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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长坡厚雪好赛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一度被诟病缺乏核心技术，

产业链、供应链竞争能力不强。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专门对产业链、供应链作出指示：“一是要拉长长板，巩

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二是要补齐短

板，就是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

应体系……”他明确表示要“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

域的全产业链优势”。

继跨界造车之后，融合发展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趋势，也是

“拉长长板、补齐短板”的重要抓手。新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已经明确“融合开放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特征”，并部署了

五大战略任务，分别涉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开放合作。

能源电力行业如何抓住这一机会，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深入探

索，通过创新发展融合汽车、信息和交通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实

力？本期封面策划将从充换电基础设施、智慧车联网平台、换电模式空间、氢能

供应体系和循环综合利用等方面尝试给出解答。

文／本刊编辑部

——新能源汽车产业新方向

融合开新局

2020 / 12  总第144期 / 23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2



24 / 能源评论  Energy Review

成长的烦恼
回顾和总结前十年的发展经验，

可以为谋划下一个十年发展、提出

“十四五”发展目标、通盘思考充换电

设施行业的发展愿景提供借鉴。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新能源

汽车示范运行开始至今，我国电动汽

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

保障了电动汽车从示范运行到产业化

初期的转型发展。如今，充换电设施

网络体系初步形成。截止到2020年10

月，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66.65万

台，充电站4.33万座，换电站528座，

配建私人充电桩数量83.11万台，实现

公共充电总电量7.12亿千万时。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广高速、

京沪高速等地区已经形成充电服务网

络，建成了世界上充换电设施数量最

多、辐射面积最大、服务车辆最全的

充换电设施体系。

在充电技术水平迅速提升、产品

质量不断提高、标准体系逐步完备的基

础上，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基础

设施领域，产业生态圈也在逐渐形成。

电力、电工、汽车、公交、石油、房地

产、互联网等行业都在积极开拓充换电

设施市场，形成了“互联网+充电”的

产业生态。

当然，尽管我国充换电设施建设

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也暴露出一

系列问题，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发展指南（2015~2020年）》规划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没 有 达 到 发 展 指 南 的 预 期 。 和

2015年提出的新增充换电站超过1.2万

座、分散充换电设施超过480万个、满

足全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规划

目标相比，建设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充电服务

的商业模式还没有明晰，单靠充电服务

作为主要盈利收入的商业模式远远不能

弥补重资产特点下的充电服务市场建设

和发展，充电运营商普遍处于盈利水平

线以下。充电站找地困难、成本高、转

供电问题等长期困扰充电服务运营商。

充换电设施规划布局不合理，充电桩的

建设布局呈现结构化的矛盾。电动汽车

充电着火事件也影响着运营商的运营信

心。

充电体验亟待提升。充电便捷性

不高、充电时间长、油车占位、充电设

施破损、小区建私桩困难、充电互联互

通不足、充电安全担忧等问题一直是车

主对电动汽车使用吐槽的热点。

协调发展急需加强。整车企业与

充电企业之间，充换电设施布局与城

市规划布局、配电网建设规划之间缺

乏有效衔接；还存在电动汽车充电系

统要求与充换电设施现状不一致的地

方，既影响了电动汽车新产品的发

布，也影响了充电桩的利用率。下一

步充换电设施的大规模应用，必然对

电网的规划发展发起新的挑战。

上述问题表明，我国的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发展还处于发展初级阶

段，产业发展处于快速上升期。究其

原因，是因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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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问题只是“发展”中

的问题，是属于成长的“烦

恼”，也只有靠发展才能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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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的编

制是基于2014年前后时期的技术状态

和产业状态制定的，随着新能源汽车

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技术

快速迭代，产业竞争加剧，车辆政策

变化也在不断发生，基础设施行业的

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趋势。这些情况

也说明，当前的问题只是“发展”中

的问题，是属于成长的“烦恼”，也

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

新目标新定位
站在当下时间节点，讨论新能源

汽车基础设施如何融合发展，应该站

在国家“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大格局角度考虑未来发展，服从于充

换电设施的服务对象、所处经济社会

环境以及能源等行业的“十四五”发

展规划，才能让充换电设施行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

一要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充换电设施的规划目标要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目

标相适应，满足电动化、网联化、智

能化、共享化为特征的新能源汽车技

术转型发展趋势。作为基础设施，还

必须保持一定的适度超前。

二要构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充换电设施作为城市的新型基础设

施，要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建设

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优化充换电设

2020年10月全国规模化运营商26家 （充电桩保有量≥100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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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 电 动 汽 车 充 换 电 设 施 发

