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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主要存在四大问题：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现有充电

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未来大功率充电需求；现有充电基础设施直流输出电压无法满足所有车辆电压范围；电动汽车

大小充电功率长期共存，功率固化充电设备无法适应其需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采用基于充电堆技术的集

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该创新的充电技术大幅提升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规划性，其高度安全、高度集中、

高度兼容、高效转换的特点使得发展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成为可能。测算证明：该创新的公共充电模式能高

效利用社会资源，又具备高度兼容且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特点，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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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mainly four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 (EV)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need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ocial resources; existing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cannot satisfy 
the future need of high power charging; DC output voltage of existing charging equipment cannot suffice for the voltage 
range of various types of electric vehicle; existing charging equipment with fixed maximum power output at each 
charging terminal will not be compatible and adaptable to various levels of charging power which is predicted to exist in 
the long term. Intensive flexible public charging mode based on EV charging complex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s.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of charging complex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lanning flexibility of 
EV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and enable the public charging mode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ly secure, integrated, 
compatible and efficient. It is proved that the proposed public charging mode not only substantiall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social resources, but also has exceptionally good practicability for its high compat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o fu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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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动汽车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投

入了庞大的资金和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引导充电

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加快电动汽车的普及进度。 
大量的研究表明，电动汽车的充电网络规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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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直接影响了车辆

使用的便利性与电力系统配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经

济性[1]。文献[1]建立了同时考虑充电网络服务能力

最大化与配电系统网络损耗最小化的电动汽车充电

网络规划模型；文献[2]研究了电动汽车充电站选址

对电力系统电压稳定性的影响。此外，分布式发电

渗透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大规模电动汽车接入配

电网导致电能质量严重下降，迫切需要进行及时消

纳[3]。这对配电网中分布式发电的合理调度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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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要求，文献[3]基于主动配电网的特点，提出

了含电动汽车充电和分布式电源的优化重构模型以

实现电网优化运行；文献[4]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层控

制的有序充电控制架构，能够与传统电网控制架构

融合的基础上，实现配电网范围内电动汽车和分布

式可再生电源的协同有序控制。为了减小电动汽车

负荷对电网的影响，文献[5]对电动汽车充电站负荷

进行建模研究，考虑了充电站负荷的各种随机性因

素影响，得到了反映充电站时变性的静态负荷模型，

并给出了其不同渗透率情况下的日负荷曲线；文献[6]
提出了一种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的调度策略；文献[7]
建立了实时电价下含 V2G 功能的电动汽车理性充

放电模型，并对电动汽车充放电运行的经济效益进

行了仿真计算和分析。文献[8]针对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的运营模式和用户多样化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

物联网的充电设施柔性管理解决方案。 
但是，大量的研究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充电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车桩

不匹配、充电排队时间长、充电桩利用率不高、充

电运营商盈利难、重复建设等。目前，据中国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我国电动汽车的

车桩比大约为3:1，远未达到车桩比1:1的国家目标，

这意味着目前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思想以及充电模

式还存在改进和创新的空间。 
本文首先详细描述了国内外的新能源汽车发展

情况，然后基于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深

度分析了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针对所

描述的问题，对充电模式进行创新，提出采用基于

充电堆技术的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 

1   背景 

1.1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情况 
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李克强总理指出，“加快

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紧迫任务，也是推动绿色发

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马凯副总理

在西安调研时强调，要“努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2017 年 7 月 4 日，马凯副总理在

北京调研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指出，要“统筹规划、

创新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做优做强”。新能源

汽车成为了汽车产业应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

境保护和结构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被纳入“十

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9]，《中国制造 2025》已经

把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列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的

十大重点领域之一，发展新能源汽车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10]。按照“十三五”发展规划，到 2020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将实现产销量 200 万辆、累计保有

量 500 万辆的目标。 
近两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爆发性增长，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统计的数据，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 51.7 万辆和 50.7 万辆，连续两年产销量居世界

