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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化规划蓝图：奥迪全面迈入电动出行时代

英戈尔施塔特，2019 年 10 月 8 日——奥迪正在全面转型为电动出行服务提供商。到

2025 年，四环品牌计划推出 30 余款电动化车型，将占总销量的 40％。为此，奥迪始终如

一地追求可持续移动出行之路。相应地，奥迪在采购及生产领域也将进一步满足可持续发展

相关标准。奥迪 e-tron 在开发和生产过程中累积的技能和经验将广泛运用于未来众多纯电动

车型项目。奥迪将通过全面培训及多向发展等理念，为上述行动提供有力支持。 

 

始终如一发展电动化 
 

奥迪正努力成为综合型、碳中和的高端出行提供商，持续引领发展。为此，奥迪将持续加速其电动化

进程，推进集团范围内的全面减排。到 2025 年，奥迪车型的碳足迹将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减少

30％。未来，四环品牌还将把二氧化碳排放量计入投资回报率这一主要财务控制参数，可持续性管理

措施将使得投资回报率提高到 21％以上。 

 

随着大众汽车集团持续关注电动出行，四环品牌也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使得各类车型满足

高端客户的实际需求。奥迪在大型车细分市场中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随之而来的是对车型动力

性能及长途出行用车的需求。为此，除了纯电动汽车外，奥迪将大力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始终如一以客户为核心 

 

现代高端客户越来越关注可持续性移动出行。正因如此，在奥迪全新的品牌战略中，电动车型成为了

核心基石之一，这也是“始终如一以客户为核心”的重要举措。未来，奥迪将把营销预算的 50％用于

电动出行领域。奥迪旨在通过全新的驱动方式，为客户打造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全情投入、燃烧激情。

奥迪的播客视频——“未来属于电动化”（The Future Is Electric）已迎来第二季，最近该播客斩获

汽车类别中的“世界媒体奖”（World Media Award），成为全新品牌策略的成功范例。 

 

奥迪的合作伙伴遍布全球，他们是新技术的关键传播大使。为了全面迎接奥迪 e-tron 上市，数月以来，

奥迪经销商们一直在规划充电设施。同时，奥迪为全球 9,500 多名国际经销商员工提供了培训。四环

品牌还将通过创新的虚拟现实（VR）培训技术，保障客户获得最佳服务：来自 40 多个区域市场的服

务技术人员利用专门开发的 VR 培训课程，来熟悉奥迪 e-tron 高压电池的详细信息。 

 

除产品本身外，品牌体验对高端客户而言也日益重要。电动化车型的生态系统更是至关重要。正因如

此，奥迪为客户提供奥迪 e-tron 充电服务。该服务在欧洲 80％的充电站均可使用，覆盖 20 个欧盟

国家，220 个充电服务提供商的 110,000 多个公共充电站。无论是交流充电还是直流充电（11 千瓦

或 150 千瓦），客户只需要一张卡就可以获得优质服务。充电结束后，通过用户帐户自动计费。奥迪

即将推出的 Plug & Charge（即插即充）服务可使奥迪 e-tron 通过加密程序在充电终端自动授权并启

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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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充电的情况下，奥迪客户的住所和车库还可以使用大众汽车 Naturstrom，这是由 100％可再

生能源产生的绿色电力。如有需要，当地的奥迪服务合作伙伴将安排电工技师检查客户车库中的电源，

并安装充电连接设备。 

 

智能充电系统可以选装，选装该系统后仅需四个小时就能充满奥迪 e-tron。智能充电设备可配合家庭

能源管理系统，实现智能用电：在最大功率充电的情况下，奥迪 e-tron 智能充电系统将考虑家庭其它

用电设备的需求，以免造成家庭电源过载。客户还可自定义优先充电，例如在电价便宜时充电。如果

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系统，则将主要使用太阳能系统为电动车充电。充电管理系统甚至会将预计日照时

间段纳入考虑。 

 

跨品牌目标：充电基础设施广泛覆盖 
 

从客户车库到与 Ionity 合作再到全电网覆盖：2017 年，大众汽车集团携手奥迪、保时捷、宝马、戴

姆勒和福特，联合建立了欧洲直流快速充电网络——Ionity。预计到 2020 年，将建成 400 个大功率

充电站，遍布 25 个国家/地区，且充电站间隔距离不超过 120 公里。除了加盟 Ionity 集团外，奥迪

还开展了与能源集团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合作，共同探索并测试新的模型，从而为纯电动汽车客户提供

可靠、全面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在奥迪的电动出行生态系统中，支持本地电网，避免电网过载也是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奥迪品牌与能源供应商和能源服务提供商一起，合力研究智能家庭网络和“智能

电网”，推动奥迪 e-tron 车型积极参与能源转型。目前，初始模型测试已得到可喜成果，包括将进一

步考虑客户的成本。 

 

可持续发展贯穿全价值链 
 

随着公司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制定，奥迪也设定了相应目标：降低从供应链、生产到奥迪车型的

