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5 年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产业链

市场调研报告

一、车电分离——解题新能源汽车核心痛点

（一）增长瓶颈亟待破局，车电分离启动在即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大幅放缓，补贴大幅度退出导致 当前制造

成本难以消化，整车销售价格仍然偏高，同时由于充电基础设施效率不足、 自有停车位欠

缺、电网配合扩容难度较大等导致充电桩建设不及预期，使用便利性 大打折扣。在此背景

下，车电分离开始受到关注。

换电模式具备降低购车成本、提高补能效率两大优势。相比充电模式，换电时 间能够压缩

至 5 分钟以内，极大程度提高效率；车电分离后新能源汽车可除去电池费 用由高价转为平

价降低成本；此外换电过程中还能更好利用峰谷电价差降低电费；换电站对电池进行集中监

测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换电模式直面新能源汽车核心痛点， 有望重新带动国内销量恢复高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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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模式痛点在于重资产、电池标准化程度低、车企配合难度大。以往换电的 痛点主要包

括换电站建设前期投入高，融资需求较大，同时换电电池的标准化程度 低，难以开放使用

形成规模效应，导致技术的应用推广存在难度，需要车企和电池 企业之间加强配合

换电车辆申报提速，蔚来、吉利汽车、北汽昌河、大运汽车等换电车型进入应 用推广目录。

2020 年 6 月工信部发布 333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换电型纯电动多

用途乘用车首次出现，申报的 3 款换电车型均为蔚来牌，包括一款 ES8(参数|图片)和

两款 ES6(参数|图片)；2020 年 7 月发布 334 批公告中又出现 3 款换电车型，吉利旗下

的枫 盛汽车申报了换电型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2016 年吉利在杭州成立弋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更名为易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并注册商标，枫盛汽车申报 换电

车型是吉利在出行领域布局换电的更进一步。

（二）购置和使用成本双低，有望打开消费者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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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的使用成本和购置成本均低于燃油车，将加快新能源汽车接受度。车电分 离下，不仅

购置成本大幅回落，同时电池成为削峰填谷的储能装置，通过夜间充电 并用于日常更换很

大程度上节约成本。以宝马 X3(参数|图片)和蔚来 ES6 为例对比充电、加油和 换电的使

用成本，蔚来官方披露换电电池每月服务费 980 元，按照每月 2000km 的行 驶里程结合

夜间充电花费，每月换电使用成本 1200 元；加油模式下使用成本 1400 元；充电模式由于

没有月租费用，每月使用成本最低为 500 元。

（三）蔚来 BaaS 先行一步，引领换电模式革新

https://db.auto.sohu.com/jinkoubmw/1700?tag=article-web
https://db.auto.sohu.com/jinkoubmw/1700/trim.html?tag=article-web
https://db.auto.sohu.com/jinkoubmw/1700/picture.html?tag=article-web
http://ipoipo.cn/


2020 年 8 月 20 日，蔚来正式发布电池租用服务 BaaS（Battery as a Service）， 换电模

式进入全新阶段。蔚来从 2017 年发布 NIO Power 开始探索换电技术，旨在依 靠充换电网

络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2018 年首座换电站投入运营，2019 年换电站建 设已经超过 100

座，2020 年 8 月由北汽新能源、蔚来、中汽中心等单位牵头起草的 GB/T《电动汽车换电

安全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通过审查，标准的制定将为换电电 动车行业的健康安全发展提

供指导。蔚来 BaaS 先行一步实现车电分离引领换电模式 革新，后续更多车企或将跟随蔚

来步伐尝试换电，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价格下 降。

BaaS 通过充换电部署全方位满足用户的补能需求。BaaS 主要包括三方面：可 充、可换、

可升级——“可充”指的是在家利用专属充电桩，在外使用商业充电桩 充电，根据线上媒

体沟通会披露，截止 2020 年 3 月，蔚来落地 25 座超充站，188 根超 充桩，蔚来 APP 内

推出的充电地图打通了 200 多家运营商，接入 30 万根充电桩，覆 盖 337 座城市；“可换”

