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9

摘　要：本研究以城市绿色发展理念为背景，
以全面推广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要途
径，实现低碳节能和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提
升城市人居环境，从而达到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以此来研究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规划布局，通过研究对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规划与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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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takes the concept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background, and takes the overal l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automotive industry as the main 
approach, achieving low-carb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urba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improving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type. The goal 
of society is to study the planning and 
layout of charging facilitie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to condu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uidance 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ging facilitie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Keywords:ECO development；new 
energy vehicles；charging facilities；
planning layout

中图分类号：TU984.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8）08-0179-02

1    引言
纵观全球，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各

个国家发展的主题，其目标是保护环境和促
进能源结构合理化，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实践
绿色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有效途径，对于
有效改善能源和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近三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产销量和保有
量保持世界第一，总体增速较快。据相关数
据显示，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惊
人，生产 79.4 万辆，销售 77.7 万辆，同比增
长 53.8% 和 53.3%，分别占燃油汽车产销量
的 2.74% 和 2.69%，高于 2016 年同期产销量
占比 1.21% 和 1.61%，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增
长趋势强劲。

如何更为主动、更积极、更为系统地推
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完善
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完善的充电基础
设施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
障，其建设和规划布局是影响与制约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关键因素 [1]。

2     新能源汽车充电方式对比分析
充电方式主要为整车充电以及更换电池

两种模式，其中充电包括快速充电、中速充
电和常规充电三种方式 [3]。这三种充电方式各
有特点和适用范围（表 1）。

不同类型的新能源汽车对其行驶里程、
充电时间要求也有差异，导致充电设施的建
设方式也会不同。因此需根据其运营类型、
行驶特点相对应的选择合适的充电方式，以
指导充电设施的具体建设（表 2）。

3    充电设施规划布局基本原则
3.1 充分发挥推广示范作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发展初期，重点考

虑充电设施的示范效应 [2]，按照公交（电动大
巴）—专用车—私家车的先后推广示范层次
实行。对充电设施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从
而增强示范效应，提高推广度。

3.2 满足合理的服务半径
考虑城区区位等因素，结合新能源汽车

推广及发展的阶段、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趋
势，适度超前，结合新能源汽车单次充电行
驶里程选取合理的服务半径。

3.3 充电设施应与交通量、充电需求量及
电力负荷量相匹配

充电设施布局首先应该符合城市总体规
划和交通规划的要求，根据片区的交通量、
充电需求量进行合理布置。新能源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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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充电方式比较一览表

充电模式
常规充电
中速充电
快速充电

电池更换

整车
充电

充电位置
交流充电桩，位于小、企业停车场

小型非车载充电机，位于购物中心、社会停车场
大中型非车载充电机、快速充 电站

换电站

充电时间（小时）
5-8
1-3

0.3-0.5
＜ 0.1

充电功率（千瓦时）
1-10
5-50

50-100
3-20

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影响小
中等

有损害
影响小

基础设施投入
小
小
中
大

实施难易度
容易
容易
困难

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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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运营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规划布局应
充分考虑充电装置的运行特点，同时考虑区
域内的输配电网现状，提高充电装置的负荷
承载能力，满足充电需求。

3.4 协调统筹、集约高效原则 
主要围绕各类停车场进行充电设施的规

划布局，集约高效利用城市有限资源。整合
相关规划，将充电设施布局与城市公交、停
车场、加油站等规划进行有机结合，实现资
源共享。

3.5 充电设施形式多样化
未来新能源汽车充电的两大方式分别是

充电和更换电池，各有优点，两种方式相结
合布置可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能源补给的科
学合理性，满足不同需求。

4    充电设施规划布局要求
4.1 充电桩布局要求
综合国内技术条件、国内发展的实际情

况、建设成本、服务半径、配套适当超前以
及车辆使用特点等相关因素，建议公交车辆
充电桩配建比取值 1:1；其他专用车和社会车
辆建议充电桩配建比取值 1:1.5。另外对于新
建办公用房、大型商场、大型酒店、居住小
区以及社会停车场等要按照不低于总停车位
15% 的比例预留充电桩的安装位置，对于已
建的办公用房、大型商场、大型酒店、居住
小区以及社会停车场按总停车位的10%比例，
建设充电桩，为私家车、出租车、公务车提
供充电服务。

