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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

司在全球司在全球 3636 个国家设有个国家设有 5050

家分支机构家分支机构。。作为一家独作为一家独

立咨询机构立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已罗兰贝格已

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

场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的市场之一。。罗兰贝格进罗兰贝格进

入中国市场入中国市场 3030 余年以来余年以来，，

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

略略、、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

的咨询服务的咨询服务。。目前目前，，罗兰罗兰

贝格已在中国成立贝格已在中国成立55个办事个办事

处处，，拥有拥有 360360 余名咨询顾余名咨询顾

问问。。

本文作者

徐虎雄

罗兰贝格执行总监

充换电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解读

图一：充电桩运营行业竞争现状与未来趋势

当前，受“新基建”概

念影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热度大涨。在车端新能源

“三电”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

基础上，场端充换电设施的

生产与运营也将扮演愈发重

要的角色。

近期，罗兰贝格受邀参

加了2020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创新峰会，基于《新能源汽

车报》组织评选的《新能源

汽 车 充 换 电 企 业 50 强 榜

单》，从行业竞争格局、产品

技术方向与商业盈利模式等

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

并对充换电行业未来发展趋

势进行了预测与研判。

充电桩生产玩家数量众

多，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

剧，产品相似度高，并且交

流慢充桩占主导，充电效率

提升空间较大；而产品与商

业模式的差异不明显，也对

企业自身提出了更大挑战。

①行业格局：充电桩生

产行业竞争不断加剧，部分

中小型玩家或被淘汰，具备

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头部

企业将胜出，行业集中度有

望进一步提升。

竞争加剧：2015 年至

今，进入充电桩生产行业的

玩家数量不断增长，带来更

激烈的竞争态势。

产品同质：目前，参与

充电桩制造的上市公司大多

具有直流充电模块核心技

术；除充电模块外，各玩家

在充电桩的其他组成部分如

箱体、配电设备、线缆、操

作屏幕、支付模块等方面产

品差异化较小。

毛利下滑：产品毛利率

呈逐年下滑态势，充电桩制

造企业的盈利空间将受到持

续压缩。

②技术方向：大功率充

电技术将成为充电桩市场的

重要发展趋势，充电桩生产

企业应重点提升规模化采

购、核心产品技术投资/收购

与技术合作等能力。

技术趋势：在用户端快

速补能需求不断释放以及企

业端不断追求高回报率的共

同作用下，大功率充电桩将

成为未来主要发展趋势；对

充电设备制造商的IGBT等核

心元器件议价能力与电路结

构优化技术能力均提出了更

高要求。

应对之道：以快充桩的

成本管控为首要目标，可通

过提升采购规模保障企业的

议价话语权，并收购或投资

国内外IGBT企业/产线以降低

购买成本；同时，与技术研

发能力较强的行业领先玩家

开展合作也十分必要，以共

同积累经验，提升产品性能。

③差异化优势：在行业

竞争趋于激烈、毛利率下滑

的背景下，充电桩生产企业

需要在产品差异化、业务模

式、新市场开拓等方面打造

核心竞争力，实现差异化竞

争优势。

开发差异化产品：用户

对产品的环境适应性，以及

充电安全、负荷调度、智能

充电功能的需求不断提升。

目前，多数企业的产品虽能

满足环境适应性、充电安全

这两方面要求，但仅有少数

玩家能在此基础上同时实现

负荷调度、智能充电的功

能，技术领先企业应抓住相

关需求空白的机遇。

代工运营模式：在新基

建的带动下，充电桩制造业

将迎来高峰期，对代工企业

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代工

模式能够帮助企业通过规模

效应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

