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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认的“长板”，智慧车联网平台将为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信

息和交通行业融合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如果说，十年前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起步离不开充电桩这个“基石”，

那么，十年后的产业融合发展更需要

插上智慧+车联网这双“翅膀”。  

智慧车联网平台助力新能源汽车

融合发展的潜力巨大，从目前的实践

和前沿研究来看，主要体现在用户体

验、能源交易、产业聚合三个层面的

服务领域。

服务用户：让充电比加油更方便
2020年7月，全国第一座商业化

运营的V2G充电站在北京建成。用

户通过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和辅助服

务，每年可获得超过4000元的收入，

完全可以抵消充电电费。

这种新型充电为用户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和实惠。据国网电动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简称国网电动汽车公司）

副总经理王文介绍，传统的社区交流

慢充具有使用便捷、用电成本低的优

势，是满足私人电动汽车充电的最佳

方式，但是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比

如私接乱建造成安全隐患、物业环境

脏乱差、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平

台协调、不具备通信功能、缺乏与电

网的互动等。基于此，国网电动汽车

公司推出“社区智能充电工业互联

网”平台，当电动汽车接入充电的时

候，平台会对海量用户的充电订单逐

一分解、排序，经过实时在线计算，

根据电网负荷情况，有序安排每一个

充电桩的充电时段和功率，从而实现

和即插即充一样的消费体验。目前这

套系统按照“统建、统运、随车配

桩”三种推广模式，已经在北京、上

海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

建设，服务用户5万余人。 

智慧车联网平台的数据价值更为

可观。国网电动汽车公司日前发布了

《中国新能源汽车充电数据应用分

析》，为下一步合理布局充换电网络

提供数据基础，也为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提供技术支撑。

从车辆使用情况看，新能源汽车

平均月使用率接近80%，月均使用19

天，远高于燃油车，这表明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潜力巨大。从充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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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019年我国公共充电桩充电量达

到69.2亿千瓦时，2020年预计突破100

亿千瓦时。

数据也显示了未来的市场方向。

比如，私家车充电后，在车位停留8小

时以上的比例达到37.2%，这表明私家

车与电网互动的潜力非常巨大，也为

车网互动（V2G）模式提供了强有力

的数据支撑。再比如，出租车、网约

车开始充电时剩余电量大于40%的占

比为54%，这表明快充和换电技术在

该领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智慧车联网平台不仅提供了实惠

和便利，让充电比加油更方便，还能

为用户提供安全保证。据介绍，平台

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处理，以车桩互动

方式来识别电池的健康状态，为充电

的功率、时间和安全提供支撑和保

障。

服务能源：新能源车用新能源电
在王文看来，充换电基础设施与

智慧车联网平台的组合不仅可以惠民

利民，更是服务国家新能源汽车战略

和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

有序充电和V2G技术实现单个用户和

电网的有效互动固然重要，未来基于

智慧车联网平台助力大规模消纳清洁

能源更值得期待。

4月15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

北分部在国内首次将V2G充电桩资源

正式纳入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并正式结

充换电基础设施与智慧车联

网平台的组合不仅可以惠民

利民，更是服务国家新能源

汽车战略和能源转型战略的

重要抓手。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员工在智慧车联网监控大
厅分析充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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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根据统计和测算，京津唐电网供