第一。我国累计已推广量新能源汽车超过 100 万辆，

占全球市场保有量的 50%以上，中国已成为全球新

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市场。比亚迪、吉利、北汽等企

业进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乘用车销量前 10 位，国产新

能源客车技术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并已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我国新能源车技术水平也

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相比

2012 年提高了 1.7 倍，价格下降了 60%，纯电动汽

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安全性以及舒适性，相比几

年前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基本能够满足人们日常出

行需要，社会认可度也有明显提高。 
1.2 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情况 

在国际上，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一直被

认为是未来汽车发展的主要趋势，全球新能源汽车

需求正在急剧增长，市场如火如荼，日产 Leaf 总销

量已超 25 万辆，特斯拉 Model3 尚未正式上市订单

便已超 50 万辆，产能不足成为多款车型销量瓶颈。

全球各大汽车集团也纷纷披露了未来在新能源领域

的发展规划。 
大众集团计划到 2025 年上市 30 款电动汽车；

福特在其五年战略当中提到，2020 年，福特全球新

能源车销量将占福特总销量的 10%～25%；宝马目

前在电气化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其在 2016 
年共销售超过 10 万辆新能源汽车，并计划在 2025 
年之前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比例提升至 15%～

25%，日产、雷诺、三菱三大汽车品牌未来将共享

平台打造纯电动车型，日产计划到 2020 年实现零排

放的车辆超过 20%；戴姆勒计划到 2025 年推出 10 
款电动车型；而沃尔沃日前宣布，自 2019 年起，沃

尔沃汽车所有新上市车型均将配备电动机。这标志

着沃尔沃汽车将终结纯内燃机时代，电气化技术成

为其未来发展的核心。自此，沃尔沃成为首个全面

采用电气化技术的豪华汽车制造商。  
各国政府也纷纷宣布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挪威、荷兰自 2025 年起禁止燃油汽车销售，德国、

印度 2030 年后将禁售燃油车(传统内燃机汽车)，法

国 2040 年前全面禁售汽油车和柴油车。新能源汽车

的未来前景极为广阔，全球将迎来新能源汽车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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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时期。 
1.3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使用新能源

汽车使用的便利性，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和整个行

业的高度关注，马凯副总理再三强调：要下大力气

解决充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问题，破解新能源汽

车发展关键瓶颈制约，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和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政策，2015 年 10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

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11]，以引导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我国正在建设覆盖城

市公共领域、高速沿线、私人小区、单位内部等区

域的充电服务网络，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促进联盟(充电联盟)统计[12]，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公共类充电桩建设、运营数量接近 15 万个，相较于

2015 年末 4.9 万个净增 2 倍以上，中国充电基础设

施公共类充电设施保有量全球第一，深圳、北京、

上海等地已建成了规模化的充电服务网络，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得到稳步推进。 
1.4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目前，国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投放车辆实际需求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即按刚需建设；一种是按规划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的种类主要包括交流充电桩、固定功率直流充电机、

电动汽车充电堆。一般情况下，按刚需建设的充电

基础设施利用率较高，但按规划建设的充电设施利

用率极低。根据国网公司统计的数据，国网运营的

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仅为 1.46%。人民日报也在今年

发表了专题文章《充电这事有点烦》[13]，指出行业

里存在的“一边是充电桩利用率不高，一边是新能

源车充电难”的现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

推广新能源汽车的瓶颈。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社会资源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场地、配电增容及电

网改造、建设投资、政府财政补贴等多个方面，在

电动汽车发展初期，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并不高，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与占用社会资源的矛盾尚不突出。

但是随着电动汽车快速发展，当电动汽车的渗透率

达到一定比例时，这种矛盾将会集中爆发，严重阻

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下面看几个典型数据：  
深圳市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20 多万辆，而深圳

市停车位数量只有 110 多万个。 在大城市中，停车

位是一种紧缺资源，“一车一桩”模式完全无法满足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以深圳为例，即使所有的停车

