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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技术研究 

茹永刚 

 (西安特锐德智能充电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为了促进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的推广和普及，系统性地从大功率充电设施的国内外现状开始，分析了

大功率充电设施面临的充电接口、充电模块、系统安全和维护、运营商的盈利、对电网的影响等问题，并给出解

决方案，提出来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带给新能源车普及、充电设施产品统一及电网融合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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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High Power Charging(HPC) Technology For EV 

RU Yonggang  

(Xian Tgood Intelligent Charging Technology co.,LTD, Xia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high-power charging facilit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situation of HPC technology domestic and overseas,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such as charging connector, 
rectifier technology, safety and maintains for system, operators’ profit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grid, and different 
solutions for these challenges are give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HPC will bring great opportunities 
such as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he uniform of charging facil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with power 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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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燃油汽车的电气化方向已经在全球达成共

识，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制定了明确的产品

技术路线，可以预期电动汽车在不远的几年内，会

得到快速的发展，甚至超过燃油车的销量。这个趋

势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快速发展的趋势后面，仍然

存在着影响电动汽车全面普及的一些问题，只有这

些问题的合理解决，才可以真正让电动汽车媲美或

者全面超越燃油车，让用户从心里愿意选择电动汽

车。在这些问题里面，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充电

时间无疑是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

充电倍率在这几年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而且仍将

是未来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的主要突破方向。而无论

是续航里程的增加或者充电倍率的提高，都要求有

更大的充电功率来配套。所以电动汽车的大功率充

电也一定是充电设施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但充电

功率需求的持续增加，也给充电行业标准、充电设

施、高压配电器件及充电连接器等等一系列的环节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旨在阐述和探讨电动汽车

大功率充电设施的技术发展现状以及如何更好地应

对电动汽车对大功率充电的需求。 

1   大功率充电设施的现状 

1.1 大功率充电设施的定义 

电动汽车直流大功率充电在行业内中还没有

正式的官方定义，行业中通常指单枪充电功率在

350 kW 或以上，充电电流大于 400 A 的充电方式为

直流大功率充电。 

大功率充电的主要应用场景为：高速路充电站；

服务于城市出租、物流车、长途车、分时租赁车等

运营类电动汽车的充电站；服务于城市内无固定停

车位的电动乘用车充电站；服务于配置有类似钛酸

锂等可大倍率充电的城市公交车充电站。 
1.2 国外大功率充电设施的现状 

欧洲市场，欧盟计划开启一项名为超快速充电

网的项目，项目将建造连接荷兰、比利时、德国、

奥地利等国的快速充电站网络。此计划将于 2018
年完工，预计花费 1 300 万欧元。计划中的充电站

点的输出功率都可以达到 350 千瓦时，是特斯拉超

级充电桩功率的 2 倍以上，是欧洲目前大多数标准

充电桩功率的 7 倍以上，这一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包

含了宝马、戴姆勒、奥迪等欧洲主流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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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2017 年 1 月份，Evgo 宣称启动全

球首个 350 kW 充电站建设。作为美国最大的电动

汽车充电运营服务商，ChargePoint 也在 2017 年早

些时候宣布，将推出 400 kW 的大功率充电系统

Express Plus，该平台将主要针对电动公共汽车、电

动卡车和有快速充电需求的乘用车用户。这些充电

桩将在 15 min 内为车辆增加数百英里的行车距离。

而特斯拉的目标是将充电时间减小到 5~10 s，由此

可以推出，需求的充电功率将超过 350 kW。 
1.3 国内大功率充电设施的现状 

从充电设施来说，国内其实很早就在电动商用

车充电场合实现了大于 350 kW 的充电功率。这种

充电往往都是通过多枪(两枪到四枪等)及充电弓的

方式实现，充电功率最高已经超过 480 kW，充电电

流达到 600 A 以上。主要车型大都是基于诸如钛酸

锂这类可以大倍率充电的商用车。这方面国内与国

际同行的技术平齐甚至在国内已经超前国际技术

发展。 
而在乘用车方面，由于国内电池厂、主机厂技

术及市场定位的原因，目前绝大部分的充电功率仍

然在 100  kW 以下。比亚迪 E6 算是在国内充电功

率和续航里程比较大的乘用车，最大的充电功率也

只有 70 kW，这方面我们与国际大品牌(特斯拉、保

时捷等)之间逐渐有较大的差距，同时由于市场没有

车型进行匹配，乘用车的大功率充电技术和充电网

络建设远远落后于国外水平。 

2   大功率充电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1 大功率充电设施的组成 
充电设施主要包含以下几大部分：高低压配电、

