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不敢用了

寒潮下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大幅减少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焦源源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焦源源

近日气温下降，新能源汽车续航性受到较大影响。 北京一位电动车车主张明（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北京气温骤降至零下10度左右，其汽车续航里程明显下降。 如果打开空调，续航里程会瞬间减少40公里。

业 内 人 士 指 出 ， 电 动 汽 车 冬 季 续 航 里 程 减 少 是 整 个 行 业 面 临 的 难 题 ， 主 要 在 于 电 池 容 量 下 降 和 开 暖 风 耗 电 过 多 所 致 ， 且 磷 酸 铁 锂 电 池 受 影 响 更 大 。

瞬间减少40公里

张明于2020年上半年买了一辆北京现代昂希诺电动汽车，该车搭载宁德时代生产的三元锂电池，NEDC续航里程为500公里。

“如果不遇到低温天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明表示，2020年4月购车，截至12月该车行驶充电总费用为1099元（经常购买充电套餐）；行驶总里程为8435公里，每公里费用约为0.13元。 张明驾驶汽车通常采取ECO+模式，开空调较少。

不过，近来北京气温骤降，张明的汽车续航里程明显下降。 张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零下11度的环境下，其在北京晚高峰路段正常行驶8.4公里，空调设置为24度，驾驶模式为ECO+模式，但续航减少了17公里。 根据行车APP，空调加热耗电约为总耗电量的20%。 “天冷电池活性降低，对汽车行驶里程影响确实较大。 ”张明说。

吴凯（化名）是特斯拉Model� 3车主。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的特斯拉搭载三元锂电池。 “春秋时续航比较准，但入冬后，把空调开到最大，基本上续航乘以0.6。 ”另一位特斯拉Model� 3车主谭俊（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90%电量下降到19%，他的Model� 3仅行驶了132公里。 “冬天只能用于上下班通勤，根本不能出城。 ”谭俊说。

“低温使得电池容量下降，同时暖风耗电过多，导致续航里程降低。 ”北汽新能源技术总监兼工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玉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磷酸铁锂更“不抗冻”

冬季续航打折扣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难题。 目前，动力电池主要以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为主。 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通常更高，低温性能更好，但本身不耐高温，成本也相对较高；而磷酸铁锂电池在耐高温、成本、循环寿命上有优势，但低温性能存在短板。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宏光mini� EV是2020年的“网红”车型。 洛阳一名宏光mini� EV车主近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称，入冬后，他的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宏光mini� EV“只能跑70公里，活动半径缩小一半。 该车标的续航里程数是120公里。 ”

搭载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EV销量居前。 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家比亚迪4S店销售经理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安全性高，但冬季续航相对三元锂电池确实要短一些，与电池活性下降有关。 “该车型冬季开空调状态下行驶，大概会缩短150公里。 ”

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低温对比亚迪汉EV的续航影响更大。 “北京最近很多天都在零下10度左右，我上下班单程15公里，一周要充一次电。 ”近日购买了比亚迪汉EV的邓女士说，最近一次充满电后，该车一共行驶185公里，耗电81%（即490公里理论续航里程）。 “剩余续航19%不敢再开了。 ”邓女士说。 这是在空调设置为24度，驾驶模式为ECO环境下的实际续航里程，相比宣称的该车型605公里续航相差较大。

研究表明，通常三元锂电池低温使用下限值-30℃，低温放电性能好；磷酸铁锂低温使用下限值-20℃，且低温环境下放电性能差。 在相同的低温条件下，三元锂电池衰减不到15%，而磷酸铁锂电池衰减高达30%以上。 此外，低温条件下磷酸铁锂电池对剩余电量的监控更困难。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不看好磷酸铁锂电池在乘用车领域的应用，低温性能差及能量密度低。 “这是磷酸铁锂电池两个致命弱点，且属于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吴辉说，不少磷酸铁锂电池公司在积极开发抗低温性能的磷酸铁锂材料，但难度很大。