主要是换电模式，截至 8 月 20 日蔚来已获得换电相关专利超 过 1200 项，在全国范围内

已建成换电站 143 座，累计为用户完成换电服务超过 80 万 次；“可升级”意味着车主可

以花钱升级电池包增加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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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电池包升级方案提高容错率，续航选择更加广泛。蔚来目前推出 70/84/100kWh 三种

电池包，不同的电池包对应不同的续航里程且在蔚来当前所有的 车型上均可通用，同时蔚

来还提供永久升级和灵活升级两种方式让消费者选择。

换电模式将为各方参与者创造价值。消费端消费者通过付出租用服务费和补能 费，节约了

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换电站运营方赚取日常补能费，并扮演电池回收 的渠道角色；运营

阶段形成新的参与方电池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电池维护，赚取租用 服务费用，挖掘梯次利用

价值。

二、车电分离有望重塑产业链格局

（一）整车：一次性完成平价，自建网络增强体验

车电分离下蔚来全系车型价格大幅下降，一次性完成燃油车平价。在 B 级 SUV 市场上，蔚

来 ES6 价格从 35.8 万元下降至 28.8 万元，凭借其 320kW 最大功率、610N*m 的超高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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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和 6 秒以内的百公里加速等配置优势凸显。2020 年蔚来新上市的 EC6(参数|图片)定

位 B 级轿跑 SUV，在车电分离下价格从 36.8 万元下降至 29.8 万元，比同级别燃油车型奔

驰 GLC、宝马 X3 等更具价格优势。

在 C 级 SUV 市场上，蔚来 ES8 价格原本高于丰田 普拉多(参数|图片)、凯迪拉克 XT6

等畅销燃 油车型，实施换电模式后价格将从 46.8 万元下降至 39.8 万元实现平价，消费者

会更 加关注续航里程、最大功率、最大扭矩等反映性能参数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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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特斯拉自建大功率快充网络，蔚来选择换电方式，大幅优化用户体验。不 同于传统电

动车企，蔚来与特斯拉均选择自建补能网络完善售后用户体验。特斯拉 自主研发大功率快

充并自建完善的充电网络，最新研发的 V3 超级充电桩可支持最高 250kW 的峰值充电功率，

Model 3 充电 15 分钟即可补充最高约 250km 续航。根据特 斯拉官方披露，目前特斯拉

在中国已经建成超过 2800 个超充桩，2500 个目的地充电 桩，能够覆盖约 90%的人口密

集城市，其中 V3 超充桩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超充 站落地，后续还将陆续开放新的 V3

站点，并实现全年新增 4000 个超级充电桩的目标。蔚来以自建换电网络大幅优化用户体验，

建立整车销售的用户粘性。

（二）换电站：利用率 8-9%可盈亏平衡

充电站的初始投资包括设备和土地成本，按照 32 个直流桩+12 个交流桩的配置， 假设直

流桩/交流桩单价分别为 2/0.2 万元则初始投资 366.4 万元；运维成本总计 50 万 元/年；土

地和设备分别按照 30 年和 10 年折旧；收入端主要是电费收入和服务费收入 两部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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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站整体的利用率可测算出各个交流桩和直流桩的年充电利润，从 而得到充电站的总利