充电模块、系统散热及防护、BMS 通讯板、计量系

统、系统监控及充电线缆等。随着充电功率的逐步

增加，对很多部分的设计都提出新的要求，影响最

大的是系统散热及防护、充电枪、高低压配电和充

电模块。接下来分别从这些方面来研究一下大功率

充电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2.2 大功率充电设施与电动汽车充电接口的问题及

解决方案 
2015 版 GB/T 20234 标准在直流充电充电电流

接口标准中增加了 400 A，但实际国内无论是车厂、

连接器厂家还是充电设施运营商，最大的充电电流

仍然是 250 A，大功率充电枪头方面仍然面临技术

上的问题。 
但是在单枪实现 350 kW 充电功率的技术得到

突破之前，仍然有其他方案可以暂时解决大功率充

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乘用车与商用车应该区 

 
图 1 充电设施的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charging facilities 

别来看，对于新能源乘用车，目前国内大部分乘用

车的电池 pack 电压大部分仍然处于 300~500 V 之

间，最大充电功率仍然在 50 kW 左右。所以，对于

乘用车，大功率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提高母线电压，

按照目前的器件水平，完全可以支撑乘用车电压达

到 600 V，这样在现有充电连接器不变的情况下，

充电功率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 150 kW，而这方面国

外车企走得会更激进一点，比如保时捷在 2019 年将

推出的 Mission E 的电池电压将达到 800 V，实现

15 min 充满 80%电量的速度，充电功率将达到

350 kW。 
而对于商用车，不应该局限充电枪一种连接方

式，目前有多枪充电、充电弓充电等方式，充电功

率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 500 kW 以上。实际上，对

于商用车，由于大部分是固定地点充电，最合理的

方式应该是充电弓的方式，既解决了充电枪电流限

制的问题，又可以解决人工插枪笨重不方便等很多

的问题。 
2.3 充电模块功率等级的问题的及解决方案 

目前行业中主流的充电模块仍然是 15 kW，部

分系统开始启用 20 kW 的充电模块。但随着单车充

电功率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比如 350 kW，如果仍然

采用 15 kW 的模块，则意味着系统需要 24 个模块

充电模块的并联，从成本角度来说并不是最合理的

设计。35 kW(对于 350 kW 系统)功率等级甚至更大

应该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在器件平台的选择上，在 30 kW 以下的充电模

块仍然比较容易使用更低成本的 MOSFET 器件平

台。当模块功率超过 30 kW 时，MOSFET 的平台已

经不太合适，除非采用交错并联的拓扑，否则需要

大量的 MOSFET 并联来实现大电流的开关。未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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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大功率的充电模块，一方面是宽禁带的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比如 SIC 或者 GaN)将会有更大使用，