提升技术改善性能

使用空调也是电动汽车冬季耗电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电池百人会理事长于清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燃油车采用内燃机驱动，热能转换为动能牵引汽车行驶，转换效率通常不会超过35%，其余热能散发掉或者转变为暖风，对油耗基本没有影响。 而电动车采用锂动力电池驱动。 在低温状态下，正负极材料活性、电解液导电能力都会下降，电池内阻增大，电流变小，导致电池容量衰减。 同时，电池给车辆热泵供电，通过热泵转化为暖风，也需要消耗电池容量。

业内人士表示，减少空调系统能耗是电动车企业努力提升的技术方向。 近年来，车企花了不少精力提升电池在低温情况下的使用效率。 比如，从早期的“电加热丝”和水暖加热器，到目前的热泵系统、电池系统的热管理设计等。

吴辉告诉记者，行业正在研究低温性能较好的电磁材料，但进展较缓慢。

于清教认为，锂电池是发展最为成熟的电池技术，未来很长一段难以出现大规模量产颠覆锂电池的技术。 电池企业要在技术和产品上多下功夫，包括采取保温设计保证续航里程，对磷酸铁锂材料改性和掺杂，改善其低温性能和导电性能。

对于续航缩水对二手电动汽车残值的影响，于清教指出，车电分离或能解决二手车残值率低的问题，利用换电站更换电池来保障汽车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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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推出首款续航

超1000公里电动轿车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康曦

1月9日，在一年一度NIO� DAY上，蔚来推出智能电动旗舰

轿车ET7等最新科技成果。

伴随智能电动汽车风口的到来，蔚来汽车股价一路攀升。目

前蔚来汽车市值已超过900亿美元，超越宝马和戴姆勒。

首款自动驾驶车型

发布会上，蔚来推出了旗下首款自动驾驶车型———智能电

动旗舰轿车ET7。 该车型长超5米，宽近2米，轴距超过3米，定位

纯电动中大型旗舰轿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480千瓦，最大

扭矩850牛米，剑指竞争对手特斯拉Model� S、宝马7系和奔驰

S级。

续航方面，搭载70kWh电池包NEDC续航超过500公里，搭

载100kWh电池包续航超过700公里，搭载全新150kWh电池包

续航超过1000公里。 ET7补贴前起售价44.8万元，预计2022年

一季度开始交付。 不过，不少网友直呼价格太高。

1月10日，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1月9日发布会当晚蔚来APP订单量很大，系统出现瘫痪，但10

多分钟就恢复了，具体订单数字不便公布。

分析人士指出，蔚来通过提升配置换取满意度，但定价高或

牺牲部分销量，蔚来重点还是打造自己的用户圈层。

发布第二代换电站

据了解，ET7搭载最新的蔚来自动驾驶技术NAD，基于NIO�

Aquila蔚来超感系统、NIO� Adam蔚来超算平台、 自动驾驶算

法、自动驾驶整车平台等，可逐步实现高速、城区、停车、加电等

场景的点到点自动驾驶体验。 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提

到了几个关键点都剑指特斯拉。

其中，AQUILA超感系统为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对比特

斯拉为120万像素。Aquila蔚来超感系统首搭量产激光雷达，拥

有33个高性能传感器。ADAM超算平台方面，ISP每秒可处理64

亿像素，能够有效改善画质、增强细节。

发布会上， 蔚来还发布了150kWh的固态电池， 可实现

360Wh/kg超高能量密度。 该固态电池采用3种新工艺：原位固

化固液电解质、无机预锂化硅碳负极、纳米级包覆超高镍正极。

新150kWh电池包将于2022年第四季度交付。

不过， 蔚来汽车电池系统助理副总裁曾士哲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该电池实际上为半固态电池，仍需使用电解液、隔膜。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表示， 电解液含量在