货周期；同时，产品技术趋

于标准化、供应商稳定化为

代工企业提供了技术准备和

完整的供应链。

海外市场开拓：中国在

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居于领

先地位，充电桩设备成熟，

出口认可度较高；海外部分

发展中国家新能源汽车新兴

市场的充电桩需求快速增

长，并且中国整车出口企业

有当地充电桩需求，领先企

业可以积极开拓、提前布局。

运营的公共充电桩仍以

交流慢充为主，用户体验相

对较差。现有市场格局相对

稳定，集中度较高，并且商

业模式同质化较强，盈利挑

战大。未来，产品服务供

给、跨界玩家参与和多元模

式盈利均有潜在变局机遇。

①产品供给：目前，中

国公共充电桩中，慢充桩比

例较高；未来，交流慢充将

不断提升智慧化程度，大功

率直流快充、换电模式等产

品占比将不断提升。

目前收入模式：由于充

电桩利用率较低，收入模式

几乎全部依赖服务费，电力

差价以及政府补贴带来的收

入占比较低，导致整体盈利

性不足，投资回报期长。

○ 慢 充 桩 仅 需 2000～

3000元，远低于动辄7万元

以上的快充桩，并且无附带

投资。

○慢充设备对电网功率

与容积冲击小，无需额外的

扩容申请。

○受限于车载动力电池

技术的局限性，直流快充更

易造成过热，带来安全风险。

未来公共桩发展趋势：

在智慧充电系统的加持下，

有序充电能力得到提升，交流

慢充将维持主流；同时，随着

成本下降，大功率直流快充

占比有望增长；最后，更具

便利性的换电模式将作为重

要补充，未来增长空间显著。

②玩家类型：基于零部

件技术、出行运力、服务入

口、业务场景等优势的跨界

玩家不断以新模式参与充电

桩运营，对现有行业格局带

来冲击和挑战。

传统能源玩家：2018

年，壳牌建立亚洲首个充电

站，未来将推广集成加油+

加气+加氢+充电业务的“四

位一体”运营模式。

房地产玩家：2019 年，

恒大出资成立“恒大智慧充

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包括汽车充电桩生产、安

装、运营服务、电池设计销

售等。

移 动 出 行 玩 家 ： 2019

年，英国石油与滴滴出行成

立合资公司，将在全国范围内

建设新能源车充电站网络。

汽车经销商：2019 年，

广汇汽车与国网电动车成立

合资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服务及其他新能

源汽车后服务市场。

金融服务商：2020 年，

蚂蚁金服全资子公司入股简

单充，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该公司主要聚焦于停车场景

与充电运营。

电池生产商：2020 年，

宁德时代与百城新能源成立

合资公司，主营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业务。

③盈利模式：传统模式

强调硬件投入以获得规模效

益，盈利模式较为单一；新

基建模式下，充电桩与其他

技术的有机融合带来盈利模

式多元化的可能。

目前收入模式：整体盈

利性不足，投资回报期长。

未来盈利提升：在新基

建背景下，充电桩与通信、

智能电网、车联网等技术有

机融合，不仅能利用大数据

优化位置布局、提高利用

率，而且围绕充电桩将出现

更多的商业模式以及应用场

景。

○通过优质公共充电场

站与零售、消费等增值服务

业态的结合，提升场站整体

收入,通过引流、推荐等方式

获取服务分成。

○对车企配套安装的私

人充电桩在保修期后提供充

电桩的运维、保险等服务，

向车企或个人收取服务费用。

○与工业园区等物业建

设的充电站提供平台接入、

补贴申领等服务，可扩大平

台接入充电设施，增加服务

费用收入。（图一）

换电行业目前仍处在发

展初期，近期受政策鼓励，

将迎来行业发展提速期，在

车辆类型、玩家类型、商业

模式等方面将面临变革。

①车辆类型：当前，网约

车/出租车等运营车队为换电

主力，以满足运营持续性要

求；仅蔚来为私人车主大面积

提供换电服务。在政策鼓励

下，未来几年换电模式将进一

步渗透进私家车领域，支持

换电的车型也将更加丰富。

②玩家类型：主机厂/配

套商与三方平台公司为当前

主要的换电运营商，随着充

电桩生产/运营企业、电池生

产/梯次利用企业、经销商、

城市运营商的切入，玩家与

服务种类丰富度有望进一步

提升，从而推动产业进步。

③商业模式：2B业务在

高频次运营换电与补贴支持

下，盈利性尚可，主要挑战

在于2C业务的盈利性，未来

可通过换电技术升级、梯次

利用价值挖掘等创新模式的

应用，持续挖掘换电业务盈

利性空间。（图二）

图二：换电行业格局现状与未来趋势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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