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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现状 

1.1 需求分析：新能源汽车高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长期看，充电桩规模仍然滞后、建桩需求仍较大，地方补贴从“补车”到“补桩”+“补电”利于

充电设备和充电运营行业更好发展。截止 2019 年末，我国公共桩数目达到 51.7 万个，私

人桩数目为 70.3 万个，合计为 121.9 万个，车桩比为 3.1:1，尽管保持了五年的下滑趋势，

但仍远低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提出的“一车一桩”发展目标；

产业政策提出加快且适度超前建设充电设施，政策补贴呈现向先进电池技术、充电配套设施

倾斜两大方向，从目前政策效果看，高补贴力度确实带动了公共桩安装速度。 

上海、海南、武汉、合肥、北京、深圳等省市也依次出台关于充电桩行业较强的补贴政策，

其中，涉及基础设施或充电设备的，一般按照 20%-30%的投资额进行补贴，或者 200-600

元/kW 给予补贴；涉及运营度电补贴的，一般按照 0.1-0.6 元/kWh 进行补贴。2019 年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中明确指出，过渡期后地方财政需将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运营。预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补贴力度会持续加大，将取代

车辆购置补贴成为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主要去向。 

1.2 国内两大电网发力，加快充电桩建设 

电网巨头发力 充电桩建设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4 月 14 日，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 2020 

年全面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项目集中联动开工视频会议， 安排充电桩建设投资 27 亿

元、新增充电桩 7.8 万个， 规模为去年 10 倍。其中居住区充电桩 5.3 万个， 公共充电桩

1.8 万个， 专用充电桩 0.7 万个， 岸电设施 150 个。此次启动建设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项目投资规模 3.6 亿元，项目计划建设充电桩 2000 余台， 总设计充电容量 109MW， 能

够为约 1.2 万辆商用、乘用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直接带动汽车购置消费 30 亿元， 刺

激电源类产品、零配件生产制造、车后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需求。 

南方电网近期发布 4 年总计 251 亿超大规模充电桩投资计划。同时南方电网也发布了未来

4 年投资计划：拟投入 251 亿元（其中 2020 年将大投资 12 亿元）建成大规模集中充电站

http://www.gainiangu.com/plus/c/chong_dian_zhuang_gai_nian_gu
http://www.gainiangu.com/plus/x/xin_neng_yuan_qi_che


Tel: 0755 8172 5688 / E-mail: cttcable@gmail.com / Wed sits: www..szctt.cn  2  

150 座，充电桩 38 万个，为现有数量的 10 倍以上（截止 2019 年底 3.16 万个，累计投资

31.8 亿元），今年 3 月份南网也同时向社会推出“场地、车队、充电站、销售渠道”等 4 类

合作建设充电桩的商业模式。 

1.3 60kW 及以下充电桩仍为招标主 

从 2015-2019 年充电桩招标情况看，60kW 及以下功率为国网招标主力，占据了全部充电

桩的 71.9%。四年间 100kW 以上充电桩招标量为 15195 个，占总招标量的 25.8%。2019 年

直流充电桩的平均功率已经达到 96.9 kW，100kW 以上充电桩数量占比将提升。 

1.4 盈利前景：行业存在结构性机会，公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市场

空间最大 

电动货运物流车辆的比例显著增长。由于同行驶里程电费价格相对较低，加上各类政策优惠，

新能源货运车的运营成本一般为燃油成本的四分之一。同时，随着各地对重型载货车（尤其

是柴油车）进城的限制日趋严格，新能源货运车成为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和凸显配送时效优势

的新选择。 

电动货运物流车辆的特点是单次充电量大、对充电速度要求高，大功率快充的优势非常明显，

以 120 千瓦直流快充桩为例，对于一辆普通中型物流货车，电量从 20%充到 80%耗时在半

小时内。除物流车辆外，公共汽车也同样青睐大功率快充。据测算 2020 年公交车充电运营

市场规模占比在 40%以上，是最大的细分领域。 

大功率快充且路线相对固定的充电站服务利用率有保障，具有一定结构性机会，重点看好公

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市场。利用率角度，B2B 运营是目前对利用率最有保障的模式，目