这些新器件的使用，会进一步提高充电系统的效率；

另一方面是大功率的 IGBT 模块的解决方案，但会

带来成本及模块体积的增加。 
2.4 系统防护面临的问题 

电动汽车直流充电系统是专业化的工业系统，

但是实际上的使用环境又往往都处于非常恶劣的民

用环境下，按照现在通用的 IP54 防护等级要求来

说，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特别是

对于未来的大功率充电系统，以 350 kW 为例，额

定条件下系统效率按照 95%算，则系统的总发热功

率将达到 18.5 kW，如果按照最恶劣条件来计算(往
往发生在最低输入电压条件下)，总的发热功率有可

能达到 26 kW。这么大的发热功率必然要求更有效

的散热手段，一方面系统的发热量都能够有效地散

出去，保证所有的元器件都在安全的温度降额之内，

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系统内部防护敏感器件(PCB、

SMD 器件等)足够高的防护等级。如果还是延续目

前的散热方式(直通风)和防护等级(IP54)，必然导致

设备未来长期可靠性问题。 
所以为了提高系统的长期可靠性，大功率充电

系统需要采用更高防护等级的散热方式，比如液冷、

热交换或者几种散热方式的混合等。 
同时，对于大功率充电系统，无论是从系统设

计、现场安装、设备维护方面还是从用户体验方面

来说，分体式设计都将更加适合。所以，以后的大

功率充电设施将更多地以分体式的形式呈现。 
2.5 系统安全方面的考虑及解决方案 

电动汽车的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最重

要的事情，同时电动汽车的安全应该是一个系统工

程，这个系统中包含了用户、电池、电网、充电设

备、信息安全及车辆安全。而大功率充电系统的电

压高、电流大，对系统的安全设计要求很高。 

 
图 2 充电动汽车充电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Fig. 2 Safety for EV charging is a systems engineering 

对用户的考虑，随着充电电压的提高，要求设

备具有更高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设计，保证人身

的绝对安全，系统直流对地绝缘检测要求更加的可

靠和快速，同时，随着充电功率的大幅增加，还需

要考虑音响噪音和电磁辐射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一

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电池方面，对于大功率充电，要求电池充电倍

率能够达到 5~10 C，而充电倍率的增加，是在所有

影响安全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充电功率的

增加，诸如 BMS 设计、系统主动防护设计、系统

关键部位的检测设计等等都要求重新考虑，比如充

电设备对 BMS 的充电指令响应更加快速，或者

BMS 对电池的管理必须要考虑到充电设备的响应

时间因素，防止因为响应过慢导致对电池的过充。 
设备方面，随着充电电流的增加，系统内部的

接触损耗会以电流平方倍的关系增加，从直流输出

到电池端口任何地方接触不可靠都会迅速导致热量

的集中产生，带来起火的重大事故。所以，一方面

关键部分的连接器设计要保证绝对的可靠，另一方

面，要保证系统内足够多的关键部位温度异常检测

设计。 
2.6 运营商的经济效益问题 

在有足够多的大功率充电电动汽车的情况下，

大功率充电设施无疑会大幅提高充电运营商的服务

能力和每天的服务费收入。 
但实际情况是，国内目前能够实现大功率充电

的车辆太少，即便是充电服务运营商目前投建的小

功率充电桩，设备利用率仍然只有不到 10%的水平，

大部分投建的设备仍然处于闲置的状态，单纯的大

功率充电设施会让设备闲置率和充电运营商的投资

成本更高。 
另外，关于服务费方面，国内目前的收费完全

按照充电度数来计算，所以无论是 3.3 kW 的交流

充，还是 120 kW 的大功率充电，度电服务费都是

一样的。但实际上，小功率充电设施和大功率充电

设施的投资成本有着巨大的差异(设备费用、维护费

用、电力扩容费用、工程安装费用等)，同时，对于

直流设备的计量，是在直流输出端进行计量，所以

相比于交流充电设备，直流充电设备每度电要多承

担 5%的电力损耗费用。 
未来，由于大功率充电设施带给用户更好的体

验，运营商在设备和维护、电力扩容方面更多的投

入，大功率充电的度电服务费应该要高于慢充和小

功率充电服务。而在充电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一定

要有长远的眼光，在一些适合建设大功率充电的场

合，一定要在产品方案上兼容现有小功率充电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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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功率充电的两种不同需求，避免投资浪费。 
2.7 电网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从总的充电电量来说，假设中国现有机动车

(2017 年保有量 1.9 亿辆)全部更换电动汽车，每辆

车每年的平均行驶里程按照 15 000 km 计算，百公

里平均耗电按照 15 度电计算，则这些电动汽车带来

的每年新增用电需求约为 4 300 亿度电，占 2016 年

实际总发电量 6 万亿度电的约 7%，可以说，影响

并不是很大。��

从充电功率来看，根据博思数据发布的

《2017-2022 年中国加油站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

究报告》，2016年中国中国加油站的总数量为98 000
座，加气站的总数量接近 7 000 座。 如果考虑实现

充电与加油相同的体验，也就是把所有这些加油站

和加气站(每个站通常 12 把枪)全部更换为 350 kW
的大功率充电枪，然后考虑 50%的利用率，则充电

功率的峰值将达到 2.3 亿 kW，占 2016 年全国总装

机容量的 14%(当然所有枪不会同时充电)。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大功率充电从装机