展正处于技术快速迭代升级、产业升

级的过程中，与汽车、城市、电网互

动密切。在制定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

“十四五”规划时，需把握以下五个方

面的关系。

一是市场作用与政府管理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充换电设施建设

和发展也需要发挥市场“看不见的

手”的作用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

作用。在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补贴

中，政府应重点支持那些充换电设施

网络建设的需要，对那些当前不盈

利，一般充电运营商不愿建设，但对

于充换电设施网络建设至关重要的节

点、薄弱点予以重点支持，例如在高

速公路、城乡接合部、农村等地的充

换电设施建设和运营，要补齐充换电

设施网络建设短板；而对于竞争性充

电场站，可发挥市场机制，实现充换

电设施的规划选点优化。对于充电互

联互通，不能采用行政化的手段简单

化、短期化解决，而应发挥行业力量

加强引导，实行行业自律。政府的充

换电设施监管平台应定位在安全监

管、规划落实、行业发展等方向，并

支撑项目审批与补贴发放等管理流

程，为车主提供的充电服务业务应由

各充电运营商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优胜

劣汰。要强化小区桩建设、公共桩规

划（保障用地）等方面的政府职责，

进一步明确推动建设主体责任，发挥

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正

处于技术快速迭代升级、产

业升级的过程中，与汽车、

城市、电网互动密切。

施布局，将充换电设施与城市交通设

施建设、城市规划更加紧密地结合起

来，统筹车流、人流、停车、充电需

求，实现科学布局、精准布局，有效

提高充换电设施利用率。

三 要 助 力 能 源 体 系 转 型 升 级 。

充换电设施既是电动汽车能源供给的

提供方，也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安全新战略、构建十九大提出的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新能源体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四要构建国际国内市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在做大做强国内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市场的同时，必须支撑和

服务我国电动汽车和充换电设施的国

际市场开拓，要站在国际国内市场双

循环角度审视和选择我国的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及技术路线，提高国际标

准站位。

需把握五大关系
当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发展指南（2015~2020年）》正在开

展编制，结合充换电设施建设和发展

中的经验，应重点考虑车桩比、布局

结构、重点场景、互联互通和商业模

式等方面的问题。从政策、技术、市

场等层面着手，促进能源与信息、交

通等行业联手合作，推动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基础设施“拉长长板、弥补

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促进

充换电服务提质增效，建立融合发展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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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低压化、充电保护控制薄弱等状

况，应加大商用车充电设施的建设布

局，为相关领域实现电动化提升提供

保障。只有建立适应不同充电需求的

立体充电服务网络体系，才能全面推

进和加速促进我国汽车电动化的全面

转型。

四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

在实现汽车强国梦想的过程中，

电动汽车和充换电设施产业在满足国

内市场的同时，必然要走向国际市

场。充换电设施规划也应该以更高的

站位和更远的视野看待我国下一步充

换电设施的技术路线选择和产品质量

要求，特别是作为国际市场通行证的

国际标准，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为第83届IEC大会贺信指出的

“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国际标准化

活动”，“不断完善国际标准体系和

治理结构，更好发挥标准在国际贸易

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下一步，我

国的充换电设施标准要着眼未来、着

眼世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更加进

取的精神做好国际标准化工作，为未

来的国际市场开拓“站好卡位、打下

先手”。

五是自身发展与协同发展的关系。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规划离不

开电动汽车、城市交通、智能电网的发

展，因此，充换电设施的规划也不应单

纯考虑自身的规划布局，应结合相关行

业的发展协同推进。充换电设施的产业

布局应重点考虑电动汽车智能化、网联

化的发展进程，提前考虑无线充电、机

械臂辅助充电等自动充电的技术导入和

设施建设。应结合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

产业化推广和电压电流的升级方案，提

前推广宽电压、大电流、恒功率的充

换电设施布局。应结合智慧城市的建

设，优化充换电设施布局，方便充电，

要充分考虑“充电+停车”“充电+商

业”“充电+出行服务”“充电+车辆

服务”。应结合配电网的改造升级和电

力市场建设，推动电动汽车充电与电网

互动，发挥移动储能作用，实现电网的

削峰填谷，通过V2G技术消纳更多新

能源电力，引导“新能源汽车充新能源

电”，替代更多化石能源，要以更高

的站位提高对V2G技术重大意义的认

识，为我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

源汽车是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充换电设施既是电动汽车普及的重要保

障，也是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有机组成

部分。在考虑面向“十四五”的充换电

设施规划时，能源等行业不应局限于充

换电设施本身，更要将规划放在国家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中考虑，要在新时代新发展新格局的站

位中考虑，立足中国国情并放眼国际，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治理的有效作

用，推动汽车与能源、信息和交通产业

融合发展，为实现我国汽车强国和能源

转型发展谋篇布局。

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是近期发展与远期布局的关系。

当前，无线充电、大功率充电、

有序充电、V2G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

发展中，处于产业化的前期，应结合技

术发展的趋势和产业化进程，在充换电

设施规划中既要考虑当前充电需求，也

要充分考虑未来先进充电技术和产业化

推广后对充换电设施建设数量和规划布

局的影响，要为未来的充电技术推广预

留发展空间。针对大功率充电的产业化

预期，应重点考虑在高速公路、城市

群、一线城市等地区的大功率充换电设

施布局规划。针对慢充应用场景，要分

析有序充电、无线充电在2022年前后

产业启动后对慢充桩充电在数量和结构

上布局规划的影响。针对重卡换电、共

享换电，要结合商业模式和产业联盟进

行规划。针对V2G技术，要提前规划,

创新V2G的商业模式；在政策上、体

制上扶持V2G，为V2G的产业化启动

提前布局；要大力建设主动配电网建

设，为V2G的实现提供基础和条件；

大力建设电力市场，为V2G的推广提

供最终的价值输出渠道。

三是一般充电与特殊充电的关系。

要高度重视物流车、环卫车、机

场码头车辆等特种电动车辆的充电需

求，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区分充换电设

施的技术路线和充换电设施布局。既

要满足一般公交大巴、私人车的充电

需要，也要充分考虑特殊充电需要。

商用车充电存在充电场地不固定、充

电设施建设困难、充电电压平台多样

（本文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主
任、能源行业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永东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