10%以下的电池形态被普遍定义为半固态电池。 完全没有电解

液的全固态电池目前技术还达不到。 半固态电池的优点是更加

安全，但对能量密度的提升有限，想大幅提升能量密度，还是要

在正极材料高镍方向上做文章。

蔚来此次还发布了第二代换电站。据介绍，二代换电站基于端

云结合，构建车联网和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能源网络。 蔚来此前

规划，到2020年底部署1100个换电站，目前进度落后于规划。

瞄准竞争对手汽油车

对于特斯拉国产Model� Y的价格冲击， 李斌1月10日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斯拉降价是预期中的事情。 去

年Model３价格下降幅度很大。特斯拉以成本定价，成本下降自

然销售价格下降。特斯拉一直维持20%的毛利率，蔚来现在毛利

率只有10%。 规模效率上来了，毛利率自然会提升。 ”

2020年蔚来汽车销量持续走高。 根据最新数据，蔚来汽车

2020年12月共交付新车7007辆，同比增长121%。 2020年全年，

蔚来共计交付了4.37万辆， 同比上涨112.6%。 据乘联会数据，

2020年前11个月，特斯拉（中国）的销量为11.5万辆。

2020年以来蔚来汽车股价大涨。 从2020年1月2日收盘价

3.72美元/股到2020年12月31日收盘价48.74美元/股，涨幅超过

12倍。 2021年1月8日，公司股价报收58.92美元/股，盘中最高触

及59.31元/股。 目前蔚来市值达到920.7亿美元，离千亿美元大

关仅一步之遥。

中国电动车市场的 “鲇鱼” 特斯拉也有了忧虑。 特斯拉

CEO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中国公司电动化转型非常快。 对特

斯拉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可能来自中国。 李斌对此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特斯拉的路径很好，蔚来有自己的路，在相当长的

时间，电动车市场份额没有突破50%的情况下，我们的竞争对手

主要是汽油车。 蔚来要让更多的买同样价位的汽油车客户因为

蔚来的产品和服务转化成电动车客户。 ”

锂电设备企业

深度绑定动力电池龙头

●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汽车业，新能源汽车持续渗透，动力电池厂商纷纷扩产。业内

人士表示， 锂电池企业扩产将为锂电设备行业带来发展机遇，深

度配套全球头部动力电池企业的锂电设备公司将获得更大发展。

景气度提升

宁德时代日前发布不超过390亿元的投资计划， 建设福鼎

基地锂离子电池生产项目、 江苏时代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研发与

生产项目（四期）、动力电池宜宾制造基地扩建项目，以进一步

完善产能布局。

中原证券指出， 参考宁德时代等头部动力电池供应商的产

能规划，未来几年锂电设备将大幅受益本轮动力电池扩产。宁德

时代激活了锂电池板块投资热情，而特斯拉国产Model� Y大幅

降价进一步催化了板块行情。

随着动力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进一步下降， 新能源

汽车将不断强化性能和使用成本优势，有望迎来快速渗透期。这

对锂电池全产业链都是重大发展机遇， 未来5至10年锂电设备

都将是受益板块。

公安部交管局1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底，全

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92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75%，比2019

年增加111万辆，增长29.18%。 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400万

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32%。 新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三年超

过100万辆，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市场人士表示，在汽车“新四化” 的趋势下，新能源汽车产

业面临广阔的发展机遇， 动力电池以及锂电设备产业景气度将

进一步提升。 平安证券指出，动力电池行业低端产能面临出清，

远期需求巨大，全球龙头扩张，行业融资频繁，产能扩张资金充

足，锂电设备采购将迎来新高潮。 中银证券表示，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持续提升、单车带电量提高，会带来动力电池需求增加；从