位都建设了充电桩，也无法满足全市汽车全电动化

之后充电需求。  
2017年深圳市电网负荷峰期曾达到 1 714.76万

千瓦，创出年内新高。我们仍按“一车一桩”模式

测算，仍然假设深圳市实现了汽车全电动化，如果

充电桩取7 kW的额定功率和0.5的同时率系数进行

测算，充电基础设施所需的配电容量将高达 1 050
万千瓦，基本相当于再造一个城市电网。 

(2) 现有充电基础无法满足未来大功率充电需求 
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突破，电池能量密度

和充电倍率的持续提升，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将不

断增加，充电时间不断缩短，大功率充电的应用很

快就会出现。图 1 给出了传导式充电的发展趋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电动汽车发展的初期阶段，充

电功率较小，一般仅有几个千瓦，一般采用交流充

电方式；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充电功率不断加大，

当充电功率为几十千瓦时，交流充电和直流充电两

种方式共存；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充电功率不

断加大，充电方式基本以直流充电为主，未来大功

率直流充电将成为电动汽车补充能量的主要方式

之一。 

 
图 1 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发展趋势 

Fig. 1 Development trend of EV conductive charging 

目前，国外多个主流车企都已在研制适用于大

功率充电的车型，如戴姆勒新规划的车型单次充电

可以续驶 700 公里，宝马的“Charge Now”计划提

出了“充电 5 分钟，续驶百公里”的理念，国际电

动汽车标准化组织专门成立了大功率充电工作组

(High Power Charging, HPC)，研究大功率充电技术

的相关技术、标准、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据估计，

未来电动乘用车的大功率充电功率将高达 350 kW，

而电动巴士的大功率充电甚至可能达到 1 MW。由

于受到国标充电枪最大输出电流只有 250 A 的限

制，目前直流充电设备的单个充电口最大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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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达到 187.5 kW，完全无法满足未来大功率充电

的需求。 
(3) 现有充电基础设施直流输出电压无法满足

所有车辆电压范围 
根据 GB/T18487.1-2015 的规定，直流充电设备

的输出电压范围可分为 3 档： 200~500 V ，

350~700 V，500~950 V，目前电动乘用车的电压平

台一般为三百多伏，电动大巴的电压平台一般为五

百多伏，工作电压超过 750 V 的电动汽车暂时还没

有，故目前建设的充电设备一般分为 500 V 和 750 V
两种规格，500 V 直流充电设备只能为电动乘用车

充电，750 V 充电设备一般可兼容电动大巴和电动

乘用车的电压需求，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① 不能兼容高电压平台车辆的充电需求 
按照规划，未来大功率充电的最高充电电压可

能高达 1 000 V，目前建设的充电设备均无法满足其

需求。 
② 750 V 充电设备为电动乘用车充电时，功率

损失较大 
图 2 为 A 公司的一款 750 V/15 kW 智能充电模

块输出电压/电流曲线，从图 2 可以看出，其输出电

压为 300~750 V，基本可以覆盖电动大巴和电动乘

用车的电压范围。其输出电压在 625~750 V 时，最

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 15 kW；当其输出电压在

550~625 V 时，其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 24 A，最

大输出功率随着电压降低线性减小；当其输出电压

低于 550 V，其最大输出电流随着电压降低回缩，

最大输出功率随着输出电压降低加速减小。当其为

电动大巴充电时，其最大输出功率接近 15 kW，然

而当其为电动乘用车充电时，其最大输出功率不到

7 kW(以 E6 为例，充电终止电压为 338 V 左右)，其

功率损失超过了 50%。 

 
图 2 某款充电模块输出电压/电流曲线 

Fig. 2 Output voltage-current curve of a charging module 

③ 750 V 充电设备为电动乘用车充电时，转换

效率较低 
图 3 为 A 公司的 750 V/15 kW 智能充电模块在

不同输出电压下的效率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

其为输出电压在 600 V 以上时，其转换效率基本可

以保持在 95%左右，当其工作输出电压为 300 V 时，

其转换效率大约降低了 5%，这将对运营商产生重

大影响。 

 