使用及再利用的整个车辆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此外，奥迪的目标非常明确，到 2050 年全面实现整个公司的碳中和。 

 

在奥迪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中，供应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针对电动汽车。奥迪正紧锣密鼓地

与合作伙伴开展对话沟通，以期在全价值链上，共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18 年底，奥迪在采购

层面发起了二氧化碳削减计划，并召集供应商举行了 30 多场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主题的研讨会。

初步成果表明，合作伙伴可以减少排放，特别是通过材料循环使用形成闭环、使用绿色电力、大量使

用二次材料和回收物来减少排放。奥迪的行动将首先聚焦生产过程能耗高的零部件，其中包括高压电

池和铝制部件。奥迪已经要求电池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绿色电力，并在采购规则中明确了这一要

求。 

 

作为高端汽车制造商，奥迪在铝材料的可持续处理方面也在持续努力。2018 年 10 月，奥迪成为首个

获得由全球铝业管理倡议（Aluminium Stewardship Initiative，简称 ASI）颁发的“性能标准证书”

（Performance Standard）的汽车制造商。ASI 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续性标准。“性能标准证书”证明

奥迪 e-tron 的电池壳体的铝制组件的制造与安装符合 ASI 可持续性要求。奥迪也计划与同样获得 ASI

认证的合作伙伴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例如，自今年 7 月以来，铝材生产商 Hydro 一直在为四环品牌

首款纯电动车型的电池外壳提供环保铝板。从今年底开始，Hydro 将为奥迪 e-tron 专门提供经 ASI

认证的铝板。 

 

此外，奥迪正在遵循循环经济原则，循环利用材料，减少用铝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早在 2017 年，

奥迪就已在内卡苏姆工厂引入了“铝闭环”理念（Aluminum Closed Loop）。冲压车间产生的铝板

废料会直接返还供应商，由供应商进行回收。奥迪在生产过程中，也将使用经过回收处理的铝板。如

此一来，仅 2018 年，奥迪就实现了约 90,000 吨二氧化碳减排，减排量比去年增加 30％。自 2020

年起，奥迪将逐步在其它工厂推广铝闭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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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高效地确保供应链可持续性，四环品牌在 2017 年推出了可持续性评级，用于评估供应商是否遵

守社会和环境标准。除要求自我披露外，还可进行现场检查。自今年 7 月以来，可持续性评级（S 评

级）还增加了合规性检查。与此同时，可持续性评级成为是否签订合同的强制标准。这意味着，供应

商只有在满足特定社会、环境和合规标准时才可能获得采购订单。该评级将在整个大众汽车集团推广。 

 

与此同时，奥迪还参与了各类环境保护倡议。例如，奥迪是全球电池联盟（Global Battery Alliance）

的成员。该联盟旨在保护电池原材料开采中的人权和社会标准，并探索锂电池的再利用解决方案。 

 

碳中和生产 

 

奥迪坚信电动汽车的碳中和生产是可持续移动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布鲁塞尔工厂在碳中和方面

处于领先水平：自奥迪 e-tron 投产以来，布鲁塞尔工厂就已经实现碳中和。主要举措包括使用绿色电

力（2012 年该工厂就已经开始使用绿色电力），安装所在地区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系统。位于布

鲁塞尔的奥迪工厂通过使用沼气满足采暖需求。从总体来看，该工厂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每年可实

现多达 40,000 吨的二氧化碳减排。对于不可避免的排放，奥迪制定了补偿方案进行弥补。奥迪正在

全面推广该战略：到 2025 年，所有奥迪工厂都将完全实现碳中和。 
 

电池回收与再利用 
 

奥迪和大众已开始探索如何处理废旧高压电池。电池使用多年后会出现一定程度老化，导致储电能力

一定程度降低，但是这样的电池但仍可用于静态使用。在众多可能的应用场景中，奥迪目前主要在进

行两项试点：废旧电池将在英戈尔施塔特工厂的叉车和牵引车中使用，以及在柏林地区的校园中将电

池用作固定能量储存部件。 

 

奥迪和比利时的回收及材料技术机构 Umicore 开发了用于高压电池元件的闭合回路，该战略研究合作

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其目的是重复利用仍有价值的电池材料，例如钴和镍，并将其用于新的高压电

池。 
 

极致灵活：电动化车型的生产 

 

随着奥迪 e-tron 在布鲁塞尔工厂的投产，四环品牌全面迈入电动时代。经过深度现代化之后的布鲁塞

尔传统生产基地已焕然一新，成为欧洲最先进的电动车型生产基地之一。电动驱动系统由奥迪位于匈

牙利杰尔的发动机工厂提供，布鲁塞尔工厂也已建立了自己的电池工厂。目前，布鲁塞尔工厂生产奥

迪 e-tron 的许多经验已纳入新的纯电动汽车项目中。 

 