润和内部收益率。

换电站的初始投资成本相对更高达 560 万元；根据蔚来发布的换电收费模式，换 电费用构

成=换电度数*（电费+服务费），电费即为当地电费成本，服务费定价略高 于换电站周边

运营性快充桩收费水平，蔚来服务费折合 2.5 元/kWh 测算，其余假设和 充电站一致。

相同利用率下换电站前期投入更大且盈利性次于充电站，导致成本收回时间更 长。假设利

用率为 7%，单个交流桩年充电利润 0.37 万元，单个直流桩年充电利润 2.94 万元，充电站

税后净利润 23.97 万元，收回投资时间 7.54 年。换电站利用率为 7%时 每日换电 20 辆车，

换电站税后净利润 5.04 万元，收回投资时间 13.11 年。

换电站虽比充电站要求更高利用率，但仅需 8-9%即可盈亏平衡。由于前期投入 不同及盈

利性差异，充电站十年期内部收益率为 0 达到盈亏平衡时内部收益率在 6%-7%之间，而换

电站达到盈亏平衡的收益率在 8%-9%之间。

换电站的收益率对利用率最为敏感。换电站收益率每提高 1%将使年净现金流入 提升 13.25

万元。随着充电车辆增加，净现金流量持续提升，十年内部收益率由负转 正。服务费为 1.8

元/kWh 时，利用率从 8%提升至 9%将扭亏为盈，收益率相应从-0.01% 提升至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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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的变动对内部收益率影响相对较小。蔚来 BaaS 模式的逐步完 善将带动其整车销量

提高产生规模效应，通过提高利用率使换电站尽早盈利。

（三）电池：资产管理模式转型

电池企业参与 BaaS 模式下成立的电池资产管理业务，负责电池包日常运营管理。基于 BaaS

模式，8 月 18 日蔚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负责电池包管理，股东方一共有 4 家，分别为蔚

来汽车、宁德时代、湖北科投以及国泰君安国际，各投资 2 亿元占比 25%， 宁德时代作为

电池龙头企业参与其中补足商业模式下最后电池一环。蔚来汽车出售 汽车时电池包将直接

出售给电池资产管理公司，消费者购买车电分离的新能源汽车；在换电过程中消费者通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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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换电站进行，但实际过程是向电池资产管理公司租用 电池包。BaaS 模式中电池资产管

理公司负责日常的电池管理、储能等等业务，车企 负责换电服务与消费者对接，分工合作

提高效率。

换电模式天然的优势极大程度提高回收率，解决经销商模式电池回收难点。传 统的经销商

模式客户分散电池回收困难，同时消费者在购车过程中购买了动力电池， 车企并未拥有所

有权，因此还需要从消费者手中获取电池所有权，进一步增加回收 难度，如果动力电池回

收数量不足，收集到电池后进一步处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相比之下，换电站本身具有天

然回收优势，完全能够取代经销商网点，收集的电池数量增长后能形成规模效应，结合梯次

利用构成充电-换电-储电闭环，降低电池全 生命周期成本。

丰田在推出混动技术同时已经建立完善的镍氢电池回收体系，将为国内锂电池 回收行业镜

鉴。早在 1998 年丰田就在思考动力电池的回收工作并启动了混动车辆镍 氢电池的回收，

2009 年丰田开始在全球多国建立回收指导站。2012 年回收范围拓宽 至电机稀土材料，

2013 年开始实现镍氢电池的梯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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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在收集动力电池上通过经销网络发力，以旧换新提升回收率。动力电池售 后回收主要

包括收集电池和处理电池两部分。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客户非常分散，且 很多人并没有电池

回收意识，使电池收集困难。丰田在回收过程中选择从新能源汽 车销量大，易回收的地区

开始，且回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有效储存，达到一定量之 后再进行处理。当车主电池损坏

或衰减时，经销商会给出以旧换新的方案，向车主 收取一定费用后旧电池更换为新电池，

从经销网络实现电池回收。

在处理电池领域，对于达到使用寿命需要退役的电池，丰田将对电池特性进行 评估诊断，

并分为三类，对不同级别的电池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大程度提高电 池资源利用率。

