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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读

眼下，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备受追
捧。仅从今年前8个月来看，就有接近
3万家企业涌入这一领域。伴随未来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动力电
池回收市场的热度也将持续走高。

前8个月新增近3万家
回收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

张振中来天津工作已有一年多时
间。去年6月，他被武汉总部派到这里
开拓新市场。
天津是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格林美）开采城市矿山，发展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的重要投资地。围绕动力
电池回收业务，格林美已构建了新能源
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立足天津，并为做
好京津冀区域的回收业务，格林美在静
海区专门成立了天津动力电池再生技
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动力再生公司），
致力在华北建设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中心。目前，张振中担任天津动力
再生公司总经理。
张振中告诉记者，格林美动力电池

回收业务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57亿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天津
动力再生公司一期项目于今年7月正
式投产。截至目前，其营业收入已超过
4000万元，预计今年全年营业收入超
过1亿元。
在动力电池回收业务方面，目前收

获不菲的并非只有张振中所在的公司。
天津赛德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赛德美）董事长赵小勇对记者表
示，自2017年成立至今，公司每年营
业收入均实现翻一番。“去年公司营业
收入不到1亿元，今年基本可以实现2
亿元左右，明年预计会超过4亿元。”
他说。
赛德美注册在天津滨海高新区。

该公司一期厂房面积有1万平方米左
右，年处理废旧动力电池规模可达1万
吨至1.2万吨。基于对动力电池回收业
务的长期看好，赛德美已将建设二期厂
房排上日程。“一期厂房明年就不够用
了。目前，公司正在筹划的二期厂房面
积大概是一期厂房的5倍，预计会在
2024年9月投产。”赵小勇对记者表示。
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市场规模变化

与动力电池寿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等
因素密切相关。动力电池目前主要是
指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针对其
平均寿命，业内的说法并不一致。比
如，有的认为是5年至8年，也有的认为
是8年至10年。无论基于何种观点判
断，从我国新能源汽车开始规模化量产
的2014年算起，动力电池“退役”目前
已进入“放量期”。
根据天风证券分析师郭丽丽此前

测算，2021年至2030年，国内动力电池
总“退役”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48.9%。此外，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市场
规模或将在2030年突破1000亿元。
如今，不少企业已经看到该市场

的巨大机遇。自去年开始，国内进入
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企业数量呈现爆
发式增长。企查查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21年，我国新增动力电池
回收企业数量分别为 1196 家、1424
家、1883家、3840家、2.49万家。今年
前8个月，我国新增动力电池回收企
业数量更是接近3万家。截至今年8
月底，我国现存动力电池回收企业数
量已突破6万家。

每千瓦时300元至400元
拓宽电池源提升产能利用率

除了报废新能源汽车回收拆解等
业务，位于静海区的天津璟晟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简称璟晟公司）还从
事动力电池回收业务。该公司副总经
理王鹏告诉记者，他们已设立了 100
多个回收网点，在天津实现了各区全
覆盖。
设立一个回收网点，璟晟公司大约

投入5万元至10万元。在每个网点，他
们会配备3名至5名工作人员。“平均每
年回收燃油汽车5万辆左右，回收新能
源汽车2000辆左右。”据王鹏介绍，他
们将报废新能源汽车回收拆解业务与
动力电池回收业务一起做，比如回收的

废旧新能源汽车基本都是带有动力电
池的。
在采访中，有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不少动力电池回收企业实际都“吃
不饱”，产能利用率极低。“自今年年初
到现在，我们就收了8块左右的动力电
池，很难收上来。”天津一位从事报废汽
车回收业务的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一个
月能回收1000多辆报废汽车。其中，
新能源汽车仅占5%至8%，而带电池的
新能源汽车少之又少。“回收来的车大
多是损坏比较严重的。有的都被烧了
一半或撞坏了，里面的电池也都不完整
了。现在，我们仓库里外观好一点的动
力电池就只有1块。”他说。
不过，在拓宽废旧动力电池资源方

面，赛德美有自己的办法。赵小勇告诉
记者，赛德美迄今回收的废旧动力电池
中有90%以上来自外地。其中，新能源
汽车厂商、动力电池厂商、报废汽车拆
解公司以及公交、环卫、物流等领域企
业是主要来源。
与赛德美不同，璟晟公司回收的废

旧动力电池以天津本地的为主。“我们
回收的主要是公交车、箱式货车等使用
的动力电池。而回收整车的价格实际
就已将废旧动力电池价格囊括了。”王
鹏对记者说。
在价格评估上，业界针对新能源汽

车车身与动力电池所采用的方法并不
相同。
据王鹏介绍，车身的回收价格是以

重量来计算，今年大致为每吨2000元
至2500元。而对废旧动力电池价格的
评估则要考虑剩余容量的梯次利用价
值。“2020年那会儿，废旧动力电池回
收价为每千瓦时200元至300元，今年
这一价格已攀升至每千瓦时300元至
400元。”王鹏说。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废旧动力

电池的具体用途、材料构成等都是影响
价格评估的关键因素。

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利用
平均毛利率大约为20%

在赛德美的厂区里，有一个大型仓
库专门用于存放公司所回收的废旧动
力电池。
赵小勇告诉记者，所有废旧动力电

池都会按照A、B、C三大类进行分类存
放。“外观完好的属于A类，外观相对完
好的属于B类，外观有损坏的属于C
类。”他说。
废旧动力电池在回收后主要有两

大流向，一种是梯次利用，另一种是再
生利用。至于如何选择，回收企业一般
都采用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利用的处理
办法。
所谓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就是对新