在今后的电动车型生产中，奥迪将充分发挥集团内部的高度灵活性和高价值协同效应：例如，与保时

捷合作开发了用于大型电动汽车的 PPE 高端电动车平台（Premium Platform Electric），将在现有

工厂生产基于 PPE 平台开发的高端车型。车辆生产将基于标准化的工厂结构，车型可快速转产到其它

工厂。 

 

针对小型车型，奥迪充分利用 MEB 模块化电驱动平台实现协同效应：纯电动 A 级 SUV 车型——奥迪

Q4 e-tron 概念车的量产版本将在大众汽车茨维考工厂与大众、西雅特等品牌车型共同下线。量产平

台的资源共享将使未来的走量车型实现大批量高效生产。基于 MEB 模块化电驱动平台开发的车型最重

要的零部件由大众汽车集团零部件工厂生产，主要布局在卡塞尔工厂（驱动模块）、萨尔茨吉特工厂

（电机零件）和布伦瑞克工厂（电池和悬架零件）。 

 

奥迪 e-tron GT 概念车的量产车型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该车型将于 2020 年底在内卡苏姆附近

的伯灵格霍夫与奥迪 R8 一起下线。尽管打造传统燃油高性能跑车仍需要大量人力，但即将投产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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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GT 车型在总装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已非常高。两款车型将经过同一条总装线和头顶的传送带。该总

装线目前正在扩展，从 20 个循环增至 36 个循环。车辆的特定电气元件（例如电池系统、驱动系统或

热量管理系统）已通过特殊的预装配中准备完毕，后续作为成品模块安装在装配线上。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根据各自所在产品线，将与燃油版车型在相同工厂生产：奥迪 A3 Sportback e-

tron 将在英戈尔施塔特生产；奥迪 Q5 TFSI e 将在墨西哥圣何塞州齐亚帕生产；奥迪 Q7 TFSI e 将在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生产；奥迪 A7 TFSI e 和奥迪 A8 TFSI e 将在内卡苏姆生产；奥迪 A6 TFSI e

也将很快投产。奥迪目前在中国本地生产两款电动车型：奥迪 A6L e-tron 和奥迪 Q2L e-tron。奥迪

e-tron 将于 2020 年实现本土化生产。 

 

紧跟潮流：带领员工迈向电动出行之路 
 

在电动出行领域，奥迪还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奥迪将聘请更多专家，同时培养内部专业

人员，使奥迪员工为未来的移动出行做好准备。具体而言，培训预算将从每年 6000 万欧元增加到每

年 8000 万欧元，增幅超过三分之一。 

 

奥迪携手英戈尔施塔特应用技术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 Ingolstadt）为动力总成开发人员设

计了电动汽车培训课程。奥迪工程师可在大学进行电动汽车领域的知识拓展，提高战略和技术能力。

来自奥迪的培训专员和教育专家与英戈尔施塔特应用技术大学的教授共同合作，针对奥迪的要求量身

打造了在职资格认证体系。现场活动和自学阶段在三个半月内交替进行。奥迪动力总成开发人员学习

的内容包括“电机及高性能电子电器”或“电动车和储能概念”等。首批动力总成开发学习者于

2017 年初完成了培训。 

 

奥迪还在青年人才计划中始终如一地贯彻电动出行理念。例如，奥迪不断优化培训以适应技术进步，

并在必要时开发新的职位类别。2014 年，奥迪推出了新的工种——“系统及高压技术人员”。从那

时起，大约有 700 名年轻员工在英戈尔施塔特和内卡苏姆开始或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学习。完成学习后，

他们通常被派往不同的生产领域工作，例如数据分析或者将他们的技能应用到技术开发或量产前中心

的研讨会中。2018 年，奥迪发起了新的资格证书认证——“电池技术合格技术人员”，其目标是保

障高压电池的生产和质量。奥迪在全球其它地方也在开展类似活动，根据具体需要针对特定国家/地区

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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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媒体资料，请登录奥迪中国新闻中心： 

 

 

–完– 

 

关于奥迪 

 

奥迪集团凭借奥迪、杜卡迪以及兰博基尼品牌，成为最成功的高档豪华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商之一。奥

迪集团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 100 多个市场，并在全球 13 个国家设有 18 个生产基地。奥迪汽车股份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包括奥迪运动有限公司（德国内卡苏姆）、兰博基尼汽车股份公司（意大利圣亚加

塔波隆尼）和杜卡迪摩托控股股份公司（意大利博洛尼亚）。 

 

奥迪集团 2018 全年向客户交付了 181.2 万辆奥迪品牌汽车、5,750 辆兰博基尼跑车以及 53,004 辆

杜卡迪摩托车。奥迪汽车股份公司 2018 财年的总销售额达到 592 亿欧元，不计特殊项目，经营利润

达 47 亿欧元。集团目前在全球的员工总数约 90,000 人，其中约 60,000 人在德国。奥迪专注为未

来出行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