（1）进入维修体系：对电池进行相关信息处理，如果电池整体状况良好，只是 个别单体

达到使用寿命，则对这些单体更换后重新组装电池包应用于其他汽车。

（2）梯次利用：如果检测后整体状况不佳但还剩余一定容量，则可进行梯次利 用，应用

于分布式储能电池系统、微电网等环节。

（3）电池拆解：对于完全丧失再利用价值的电池则进行拆解和化学处理，回收 镍、钴等

金属用于生产新电池，实现循环利用。

http://ipoipo.cn/


（四）供应商：换电站建设提速

换电站主要由操控室和换电室两个房间组成。操控室包括充换电控制模块、通 讯模块和人

机交互界面等，换电工程师在操控室内负责换电操控，还可以将电池状 态上传至云服务系

统；换电室主要包括换电平台、换电系统和充电平台。换电平台 负责汽车定位、举升等功

能，换电小车对汽车进行电池更换，充电平台负责更换后 电池的充电。当电动汽车需要进

行换电时，待换电的电动车停放在换电平台的停车 底座上，通过汽车定位系统定位后通过

举升装置将电动汽车举升到一定高度。然后 由换电系统换电并将换下的电池运送至充电平

台的电池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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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或将达到换电建设高峰，带动相关供应商订单提速。蔚来当前的建设进 度是一周

一座换电站，2020 年内建设 50 座左右，到 2021 年推出第二代换电站后 有望达一天一

座；奥动计划 2025 年全国建设 5000 座换电站；国家电网和北汽的合 作建设也正在逐

步推进，计划 2021 年 6 月前完成 100 座换电站。随着换电标准出 台和政策落地，政

策环境逐步松绑，各运营商的换电站建设计划将逐步启动，2021 年有望成为换电站爆发之

年。

（1）2017 年 7 月山东威达全资子公司苏州德迈科电气与武汉蔚来能源共同投资 设立昆山

斯沃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武汉蔚来持股 43.5%，德迈科持股 44%。根据 斯沃普官网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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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普在电动汽车快速自动换电站的系统规划、机械设计、电气 控制等领域拥有多项发明

和实用新型专利，拥有完善的配套制造能力及质量体系并 引进多台高性能激光切割机、折

弯机、数控中心等机加工设备，为蔚来换电站提供 相关设备和建设服务，已经在北京、上

海、苏州等地建设多处电动汽车快速自动换 电站并成功投入运营。

（2）2017 年 2 月科大智能全资子公司上海永乾机电和蔚来签署合作协议，由永 乾机电提

供换电设备，旨在达到换电站的持续降本和量产推广，此后双方保持合作。根据起点锂电报

道，永乾机电是中国最早从事换电站产品技术研发的企业，也是目 前国内极少数可提供完

整换电站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科大智能具备换电领域整

体解决方案能力、核心设备制造能力和工程服务能力， 能够全方位满足各类不同客户的换

电需求。目前科大智能换电站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可将汽车换电全过程缩短至 2 分钟以内，

站内最大储存 30 块电池，并可根据电网载荷 情况进行错峰充电。

（3）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梯门系统相关业务，是国内拥有自主变 频控制核

心技术并较早应用于电梯门系统的企业。2020 年 7 月公司收购杭州伯坦科 技工程有限公

司 100%股权，伯坦科技主营换电站等业务，换电站保有量位居行业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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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飞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LED 驱动电源业务，其产品 LED 驱动 电源是

LED 照明灯具的重要部件。2020 年 7 月英飞特拟以 1500 万元对浙江奥思伟 尔电动科

技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持股 7.5%，进一步拓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奥思伟尔以新能

源汽车驱动控制系统为切入口，主营业务包括换电站设备，目前客 户有杭州伯坦、吉利汽

车、柳州五菱等，根据公司公告，公司 2020 年开始与伯坦科 技首次合作，在换电车型的

动力系统及换电站的出电系统中有相关产品应用，目前 已经签订订单并计划于近期开始批

量供货。

三、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当前换电站建设参与者较少，奥动新能源、蔚来、杭州伯坦三足鼎立。在“充 电为主，换

电为辅”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充电领域快速发展并大幅超过换电。根据 充电联盟统计，截

