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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杨杨梓梓

宁宁德德时时代代市市值值超超中中国国石石油油引引关关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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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换电” 作为一种与充电截然不同的电动
汽车能量补给方式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重卡领域，多
种优势渐显，引得徐工重工、汉马科技等众多车企、
动力电池企业争相布局。

有业内人士预言， 换电重卡的市场化正逐步提
速，即将“起飞”。 但相较美好的愿景，换电重卡背后
还存在不少难题待解。

电动重卡环保性与经济性优势明显

“2020 年，换电重卡迎来发展元年。 ”近日，在
2020 中国国际换电模式产业大会上，多位与会专家
指出，多家重量级车企，或申报新车型，或已交付运
营，纷纷在重卡领域“尝鲜”换电模式。

“电动重卡不仅环保效益明显，而且成本可控。”
谈起电动重卡的优势， 国网商用电动汽车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健说。

孙健结合示范项目经验举例：1 辆矿山 90 吨
级重卡油耗至少相当于 100 辆乘用车， 电动化可
使每辆每年减少 18 万升柴油消耗。 此外， 按照
0.5 元/度平均电价、5 元/升油价测算，90 吨级重
卡每行驶 1 公里就能降本 10 元 ,高海拔、高寒地
区成效更为突出。 “重卡电动化是实现‘碳中和’的
重要途径，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促进能源转型意义
重大。 ”

对此，四川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李立国表示认同。 “目前，重卡电动
化跟乘用车电动化有一个本质区别， 重卡作为
一个生产工具， 整体的油耗成本在全生命周期
是车价的 3—5 倍以上，所以重卡电动化经济性
明显。 ”李立国说。

换电有助于破解重卡电动化困局

尽管电动重卡拥有种种优势， 但数据显示，
2019 年， 电动重卡总销量为 5000 多辆， 其中约
3000 多辆是依靠每辆 80 万的高额补贴刺激。 而
2020 年销量却没有明显增长。 总体来看，电动重卡
推广仍然比较艰难。

“补能不便和购置成本高等诸多因素是电动重
卡的推广瓶颈。”李立国进一步分析，首先，购车成本
较高。 柴油重卡价格为 40 万—50 万元，而电动重卡
售价约 100 万元；其次，运营效率较低。 由于重卡比
较重， 电池重量大， 装上电池后载货量下降 10%—

20%，从而导致有效运力下降，减少收入。 充一次电，
最快也得一个小时，若找不到充电桩，可能两三个小
时。 就算一天跑 24 个小时，充两次电就会极大降低
运营时间，大大减少司机收入，经济性体现不出来；
最后，资源占用多。 由于车辆体积大，充电场地大且
充电功率利用率低，电力容量占用大，对电网冲击也
大。 此外，还存在充电站规划建设难度大、成本高的
问题。

李立国认为，“换电技术+车电分离” 模式能很
好地破解重卡电动化困局。他分析，“车电分离”可降
低车辆购置成本。目前来看，电动重卡的车头购买价
格比柴油车大约高 5 万元，但有些地方大概补贴 10
万—20 万元。 总体算下来，比柴油车还便宜。 同时，
换电站单站占地面积较小，一般不到 300 平方米。加
上配电容量系数较高，服务同样数量的车辆，换电模
式所需功率仅为充电模式的 1/4。 所以对土地和电
力资源比较节约。

记者了解到，目前，所有换电技术均可做到 5
分钟内换完，客户可享受到加油般的体验。

对此，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
建新深有感触：“重卡买来就是挣钱的，分分秒秒都
不想停。采用换电模式后，可做到连续运营，大大提
升了运营效率。这是充电到换电能够迅速得到市场
认可的一个最关键因素。 ”

大规模发展仍需多方发力

记者发现，目前换电重卡仍处于发展初期，体量
尚小， 参与的企业仅包括动力电池业及重卡领域的
头部企业。

谈及重卡换电的发展趋势， 清华大学汽车研
究所所长陈全世提醒， 换电站最重要的是保证安
全。 比如， 有的电池装有四五百度电， 约五六吨
重。 尤其在刹车、震动甚至碰撞过程中很危险。 其
次，换电模式的关键问题是经济性，一定要算清经
济账。 另外，还要选好应用场景。 尤其是开始起步
时，要从港口、矿山等地方开始。

对此， 汉马科技集团新能源公司电气部部长
张欢也表示，换电重卡应朝着智能化、无人自动换
电方向发展。

在换电的标准化方面，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标准化中心主任刘永东认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标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 国家应
高度重视换电标准。

重卡换电渐受青睐

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 多个城市陆续启动电动汽
车换电模式。记者了解到，在新能源汽车换电网加速建
设的带动下，从 2021 年起，换电模式的出租车、渣土物
流车将陆续出现在市场上。

