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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势必产生大量退役动力电池。如何促进动

力电池高效循环利用、打造动力电池循环经济体系、弥补产业短

板，已经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

自2014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开启后，新能源汽车行业经历了快速

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

汽车累计推广量超过480万辆。

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

线图2.0》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25

年、2030年、2035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分别为约

20%、40%、50%。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势必产

生大量退役动力电池。如何促进动力

电池高效循环利用、打造动力电池循

环经济体系、弥补产业短板，已经成

为行业热议的焦点。

不久前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年）》指出，

支持动力电池梯次产品在储能、备

能、充换电等领域创新应用，加强余

能检测、残值评估、重组利用、安全

管理等技术的研发。

作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电池循环经

济的第一环节，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延

长了电池使用寿命，从资源安全、节

能环保、经济效益和延长产业链条等

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动力电池梯次

的利用，应从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开

始。

应用大幕已开启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使用寿命一般

为4～8年，以此计算，2019年是我

国新能源汽车电池进入批量报废期的

起始时间。初步估计，到2020年我国

将产生约26万吨的退役锂离子电池，

2025年将产生80万吨的退役锂离子电

池，预计容量超过130吉瓦时。从我国

动力电池发展路线来看，2023年之前

退役电池主要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2023年之后将逐渐转变为以三元锂离

子电池为主。

目前，我国有关动力电池梯次利

用的政策已经明确。

从国家规范层面看，2019年以

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

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和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鼓

励从事梯次利用的综合利用企业在基

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前景看好
文／孟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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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备电、储能、充换电等领域开展动

力电池梯次利用，提高电池综合经济

效益。

从地方措施层面看，多地已发布

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以广州

为例，2020年上半年，广州印发《关

于促进汽车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简

称《意见》，明确推进动力电池回收

与再利用。《意见》督促整车制造企

业和动力电池相关企业履行企业主体

责任，支持电池残值再利用，鼓励实

行统一标准，解决电池产品不一致、

不兼容等问题，提高回收经济性。同

时，《意见》对每个试点示范项目按

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不超过

30%的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亿

元，同时给予试点示范项目5年贷款

贴息补助，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

多重政策支持下，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整体发展向好。

目前，实际应用案例主要集中在

电力储能和通信基站领域，未来，应

用市场有望进一步被扩大。其中，在
8月3日，武汉汉阳街头的工作人员在为铁塔
基站更换电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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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集中式充电站中可以利用退役电

池形成储能系统，实现峰谷套利，降

低充电成本。从未来发展潜力而言，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在电力储能、低速

电动车、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领域具

有较大市场空间。

多重政策的推动，也让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参与方逐渐增加。

近几年，电池企业、整车企业、

下游用户、专业的储能系统集成商

甚 至 是 储 能 系 统 关 键 部 件 开 发 商

（PCS、BMS）等企业，都开始关注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开展技术积累以

及相关业务。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专业

从事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企业，但由

于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涉及环节（电池

拆卸、包装运输、拆解、分拣、重组

等）较多，而且动力电池生命周期较

长，当前我国的退役体量尚不足以支

撑完整的梯次利用产业。

随着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期不断

临近，各企业投资布局相关业务及资

本收购的动作也逐渐密集。由于动力

电池回收责任机制和回收利用体系的

系统性和复杂性，产业链上下游的战

略联盟与合作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另外，打造动力电池循环经济也

将使得动力电池作为资产的金融价值

愈加凸显，未来将催生一些以动力电

池为资产的金融资产服务企业。

成本标准存难题
当前，退役电池梯次利用主要面

临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新电池成本下降较快，梯

次利用电池的利润承压能力较弱。梯

次利用电池的成本一般为新电池成本

的60%～70%，与新电池相比，旧电

池在使用寿命、安全性以及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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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典型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项目

2018年在工信部政策支持下开展退役电池在基站备用电源示范应用，使用

退役电池1.5吉瓦时
中国铁塔

煦达新能源

长深高速

溧阳普莱德新能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深圳比克、南方电网

综合能源服务公司

国网江苏综合

能源服务公司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南瑞集团

项目参与主体

2019年8月，采用比克退役三元电池完成由三套系统形成的2.15兆瓦/7.27

兆瓦时储能系统,采用整包退役方式

2013年8月，河南省建成的退役电池储能示范工程，是我国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基于退役动力电池的混合微电网系统

