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珮

核心阅读
自燃事故频发一直是困扰电动汽车产业的顽疾， 时至今日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在技术无法克服这一问题的当

下，车企处理此事时的敷衍态度也难以让消费者满意，大大降低了潜在用户的购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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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自燃事故处理方式遭诟病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8 月 12 日， 深圳一辆广汽新能源
Aion S 在等待红绿灯时突然起火，从现场
视频中可以看到，现场火势很大，浓烟滚
滚。 仅仅 10 天后的 8 月 23 日，海口市一
辆正在行驶的 Aion S 再次发生自燃，整车
严重烧毁。

无独有偶，北汽新能源近期也相继发
生电动汽车自燃事件。 8 月 20 日，一辆停
在小区充电桩前的北汽新能源 EX360 突
然从底盘处冒出白烟，且在救援队员灭火
时发生爆炸，车身完全散架；8 月 27 日，在
长沙和厦门，北汽新能源车辆又相继发生
两起自燃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已发生 30 余起
电动汽车起火事件。 安全问题一直与电动
汽车如影随形，影响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的积极性，而车企处理问题的态度往往又
难以令人满意。

片面追求高续航致电池热失控
几率大增

据了解，电动汽车电池热失控被认为
是引发车辆自燃的最主要原因。 所谓热失
控，就是当电池达到一定温度时，产生连
锁放热反应， 导致短时间内温度快速上
升，从而引发起火。

“电池热失控最直接的原因是电池内
部短路，电池一致性差、使用不当等都会
导致电池内部短路，从而引发热失控。 ”中
国电池产业研究院院长吴辉告诉记者。

此外，记者梳理了今年的新能源汽车
自燃事件， 发现此类事件在南方城市居
多，尤其是入夏以来，起火事故更是激增。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称，使用温度影响锂
电池安全，夏季是电动汽车起火的高发时
期，夏季高温、暴晒等不良天气易引发电
动汽车自燃事故。

记者注意到，今年发生自燃的电动汽
车大多搭配三元锂电池。 对此，吴辉坦言，
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所以安全性就会
相对较差。 但他同时强调，“虽然自燃事件
频发， 但也不能因此一票否定三元锂电
池。 制造过程中做好电池的一致性，才是
减少自燃事件发生的关键。 ”

据业内人士透露，现阶段电动汽车为
追求更高的续航里程，不断做高电池能量
密度，但随着能量密度的提高，电池热失
控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此前纯电动乘用车
补贴政策向高能量密度电池倾斜，导致一
些企业为了拿到补贴，在技术不成熟的情
况下盲目生产高能量密度电池，忽视了动

力电池最根本的安全问题，最终将有隐患
的电动汽车售卖给毫不知情的消费者。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的《电动汽
车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汽车每年的燃烧
事故率达 0.0316%，新能源车的燃烧事故
率为 0.0098%。 其中，充电过程、充满电后
静置状态是起火事故的主要时段。 清华
大学电池安全实验室发布的 《2019 年动
力电池安全性研究报告》 显示， 在 2019
年的电动汽车起火案例中， 电动汽车静
置与充电过程中的起火事故合计占比高
达 58%，综合来看，远高于 26%的行驶中
起火事故。

对此，吴辉表示，大功率充电可能改
变电池内部结构，温度升高也会造成电池
内部隔膜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电动汽车
自燃。 对于静置时的自燃，他认为，车辆在
静置前电池外部环境可能已发生改变，一
段时间之后才体现出来，从而导致自燃。

车企后续处理方式难抚人心

记者整理了近几年电动汽车起火事
件后企业的应对情况发现，多数车企都试
图尽快息事宁人，后续处理乏力。

以 Aion S 的三起自燃事故为例，广
汽新能源并没有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以给公众交代，仅在 5 月发生的第一次
自燃时给出了 “疑似与车内消毒水有
关”的回复，而对于之后 8 月的两起事
故，至今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北汽新能
源对于近期的起火事件也只是表示“不
排除车辆上存在易燃易爆物品的情况，
已开展相关调查”， 但其他更详细的信
息并没有透露。

众多电动汽车车主表示，电动汽车接
连发生自燃事故已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

而相关车企在解决问题时拖延、敷衍的态
度更令他们心寒。 他们希望相关车企能正
面回应此类事件，公开调查进度，说明起
火原因。 一些对购买电动汽车持观望态度
的消费者则表示，近期一系列的电动汽车
自燃事件使他们心生顾虑，大大降低了购
买欲。

