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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备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

件，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现有充电设施建设情况，系统总结了运营模式及主要运

营商布局规划，从政策和标准体系层面深刻剖析了产业发展保障机制，并针对

突出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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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汽车产业升级和

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解决方案，近年来取得

了极大的发展，截至2016年5月，我国累计

生产60.99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保障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可持续发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指南 （2015~2020年）》 明确提出到2020

年，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1.2万座，分

散式充电桩480万个。在火热的新能源汽车

市场拉动和政策合理引导下，我国充电基础

设施产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充电设施网

络初具规模，商业模式呈多元化发展，充电

标准不断完善，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整体规

划，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等问题 [1]，总体来

说，我国充电设施产业发展环境较好，各项

工作向着积极有序方向推进。

（1）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各地区不断

引进新思路、新模式，大力建设充电基础设

施。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充电设施行业发展

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①充电桩建设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截至

2016年5月，全国共建设分散式充电桩19.7万

个 （充换电站统计数据缺失），尤其是进入

2015年，充电设施建设数量大幅度增长，这

也得益于《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奖

励的通知》 （财建 [2014] 692号） 中明确表

示拨付资金专项用于奖励符合充电设施建设

奖励标准的城市，利好政策的有效引导激励

充电设施行业快速发展 （见图1）。

②交流充电桩仍占据主导地位。从充电

方式来看，全国共有14.6万个交流充电桩，

占比74.07%，仍然占据行业主导地位。

③形成以公共充电桩为主，专用和私人

充电桩为辅，以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为补

充的充电模式 (见表1)。

④充电设施建设受新能源汽车推广导向明

显。截至2016年5月，排名前十的城市充电设

施保有量累计达13.09万个，占比全国充电设

施保有量66.41%，从下页图2中可以发现，新

能源汽车推广量较大的城市充电设施配套建设

更加完备，其中，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排名前

三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座城

市同样位居全国2015年城市销量前三名。

产业发展现状1

图1 2011年至2016年5月我国充电设施分类型建设情况

充电桩类型 定义 截至2016年5月充电桩保有量 （个） 占比

公共充电桩
交通枢纽、大型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城市公共停车场所等区
域建设的充电桩；公共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内部建设可对外开放的充电
桩；私人住地对外开放共享充电桩；城际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的充电桩

89,400 45.38%

私人充电桩 居民私人居住地建设的充电桩 55,000 27.90%

专用充电桩 公交、出租、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专用停车场所建设的充电桩 52,700 26.74%

表1 我国不同类型充电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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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模式

随着新能源汽车快速上量和充电设施建

设规模日益提高，选择一种合理的商业运营

模式对于产业推动和发展影响重大 [2]。本文

对当前存在的六种主流商业模式分别进行梳

理分析。

①充电桩+充电服务

收取充电服务费是充电桩行业传统的盈

利模式。2014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

发《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 （发改价格 [2014] 1668号），明确运

营企业可向用户收取电费和一定的充电服务

费。

②充电桩+商品零售+服务消费

以电动汽车充电桩为中心，建立便利

店、物流中转站、汽车4S店等配套服务圈，

利用车主充电时间，深入拓展零售、消费业

务，提高充电服务的延伸性和增值性，拓宽

收入来源渠道。

③充电网络+分时租赁

分时租赁是一种提供随取即用租车服务

的新兴模式，依托充电桩设立新能源汽车

分时租赁服务网点，建立充电网络与分时

租赁相结合的模式，实现资源共享，扩大

充电网络的辐射能力和公共交通服务能力。

④众筹建桩

众筹建桩是指通过提供场地、电桩、

或资金参与充电设施建设，建成后参与者

将永久享受分成利益回馈。在互联网思维

下，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分摊建桩投

入，协调收益分成，巧妙解决充电桩建设

初期需要解决的土地和资金问题。

⑤私人充电桩共享

公共充电设施停车位紧张、充电费涨

价等背景下，私人充电桩共享成为了一种

新兴模式，同时，私人充电桩充电稳定、

故障率低。因此，无论从路面交通、充电

体验，还是充电成本来看，这种私人充电

桩共享概念是将资源充分利用的一个新型

引导方式。

⑥充电管理大数据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不容忽视。

充电桩为采集用户的充电行为数据提供了

良好的载体，基于线上APP获得用户的基本

信息，通过对出行时间、出行地点、充电

时间等海量数据挖掘，分析用户的充电行

为和生活习惯，针对性推送消费广告，同

时为充电桩建设规划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3） 运营商情况

运营商是充电设施建设发展的重要投

资主体。电网企业拥有电力传输技术优势、

土地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在产业化初期

能够快速推进充电设施网络建设，从布局

规模来看，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普天新

能源是我国主要的国营充电设施运营商，

特锐德和星星充电是民营运营商代表企业。

①国营企业

国家电网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

务 是 全 国 最 大 的 充 电 运 营 服 务 商 ， 截 至

2016年5月，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公共充电

桩14 760个和专用充电桩25 140个，其中包

括21 500个直流充电桩，取得了良好的示范

效应。目前国家电网已发布了战略规划，

图2 截至2016年5月我国充电设施主要城市保有量及整车销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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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计划全年新建2 450座充电站和2.8万