前公共桩中 80% 以上的充电量由运营车辆贡献。由于公交车、城际大巴等运营车辆充电需

求有保障且比较固定，对应的大功率充电设备（即 120kw 及以上）利用率已可接近 10%，

盈利能力良好。此外，长途高速充电站也是高速公路上电动车缺电时的必然去处，快充是刚

需，而且车流量大，充电桩利用率有保障，市场空间也同样广阔。大功率快充设备初始投资

壁垒更高，往往是运营商与国企或公交公司合作共建，竞争格局也相对较好。从利用率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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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公共慢充与分散式充电站利用率提升至 8%以上难度较大，依靠单一充电服务的模式

实现盈利的难度也很大。公交充电是利用率唯一达到盈亏平衡点的运营场景。 

1.5 充电服务费市场规模最低值测算 

 单位 公交车 网约车/出租车 专用车 乘用车 小计 
2020 年新能源车

保有量最低值 
万辆 20 30 20 430 500 

百公里电耗 KWh/辆 100-200 15-20 40-60 15-20 - 

日均行驶里程 KW/辆 120 400 100 30-40 - 

日均电耗 KWh/辆 120-144 60-80 40-60 4.5-8 - 

充电量需求 亿 KWh 90-105 65-90 30-45 70-125 255-365 

征收服务费比例 % 80 80 80 15 - 

2020 年预测最低

市场规模 
亿元 45-50 30-45 15-20 5-10 95-125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置发展指南 

1.6 风险分析 

充电桩盈亏平衡点利用率在 6-7%，行业利用率在 4%，整体不盈利 

行业整体单桩使用率仅 4%，整体不盈利。单个公共桩平均充电量从 2018 年 5 月的 604.6kWh 

提升至 2019 年 5 月的 895.3kWh，同比增长 48.1%。根据 2019 年 5 月公共桩充电量可计算

得单桩日均充电量约 30kwh，假设直流桩和交流桩输出功率分别为 60kW 和 7kW，根据 2019

年 5 月全国公共桩直/交流充电桩占比为 42.7%和 57.3%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单桩平均功率为

29.63 kW。由此推算，公共桩单桩日均使用时长仅约 1 小时，使用率仅为 4%，行业整体未

达盈亏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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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受国家补贴政策及新冠疫情影响电动汽车销量显著下滑 

中国政府 2019 年减少对纯电动汽车厂商的补贴，与此前相比最多减少至一半左右。补贴金

额的缩水对消费者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不少非限购城市的消费者表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压

力加大，购买意愿下降。但是，对于限购城市的消费者来说，新政策的调整影响并不是很大。 

受此影响，比亚迪的净利润大减 42％，降至 16 亿元。该公司 1~3 月业绩进一步恶化，

净利润同比减少 85％。与比亚迪并列北京汽车集团的业绩同样低迷，称补贴的减少招致了

盈利恶化。 

1.8 交直流充电桩参数对比 

 直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 

分类 一体式、分布式 落地式、挂壁式、移动式 

主要使用场景 运营车充电站、快速充电站 公共停车场、小区私人停车桩 

充电方式 直充 需要车载充电机作为中间媒介 

输入 三相四线 380±15% 交流电网 220V 

输出 最大电压 750V,最大电流 250A 220V,16-32A 

充电功率 30-120Kw 7-15kW 

充电时间 20-150min 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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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电桩设备电缆选型相关计算 

单台充电机输出容量为：P =Un × I 

单台充电机输入容量为： 

𝑆𝑆 =
𝑃𝑃

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  

式中：P—单台充电机的输出功率； 

S—单台充电机的输入容量； 

cosϕ—充电机功率因数，取0.99； 

η—充电机效率，取 0.95； 

充电站内充电机输入总容量为： 

S∑   = 𝐾𝐾(𝑆𝑆1 + 𝑆𝑆2 + ⋯+ 𝑆𝑆𝑁𝑁) 

= K(
P1

𝜂𝜂1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1
+

𝑃𝑃2
𝜂𝜂2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2

+ ⋯
𝑃𝑃𝑁𝑁

𝜂𝜂𝑁𝑁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𝜂𝑁𝑁
) 

