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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工汽车事业部简介



一、公司介绍——徐工汽车溯源

 2008年9月21日，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下，徐工集团通过股权转让收购了位于南

京市雨花台区的南京春兰汽车，成立了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2015年3月，徐州基地建设完成，竣工

试生产，随着首台汉风牵引车顺利下线，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

 按照徐工集团“巩固和提高在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优势，大力发展专用车和核心零部件”的发展战略，

徐工汽车集中社会及企业资源、文化，高度融合集中化、差异化以及跨界、协同战略，形成比较优势，集聚

竞争优势，实现后发赶超，为徐工集团全面实现能吊能压、能挖能推、能装能运的成套工程解决方案提供了竞争优势，实现后发赶超，为徐工集团全面实现能吊能压、能挖能推、能装能运的成套工程解决方案提供了

强大的保证。



一、公司介绍——经营状况

 徐工汽车事业部是徐工集团倾力打造的百亿支柱产业，是徐工集团占地面积最广、智能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核

心战略板块，现已构建起牵引车辆、载货车辆、自卸车辆、新能源车辆、工程运输车辆、专用车辆等六大产品平台，是江苏省

唯一的重卡及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卡车制造企业。

 徐工汽车成立10年来，用昂头看路、弯腰播种、安心收获的坚守，潜心学习重卡行业的发展经验，稳扎稳打、苦心经营，

到2013年顺利实现扭亏为盈的战略目标，营业收入五年内翻了五番，到2014年在重卡行业整体下滑的形势下，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20亿元、年整车销售突破5000台，宽体自卸车市场占有率持续居中国行业第一，2017年徐工汽车全年销售各类主机产收入20亿元、年整车销售突破5000台，宽体自卸车市场占有率持续居中国行业第一，2017年徐工汽车全年销售各类主机产

品12888台，实现销售收入37.06亿元，2018年实现销量17600辆，同比增长36.74%，稳居市场前十， 2019年在深圳市场

实现1200辆纯电动渣土车订单，批量运营，得到了市场的验证，新能源重卡行业排名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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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辆
公司挂牌成
立，标志徐工
新能源汽车项
目正式进入运
营阶段。

2017.3
2018.7

徐工首款纯电动
物流车出口新西
兰，实现海外首
销，铸就国内外
双重突破。

一、公司介绍——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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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品
实现产销双
双破千，销
售收入突破
10亿元。

全国首个换电渣
土运营示范项目
在徐州落地，批
量车辆正式投放
运营。

2021

向销售目标
2000台，销
售收入12亿
元迈进



一、公司介绍——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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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换电技术行业分析



 1.1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

纯电动重卡车型存在续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车辆售价高昂的短板，因此商用车的换电模式应运
而生。尤其从2020年起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商用车换电政策，大力支持换电模式的发展。

一、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1.1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

商用车重卡换电主要有顶置总成换电（代表厂家-上海玖行）、侧置总成换电（代表厂家-金茂科
易）、分箱换电（代表厂家-深圳精智）三种常用的换电方式。目前市场上占有率最高的换电方式为顶置
总成换电。

换电行业格局现状

进入2020年，政策多次鼓励换电模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决定联合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
式应用试点工作

落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促进新能源汽
运

集中

换电

集中存储、集中充电、统一配送电
池、电池配送站提供更换电池服务。
该种模式配送站选址灵活，利于制定

落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促进新能源汽
车换电模式创新应用

《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将“建设充电桩”扩展为“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换电
站”建设为新基建里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运
营
方
式

换电 该种模式配送站选址灵活，利于制定
电网友好充电方案。

充换

电两用

电池换电站同时具备电池充电及电池
更换功能，无需考虑电池的物流配送
问题。

换
电
模
式

顶置总成换电

侧置总成换电

分箱换电

换电模式 换电设备成本 自动化程度 操作标准化 换电时间 应用情况

顶置总成换电 较高 全自动 易实现 6min 市场应用较多

侧置总成换电 较高 全自动 易实现 6min 应用部分市场

分箱换电 低 全自动 不易实现 5-10min 较少



一、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1.2新能源换电技术发展趋势

为满足客户的实际运营诉求，商用车换电技术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实现换电，而在于提供换电的整套解
决方案。换电城市级电动化解决方案的三大核心要素，通过平台连接车辆与运营，实现运营车辆“监、
控、管、维”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一、新能源换电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2021年4月30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全国汽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的GB/T 40032—2021《电动汽车换
电安全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标准将于2021年11月1
日起开始实施。《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是汽车行业在
换电模式领域制定的首个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解决了换
电模式无标准可依的紧迫问题，推动换电重卡的发展。
2021年9月13日，由中汽研组织，福田、科易、宁