至 2020 年 6 月我国充电站保有量接近 4 万座，换电站数量仅 500 座 左右。

底盘换电成为主流，高效率的同时需要高投入。当前换电方式主要包括底盘换 电、分箱换

电和侧方换电，核心区别在于电池布置的区位不同。底盘换电具有较高 电池隐蔽性、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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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换电时间保持在 5 分钟内效率高，但相对其他换电方式成本 更高。蔚来、北汽等均

采用主流的底盘换电，不同之处在于北汽换电更偏重于出租 车、物流车、分时租赁等营运

车辆，而蔚来则针对私人领域，对服务体验等提出更 高要求，特斯拉在 2013 年尝试底盘

换电后放弃换电模式，转向充电研发。

对比国内外换电行业，奥动新能源、时空换电、北汽蓝谷智慧等定位国内运营 车市场，通

过模块化拼装技术和开放平台已形成先发优势；伯坦科技设计定义了标 准电池箱，实现各

类车型换电兼容；北汽福田和宁德时代发力重卡市场，在短途运 输和固定线路运输开拓换

电应用；Better Place 由于盈利模式缺乏、融资能力不足在 行业中昙花一现。 蔚来利用整

车销售、电池资产管理、换电网络之间的业务协同， 开创全新商业模式打开私家车换电市

场，而对于其他企业在发展初期以商用领域如 商用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切入，可精准定

位用户，提升单站利用率，较快实现盈 利，以战养战、循序渐进进入私家车市场。

（一）奥动新能源：模块化拼装破局运营市场

奥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0 年在广州成立并开始探索换电技术， 2000-2016 年

研发试点换电在各类场景的应用，2016 年后进入推广和商业化阶段， 先在北京实施百站

计划，后发展至全国实施千站计划，逐步成为领先的换电企业， 目前已在北京、广州、厦

门、兰州、昆明等城市建成换电站，占全行业换电站保有 量 50%左右，累计换电次数突破

200 万次，总服务里程超 2 亿公里。预计到 2025 年， 换电网络将布局国内 100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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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运营 5000 座换电站，为包括出租车、网约车、 物流车、私家车等 200 万辆新能源汽

车提供换电服务。

蔚来面对私家车市场，奥动布局营运车辆市场。蔚来本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优 势明显，通

过布局私家车换电能够带动汽车销量，因此更加侧重于私人领域。而奥 动的业务范围不包

括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营运车市场对充换电效率要求高，换电频

率更高，换电技术能够实现应用拓展。与传统物流车相比，新能源物流车在节能减 排、运

营成本方面更具优势，尤其是城市物流配送领域，小体积、零排放的新能源 物流车更能满

足小批量、多批次运输的实际需求。奥动选择从营运车辆入手，先在 网约车上实施换电技

术，后陆续发展至出租车、物流车等。

（1）2017 年 9 月，奥动、首汽集团和北汽新能源达成协议，将共同整合技术与 车辆资源，

推动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快速融合和发展。

（2）2019 年 10 月，奥动与广州公交集团旗下品牌广骏集团联手建设汽车换电 站在广州

正式投入运营， 3 分钟换电将有效满足周边出租车司机的能源补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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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 11 月，福田汽车和奥动将共同开发、加快导入最先进的换电技术 方案在福

田物流车及专用车的配套合作。作为中国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商用车企 业，福田智蓝新

能源 2025 战略将以电动物流车为主线，以城市配送和末端物流为核 心市场，满足用户市

内运营场景的全工况需求。

奥动换电站 3.0 采用集装箱式结构，模块化拼装方式提高服务能力。集装箱式结 构和模块

化设计能够快速完工，奥动的换电站能够实现 1 天建站，即插即用，占地面 积不到 70 平

方米，服务次数达到 288 次/天超过大部分换电站。

加强和储能公司合作，梯次利用更进一步。奥动的梯次利用采取和储能公司合 作方式。奥

动为储能公司提供电池，储能公司为奥动提供电能。更进一步还可以通 过相关合作建立城

市分布式储能网络，一边供给换电车电池充电，一边还能保障城 市波谷备用电力，甚至提

供应急用电，更好地发挥每一块电池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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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空电动：“蓝色大道”搭建开放平台