事实上，对于新能源车企及时处理自
燃事故，相关部门早有规定。 工信部装备
工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装备中心”）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发布的 《关于开展新能
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 明确，
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 车企为第一责任
人，发生起火燃烧事故时，企业应及时开
展事故调查。 生产企业应在 12 小时内（如
造成人员死亡或重大社会影响的， 应在 6
小时内） 将事故的基本信息，48 小时内将
事故详细信息，主动上报新能源汽车工作
联席会议牵头部门和装备中心。

今年 5 月 12 日， 工信部组织制定的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客车安全要
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
布，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三项强标作为我国电动汽车领域首批强
制性国家标准，覆盖了电动汽车和电动客
车的部件、 系统以及整车多层次安全要
求，对提升新能源汽车安全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相继出台保障新
能源汽车安全的政策和标准，既可督促车
企加快技术更新和进步，减少自燃事故发
生， 也给广大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保障，减
轻了消费者负担。 但相关车企更应认真对
待每次事故，及时公开调查信息，并在事
后采取相关防范和改进措施。

今年一季度，宁德时代第一次走下动
力电池龙头老大的宝座。 但随着国内疫
情趋于稳定、国外疫情形势恶化，行业普
遍推测宁德时代会很快重回第一。 但事
实却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今年上半
年，LG 再次以 24.6%的市场占有率击败
宁德时代， 摘得全球动力电池企业市场
占有率的桂冠。

“LG 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欧洲政府和
制造商的消费补贴政策， 以及主要市场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的财政补
贴，比如欧洲市场的‘发力’和特斯拉的
量产，都推高了对 LG 的装机量需求。 ”
一位电池企业工作人员指出， 反观宁德
时代， 其更多依靠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
份额， 在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下
滑严重的情况下， 宁德时代的情况也自
然不容乐观。

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的 2020 年上半年
度财务报告也证实了这点。财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 ， 宁德时代营业收入为
188.29 亿元，同比下降 7.0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37 亿
元，同比下滑 7.8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为 13.77 亿元，同比暴跌
为 24.3%。

此外，财报还显示，宁德时代今年上
半年减少了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等支
出。 其中，研发投入为 12.98 亿元，同比
下滑 8.11%。

“这主要是由宏观经济受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 市场需求严重下滑导致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大幅下降， 公司动力
电池销售收入减少。 ”对于上半年营收和
净利“双降”的成绩单，宁德时代在财报
中解释。

“疫情虽是导致动力电池装机量下
滑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并不是根本原
因。疫情影响下，LG 就凭借特斯拉订单
和欧洲市场的放量实现了装机量增
长。 ”有业内人士坦言，从目前的布局来
看， 宁德时代近 96%的营收来自国内，
海外营收占比非极低，这使得宁德时代
和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深度绑
定。 想要打破这个局面，宁德时代就必
须在市场布局上有所突破。

而宁德时代也确实选择了“亡羊
补牢”的策略。 9 月 8 日，宁德时代首
席财务官郑舒在与美元债投资者举

行的电话会议上称，宁德时代已获批
取得 20 亿美元外债额度， 具体发行
金额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发行期限将
分为 5 年和 10 年期。

“目前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求，
已启动海外生产基地建设， 同时通过
布局产业链上游资源并扩大全球销售
网络，为开拓全球业务夯实基础。 因公
司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境内，难
以支持海外业务发展， 因此拟提高境
外债券发行额度具有合理性。 ”宁德时
代表示。

而如果本期债券可以成功发行，将

是宁德时代在境外债券市场的首次亮
相， 同时也将成为其开拓海外市场的重
要一步。

“在当前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 宁德时代目前的产能布
局显然不够合理。 宁德时代发行美元债
更多还是用于布局海外供应链和产能扩
张，为抢占欧洲动力电池市场做准备。 ”
亿欧汽车商业分析师朴正浩称， 加快布
局海外市场、扩大在中国和德国的产能，
有利于宁德时代保持市场竞争力， 在快
速增长的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中 “切分
蛋糕”。

虽然宁德时代目前在国内市场
仍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但不可
否认的是，其市场份额正逐渐下滑。

“除了外资电池企业抢占国内市
场、海外市场逐渐崛起等因素外，其他
动力电池厂商技术与产能的不断提升，
也让车企有了更多选择。动力电池的安
全性是车企比较看中的，如果自身不能
掌握核心电池技术，那么多元选择电池
供应商则是广大车企的必然选择。 ”上
述业内人士指出。