容量方面的影响要大于电量的影响。而对于如何解

决大功率充电对电网装机容量的影响在第 3 节进行

介绍。 

3   大功率充电带来的机遇 

3.1 大功率充电将有利于解决电动车主的充电担忧

问题。 

用户对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和充电便捷性的担忧

极大地影响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国内现有乘用车即

便采用直流快充技术，仍然需要至少 1 h 以上的等

待时间，这个时间对于高速路、出租车等很多用户

是无法忍受的。随着电池技术及大功率快充技术的

发展和普及，充电时间可以缩短到 10~20 min 甚至

更短，让电动汽车充电和燃油车加油有着类似的用

户体验，可以很好地解决用户的充电担忧问题。 
同时，现有的小功率充电需要依靠充电桩的量

来解决慢的问题，国内的充电运营商也的确是建设

了大量的充电桩。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电动汽

车车主在喊“无桩可用”，而另一方面，充电运营企

业投建的充电桩却躺着睡大觉，充电利用率普遍在

10%以下(行业统计平均值应该在 5%左右)，投资回

收遥遥无期。主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的城市土地和电

力资源无法满足充电桩大量建设的要求，或者说现

有的政策不支持充电桩的到处铺建。所以导致了可

以建桩的地方没有车，有车的地方没有资源建桩，

而大功率充电的实现，可以大大减小充电桩数量上

的需求。 

3.2 大功率充电将促使乘用车与商用车电压平台

趋于一致，大大提高充电设施与车辆类型的兼

容性。 

我国老版充电标准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电压

标准及辅助电源标准都有所差异，2015 版的新版标

准将辅助电源统一为 12 V/10 A，但电压仍然有三个

电压等级(500 V、700 V 和 950 V)。导致的结果是

充电设施不统一，市场上会存在 3 种充电设施，造

成投资的浪费。 
但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动汽车续航里

程和充电时间会不断改善，为缩短充电时间，乘用

车的充电电压会逐步从现在的 300 V 电压逐步提升

到 600 V 以上的电压，比如保时捷 mission E 车型的

电池电压已经高达 800 V。这样，乘用车和商用车

将在充电设施上实现统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在高

速路服务区不用既要为乘用车建 500 V 充电桩，又

要为商用车建 700 V 充电桩。同时，对于各充电运

营商来说，对于现在 500 V 的充电桩投资需要进行

审慎的考虑，避免后续大批量设备淘汰。最合理的

方法是选择宽电压范围，宽恒功率范围，可以同时

兼容 500 V、700 V 和 950 V 两个电压范围端。比如

西安特锐德智能充电有限公司和深圳中兴公司推出

的全恒功率范围 15 kW 充电模块。 
3.3 电动汽车未来必然会作为储能设备与智能电网

深度融合，逐步形成智能化的微电网单元。 

电动汽车充电所产生的用电负荷具有随机性、

脉动性、大功率的特点，特别是以后的大功率快充

充电站，这方面的影响会更大。这种负载特性会给

电网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很大挑战，同时，为满足大

功率充电所增加的设备投资成本及电力增容成本都

被极大地闲置和浪费。 
短期来看，通过储能等技术手段让充电设施对

电网侧的需求变得平滑和稳定，则电力增容成本和

配电成本都会大大减小。电力增容的设备利用率大

幅提高可以充分盘活已投入的电力扩容设备，带来

其他额外收益。 
长期来看，随着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和充放电功

率的逐步增加，未来电动汽车作为重要储能单元和

重要的直流负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智能电网和

微电网中来，电动汽车的大功率充电不但不会成为

电网的负担，相反，电动汽车的普及和与电网的深

度融合，会让电网的调节手段更加的多样，电动汽

车作为直流负载的加入，会让分布式新能源的利用

效率更高，让集中式新能源的消纳有了更加简单的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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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电动汽车的充电方式未来一定有多样化的解决

方案，而大功率充电必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主流充

电解决方案之一。而现阶段，为了促进电动汽车大

功率充电设施发展，除了要解决大功率充电设施自

身的技术难题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的协同和

标准的及时制定和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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