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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对新能源车态度的转变

“新冠疫情后，汽车市场销量受到

• 新能源车品牌形象

一定影响，而新能源车逆势增

• 新能源车购买动因
• 新能源车购买担心方面

长。国家利好政策不断加码，传

• 纯电动车价格接受度

统车企、造车新势力、跨界玩家

• 试驾新能源车渠道

纷纷进入新能源领域，力争进入

2020年新能源汽车发展回暖。在技术进步、政策支持、资本青睐、充电桩日益完善的
背景下，消费者的环保观念也逐步增强，同时，对于新能源车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
本报告探索了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试驾渠道、新能源车的品牌形象及购买动因、对纯
电动车的价格接受度以及忧虑点等。了解新能源车主对新能源车态度的改变不仅来自

产业变革快车道。新能源品牌形
象加剧分化。新造车势力正通过
引领科技感和用户体验，与传统
豪华品牌新能源车的品牌价值进

于汽车产品本身，也与其销售模式、品牌活动紧密相关，更有助于品牌制定差异化的

行博弈。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性

营销策略。

能和智能化的认同感进一步提
升，并认为拥有新能源车具有环
保、潮流和有面子等意义。”
– 袁淼，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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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车新车销量连续两年超百万辆
• 新能源车市场由补贴驱动转为市场驱动
• 纯电动车份额进一步加大，特斯拉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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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5: 欧拉好猫乐活局，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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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碳排放并增加续航里程
数据26: 麦格纳全新电动驱动系统
• 太阳能车顶可用于未来出行
数据27: 聚碳酸酯太阳能车顶
• 眼球追踪眼镜跟踪驾驶员注视方向让驾驶更安全
数据28: 驾驶员眼球追踪眼镜
• 座舱监控系统防止儿童被遗忘在车内
数据29: 座舱监控系统使用场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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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对NEV态度，2021年4月
• 年长消费者更认可新能源车的面子感和时尚感
数据33: 对NEV态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4月
• 新能源车的性价比更受到高预算意向车主的认同
数据34: 对NEV态度（按购车预算），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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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品牌形象
• 特斯拉领跑科技和体验的创新形象，BBA新能源车的品牌实力犹在
数据35: NEV品牌形象，2021年4月
• 特斯拉的商圈中心体验店模式在一线城市效果明显
数据36: NEV品牌形象（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4月
• 男性新能源现有及意向车主对造车新势力更加看好
数据37: NEV品牌形象（按性别区分），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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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购买动因
• 环保意识成为继经济性之后的第二大购买动因
数据38: NEV购买动因，2021年4月
• 新能源车智能网联功能对年轻的新能源现有和意向车主吸引力更大
数据39: NEV购买动因（按年龄区分），2021年4月
• 环保和趋势因素在一、二线城市中影响力更大
数据40: NEV购买动因（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4月
• 高收入的新能源现有和意向车主更注重保养和上牌便利性
数据41: NEV购买动因（按家庭收入区分），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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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航和充电问题的改善仍未达到大众期望

同主题过往报告

数据42: 购买NEV担心方面，2021年4月
• 年轻的新能源现有和意向车主的用车场景更丰富，因而更担心续航
里程
数据43: 购买NEV担心方面（按年龄区分），2021年4月
纯电动车价格接受度
• 传统豪华品牌价值作用在新能源车上的影响仍很大
数据44: BEV价格接受度，2021年4月
• 年长新能源车主对特斯拉接受度更高
数据45: BEV价格接受度（按年龄区分）—— 特斯拉，2021年4月
• 比亚迪在低线城市拥有国产品牌优势
数据46: BEV价格接受度（按城市线级区分）—— 比亚迪新能源，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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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驾体验并未成为推动新能源车购买驱动因素
数据47: 试驾新能源车渠道，2021年4月
• 口碑成吸引意向新能源意向车主的重要因素
数据48: 试驾新能源车渠道（按新能源车主类型区分），2021年4
月
• 低线城市的消费者试驾更难
数据49: 试驾新能源车渠道（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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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51: 纯电动乘用车市场总销售量，中国，2015-2025年
数据52: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市场总销售量，中国，2015-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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