 1.3新能源商用车换电标准

2021年9月13日，由中汽研组织，福田、科易、宁
德、吉利与徐工等厂家参与的商用车重卡换电标准会议第
一次召开，提出了重卡换电的关键点及相关急需统一的标
准，共分为五部分：
第1部分 电气接口
第2部分 冷却接口
第3部分 换电机构
第4部分 换电电池包
第5部分 车辆与电池包的通信
并决定于2021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次重卡换电标准会

议，于2022年第四季度完成重卡换电标准发布、实施，进
一步推进重卡换电模式的发展。



徐工换电车辆运行现状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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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产品介绍

自卸车
全面满足、各类矿场、钢铁厂等重载

的需求。

1

2 6
搅拌车

轻/中卡
具有承载能力强、充电时间短、动力

输出充足、整车可靠性高的优势。

渣土车 主要

一、徐工新能源经营产品

4

3 5

搅拌车
专用于城市混凝土运输，更高效、更安全

、更舒适，引领搅拌车进入电动新时代。

矿车
矿用自卸车产品采用大功率双电机系统、

多档变速箱、宁德时代电池等先进零部件.

渣土车
为城市渣土车市场量身定制，全面

满足各大城市渣土运输需求。

牵引车
广泛应用于港口、矿上、货场、城乡

物流等各类短途运输。

主要
产品



序号 1 2 3 4 5 6

车型平台 E100 E300 E500 E700 P600 P900

车型类别 4.5T轻卡 8T中卡 18T中重卡 25T/31T重卡 47T矿卡 90T矿卡

一、徐工新能源经营产品



二、徐工换电产品运营现状

徐州一号换电站是全国首个城市

新能源渣土车换电运营示范项目。整

个换电过程仅5分钟，全过程实现智能

化操作，无人为干预。目前在运营车

辆90台，根据徐州市政府计划2025年辆90台，根据徐州市政府计划2025年

完成徐州市主城区的1500余量渣土车

全部替换为换电纯电动渣土车。

目前徐州二号换电站已即将建设完

成，进一步助力徐州地区新能源车辆

的推行实施。



二、徐工换电产品运营现状

徐工侧置换电渣土车于

2021年初在河南睢县投放30

台，与科易换电站配合，为客台，与科易换电站配合，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运营解决方案。

2021年始，徐工在邯郸、

港陆、新疆、河南等地陆续投

入市场换电车辆至目前为止已

有2000余台。



二、徐工换电产品运营现状

邯郸地区批量交付 广州地区批量交付

徐工新能源车辆已批量销往邯郸、

广州、郑州、新疆、四川等多地区，
邯郸地区批量交付 广州地区批量交付

石家庄地区批量交付 新疆地区批量交付

2021年新能源重卡销量近2000台，有效

助推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环保目标

的实现。



换电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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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站

配电系统：由进线单元、计量单元及出线单元等构成，实现低

压动力电源的引入、分路输出、整站计量等功能；

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站

徐工汽车是集新能源整车开发和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提供具

有竞争力产品的同时，也着力于充换电站的配套建设，为客户提供整套新能源解决方案。

20

压动力电源的引入、分路输出、整站计量等功能；

充电系统：由充电控制单元、充电模块构成，实现对电池系统

的充电操作；

换电系统：由机器人、集装箱、电池架、应急换电车等构成，

实现电池的更换和存放；

监控系统：由配电监控、充放电监控、换电监控、计量监控、

安防系统等构成，完成整站的数据采集，实现整站运行监视与

控制、数据存储和管理、安全防护（视频监控、消防）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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