事实上，早在 2008 年，国内就出现了纯电动客车
换电模式，但受当时政策环境、成本等因素制约，并没
有大规模推广。 随着换电站建设成本降低以及换电标
准不断完善，以北汽新能源、蔚来等为代表的电动车企
开始加大换电模式研究和推广力度。

有专家表示， 虽然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尚存很多
问题，但在适合的应用场景下，仍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通
道。 那么，近期多地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是否意
味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推广形势一片大好？ 这样的势
头能否持续下去？

高度依赖政策支持

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地陆续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
模式，主要针对公共交通及城市物流配送车辆。“近来
多地启动换电模式，主要面向网约汽车等有需求的市
场。同时，换电模式有望推动新能源汽车更快发展。”
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在国家政策对换电车型给予补贴后， 更多地方
才启动了换电模式。”新能源汽车行业独立研究员曹广
平指出，此次换电模式大规模启动，主要原因在于政策
推动， 而换电技术并没有出现能够支撑这一模式的重
大突破。

根据 2020年财政补贴政策规定，换电模式车辆不受
30万元价格红线制约。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规定可被认为
是国家对换电模式的支持与肯定。 工信部原部长苗圩曾
表示，未来将鼓励换电模式发展，继续加大充换电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各类充换电设施实现互联互通。

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

记者发现，丰田、宝马、奔驰等跨国汽车公司均未
采用换电模式。其实，早在 2013 年，特斯拉也曾短暂试
水换电模式。 然而，由于其成本高昂，客户对此并不买
账，特斯拉不得不将换电技术“束之高阁”。

“这条技术路线在国际上完全不被看好， 甚至被
放弃或者被证明是失败的。国内一些地方和企业又重
新拾起换电模式，却并没有注入新技术。”曹广平告诉
记者。

长期以来，电动车企各自单独布局换电站，各家掌
握不同的电池技术，导致换电模式存在电池产权归
属不清晰、电池标准不统一、资源难以共享等痛点。

“大家各自建立不同的换电站，消费者只能到购
车企业更换电池，推高成本。 换电模式如要发展，首
先要解决‘统一标准’的问题。 ”一位汽车行业专家
坦言。

也有专家表示，如果强制推行标准化，将极大消耗
企业研究新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固化对电动汽车行业
发展并非好事， 且不说技术先进的企业愿不愿共享成
果，仅是决定采用哪方技术就存在争议。

尽管如此，记者注意到，在相关管理部门和行业
协会的推动下，乘用车动力电池更换标准统一已经取
得进展。 诸多企业建立联盟，积极商讨动力电池更换
标准。 广汽、北汽和长安的一些车型已经共享奥动技
术的换电站。

“换电悖论”仍是难题

市场需求是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能否推广的关键
因素之一。 崔东树认为， 换电模式适合在个别领域发
展，并非私家车首选。

当前， 北汽换电站换电时间普遍为 3分 30秒左右，
已经能和燃油汽车加油时间相当。 蔚来已经建成换电站
155座， 在华东地区基本实现了 400公里必有换电站，使
得电动汽车在华东地区获得了“无限里程”。

多氟多相关负责人表示， 细分应用场景更易形成
换电模式逻辑闭环。

记者了解到，当前，北京地区已经建成非常完善的
换电体系。 以北京汽车为例，数据显示，北汽新能源和
北京汽车共同推出的品牌 BEIJING 汽车已经在北京
投放了 11223 辆换电出租车，打造了“5 公里出租车服
务圈”，在北京市五环内及重点地区建成 133 座充换电
站，其便捷度已与燃油车加油站相当。

但是，若私家车对换电模式热情不高，换电用户达
不到一定规模，换电站的运营成本很难收回。 据了解，
单一换电站的负荷率达到 50%才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也就是说，一座每天可以换电 400 次以上的换电站，每
天至少要完成 200 次左右的换电才能不亏损。

“我曾经提出过换电模式悖论，只有换电站门前冷
冷清清才能保证换电速度快于快充， 但门前冷清又如
何能够盈利呢？ 如果换电站门前拥堵不堪，那么，换电
速度必然不如快充。 因此，换电站布点多则必然赔钱，
少则难满足需求。 ”曹广平表示。

换电模式“后劲”够足吗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本报记者 张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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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换电模式在 2020 年得到政策支持后，一时风光无两。 不
同场景、不同车型纷纷尝试换电模式。 其中，重卡尤其成为换电模式的
重点发展领域。 与此同时，对于换电模式能否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反
思也逐渐出现。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火热不仅让特斯
拉、蔚来等车企市值飙升，也给产业链上的
相关企业带来利好。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动力电池龙头宁
德时代股价涨幅超 12%， 收于 325 元/股，
市值达到 7571 亿元，成为创业板首个市值
超过 7000 亿元的公司， 超过中国石油，跻
身 A 股公司市值前十。 2020 年 12 月 30
日，宁德时代市值更进一步，突破 8000 亿
元。而今年开市第一天，宁德时代市值再创
新高，突破 9000 亿元，离万亿市值仅有一
步之遥。