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在杭州成立并启动 B2B 定制业务，2014 年 建立首

个换电站，2017 年上线“蓝色大道”计划，使新能源科技直接服务城市出行。根据时空电

动官网，目前“蓝色大道”业务覆盖全国 20 多座城市，拥有 50 余座充换 电站，2 万余名

司机先后加入，累计服务乘客超过 2 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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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电动采用“运营车+换电站”模式，切入出租车、网约车等高频出行场景。相对于乘用

车，出租车和网约车等公共服务用车运营属性强、运营成本敏感、固定 里程需求，潜在市

场规模庞大。2017 年 4 月时空电动在线上正式发布蓝色大道计划， “运营车+换电站”的

模式能够最大限度提升运营车辆的效率，进而推动电动汽车的规 模化落地应用。

时空电动将自身定位为换电平台，通过蓝色大道计划旨在建立全面开放的生态。时空电动希

望借助“蓝色大道”项目建设一个“安卓式”的全方位开放平台，让更 多“玩家”参与进

来，共同创造换电生态。“蓝色大道”项目已经与滴滴出行、东 风汽车等企业合作，尽可

能涉及更多出租车、网约车。

（三）伯坦科技：硅谷天堂入主构建换电生态

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在杭州成立，主营换电站投资建设和运营等。根据伯坦科

技官网，目前伯坦科技已建成近百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 800 多万次能源 补给服务，总换

电里程超过 10 亿公里。

自主定义标准电池箱，实现了乘用车、商用车、物流车等各类换电车型兼容。伯坦科技设计

定义了一种标准电池箱，适配所有车型（乘用车、物流车、大巴车）， 实现了体系内所有

车型的换电兼容。伯坦科技构建了“车电分离、分箱换电”技术 体系和商业生态目前已与

7 家主机厂合作开发车型 10 余款车型，产品涵盖乘用车、商 用车等。

硅谷天堂入主伯坦科技，分工合作打造换电生态网络。2020 年 7 月 5 日，硅谷天 堂子公

司宏坦投资与展鹏科技达成交易，交易完成后宏坦投资成为展鹏科技的控股 股东。2020

年 7 月 11 日展鹏科技发布预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杭州伯坦科技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自此硅谷天堂在入主展鹏科技的同时也控 制了伯坦科技。硅

谷天堂披露，将由伯坦科技提供换电技术，澎湃电能管理集团公 司作为电池资产管理运营，

银能股份提供换电服务，再由硅谷天堂负责全局把控， 政府引导基金给予底层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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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新的换电生态网络。硅谷天堂利用伯坦科 技现有的换电站和换电技术支持，通过引

入基金获得充足资金，积极开拓换电站市 场份额。

（四）北汽蓝谷智慧：换电技术向标准化、模块化发展

北汽蓝谷新能源公司于 2009 年在北京成立，是北汽集团控股子公司，也是我国 首个获得

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蓝谷智慧能源公司是北汽新能源自主的换电 设备能源服务商，

为北汽新能源提供换电产品。2020 年 7 月国网和北汽蓝谷智慧能 源合作的“首座换电站”

济南 1 号换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双方正式开启在新能源汽 车换电领域全面合作。 未来国

网和北汽新能源将持续在换电领域深度合作，力争在 2021 年 6 月底前全面合作建设 100

座换电站，服务全国超过 1 万台换电车辆。

蓝谷智慧以出租车、网约车切入，逐步向私家车发展。蓝谷智慧能源公司认为 换电市场的

第一阶段客户主要是出租车、网约车等，后期逐步发展至物流车和私家 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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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换电车、能源服务站、储能业务和电池业务，从非标准化向标准化、模块 化发展，打

