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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于换电模式的热衷，最基础的动力依然是政策驱动。在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中，
首度将换电新能源车型提升至重要位置；而在全国两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明确提出鼓励换电模式；《政府工作报
告》中，又首次将投建换电站纳入“新基建”。

换电模式按下快进键换电模式按下快进键？？

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与中央政府积极推动

换电模式一致换电模式一致，，多个地方多个地方

政府也发布了相关的鼓励政府也发布了相关的鼓励

政策政策。。早在早在 20192019 年年 77 月月，，

广州市发改委提出进一步广州市发改委提出进一步

扩大充电基础设施规模和扩大充电基础设施规模和

容量容量，，力争力争20192019年全市充年全市充

电桩保有量超过电桩保有量超过 55 万个万个，，

建成使用的换电站数量超建成使用的换电站数量超

过过 2626 座座；；同年同年 77 月月，，北京北京

市明确纯电动出租车应具市明确纯电动出租车应具

备充换电备充换电兼容技术兼容技术，，以快速以快速

更换电池为主更换电池为主。。近日近日，，北京北京

市政府又指出市政府又指出，，到到20222022年年，，

北京市将新建不少于北京市将新建不少于 55 万万

个电动汽车充电桩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建设

100100个左个左右换电站等右换电站等。。

相比此前备受外界质相比此前备受外界质

疑疑，，近日近日，，蔚来汽车显然蔚来汽车显然

拥有了更充足的底气拥有了更充足的底气。“。“换换

电站进了年度政府工作报电站进了年度政府工作报

告告，，车电分离逐渐变成国车电分离逐渐变成国

家路线家路线。”。”66 月月 44 日日，，蔚来蔚来

汽车某高层人员在微信朋汽车某高层人员在微信朋

友圈发文表示友圈发文表示。。

在换电模式被充电模在换电模式被充电模

式 挤 下 主 流 路 线 之 后式 挤 下 主 流 路 线 之 后 ，，

20172017年年，，蔚来推出了自己蔚来推出了自己

的换电技术路线的换电技术路线，，并高调并高调

对外宣传这一路线的必要对外宣传这一路线的必要

性性。。当时当时，，蔚来引发争议蔚来引发争议

的主要矛盾点在于的主要矛盾点在于：：作为作为

一家高端电动车初创企一家高端电动车初创企

业业，，蔚来很需要钱蔚来很需要钱，，而换而换

电模式的建设和运营成本电模式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高昂高昂，，很难盈利很难盈利。。如今如今，，

一连串鼓励换电的政策把一连串鼓励换电的政策把

蔚来推向了蔚来推向了““政策宠儿政策宠儿””

的角色的角色。。新版新能源汽车新版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也为换电车型免补贴政策也为换电车型免

了门槛了门槛，，指出指出““新能源乘新能源乘

用车补贴前售价须在用车补贴前售价须在3030万万

元以下元以下 （（含含 3030 万元万元），），换换

电模式车辆除外电模式车辆除外”。”。

与换电站一样被纳入与换电站一样被纳入

““新基建新基建””的还有充电桩的还有充电桩。。

由于政策的利好由于政策的利好，，充电桩充电桩

也在今年迎来了新一轮的也在今年迎来了新一轮的

投资热潮投资热潮。。尽管两者在新尽管两者在新

能 源 汽 车 能 源 补 给 体 系能 源 汽 车 能 源 补 给 体 系

中中，，被认为应该是互补的被认为应该是互补的

角色角色，，但业内对于谁更合但业内对于谁更合

理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理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

从目前相关机构的统从目前相关机构的统

计数据看计数据看，，国内新能源汽国内新能源汽

车电力获取方式中车电力获取方式中，，充电充电

桩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桩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占比高达占比高达 9090%%以上以上。。而换而换