记者了解到， 目前宁德时代已与
大部分车企建立起合作关系，但与此

前不同的是，其在合作伙伴的眼里已
逐渐从“唯一伙伴”变成“伙伴之一”。
比如此前合作多时的广汽集团，在引
入了孚能科技和中航锂电后，宁德时
代的供应比例就有所下降；德国奔驰
在与宁德时代“联姻”的同时也不忘
“牵手”孚能科技，坚决不把“所有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类似于燃油
车发动机，是车企在未来竞争中必须掌
握的核心技术。 比亚迪推刀片电池、长
城推无钴电池、广汽新能源推石墨烯电
池，都是在电池上做文章。 ”乘联会秘书

长崔东树认为。
业内普遍认为，宁德时代想要留

住昔日的合作伙伴， 在未来的竞争
中，强调技术优势远比强调规模优势
更重要。

“还是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突破。 宁
德时代此前能够快速收割市场， 与政
策红利分不开， 依靠规模优势带来的
产品进化让宁德时代几乎独享了国内
动力电池第一波红利。 但随着市场的
多元化发展， 唯有不断推动技术升级
才能不被合作伙伴抛下， 才能持续开
拓市场份额。 ”上述业内人士坦言。

市占率退居次席 半年报数据不容乐观

拟发行高额外债 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市场份额渐稀释 未来需强调技术优势

中汽协：
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创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本报讯 记者黄珮报道： 9 月 10
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
“中汽协”）发布新能源汽车最新产
销数据。 数据显示，8 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再次超过 10 万辆 ，
分别达到 10.6 万辆和 10.9 万辆 ，
环比增长 6.0%和 11.7%，同比增长
17.7%和 25.8%。 其中，纯电动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环比和
同比均有所增长。 燃料电池汽车产
销量也呈迅猛增长态势，表现明显
好于上月。

今年 1-8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分别为 60.2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26.2%和26.4%， 降幅比 1-7
月收窄 5.5 个百分点和 6.4 个百分
点。 与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同
比均有所下降，降幅较 1-7 月均有
所收窄。

“受新能源下乡活动及地方政府
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新能源汽
车市场规模稳中有升，本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刷新了 8 月历史纪录。”中汽协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期，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
创新联盟还发布了 8 月份的动力
电池产量数据和动力电池装车量。
数据显示 ，8 月 ， 我国动力电池产
量共计 7.4GWh，同比增长 11.7%，
环比增长 22.4%。 其中三元电池产
量为 4.4GWh， 占总产量的 58.7%，
同比下降 4.3%，环比增长 33.4%；磷
酸铁锂电池产量为 3.0GWh，占总产
量的 40.4%，同比增长 45.4%，环比
增长 8.5%。

在装车量方面，8 月动力电池池
装 车 量 为 5.1GWh， 同 比 上 升
48.3%，环比上升 2.2%，其中三元电
池 共 计 装 车 3.5GWh， 同 比 上 升
30.0%,环比上升 7.9%；磷酸铁锂电
池 共 计 装 车 1.6GWh， 同 比 上 升
144.0%，环比下降 9.6%。

30 今年以来，已发生 30 余
起电动汽车起火事故

我国每年的汽车燃
烧事故率达 0.0316%，
新能源汽车的燃烧事
故率为 0.0098%

0.0098%

58%�
在 2019 年的电动汽

车起火案例中， 汽车静置
与充电过程中的起火事故
合计占比高达 58%

在全球动力电池企业市场占有率这
条“赛道”上，宁德时代近期再次被“反
超”。 日前，韩国 SNE Research 整理的
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企业市场占

有率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LG 化学
（下面简称“ LG”）以 24.6% 的市场占
有率反超宁德时代摘取“全球第一”的
桂冠，后者以 23.5%的份额退居第二。

事实上，这已是宁德时代今年第二
次被 LG 超越。早在今年第一季度，LG
就已凭借 27.1%的市场份额超越宁德
时代。 此外，宁德时代今年上半年营收
和净利的双重下跌似乎也在向外界发
出信号：此前一路“开挂”的宁德时代，
2020 年或许无法继续“躺赢”了。

�� 全全球球市市场场占占有有率率被被 LLGG反反超超且且市市场场份份额额不不断断稀稀释释，， 同同时时
上上半半年年营营收收和和净净利利双双双双下下滑滑——————

宁德时代遭遇发展“阵痛”

核心阅读
“宁德时代此前能够快速‘收割’市场，与政策红利分不开，依靠规模优势带来的

产品进化让宁德时代几乎独享了国内动力电池第一波红利。 但随着市场的多元化发
展，唯有不断推动技术升级才能持续开拓市场份额。 ”

电动汽车起火事故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