续航里程”、“实际慢充时间”和“实际快充时间”三个消费者主

导的指标，并预留出 5%的权重，便于消费者填写其认可的其他重要指标。定性指标中，对相近指标进行

合并，以降低消费者评估过程的难度。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评估如表 50 和图 12 所示。 

为保证评估的合理性，根据专家咨询会最终建议，将按照价格区间（补贴前）对市场上的主流电动

汽车车型进行划分：豪华型（40 万以上，如特斯拉、宝马 i3）、标准型（20-40 万，如腾势、比亚迪

e6）、经济型（10-20 万，如江淮 iEV 系列）。不同类别车型在进行评估时，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对最终

得分的贡献率不同，初步确定为：豪华型（定量：定性=40:60），标准型（定量：定性=50:50），经济型

（定量：定性=60:40）。 

BestEV 示范应用评估将于 2016 年展开，下一阶段方案（2017-）将基于第一阶段方案（2016 年度）

评估情况、并根据行业进展组织专家委员会讨论，修订调整，同时，也会综合考虑消费者对指标的意见。

iCET 希望通过 BsetEV 评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和了解电动汽车，真正促进电动汽车的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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