主流动力电池厂扩产规划看，国内一、二线电池厂加速扩产、全

球布局，海外龙头LG、SKI等扩产意愿进一步明确。 预计2022年

锂电池全球产能较2019年增加580GWh。

设备商崛起

锂电设备是锂电池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锂电设备

从工序上可分为前段、中段和后段三个环节。 其中，前段极片制

作涉及搅拌机、涂布机等设备，中段电芯组装涉及卷绕机、叠片

机等，后段后处理涉及化成、分容等设备。

近年来，国内锂电设备厂商抓住契机逐步崛起，率先转向全

自动化控制，国产锂电池装备向国际水平发展。

财信证券研报指出，在锂电设备的工序中，先导智能、赢合

科技属于全工序布局；北方华创、科恒股份、金银河主要布局前

段工艺；大族激光、联赢激光主要布局中段工艺；杭可科技、星云

股份主要布局后段工艺。 太平洋证券指出，从国内市场看，锂电

设备领域除了某些前段工艺涉及海外设备， 其他基本已完成国

产化，性价比优势明显。在未来的竞争中，国内龙头厂家在技术、

资本、整线能力上都拥有强大优势。国内锂电设备行业将强者恒

强，龙头企业将不断提升市场份额。

从技术层面看，核心主设备涂布机、卷绕机市场均形成稳定

的竞争格局，新厂家突破难度大，龙头企业跟随优质电池厂不断

进步，对核心工艺的理解更为充分。

从资本层面看，龙头企业融资手段更多元化，能更好地获取

订单。 先导智能、赢合科技等企业具备整线能力，能够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

市占率提高

锂电设备龙头与大客户深度绑定成为行业趋势， 有助进一

步巩固锂电设备龙头的行业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

杭可科技日前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记录显示， 公司为三星、

LG、比亚迪、国轩高科、天津力神等知名锂离子电池制造商配套

供应各类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后处理系统设备。根据公告，杭可科

技与国轩高科签订2020年至2021年的 《年度设备采购框架协

议》，公司向国轩高科销售锂离子电池后处理系统设备，预计金

额合计不超过3.71亿元（含税）。

先导智能披露的定增预案显示， 公司拟向宁德时代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5亿元，以此引入宁德时代为公司战略

投资者。 先导智能表示，本次战略投资，有助于加强锂电设备直

接采购的产业链协同， 并通过技术合作实现产品技术升级和生

产工艺的迭代创新。未来双方将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协调，

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战略支撑。

财信证券指出，锂电龙头企业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带动上游

设备龙头的客户结构持续优化。 设备龙头和动力电池龙头逐渐深

度绑定。 长期看， 深度绑定将使得锂电设备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 同时，锂电设备企业横向整合加速，不断强化技术优势，扩大市

场占有率，锂电设备行业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全工序覆盖企业。

空调不敢用了

寒潮下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大幅减少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焦源源

� 近日气温下降，新能源汽车续航性受到较大影响。 北京一位电动车车

主张明（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北京气温骤降至零下10度左右，

其汽车续航里程明显下降。 如果打开空调，续航里程会瞬间减少40公里。

业内人士指出，电动汽车冬季续航里程减少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难题，

主要在于电池容量下降和开暖风耗电过多所致， 且磷酸铁锂电池受影响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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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减少40公里

张明于2020年上半年买了一辆北

京现代昂希诺电动汽车，该车搭载宁德

时代生产的三元锂电池，NEDC续航里

程为500公里。

“如果不遇到低温天气， 新能源汽

车的使用成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

明表示，2020年4月购车，截至12月该车

行驶充电总费用为1099元 （经常购买

充电套餐）； 行驶总里程为8435公里，

每公里费用约为0.13元。 张明驾驶汽车

通常采取ECO+模式，开空调较少。

不过，近来北京气温骤降，张明的

汽车续航里程明显下降。 张明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在零下11度的环境下，

其在北京晚高峰路段正常行驶8.4公

里， 空调设置为24度， 驾驶模式为E-

CO+模式，但续航减少了17公里。 根据

行车APP，空调加热耗电约为总耗电量

的20%。 “天冷电池活性降低，对汽车

行驶里程影响确实较大。 ”张明说。

吴凯（化名）是特斯拉Model� 3

车主。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的

特斯拉搭载三元锂电池。“春秋时续航

比较准，但入冬后，把空调开到最大，基

本上续航乘以0.6。 ” 另一位特斯拉

Model� 3车主谭俊（化名）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从90%电量下降到19%，