电区域内约有40万辆电动汽车，通过

V2G方式实现有序车网互动，可提供

180万千瓦可移动的优质调节资源。

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智慧车联

网平台通过京津唐电网聚合了100余家

商户，3000余座充换电站、V2G车网

双向互动站和储能站，3万个充电桩，

组织了135万余次车网互动，响应电网

调峰需求，响应功率达到23兆瓦，累

计减少弃风弃光电量3642万千瓦时。

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市场机制引导

电动汽车用户参与电网的高效互动，

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用电动汽车

负荷参与电网调峰。若干年后，这一

实践或许将载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史册，成为汽车行业融合能源、信

息和交通行业发展的原点。

据专家乐观估计，到2040年我国

电动汽车保有量可能超过3亿辆，届时

年充电量要增至2.68万亿千瓦时，占

那时全社会用电量的17%、新能源装

机容量的31%。

乐观的同时，不能忽视电动汽车

的大规模接入给电网带来的挑战，如果

实现有序充电，就可以最大化利用电网

设备，降低负荷峰谷差，节约电力投资

近70%。3亿辆电动汽车电池将为电网

提供120亿千瓦时的储能、400吉瓦的

调节能力，可以用于调峰、调频和市场

交易，支持大规模消纳新能源。

当下的行业痛点在于，单个电动

汽车由于响应功率太小而无法达到电

力市场交易的标准，电网也无法调度

分散的用户参与互动。为此，国网电

动汽车公司用时2年建设了“负荷聚合

运营”平台，在电动汽车用户和电网

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专业的技

术服务聚合引导中小负荷商和用户参

加电力市场互动，形成了市场预测、

组织申报、负荷调度、收益计算、效

益评估等闭环的流程，提升了全民消

纳清洁能源的能力。

据了解，2019年国网电动汽车公

司还在北京启动了“绿电交易+扶贫

公益”活动，今年又将绿电交易推广

到北京、浙江、重庆等全国10几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聚合运营商149

家，生成绿证240万个，充电清洁度达

到37.9%，是全社会用电率清洁度的

1.6倍，真正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充新能

源电的目标。

服务产业：形成合力“拉长补

短”
2015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保有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但建

桩难、找桩难、充电慢等问题一直制

约着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而平台多、接入难、盈利难，则成为

困扰充换电运营商的难题。截至2020

年10月，全国充电桩保有量达到149.8

万个，其中公共类充电桩约为67万

个，使用率普遍低于15%。

新 发 布 的 《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要

“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智慧车联网

平台正在发挥集聚各方力量合力破局

200
家

平台运营商

120
家

中小运营商

110
家

充电桩企业



2020 / 12  总第144期 / 47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12

的作用。

“截至11月18日，国家电网智慧

车联网平台已成功接入超过103万个充

电桩，实现了我国充换电网络建设一

个里程碑式的突破。”11月20日，国

网电动汽车公司在北京公布了这一消

息。据介绍，这个覆盖273个城市的平

台，服务全国550万电动汽车消费者，

包括国家电网自建充电桩14万余个，

300余家运营商的充电桩超50万个，

以及私人充电桩38万个。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世界最大智

慧车联网平台汇聚百万充电桩，意义

不仅仅在于数量，其接入规模之大、

接入类型之广、商业模式之多，均创

下了新的纪录。其更大的价值在于构

建新型产业生态层面——包括110家充

电桩企业、120家中小运营商、200家

平台运营商、30家车企、3000家出行

公司和100家互联网平台形成的产业生

态圈，这些企业间通过开展合作，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可以不断强化提

升平台的服务和运营能力。

比如，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加强与

滴滴、曹操、首汽等运营公司合作，

为运营车辆提供定制化优惠活动，提

升充电用户黏性；与比亚迪、广汽等

主机厂开展合作，推出“车电包”服

务，为用户提供充电套餐服务，主动

吸引用户到国网充电桩完成充电。

据介绍，智慧车联网平台对于产

业聚合的价值已经跨越了汽车、能源

和信息等多个领域。

在车辆方面，国网电动汽车公司

已经和国内的8家主要车企合作研制了

10款支持V2G技术的电动汽车，并积

极推动新一代长寿命电池的研发。

在V2G充电桩方面，国网电动汽

车公司自2018年便开始了光储充放、

V2G等示范站点建设运营工作，目前

第三代V2G产品开始量产和应用。在

大功率充电发面，国网电动汽车公司

发布了新一代ChaoJi充电技术白皮书

与CHAdeMO3.0标准。经实车测试结

果显示，当前ChaoJi充电技术的最大

充电电流可达360A。

在车联网平台方面，云平台已经

开启签约服务、智能调度以及收益分

成等一系列服务。用户可以自如地通

过App与电网互动，平台会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通过电网进行双向充放电

调度，做到用户在无感无扰的情况下

与电网互动，收益实时到账，电池在

线质保。

王文认为，“十四五”期间国家

应继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比如在新

能源汽车停车、充电优惠等方面，需

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电动汽车充电用

车成本。针对不同场景的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也应出台对应的政策予以

鼓励。例如高速充电设施建设明显亏

损，但是其建设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是新能源汽车战略能落地实施的重

要支撑力量，建议作为公益性事业进

行建设；智能有序充电、V2G、光

储充放电站等方面需进行积极政策引

导，以推动各省备用调节市场、新能

源汽车与电网互动市场规则的落地实

施，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

积极性。

“ 希 望 生 态 圈 的 朋 友 们 抢 抓 机

遇、奋力同行，创新打造电动汽车与

能源互动的融合新业态，带动亿万级

产业链，共同建设能源互联网平台，

引导全民参加清洁能源消纳，为美好

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王文

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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