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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尽管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被视为前沿技术，但仍面临人才短缺、成本过高、

前景不被看好等多重问题，业内人士建议分阶段、分步骤、分场景逐步推进其
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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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噱头还是未来？
■本报记者 卢奇秀

■别凡

在车市整体低迷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新
能源汽车销量已持续下滑近一年。 提振新能源汽
车消费 、探寻新能源汽车新增市场成为行业当务
之急 。 在此背景下 ，工信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联合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不失为一次有益
探索。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地
区人均收入已经有了大幅增长 ， 尤其是在东部
地区 ，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 。 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 ，2019 年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16021 元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位数为 14389 元 。 中小城市 、农村地区居民出行
机动化的需求日益增强 ，购买力也大幅提升 。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居
民增收明显，相比城镇居民，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相
对脆弱，人们对价格仍十分敏感。 因此，新能源汽车
下乡必须抱有诚意。 虽是“下乡”，新能源汽车质量
不能下降，服务必须跟上。

事实上， 当前在农村地区推广新能源汽车虽
是大好时机，却并非易事。 例如，农村地区相较城
市地形复杂 ，这就要求新能源汽车更皮实 、更能
适应复杂路况 ，甚至需要新能源车企 “量身定制 ”
车型。

除了要保证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外，配套的服
务也马虎不得。 虽然农村地区的充电桩
建设不再面临“进小区难”的问题，但如

果大量电动汽车在农村地区使
用， 充电时对电网的冲击便成
为不可忽视的问题，配套的电
网改造也需尽快提上议事日
程 ；再如 ，此前农村地区一度
非常流行的小型电动车市场
需求旺盛，但因其法律定位模
糊，常有违规行驶给交通安全
带来隐患，在部分地区深受诟
病 ，甚至被禁 ，因此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也是新能源汽车下
乡的必要工作；此外， 乡村地
区的人口密度相对偏低，有些
地方距离市中心较远，一些使
用知识在普及时可能需要更

长时间， 这些都需要新能源车企拿出更多的耐心、
更细致的方案。

有调研显示， 农村地区居民能接受的新能源汽
车价格在 5 万元左右，而新能源车企既要保证新能
源汽车质量与服务不掉队，又不能“做亏本买卖”，
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 但据相关车企负责人
测算，生产一辆符合农村地区使用要求的新能源汽
车，5 万元只能勉强覆盖成本，基本谈不上盈利。 如
此一来，如何保证新能源车企开拓中小城市和农村
地区市场的积极性， 如何保证新能源汽车产品质
量，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虽刚
刚开始 ，车企 、充电桩企业呼吁补贴之声已经 “此
起彼伏 ”。 补贴自然是助力新能源车企盈利的重
要方式 ，但并非必要措施 。 此前新能源汽车推广
过程中出现的 “骗补 ”现象曾让新能源车企形象
大跌 ，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无疑不能再走之前的
老路 ，因此 ，相关部门对生产端的补贴必须慎之
又慎 。 事实上 ，新能源汽车下乡不仅是探索新能
源汽车下沉乡村市场的有益尝试 ，更是新能源车
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 按市场规律发展的重要
机遇 。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今年补贴退出
的节奏 ， 但新能源车企主动适应市场的能力不
能因此退化 。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新能源汽车下乡对于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出
行方式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只有优异新能源车企加
强自律，以敬畏之心开发市场、用质量赢取口碑，相
关部门加强下乡新能源汽车质量监管、规范市场秩
序，各部门有效配合，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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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真正落地还需要一
点时间，也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现在我们碰
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短缺。 ” 在日前召开的
“第六届中国国际电动汽车充换电产业大会”
上，安洁无线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卫东发出上述感叹。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前沿领域， 随着电动

汽车智能网联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商业化应用
的不断逼近，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量产时间、
商业模式以及发展前景引发行业热议。

人才缺口待补

无线充电，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充电方式，
功率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没有接触， 隔空进
行充电。 无线充电在手机、耳机等小功率领域
已经开始了商业应用。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作为新兴的充电方式,
近年来在业内广受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国内外从事无线充电的设备供应商，包括中兴
新能源、 华为科技、 中惠创智、 厦门新页、
Witricity等在内的企业超过 30家。 车企方面，
上汽荣威、比亚迪、北汽新能源等主流车企也
都对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进行了研发测试。

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市场还没有一款支持
无线充电的量产车型。

“造车还可以拆开其他的车型作为参考，
而无线充电目前还没有可以借鉴的。 ”陈卫东
坦言，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有墙端、地面端和车
载端三大部分， 涉及电池仿真、WIFI 通信、雷
达信号处理以及公共场所的操作性等问题，
整个系统颇为复杂。 在他看来，电动汽车无线

充电的落地还存在挑战， 其中人才短缺问题
尤为突出。

汽车人才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刘义在近日
召开的“产业变革下的生存之道”企业管理论
坛上透露，近三年，汽车行业研发人员年平均
入职率仅为 11.4%，流动频繁，尤其是“新四
化”领域的核心研发人才招募力度加大，资深
研发人才保留住任务艰巨。