他的Model� 3仅行驶了132公里。 “冬

天只能用于上下班通勤， 根本不能出

城。 ”谭俊说。

“低温使得电池容量下降，同时暖

风耗电过多，导致续航里程降低。 ” 北

汽新能源技术总监兼工程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李玉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磷酸铁锂“不抗冻”

冬季续航打折扣是整个行业面临

的难题。 目前，动力电池主要以三元锂

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为主。三元锂电池

的能量密度通常更高， 低温性能更好，

但本身不耐高温， 成本也相对较高；而

磷酸铁锂电池在耐高温、成本、循环寿

命上有优势，但低温性能存在短板。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宏光mini�

EV是2020年的“网红” 车型。 洛阳一

名宏光mini� EV车主近日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称，入冬后，他的搭载磷酸铁锂

电池宏光mini� EV“只能跑70公里，活

动半径缩小一半。该车标的续航里程数

是120公里。 ”

搭载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的比亚迪

汉EV销量居前。 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

一家比亚迪4S店销售经理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安全性

高，但冬季续航相对三元锂电池确实要

短一些，与电池活性下降有关。 “该车

型冬季开空调状态下行驶，大概会缩短

150公里。 ”

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低温对比亚迪

汉EV的续航影响更大。 “北京最近很

多天都在零下10度左右， 我上下班单

程15公里，一周要充一次电。 ” 近日购

买了比亚迪汉EV的邓女士说， 最近一

次充满电后， 该车一共行驶185公里，

耗电 81%（即 490公里理论续航里

程）。“剩余续航19%不敢再开了。 ”邓

女士说。 这是在空调设置为24度，驾驶

模式为ECO环境下的实际续航里程，

相比宣称的该车型605公里续航相差

较大。

研究表明，通常三元锂电池低温使

用下限值-30℃， 低温放电性能好；磷

酸铁锂低温使用下限值-20℃，且低温

环境下放电性能差。在相同的低温条件

下，三元锂电池衰减不到15%，而磷酸

铁锂电池衰减高达30%以上。 此外，低

温条件下磷酸铁锂电池对剩余电量的

监控更困难。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

辉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不看好磷酸

铁锂电池在乘用车领域的应用，低温性

能差及能量密度低。“这是磷酸铁锂电

池两个致命弱点，且属于短期无法解决

的问题。 ” 吴辉说，不少磷酸铁锂电池

公司在积极开发抗低温性能的磷酸铁

锂材料，但难度很大。

提升技术改善性能

使用空调也是电动汽车冬季耗电

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

书长、电池百人会理事长于清教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燃油车采用内燃机驱

动， 热能转换为动能牵引汽车行驶，转

换效率通常不会超过35%，其余热能散

发掉或者转变为暖风，对油耗基本没有

影响。 而电动车采用锂动力电池驱动。

在低温状态下，正负极材料活性、电解

液导电能力都会下降， 电池内阻增大，

电流变小，导致电池容量衰减。同时，电

池给车辆热泵供电，通过热泵转化为暖

风，也需要消耗电池容量。

业内人士表示，减少空调系统能耗

是电动车企业努力提升的技术方向。近

年来，车企花了不少精力提升电池在低

温情况下的使用效率。 比如，从早期的

“电加热丝” 和水暖加热器，到目前的

热泵系统、电池系统的热管理设计等。

吴辉告诉记者，行业正在研究低温

性能较好的电磁材料，但进展较缓慢。

于清教认为，锂电池是发展最为成

熟的电池技术，未来很长一段难以出现

大规模量产颠覆锂电池的技术。电池企

业要在技术和产品上多下功夫，包括采

取保温设计保证续航里程，对磷酸铁锂

材料改性和掺杂，改善其低温性能和导

电性能。

对于续航缩水对二手电动汽车残

值的影响，于清教指出，车电分离或能

解决二手车残值率低的问题，利用换电

站更换电池来保障汽车的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