式中：P1、P2 …PN各台充电机的输出功率； 

SΣ—充电机的输入总容量； 

cosϕ1、cosϕ2…cosϕN—各台充电机的功率因数,取0.99； 

η1、η2 …ηN —各台充电装置的效率,取 0.95； 

K—充电机同时工作系数,取 0.8。 

住宅小区停车库交流充电桩需要系数 

充电桩数量 
需要系数 

供电干线 变压器侧 

N≤10 0.8~1 0.48~0.6 

10＜N≤30 0.7~0.8 0.42~0.48 

30＜N≤50 0.6~0.7 0.36~0.42 

N＞50 0.4~0.6 0.2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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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电桩电缆选型 

序号 主要规格参数 进线规格（推荐） 配电箱出线开关选型（A） 

7kW 交流充电桩 

最大功率 7kW 
输入电压 220±20% VAC 
输入频率 45-65 Hz 
交流进线电流（A）：32 

ZC-YJV-0.6/1kV-3*6mm2 优先选择微型断路器：2P 40A 

60kW 直流快速充电机 

额定功率 60kW DC 
输入电压 380VAC ±15%, 50 Hz 
功率因素≥0.99（满载） 
满载效率约 95.5% 
交流进线电流（A）：97 

ZC-YJV-0.6/1kV-5*35mm2 
ZC-YJV-0.6/1KV-4*35+1*16mm2 

ZC-YJV-0.6/1KV-3*35+2*16mm2 
优先选择配电室的 3P 125A 开关 

120kW 直流充电桩 

输出电压范围：DC200V-750V 
最大输出功率 120kW 
功率因素≥0.99（满载） 
满载效率约 95.5% 
交流进线电流（A）：194 

ZC-YJV22-0.6/1kV-4*95+1*50mm2 
ZC-YJV22-0.6/1kV-3*95+2*50mm2 
ZC-YJV22-0.6/1kV-4*70+1*35mm2 
ZC-YJV22-0.6/1kV-3*70+2*35mm2 
因国内的部分充电桩实际功率低于额定功率

在选取线缆时相线小于 70mm2 时因经过严格

计算 

优先选择配电室的 3P 250A 开关 

180 kW 户外分体式直流充电机 

最大功率 180kW（3*60kW） 
输入电压 380±15% VAC 
功率因素≥0.99 
满载效率约 95.5% 
交流进线电流（A）：291 

ZC-YJV22-0.6/1kV-4*150+1*95mm2 
ZC-YJV22-0.6/1kV-3*150+2*95mm2 
ZC-YJV22-0.6/1KV-4*120+1*70mm2 
ZC-YJV22-0.6/1KV-3*120+2*70mm2 

优先选择配电室的 3P 350A 开关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50966-2014 配电线路的设计以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标准应 Q/CSG 11516.2—2010 符合下列要求： 

1 中压电力电缆宜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低压电力电缆宜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也可选用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类型 
2 低压三相回路宜选用五芯电缆，单相回路宜选用三芯电缆，且电缆中性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3 三相用电设备的电力电缆的外护套宜采用钢带铠装。单芯电缆的外护套不应采用导磁性材料铠装 
注：在大功率直流充电桩实际布线过程中不少施工单位出于成本考量在布线时采取从配电房引一路电到 1#充电机 2#充电机在 1#进线端并联取电的方式，线缆的选择因经过严格计算，结合计算电流

参考本手册的附表 0.6/1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埋地敷设载流量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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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配电缆注意事项 

 
注：预留外露在基础之上的电缆长度为 1m，供内部走线接线用 

4.1 检查电缆外观 

• 如电缆线材护套或绝缘层存在明显的表面脏污，需清除后再进行作业。 

• 如电缆线材护套或绝缘层存在明显的鼓包、凹陷、缺损或较大不可恢复性划痕，需避

开这样的区段选材。 

4.2 作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布线时注意保护线缆，布放后要摇测绝缘 

• 线缆穿墙时注意保护 

• 请使用专用工具，并按正确的操作方法作业 

• 在电缆组件安装和拆卸时，应捏住端子操作，严禁推拉线材 

4.3 裁线、剥内外护套及绝缘层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裁线的长度应留出加工损耗余量。 

 裁断后长度大于 2m 的线材需要绕成线盘，并用线绳、缠绕膜等将线盘绑扎固定；

线盘的内径要大于电缆外径的 20 倍以上。 

 剥外护套时，严禁损伤绝缘层、芯线导体以及不需处理部分的电缆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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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组件加工后仍然可见的护套断面应整齐，不允许出现不规则断面。 