图 3 某款充电模块在不同输出电压下的效率曲线 
Fig. 3 Efficiency curve of a charging module  

with different output voltages 

(4) 电动汽车大小充电功率长期共存，功率固化

充电设备无法适应其需要 
电动汽车发展迅猛，车型众多，不同车型充电

功率差异较大，当前一般从十几千瓦到一百多千瓦

不等，未来甚至会出现数百千瓦的大功率充电需求，

功率固化的充电设备无法自动匹配其所需的充电功

率，要么因功率过小延长充电时间，给用户造成不

便；要么因功率过大导致设备利用率低下。 

2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 

结合中国国情，要解决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过程

中的上述问题，只能走资源集约化发展道路，这需

要在电动汽车充电方面开展创新研究，包括充电技

术创新和充电模式创新。马凯副总理 2017 年 7 月在

北京调研新能源汽车产业时也强调要抓好四个创

新：“电池创新、充电创新、整车创新、机制创新”，

指出充电创新要“瞄准标准化、网络化、智能化和

大功率化，加快研发先进充电技术。加强设施建设，

创新商业模式。”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应是一种社会资源

高效利用、高度兼容、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一

种安全、高效的充电模式。 
2.1 电动汽车充电功率发展趋势 

发展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首先应该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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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传导充电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其中对

充电设施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电动汽车充

电电压平台和电动汽车最大允许充电电流。 
推广电动汽车，在很大问题上是要解决用户的

“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两大问题。 
(1) 电能能量密度发展趋势 
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有助于消除用户的“里程

焦虑”。目前，我国纯电动乘用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比

能量密度为 150 Wh/kg 左右。根据我国《汽车产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到 2020 年，动力电池系

统比能量密度将达到 260 Wh/kg 左右，到 2025 年，

动力电池系统比能量密度将达到 350 Wh/kg 左右[14]。 
根据上述规划，预测 2017 年至 2025 年动力电

池系统能量密度的变化趋势如图 4 所示。 

 
图 4 动力电池系统比能量密度与充电倍率变化趋势图 

Fig. 4 Trend of specific energy density and charging rate of 
power battery system 

电动汽车充电电压平台的提升有利于提高车辆

电机驱动器的转换效率，故其电压存在着提升的需

求，但车辆电压平台的改变对车辆影响较大，改动

周期一般较长，但最终仍然会朝着更高的电压发展，

以减少单位里程的电耗。 
而随着电池密度的提升，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储

电量达到 80~100 kWh，每百公里电耗控制在

15 kWh 以下，则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可以达到 500
公里以上，基本可以消除用户的“里程焦虑”。目前

国内比亚迪 E6 和腾势等品牌的续航里程已经达到

400 km，国外整车制造商在 2020 年前规划的纯电

动车型里程也在 400~500 km，而部分国外电动汽车

品牌(如特斯拉 Model X，P100d)的续航里程已达到

500 km 以上。 
(2) 电池充电倍率发展趋势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站点密度和电池充

电倍率的提升均有助于消除用户的“充电焦虑”。 
目前，电动汽车的充电倍率接近 2 C，基本 30

分钟可充满车辆 80%的电量。功率型电池可以实现

更高的充电倍率，但因其能量密度过低，并不适合

安装在乘用车上，故本文不做分析。根据调研国内

主流电池企业获取的数据，预计到 2020 年，纯电动

汽车的充电倍率将达到 5 C 左右。此时充电至 80%
电量所需时间仅为 10 分钟左右，充电 5 分钟，续驶

里程可增加近 200 km，基本与目前的加油时间相

当，充电等待时间用户已完全可以接受。 
预测 2017 年-2025 年动力电池系统充电倍率的

变化趋势如图 4 所示。 
(3) 电动汽车充电功率发展趋势 
表 1列出了 2016年 7款销量较高的电动汽车充

电参数。 
表 1 几款电动汽车充电参数 

Table 1 Examples of EV charging parameters 

车型 
储电量/ 

kWh 
充电时 
间/h 

充电功 
率/kW 

续航里 
程/km 

比亚迪 e6 82 1.5 44  400 

北汽 EV 25.6 1 20  150 

北汽 EU 41.4 0.5 66  260 

帝豪 EV 41 0.75 44  300 

众泰云 100 20 1.5 11  155 

比亚迪 e5 43 1.2 29  305 

众泰 E200 24.5 0.5 39  160 

结合前面分析的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和充电倍

率发展趋势，推出电动汽车平均充电功率发展趋势

如图 5 所示。 

 
图 5 电动汽车充电功率和平均充电功率变化趋势图 

Fig. 5 Trend of EV charging power and average charging power 

2.2 电动汽车柔性充电堆 
深圳奥特迅在 2014 年底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充