电模式在目前国内新能源电模式在目前国内新能源

电动汽车电力获取方式中电动汽车电力获取方式中

的占比不足的占比不足 55%%，，大部分使大部分使

用换电模式的均为出租车等用换电模式的均为出租车等

大客户群体大客户群体。。

在不少消费者眼中在不少消费者眼中，，换换

电模式相比传统充电桩充电电模式相比传统充电桩充电

具有巨大的时间优势具有巨大的时间优势，，是一是一

条不错的纯电动汽车配套充条不错的纯电动汽车配套充

电方案电方案。。除了消费者对于充除了消费者对于充

电时间需求外电时间需求外，，目前目前，，中国中国

纯电动汽车的使用环境也是纯电动汽车的使用环境也是

换电模式较为令人期待的原换电模式较为令人期待的原

因因。。据调研统计据调研统计，，中国大约中国大约

有有7070%%的汽车用户没有固定的汽车用户没有固定

停车位停车位，，只有只有4040%-%-5050%%的新的新

能源汽车用户能够安装上专能源汽车用户能够安装上专

属充电桩属充电桩。。（综合媒体报道）

换电模式到底靠不靠谱？

1 换电模式屡受宠

相关链接


北汽新能源以及吉利的北汽新能源以及吉利的

思路都是从思路都是从BB端切入端切入，，打好打好

基础基础，，再扩展到再扩展到CC端端，，认为认为

这是比较现实这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可行的方

式式。“。“经过这几年的探索经过这几年的探索，，

让让 BB 端市场先行端市场先行，，做好经做好经

济济、、平衡的小细分市场平衡的小细分市场，，把把

整个换电站的路给铺开整个换电站的路给铺开；；等等

到铺至一定密度以后到铺至一定密度以后，，CC端端

进来后能够有效进行更大面进来后能够有效进行更大面

积的覆盖积的覆盖。”。”北汽新能源党北汽新能源党

委副书记连庆峰表示委副书记连庆峰表示。。在他在他

看来看来，，换电模式在技术换电模式在技术、、产产

品等各个方面已经不存在问品等各个方面已经不存在问

题题，，而接下来的问题主要包而接下来的问题主要包

括标准问题括标准问题、、投资问题投资问题、、消消

费习惯问题和成本问题费习惯问题和成本问题。。要要

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规模是一个规模是一个

先决条件先决条件，，而换电标准的统而换电标准的统

一被认为是最底层的问题一被认为是最底层的问题。。

““技术层面上技术层面上，，我们是做到我们是做到

内部整个换电标准的统一内部整个换电标准的统一，，

外部实际上是通过把外部实际上是通过把BB端和端和

CC端打通端打通，，做到外面客户的做到外面客户的

统一统一。。但是但是，，这个规模肯定这个规模肯定

是不够的是不够的，，要真正让要真正让CC端最端最

后就跟加油站模式一样方便后就跟加油站模式一样方便

的话的话，，必须要做到厂家标准必须要做到厂家标准

的统一的统一。”。”