2017年利用退役电池形成180千瓦/1兆瓦时储能系统，系统由9套子系统形

成

利用退役动力电池开发48伏电动两轮车动力系统

2018年12月，利用退役电池建设总规模为1.26兆瓦/7.7兆瓦时储能系统，

系统由7套180千瓦/1.1兆瓦时集装箱组成

利用退役动力电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充电站

配置了50千瓦/100千瓦时退役动力电池储能系统

2019年3月，南京江北采用45兆瓦时磷酸铁锂退役动力电池储能电站开始

建设。电站后续将规划探索采用变电站+储能站+光伏充电站+数据中心

“多站合一”的方式建设运营，实现地区电能能源、数据的融合共享

项目简介 应用领域

通信基站

用户侧储能领域

用户侧储能领域

用户侧储能领域

电网侧储能领域

微网及电动交通工具

光储充一体化

电动两轮车

资料来源：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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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方面要劣于新电池，且大部分退

役电池需要经过测试、分析、组装等

多个工序，会带来较高的额外成本。

同时，新电池成本仍在快速下降中，

给退役电池成本优势带来巨大挑战，

让其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用户使用退役电池的积极

性。

第二，退役电池应用数据不足，

缺乏深入研究，无法快速高效地对电

池进行健康状态识别。对于从事退役

电池梯次利用的第三方企业，难以获

得电池实际应用数据，且目前没有高

效快速的检测方案，增加了电池分析

的难度和额外成本。

第三，政策法规不完善，权责不

清晰，导致回收率较低。尽管我国建

立动力电池溯源平台，明确了各方责

任，但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导致大

量电池经过非正规渠道回收，无法保

障电池安全处理，影响了电池回收

率。

第四，动力电池缺乏统一标准，

梯次利用亦缺乏标准。从制造源头

看，动力电池种类繁多、规格各异，

均根据汽车主机厂要求进行设计，并

未从源头考虑未来梯次利用，给未来

梯次利用带来较大难度。从退役环节

看，大部分私家车退役时电池剩余容

量较低，出租车及公共服务运营车辆

退役电池剩余容量较高，对不同领域

的动力电池退役缺乏统一的分级、评

估、筛选标准，致使从事退役电池再

利用的企业及用户缺乏信心。另外，

由于缺乏监管机制，在一些企业，存

在为了拿取补贴提前“退役”的现

象。

有序市场如何建立
 为应对上述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存

在的挑战，建设可持续的、健康有序

的退役电池回收再利用市场，建议如

下：

首先，要加强技术研发，开发高

效快速的退役电池健康状态识别技

术。加强电池健康状态识别技术的研

发投入，开发高效的识别技术，降低

退役电池诊断成本，从监管层面降低

退役电池运行数据获取难度，免费向

开发退役电池再利用的企业提供退役

电池运行数据，帮助其降低退役电池

诊断成本。

其次，要完善政策法规，促进梯

次利用产业规模。通过政策法规强制

规范电池生产、回收、再利用各环

节，实现电池100%回收。出台相应

政策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壮大产业规

模，通过规模化发展，带来经济优

势。

再次，建立健全动力电池梯次利

用技术标准体系。通过考虑不同场景

对电池性能的要求，包括使用寿命、

充放电倍率、安全指标等，便于对退

役电池进行分级管理，并形成退役电

池技术标准，将不同等级的退役电池

匹配到相应的应用场景中。另外从标

准层面建立退役电池健康状态、剩余

能量检测标准，快速高效地对电池进

行诊断。

为促进退役后汽车动力电池在储

能系统上的再利用，2018年10月，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发布了UL 

1974《Evaluation for Repurposing 

Batteries》，UL 1974同时也是美国

和加拿大的国家标准。未来中关村储

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与UL将

组建工作组，在梯次利用和储能领域

共同推进双方标准的制（修）订与完

善。

（作者系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研究经
理）

作为推动新能源汽车电池循

环经济的第一环节，动力电

池梯次利用延长了电池使用

寿命，从资源安全、节能环

保、经济效益和延长产业链

条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动力电池梯次的利用，应从

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