 严禁裸手直接触摸剥出的电缆芯线导体，剥出的导体应及时加工，以防导体表面

氧化。 

4.4 压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压接后，端子和导体应紧密结合，不能有相对转动和轴向串动。 

 严禁铜丝外露，如果露出应剪掉。 

 套筒压接应一次成型，尽量避免 2 次压接。 

 压接后的导体应整齐一致，且端面平齐。 

 压接时要保证线缆端子完全紧固；防止线缆端子未压紧，线缆与铜排间电阻增大，

长时间运行存在发热、起火隐患。 

 压紧后在端子上划红蓝防松动标记线 

4.5 接线注意事项 

 严禁带电作业 

 接入供电线，应遵循 PE 地线-> 零线-> 相线顺序进行 

 接线时首先连接地线（PE），然后才连接中线（N）和相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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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案例 

 

安托山新能源公交场站 
 
深圳首个绿色新能源公交示范区；深圳公共交通综合换乘枢纽中心；国家新能源公共交通产

业应用及培训展示基地；立体复合开发的新能源公共交通综合体。 

 

 
在搬运电缆时，上下车时应采用专业吊具应遵循轻拿轻放，禁止把电缆从车上直接推落等不

规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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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采用电缆沟敷设，当线路上有锋利的金属（角铁）务必进行防护，防止割破绝缘层；施

工区域如有带电线缆应注意避让，严禁踩踏、拖拽 

 
项目完工后的安托山新能源公交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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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简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成天泰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成天泰） 

法人代表 陈耿锋 

公司总部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蓢社区金角工业区成天泰工业园 邮编：
518106 

成立日期： 1998/3/6 

资本金 19800 万人民币 

企业设立 1983 年公司创始人陈家瑞先生设立广东达成电线厂进入电线、电缆行业 

年产值 30 亿人民币 

雇员人数 400 人（其中研发人员 30 人，中高级管理人员 20 人） 

产品认证 3C 认证、CE Certificated 、CB certificated 

企业认证 
●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业务内容 

● 35 kV 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 
● 特种电缆（低烟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分支电缆、矿物质绝缘电

缆、辐照电缆） 
● 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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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厂实拍 

成天泰工业园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蓢社区，占地面积 60,000m2 生产建筑面

积 100,000m2。拥有行业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300 多台（套），我对每一个生产环节

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并建立了高效的质保体系，严格现场管理和质量控制，确保产

品质量控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八）电力电缆生产过程 

成天泰电缆生产所需的优质无氧铜杆均采自江西铜业等大型铜业公司，从源头上保证了所生

产线缆的高品质和安全可靠性。无氧铜含铜量高达 99.95%，具有导电率高、低电阻、耐腐

蚀等特性。8mm 电工铜杆导体经过拉丝，褪火、绞线、紧压、绝缘挤塑、成缆、外护套挤

塑等生产工序后就是我们常见的电缆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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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质量控制 
成天泰电缆拥有设施完备的电线电缆检测中心，所有产品均层层质检，严格把关。常规检测

包括：导体电阻、绝缘厚度、绝缘电阻、热拉伸、老化试验等常规试验，单根垂直燃烧试验、

电缆曲绕试验、燃烧烟雾密度等试验。所有产品均出具检验报告，部分产品也支持提供第三

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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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0.6/1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埋地敷设载流量 

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不同安装方法载流量 (单位 A) 导体温度：90 ℃，环境温度：30℃ 

空气中，20 ℃地中 (IEC 60634-5-52 表 B.52.5) 

 
 

注：单芯或多芯护套电缆水平或垂直敷设在开敞或通风的电缆沟中，用于载流量选择的参考

敷设方式选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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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电缆的选择，对非埋地电缆推荐以下简化表格 

 
载流量表（以 A 为单位）（IEC60634-5-52 表 B.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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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www.szctt.cn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李松蓢成天泰工业园  
邮编 518106 

 
+86 755-8172-5688 

 
+86 755-6114-6789 

 
cttcable@gmail.com 

 

 
Scan the QR code to learn more about us. 

 

 

All information in this catalog is presented solely as a guide to product selection and i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The specified 

standard requirements have been validated by type tests on selected samples to cover the product range. All printing errors are 

subject to correction in subsequent releases of this catalog. This specific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a prior 

announcement.  

http://www.szct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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