由于目前在电动汽车发由于目前在电动汽车发

展的过程中展的过程中，，电池作为核心电池作为核心

零部件零部件，，往往被企业视为核往往被企业视为核

心竞争力的体现心竞争力的体现。。因此因此，，无无

法统一的换电电池尺寸法统一的换电电池尺寸、、换换

电标准都是制约换电模式发电标准都是制约换电模式发

展的重要原因展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蔚来的换电模式

还是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

其主要目的均是为了缓解里

程焦虑问题。那么，换电与

充电，到底谁更靠谱呢？

效率更快的换电模式为

何失败？

特斯拉V3超级充电桩的

充电效率为 15 分钟可充至

满电续航的50%，按照Mod-

el 3 668km 的满电续航标

准，15 分钟就能增加超过

300km续航里程。而蔚来根

据车主使用体验反馈，换一

次电池的时间大概在 6-10

分钟，并且可得到百分百的

电量储备。相比之下，蔚来

的换电模式无论是在时间成

本，还是补充能源效率上，

都要明显高于特斯拉V3超充

技术。

早期换电模式的失败原

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前期

投入成本太过昂贵，换电站

内的电池储备、人员开销以

及场地费用等设施的建设，

其成本都要远高于充电桩。

第二是纯电动汽车基数太

小，投资回报较少。但那是

在2008年，那时新能源汽车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

生产业。

“换电”能否卷土重来？

或许现在看来，2008年

阻挡换电模式发展的困难都

已排除，但实际上，这才是

开始，对于换电模式还会出

现哪些问题，我们从消费者

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

1.随着换电需求的加

大，换电效率和综合体验变

差很难避免。就拿蔚来换电

为例，现在就有网友反应，

换电站换电的用户“人满为

患”，本来换电只需要 6 分

钟，但排队却等了1 小时，

结果得不偿失。

2.安全隐患或将大幅度

提升。如果过于频繁地进行

换电操作，是否会对电池组

本身造成过度磨损，进而引

发自燃等事故？该如何避免？

3.目前，蔚来提供的换电

服务费用在 180 元左右，而

电动汽车的保值率本来就很

受质疑，如果再加上售价不

菲的换电费用，人们会对是

否需要拥有车辆产生动摇。

4.纯电动车型可谓五花

八门，想要做到每辆纯电动

汽车都能换电，那就必须要

求所有的车企都加盟到换电

站中。这个项目的实施难度

如何？大家可想而知。

近日近日，，多家媒体发现吉利在多家媒体发现吉利在44月份注册月份注册

了新商标了新商标““易易换电易易换电”。”。据了解据了解，，易易换电易易换电

是吉利科技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吉利科技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其专注于换其专注于换