4.2 充电站布局要求
充电站的规划和建设将步入规模化、网

络化时代，进行充电站布局规划研究迫在眉
睫 [3]。

（1）服务半径要求
充电站的服务半径一般按车辆平均行驶

15~30 分钟的标准控制，在实际规划中，应
结合城市规划的区域进行划分。城市外围区
域，宜根据不同等级的道路相应提出设置标
准，高速公路沿线结合服务站进行设置；国

道和省道沿线按一次充电行驶里程的 30%-
40% 的标准进行设置。

（2）建设标准
站区总体布局应满足城市规划相关要求，

同时综合考虑站内工艺、功能分区、组织交
通和节约用地等内容，提出科学合理的规划
布局方案。

根据充电站的用地规模和充电设备的数
量，充电站可划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三
中类型（表 3）。

5    充电设施规划布局引导
当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已开

始步入爆发式增长阶段，充电设施建设必将
会对城乡空间产生重大响，因此尽早将建设
纳入空间规划和设计层面进行统筹考虑和系
统研究已刻不容缓 [4]。

新能源公交车充电站布局考虑合理的服
务性，均衡布局，选择交通区位较好的公交
枢纽站、维保场、首末站等进行建设，中心
城区选择长度在 15~20km 的公交线路，城市
外围选择长度在 20~30 km 的公交线路。

新能源出租车专用充电站桩主要结合区
位及其他条件较好、客流量较大的、且有一
定用地可供使用的交通枢纽，规划出租车充
电站，如火车站、汽车站等。考虑到出租车
运营的时间长、灵活性大、行车线路的不确
定性等特点，规划的新能源出租车充电站桩
难以满足所有的新能源出租车充电需求和服
务半径要求。

其他新能源社会车辆充电站桩现阶段主
要考虑在社会公共停车场、主要旅游景点、
居住小区（社区服务中心）及主要商业圈配
建充电设施。配建的充电桩结合现有或规划
停车场内的停车位设置，不占用独立用地。

6    结语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日趋成熟，充电设施

规划布局应有长远考虑，主要从以下五个方
面进一步完善。

6.1 灵活建设机制：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
和市场机制尚未成熟考虑，充电设施的选址
建设应灵活考虑，结合各阶段的发展条件和
趋势进行增补或者减少，此次考虑的配建比
为 1:1.5，主要是从服务要求、规划配套适当
超前且与未来衔接、增强推广和宣传作用以
及启动初期推广基数较小等方面考虑，未来
可随着投入的基数增大而进行调整，综合统
筹考虑。

6.2 动态更新机制：随着新能源汽车和充
电技术和相关规范的不断更新和完善，新能
源充电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应建立动态更新机
制，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技术层面对规划
布局进行动态更新。

6.3 规划控制机制：在规划审批过程中，
对于新规划的停车场以及配建停车设施达到
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大型商场等明确充电桩
建设的控制规模和条件，原则上按不低于车
位总数的 15% 进行控制，在控规的控制指标
中予以明确控制要求，条件较好的可以适当
提高标准。

6.4 集约节约用地探讨：尽快完善和出台
有关充电桩、油、气合建的技术规范，近期
选择部分用地规模较大的加油加气站进行合
建试点和示范，条件成熟后考虑中远期在城
市外围新建区域选择加油加气站进行合建。

6.5 充电多模式探讨：充电桩主要基于现
阶段的电线充电，考虑到汽车充电技术发展
趋势的不确定性，预计无线充电模式也将成
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即汽车无线充电能够有
效降低充电设备的建设成本，使用成本，使
站场用地面积将更为减少，对提升新能源汽
车整体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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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车型建议充电方式比较一览表

车型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运营类型

公交车为主

企业商用和工
程车辆为主

私家车

出租车

行驶特点

行驶路线、里程固定能耗较大
停放时间、场地相对确定

行驶路线、里程可预估能耗一般
停放时间、场地相对确定
行驶路线、里程可预估能耗较小
停放时间、场地相对确定
行驶路线、里程存在不确定性，能耗较大
停放时间、场地不能确定

建议充电方式
停驶期间整车慢速充电
运营期间更换电池
应急采用整车快速充电或更换电池
停驶期间整车慢速充电
应急采用整车快速充电或更换电池
停驶期间整车交流充电桩常规充电
应急采用整车快速充电或更换电池

主要采用整车快速充电或更换电池

表 3- 充电站建设分类表
类型
Ⅰ类
Ⅱ类
Ⅲ类

用地规模（m2）
2100m2

1200m2

50~200m2

充电设备数量
设置 12 台充电机
设置 8 台充电机

设置 1~2 台小型充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