电技术——电动汽车矩阵式柔性充电堆，并通过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鉴定结论

是“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功率分配

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电动汽车矩阵式柔性充电堆

的技术核心为“功率共享、按需分配”，其工作原理

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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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动汽车充电堆工作原理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operating principle  
for EV charging complex 

电动汽车充电堆本质上是把充电堆内部的功

率模块融合为一个“共享功率池”，充电堆所对应的

所有充电终端“共享”功率池内的功率模块，其工

作原理如下： 
电动汽车将所需的充电需求通知给充电终端，

充电终端根据需求向智能调度模块申请所需功率，

智能调度模块根据“共享功率池”内的可分配模块

数量调度给对应的充电终端，充电终端控制、调节

分配的充电模块按电动汽车需求的电压、电流为其

充电。由于“共享功率池”的存在，很好地适应了

电动汽车大小功率长期共存的现象，解决了充电设

备无法自动匹配功率的难题。 
同时，由于充电堆将整站充电模块整合在一

起，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兆瓦级充电需求，故能很好

地适应充电技术未来大功率充电的发展方向。 
要实现解决充电设备更宽的输出电压范围、更

高的恒功率区间比以及全范围更高的转换效率，必

须在充电模块的电路拓扑方面进行创新。目前，行

业内已经在研究的多种两级整流串并输出控制方

案，即通过变压器两个副边绕组分别连接整流桥后，

通过串联和并联控制，分别实现低压区间的大电流

输出和高压区间的高电压输出，且大幅提升充电模

块的输出电压范围和恒功率区间占比，并能实现全

电压范围的高转换效率。 
电动汽车充电堆采用高度集成化设计和多重功

率自动分配策略，可以在充电准备阶段、充电过程

中根据车辆需求动态调整分配功率，也可根据配电

变压器实时功率对整站进行必要的功率限制，并且

可以将充电、配电、监控设备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内，

在厂内即完成安装调试，大幅缩短现场建设周期和

场地占用。 
采用电动汽车充电堆技术大幅提升了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可规划性，其高度安全、高度集中、

高度兼容、高效转换的特点，使得像建设加油站一

样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发展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

式成为可能，1 000 平方米的土地即可建设一座配电

容量为 1 600 kVA、装机功率为 2 160 kW 的集约式

柔性公共充电站，其能满足近 2 000 辆社会乘用车

的充电需求，同时可以很好地兼容大功率充电、充

电弓等技术方案。图 7 为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的

典型布置图。 

 
图 7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nsive Flexible  
Public EV Charging Station 

2.3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 
将基于充电堆技术的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像

加油站一样建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规模化合理

部署，重构城市空间及资源布局，有利于公共空间

的节约与利用、规划统一，既符合市民出行习惯又

满足市民的充电需求，使充电如加油一样便利。为

城市打造安全、便捷、低碳的公共充电网络，使公

共充电模式成为一种可能，对我国汽车由“加油”

向“充电”转型，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发展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式，可： 
1) 大幅节省城市公共资源； 
2) 提升城市及电网安全； 
3) 使公共充电模式成为可能； 
4) 解决充电难问题，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3   结论 

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公共领域

充电设施的建设，以消除电动车主“充电焦虑”的

问题。而基于充电堆技术的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模

式，有效地解决了电动汽车差异化的充电需求，适

应了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的发展趋势，能够兼容充

电枪、充电弓等多种方案，大规模推广集约式柔性

公共充电模式，有助于城市电网、场地等社会资源

高效利用，并主推电动汽车快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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