“无线充电属于新兴行业， 目前行业内的
企业不多，找现成的、有经验的人才比较困
难。 ” 中兴新能源副总经理胡超向记者表
示， 高校里的无线充电研究团队还相对小
众，每年输出的人数有限，很多毕业生更愿
意选择相对成熟的行业。 他进一步表示，随
着无线充电行业的发展， 进入的企业越来
越多，人才问题或可逐渐得到解决。 “最好
的解决办法， 就是无线充电能在车辆上实
实在在用起来，让行业更有信心，让人才看
到行业大有可为。 ”

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此前发布报告称，全球电动汽
车无线充电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1600 万美元增至 2027 年的 2.34 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46.8%。

尽管如此， 业内对电动汽车无线
充电的前景仍持有不同意见。

蔚来汽车能源部总监赖建文坦
言， 目前用户对有线充电的使用体验
已经非常好。 “手一按，充电枪就拔开
了； 充电枪拿走， 充电口就已经盖上
了，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感；无线充电会
把‘拔枪’这一动作省掉，但省掉这个

动作要付出多少代价、 车企愿不愿意
承受、成本能否达到平衡，车企是要考
虑的。 ”在他看来，无线充电前景并不
是很乐观。

“无线充电归根结底还是充电，没有
觉得它特别出彩。 ”在奥动新能源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集团营销中心总经理黄春华
看来，未来 10 年，无线充电不会成为新
能源汽车补能方式的主流， 但可能类似
于今天的换电模式，“像一匹黑马一样杀
出来”，并占 10%-20%的市场份额。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
中心主任刘永东则认为， 电动汽车无

线充电技术正处于产业化的前沿，预
计在 2023 年左右将在部分车型上推
出商业化应用。 “这个时间点和电动汽
车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吻合，也和无线
充电技术成本的降低、 技术的成熟和
标准制订相衔接。 ”

在刘永东看来， 电动汽车无线充
电技术有两大优势：第一，与自动驾驶
天然结合，“我们很难想象车辆能自动
驾驶、自动泊车了，人还要到车位完成
最后一个充电动作”；第二，可以通过
APP 远程操作， 使电动汽车跟电网很
好地连接。

“发挥无线充电优势，要讲好无
线充电故事。 ”刘永东表示，无线充
电要发挥出与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
车和智能电网互动的优势，充分利用
未来发展的趋势去发挥无线充电技
术，在引导定位、V2G 等领域加强与
无线充电技术的深入结合。他同时提
醒，安全是行业发展的底线，电动汽
车无线充电要高度重视异物检测、活
物保护、 发热、EMC （电磁兼容 ）、
EMI（电磁干扰），加快提升产品的成
熟度。

“目前无线充电系统监控主要有
三个方面， 首先是异物接入对系统
安全的保护；其次，如果有活体或者

人身上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充电电
池场可能存在潜在风险， 对活体检
测要有严格的鉴定； 最后是车辆充
电的对准问题 ， 将影响其充电效
率。 ”在陈卫东看来，无线充电在技
术开发上已经准备好了， 到了走向
量产的时间节点。

而现阶段电动汽车无线充电面临
的高成本问题，亟待解决。 刘永东认
为，设备供应商要从产品类别、标准
体系、 应用场景等方面系统地提出
成本控制策略，以满足车企在成本、
体积、重量、安全和互操作性方面的
要求。他建议，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要
把握市场切入点，分阶段 、分步骤 、

分场景在部分车端应用， 在相应的
产品类型中完善产品性能， 逐步推
进产业化。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不是一个孤
立的存在，整个生态内所有的厂商、参
与方都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参与才能
完成。 ”陈卫东说。

逐步推进产业化

商业化应用尚需时日

山西启动“新能源+电动汽车”
智慧能源试点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启动“新能源+电动汽车”
智慧能源试点建设，以期通过构建“源（新能源 ）-
网-荷（电动汽车）-储（蓄电池）”协同运行的 “互
联网+”智慧能源系统，提升用电需求侧主动响应
能力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该省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

近年来，山西省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目前已超
过 2340 万千瓦，已核准在建装机约 2000 万千瓦，新
能源已从时段性消纳困难转变为全时段消纳困难，
弃风弃光问题日益凸显。 而山西省电动汽车当前保
有量约 8.6 万辆， 充电运营商约 100 家， 充电桩约
1.3 万个， 电动汽车充电负荷最高可达 80 万千瓦，
每年充电电量可达 5.8 亿千瓦时。 随着全民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的深入，山西电动汽车保有量还将迅速
增长。 综合考虑山西新能源消纳面临的巨大压力和
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山西充分利用推进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深化电力市场建设的成果，组织市
场各方创新形成“新能源+电动汽车”智慧协同互动
的模式。

按照试点方案设计，“新能源+电动汽车” 协同互
动智慧能源试点建设依托智慧车联网、 电力交易、用
电信息采集三大平台系统，实现调度中心、交易中心、
充电交易代理商、充电桩运营商、电动汽车五类市场
成员之间信息智能交互、业务智慧联动。 通过市场交
易形成的新能源弃风弃光时段低电价精准引导电动
汽车增加充电负荷， 让新能源车用上低价新能源电，
新能源发电企业减少甚至消除弃风弃光， 实现双赢。
据了解，“新能源+电动汽车”协同互动智慧能源建设
分试点和推广两个阶段。 （晋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