造全方位换电生态。蓝谷智慧能源计划多线条同时推进，在换电车型方 面从出租车向乘用

车迭代，能源服务站逐步升级为模块化可扩展升级的新型能源站， 储能方面从标准化储能

模块入手，电池服务则构建评估和标准化的系统。2021 年后 将达成换电装置、定位技术、

通信协议等标准化以及换电平台、集装箱的模块化， 满足其扩展、迭代、升级要求。

储能业务优先服务体系内电池回收，由内而外进行市场业务拓展。蓝谷智慧在 电池储能业

务上选择以集团内部基地出发，先满足内部能量的需求，由内而外进行 业务拓展，能够更

好地支持集团内部发展。

储能对象以快递三轮为客户突破，采用租赁或直销电池模式合作。在对电池梯 次利用的过

程中，由于低速的快递三轮车消耗电量少，运送货物更加灵活，运输距 离不长，更适应梯

次利用中电池电量不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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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汽福田：换电重卡适合短途或固定路线运输

宁德时代和北汽福田合作换电，发力重卡市场。2020 年 7 月首批北汽福田智蓝 新能源换

电重卡车辆交付仪式在京举行，中国首个换电重卡商业化应用场景正式落 地。本次交付是

北汽福田车电分离技术的首次应用，宁德时代为“公转铁”换电重 卡提供了解决方案。宁

德时代的换电重卡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城市区域建材运输、矿 域矿物运输、港口区域物流运

输等，换电重卡 3－5 分钟即可完成换电，比加油更快 且续航里程达 180km，能够满足矿

山砂石骨料运输工况需求。

前期重卡车电分离减少投入，后期换电经济性高于燃油车。换电重卡由于使用 车电分离技

术，初期投入减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同时在行驶过程中经济性高于燃 油车。根据宁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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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官方披露，换电重卡每公里电耗仅为 1.2kWh，相比燃油大概能 节省 60 元/100km，在

续航里程 180km 的情况下单次续航相对燃油车节省 108 元。

重卡换电在特定场景下有应用推广的价值。相比于传统乘用车，重卡车身庞大， 载重量大，

对电机、电控在内的三电系统要求更高，需要适应更多不同场景，比如 上下坡的路段、不

平整路段、大风大雪等恶劣气候环境，更适合短距离运输或是固 定线路运输，避免续航里

程不足等突发情况。

（1）专线运输。固定货物运输专线，如煤炭洗煤厂至铁路、港口运输等，适合 单程距离

100km，可超载，途中无需补电。

（2）港口内倒。封闭场景内重复短倒运输，如港口内货物运输、集装箱运输等， 适合 24

小时不停作业。

（3）支线短倒。集中站至周边城市的支线短倒，如铁路港集装箱运输等，适合 单程距离

150km，途中无需补电。

（六）Better Place：盈利模式和融资能力是关键

Better Place 成立于 2007 年的以色列。自成立以来 Better Place 就以电动汽车换 电为主

营业务，并获得了包括通用电气、摩根士丹利、汇丰、以色列集团等企业的 投资，融资额

超过 8.5 亿美元。Better Place 成立之初希望通过换电模式成为世界上 各类品牌电动汽车

的换电服务供应商，经过 6 年发展 Better Place 始终未能得到市场 认可，2013 年申请破

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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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的换电业务仅针对自身产品，Better Place 试图构建全球统一的换电电池 标准。Better

Place 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电池标准化，在以色列、 丹麦、澳大利亚等

地都拥有分公司，并花费过多精力去联合全球的汽车厂商、电力 供应商制定统一标准，为

此 Better Place 在以色列的体验中心接待了上百个代表团。由于电池行业标准短期内统一

难度大，Better Place 的电池标准化目标难以实现。蔚 来的换电业务短期内仅针对自身产

品，统一电池标准化难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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