电技术和服务电技术和服务。。这被解读为吉利在换电业务这被解读为吉利在换电业务

上采取的进一步动作上采取的进一步动作，，此前吉利称未来将会此前吉利称未来将会

推出一款支持换电的网约车推出一款支持换电的网约车。。而上汽荣威在而上汽荣威在

55月月1010日发布中高端新能源汽车日发布中高端新能源汽车RR标时标时，，也也

表示将实现表示将实现““可充可充、、可换可换、、可升级可升级””的动力的动力

电池架构电池架构。。这意味着这意味着，，换电模式不再是北汽换电模式不再是北汽

新能源和蔚来孤军奋战的领地新能源和蔚来孤军奋战的领地。。

作为电动汽车的能源作为电动汽车的能源

补给方案之一补给方案之一，，高额的投高额的投

资成本以及商业模式难寻资成本以及商业模式难寻

等问题一直制约着这个产等问题一直制约着这个产

业的发展业的发展。。事实上事实上，，换电换电

模式早在上个世纪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90年代年代

就有国家提出方案就有国家提出方案，，当时当时

主要针对公交车的换电主要针对公交车的换电。。

从那时起到现在从那时起到现在，，换电模换电模

式被多次尝试后又放弃式被多次尝试后又放弃，，

仅有少数企业坚持探索布仅有少数企业坚持探索布

局局。。

特斯拉同样曾在特斯拉同样曾在 20132013

年短暂试水换电模式年短暂试水换电模式，，但但

终因换电价格昂贵终因换电价格昂贵、、操作操作

不便等原因宣告放弃不便等原因宣告放弃。。

从车企来看从车企来看，，我国最我国最

早规模化做换电模式的是早规模化做换电模式的是

北汽新能源北汽新能源。。相比充电模相比充电模

式式，，换电模式被认为在安换电模式被认为在安

全性全性、、便捷性上更具优便捷性上更具优

势势，，通过车电价值分离通过车电价值分离，，

能在延长电池寿命和梯次能在延长电池寿命和梯次

应用应用、、储能和减轻电网负储能和减轻电网负

荷荷、、电池全生命周期与价电池全生命周期与价

值管理等方面做到更优值管理等方面做到更优。。

例如例如，，对于消费者关注的对于消费者关注的

能量补给时长能量补给时长，，换电模式换电模式

可缩短至可缩短至 33 分钟以内分钟以内。。但但

是是，，车电价值分离的基础车电价值分离的基础

原理也意味着换电站建设原理也意味着换电站建设

成本高昂成本高昂，，从电池归属和从电池归属和

管理到换电站运营更存在管理到换电站运营更存在

多方利益相互制约的复杂多方利益相互制约的复杂

性性；；同时同时，，各车企电池和各车企电池和

换电涉及的车辆技术标准换电涉及的车辆技术标准

2 C端瓶颈仍待破

3 B端切入，扩展到C端

不统一不统一，，也让换电站的使也让换电站的使

用频次受到限制用频次受到限制，，规模效规模效

应难以形成应难以形成。。此外此外，，在消在消

费者层面费者层面。。还存在对新电还存在对新电

池换到旧电池池换到旧电池，，以及车辆以及车辆

残值处理可能遇阻等问题残值处理可能遇阻等问题

的担忧的担忧，，这些难题也是换这些难题也是换

电模式一直难以大规模推电模式一直难以大规模推

广的主要原因广的主要原因。。

4 充电桩OR换电模式？

66月月55日日，，换电模式换电模式““先先

发发””车企北汽蓝谷邀请行业车企北汽蓝谷邀请行业

专家齐聚一堂专家齐聚一堂，，在公司内举在公司内举

办了一场办了一场““新能源汽车可持新能源汽车可持

续发展续发展””主题沙龙活动主题沙龙活动，，展展

开了精彩的思维碰撞开了精彩的思维碰撞。。

北京汽车蓝谷营销服务北京汽车蓝谷营销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春风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春风表

示示，，换电模式推广的一些瓶换电模式推广的一些瓶

颈正被逐渐突破颈正被逐渐突破。。在换电站在换电站

运营方面运营方面，，北汽蓝谷单个换北汽蓝谷单个换

电站的投入金额大概为电站的投入金额大概为 300300

万元万元，，并且已实现两年半可并且已实现两年半可

收回整个成本收回整个成本。。

西部证券电动智能汽车西部证券电动智能汽车

首席分析师王冠桥对于北汽首席分析师王冠桥对于北汽

未来的发展给出了分析未来的发展给出了分析：：如如

果在未来果在未来 22--33 年或年或 33--44 年的年的

周期里周期里，，北汽蓝谷在政策推北汽蓝谷在政策推

动下实现动下实现 BB 端市场放量端市场放量，，会会

有较大可能找到更好的商业有较大可能找到更好的商业

模式循环模式循环。。资本市场会考虑资本市场会考虑

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企业的利润情况企业的利润情况

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从从

换电模式试点来看换电模式试点来看，，如果资如果资

本市场给换电模式估值本市场给换电模式估值，，可可

能会考虑以下几点能会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能一是能

不能有很好的盈利能力不能有很好的盈利能力；；二二

是盈利模式能不能复制是盈利模式能不能复制，，能能

不能从北京复制到厦门不能从北京复制到厦门、、郑郑

州州、、河北河北；；三是能不能衍三是能不能衍

生生，，在在 BB 端市场饱和后端市场饱和后，，能能

不能切入不能切入CC端市场端市场。“。“按照这按照这

个逻辑去看的话个逻辑去看的话，，北汽在换北汽在换

电模式上是有成功机会的电模式上是有成功机会的，，

至少我觉得可盈利至少我觉得可盈利、、可复可复

制制。。未来能否获得更大成未来能否获得更大成

功功，，要看它的衍生能力要看它的衍生能力。”。”王王

冠桥表示冠桥表示，“，“北汽蓝谷也会从北汽蓝谷也会从

‘‘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变成永续经变成永续经

营营，，成为一家公共事业公成为一家公共事业公

司司。。资本市场对于汽车企业资本市场对于汽车企业

的的PEPE估值一般是估值一般是66--88倍倍，，而而

公共事业公司是公共事业公司是1515--2020倍倍。”。”

北汽换电模式可盈利可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