数据显示，2020 年宁德时代累计涨幅
超过 230%，近一个月内涨幅达 57%。 与前
年相比，宁德时代股价已较发行价涨了 14
倍，市值上涨逾 10 倍。

业内人士认为， 作为国内 A 股市场
TOP10 中唯一的民营企业，宁德时代在资
本市场被高度关注反映出资本持续看好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前景。

产能“疯长”

据悉， 此次宁德时代股价疯涨与其产
能全面提升有关。2020 年 12 月 29 日晚间，
宁德时代发布公告称， 拟投资不超 390 亿
元建设三个电池制造基地。

对此，中金公司表示，宁德时代 2020 年
累计公告合计近 730 亿元产能建设，已超过
该公司此前历史投资总和。 预计 2025 年全
球动力电池装机需求或达 1300GWh 以上。

需求爆发下，宁德时代作为龙头企业，预计
中长期将维持 25%-30%的市场份额。

“动力电池装机量正在从 GWh 的规
模向 TWh 时代跳跃。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
毓群近日表示，“电动化+智能化” 创新应
用正向越来越多的场景渗透： 除了汽车，
还有电动船舶、换电重卡、绿色智慧无人
矿山等，电动化和智能化的结合，带来很
多机遇。

2020 年以来，宁德时代确实动作不断。
2 月， 宣布向特斯拉供应动力电池产品；7
月， 宣布定向增发 197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
及前沿技术开发；8 月，成为奔驰头部供应
商， 同时还斥资 190 亿元投资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

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实
现动力电池系统营业收入 134.78 亿元，营
收占比 71.58%，是公司的支柱性业务。2020
年 1-11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50.7
GWh， 其 中 宁 德 时 代 累 计 装 机 量 为
25GWh，市场占有率达 49.3%，位列行业第
一，预计 2020 全年装机量达 32GWh。

登顶并非偶然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 5 年内，锂电池
将会迎来一场十倍级的产能扩张， 而支撑
这些扩张产能的， 正是快速增长的新能源
汽车市场。

中银国际最新研报称，新能源汽车持
续渗透依旧是大势所趋。 政策端看，目前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距离 《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以及《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规划目
标差距巨大；产品端看，新能源汽车呈现
供需两旺的特点， 传统主流车企加速布
局，新能源汽车爆款频现、产品布局逐步
完善。

从全球范围看，由于欧洲碳排放法规
趋严，以及各国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推动，全球主流车企都加快了向新能源汽
车转型的力度。 数据显示，2025 年大众、
奔驰、 宝马等巨头将有望实现 15%-25%
电动化率目标， 预计 2025 年全球新能源
汽车年销量将达 1800 万辆， 全球电动化
率将达到 16-20%左右。 据分析机构 IDC
预测，受政策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将在未来 5 年迎来更强劲增长，2020-
2025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36.1%。

同时，石油企业市值的下降也不单发
生在国内。转观国际，在美国股市上，几大
石油巨头曾经位于市值最大、盈利最好的
公司行列，而现在早就退出了市值、利润
前十的位置。

根据中国碳排放数据库的预测，到
2060 年， 新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
比将达到约 80%，石油和煤炭的消费量将
大幅下降。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交通出行电动化
的趋势已经确立，宁德时代和中石油分别
作为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车的能源供
给方，宁德时代市值超越中国石油也并非

偶然。 虽然石油依旧是主力能源，但随着新
能源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利好政策的推动，资
本的目光早已转移。

竞争激烈

事实上， 宁德时代在 2020 年也经历了
不小的挑战。

在国内市场，随着 2019 年 6 月动力电池
“白名单”的废止，外资动力电池企业开始涌
入国内市场，行业洗牌加速，市场竞争进一步
加剧。 而除了宁德时代，2020年比亚迪、亿纬
锂能、国轩高科、孚能科技等国内动力电池头
部企业的市值增幅也均超过一倍。同时，大众
汽车入股国轩高科、戴姆勒入股孚能科技、宝
马将亿纬锂能纳入重要供应商……车企的入
股合作也给国内第二梯队动力电池企业带来
巨大契机。

在国际市场，自 2017 年以来，宁德时代
一直稳坐头把交椅。 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
其首次被 LG 化学超越，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
到了 2020 年 8 月。 市场追踪机构 SNE Re鄄
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11 月，宁德时

代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28.1GWh，占总
动力电池装机量的 24.2%， 位居全球第一，
而 LG 化学 2020 年 1 -11 月装机量为
16.4GWh，占总装机量的 22.6%，位居第二
位，二者市场份额仅差 1.5%。

业内人士表示， 宁德时代目前主要依
靠国内市场，在欧洲、北美等海外市场拓展
并不充分。在业内人士看来，动力电池头部
企业集中趋势明显，且几家差距越来越小，
动力电池市场在未来仍会有动荡。今后，宁
德时代能否坐稳头把交椅，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