个充电桩，到2020年，计划累计建成1万座

公共快充电站和12万个充电桩。

南方电网共建成500个 公 共 充 电 桩 和

2 759个专用充电桩，其中包括800个直流充

电桩。根据统计结果，南方电网充电设施建

设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

南五省，其中深圳市已建成运营2 890个充电

桩。到2017年南方电网计划建设119座充换

电站和1.2万个分散式充电桩，完成在广州、

深圳、柳州等17个南方重点城市优先布局。

普天新能源是国内最早从事新能源汽车

充电网络建设、运营的企业之一，在深圳、

广州、北京、合肥、上海等城市均有布局。

截至2016年5月，普天新能源在全国建成充

电站70余座，公共充电桩2 430个，专用充电

桩8 454个，其中在深圳建设充电桩7 302个，

是其主要的建设基地，充电服务涵盖公交、

出租、物流等多领域。

②民营企业

特锐德是国内比较大的民营充电桩建设

企业之一，截至2016年5月，特锐德共完成

建设37 500个公共充电桩和9 315个专用充电

桩，服务范围辐射山东、北京、江苏、山

西、河南等多个省市。特锐德创新性地推出

智能充电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充电安全性，

同时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引领充电技术的

发展。

星星充电是国内首个推出“众筹建桩”

模式的运营服务平台，旨在利用互联网思

维，促进充电设施普及和建设。截至2016年

5月，共建成13 681个公共充电桩，其中包括

交流充电桩13 209个。星星充电计划三年内

在全国建设25万个充电桩，形成规模化和城

市充电网络群，至2020年在全国形成不低于

100万个充电桩投建和运营。

（1） 产业政策体系

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事关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健康与否，在产业发展初期，完备的

政策保障体系将对产业发展起到极强的宏观

引领作用。以推动产业科学、高效、快速发

展为出发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撑政

策，如图3所示，在建设规划、电价优惠、

建设奖励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导方案，不断

推动产业取得新进展。

（2） 技术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是支撑和规范产业发展，提升

充电技术水平，实现充电设施产品互联互通

性的有效保障。为此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等相关部委高度重视充电设施标准化工作，

并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其中2015年发布了

两项重要标准文件：

保障机制2

图3 充电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政策体系架构图

充电设施政策体系

电价优惠

建设奖励

安全检查

其他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4] 3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
（国办发 [2015] 73号）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指南》 （2016~
2020 发 改 能 源 [ 2016]
454号）

《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
作 的 通 知》 （建 规
[2015] 99号）

《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
格 政 策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发改价格 [2014]
669号）

《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奖励的通知》
（财建 [2014] 602号）

《关于“十三五”新能
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
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
车 推 广 应 用 的 通 知》
（财建 [2016] 7号）

《关于开展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安全专项检
车的通知》 （国能综安
全 [2016] 212号）

《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
划 （2016~2020年）》 （国
能电力 [2016] 290号）

《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 （发
改基础 [2015] 1788号）

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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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结合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化建

设新需求，国家能源局组织在原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标准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

理、优化和补充完善，制定并发布了《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标准体系项目表 （2015年版）》

（国能科技 [2015] 394号），确定了由8个技

术领域、58项标准组成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技术标准体系。

②质检总局等五部委修订发布了电动汽

车充电接口及通信等5项国家标准，重点强

调提升充电安全性和兼容性。在安全性方

面，新增了充电接口温度监控、电子锁、绝

缘监测和泄放电路等功能，在兼容性方面，

新标准修改部分可与原有标准兼容，保障新

旧产品间互联互通。

总体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行

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在主要城市先后建立

起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

在规划布局、运营模式、技术标准等方面均

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然

而，在充电设施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系统解决，

才能实现我国充电设施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1） 存在问题

①充电桩利用率低

充电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各运营商都是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布局充电网络，未充分考

虑城市建设、交通规划、电网改造等因素，

缺乏科学的规范作为指导，与市场脱节，导

致了充电桩利用率低，资源闲置严重。

②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目前正值充电新老标准交替时期，新能

源汽车和充电桩存在接入性问题时有发生，

尽管新国标注重强调兼容性，但是车辆和充

电设施接口间缺乏操作认证的问题短期内难

以彻底解决。同时，各运营商均有自己的运

营平台和手机APP，服务信息和支付方式不

兼容为用户带来诸多困扰，充电设施亟需加

强互联互通性。

③充电设施建设主体盈利困难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充电桩运营业务

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或盈利很低，虽然市场催

生了多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但这些模式的用

户基础规模较小，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提

高参与主体盈利能力是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迫切解决的问题。

（2） 相关建议

①建立合理运营机制

创新充电设施建设商业合作模式，采取

线下线上相结合方式，提供电子商务、广告

等增值服务，实现盈利方式多元化，提升充

电服务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②加强充电设施布局的顶层设计

在充电设施选址及数量布置上综合考虑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用户充电便利性、土地

供应等因素，通过科学和系统地规划有效提

高充电设施利用率。

③完善充电技术标准体系

引导不符合兼容性要求的充电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同时运“互联网+”的方式整合

充电设施资源，借助统一的智能充电设施平

台运营推动电动汽车发展，实现运营商之间

的互联互通，在跨平台支付和服务信息兼容

上实现重大突破。

（责任编辑 史慧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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