能源汽车的“退役”动力电池进行必要
的检测、分类、筛分、重组等后变为梯次
产品，使其可应用至其他领域。其中，
电池容量降至80%以下是业内默认的
纳入梯次利用的一个指标。
“当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以

下，通常就不宜在新能源汽车上使用
了。主要原因是，在容量降至80%以
下，动力电池的续航里程会大幅下降。”
张振中说。
在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比例

上，目前不同公司差异较大。
“我们针对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主要是用于共享电动车、农机、举升机
等领域。”王鹏告诉记者，璟晟公司目前
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方面的占比超过
70%。
但从赛德美来看，废旧动力电池再

生利用的比例则有望超过梯次利用。
“尽管目前梯次利用的比例还是相对高
一些，但从明年开始，再生利用的比例
则会提升到50%以上。”赵小勇对记者
表示，在利润率方面，再生利用要比梯
次利用高。而从趋势来看，梯次利用的
利润率会越来越低。
与行业主流的湿法回收即采用酸

碱溶液对电极材料中的钴、镍、锰、锂等
金属物质进行提取不同，赛德美在废旧
动力电池再生利用方面则采用物理法
工艺。无论基于环保考虑，还是基于成
本考量，物理法的优势都较为明显。多
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动力电池回收行
业的平均毛利率大约为20%。

元野是一名动力电池拆解工程
师，从事这一工作已有七年的时
间。他在前六年主要拆解铅酸电
池，最近一年已转为拆解“退役”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铅酸电池属于淘
汰型产品。它含有重金属铅，会造
成环境污染，而且电解液为硫酸这
种危险品。相比之下，锂电池更加
环保，并且能量密度更高，储存的电
量会更多一些。”他说。
元野经手的新能源乘用车锂电

池重量可达500公斤，长2米至2.3
米、宽1.5米至1.7米，厚度约0.2米，
铺在整个汽车底盘上要占据约0.6
立方米至0.8立方米的空间。
“先将电池包用专用吊装工具

放在自动输送线上。工作人员只要
按下工位上的‘叫料’键，电池包就
会通过输送线被自动运到拆解工
位。拆解完毕后，外壳等大部件会
被回传到输送线末端。然后，负责
打包的工作人员将其整齐码放在托
盘上后称重入库。其他元器件和动
力电池管理系统、连接线束等则被
放置在指定的收集箱内，以待被进
一步精细化拆解，彻底将金属和塑
料分开。”据元野介绍，在其公司，拆
解电池包的流水线上共有8名工作
人员，每名工作人员都单独负责一
个动力电池包的拆解。拆解前，电

池包要经过安全检查和放电。正式
拆解时，要按这样的顺序依次拆除：
外壳—电源的总正极、总负极—动
力电池管理系统—连接线束—模组
—元器件。
一个电池包至少包括2个至8个

模组。模组是由数量不等的电芯组
成。对此，他进一步解释称：“电芯可
以视为日常生活中的5号电池。以
特斯拉为例，其整个电池包会有4000
个至 6000个类似于5号电池的电
芯。不过不同车型的电池容量是不
一样的，性能越高的车需要的容量和
电压越大，电芯数量也就越多。”
在把模组拆解成电芯时，元野

还会对电芯的容量进行检测，进而
判断其循环利用的应用场景。电芯
容量能达到60%以上的，可以用于通
讯铁塔的备用电源。当铁塔发生停
电或其他突发情况时，其储存的电
量可以维持通讯信号的运行。此
外，它还可以用于家庭储能以及光
伏储能。电芯容量能达到40%以上
的，可以用于观光车、庭院照明。电
芯容量低于40%的，元野会将电池里
面残存的电彻底消耗完，然后收集
在一起，集中运输到公司旗下其他
有处理能力的工厂；工厂将电芯中
的镍、锂等金属提取出来，然后再将
这些原材料销售给电池制造厂家。

据他介绍，回收利用的场景不同，
其拆解和组装的具体工序也会有所差
别。其中，提取电池原材料的成本是
其他拆解方式的10倍；同样，前者产生
的收益也是后者的10倍。此前，由于
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的行驶年限尚短，
元野经手的“退役”动力电池少有被分
解成原材料的。
元野和他的同事每人拆解一个电

池都要1个多小时。按照规定，他们
的工作时间在早上8点半至下午6点，
中间有1.5个小时休息，每天工作累计
8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名工作人员
一天可以拆解2吨至2.5吨动力电池，
相当于4个至5个电池包。元野所在
的这8人团队每天一共可以拆解大概
16吨至20吨动力电池。
在元野看来，近年来，随着动力电

池回收量逐渐上涨，进入这一领域的
从业者也大幅增加。“目前，动力电池
拆解行业的门槛不太高，主要就是要
懂电工方面的知识。有很多原先从事
新能源汽车制造方面的人员转行到了
动力电池拆解领域。”不过，令他担忧
的是，正因为门槛不高，一些从业者在
拆解的过程中操作不当而造成电池损
坏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个行业现在亟
须规范化。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来管
控，长此以往会对整个行业造成伤
害。”他说。

在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结构中，
动力电池占比较高。湖南一家新能
源电池材料公司最新披露的招股书
显示，动力电池占新能源汽车的成
本比重超过30%。
根据正极材料来看，动力电池

可分为三元材料电池、磷酸铁锂
电池、锰酸锂电池、钴酸锂电池
等。其中，三元材料电池和磷酸
铁锂电池合计占比极高。科创板
上市公司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
限公司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110.1吉
瓦时，同比增长 109.8%。其中，磷

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64.4 吉瓦
时，占总装车量 58.5%，同比增长
189.7%；三元材料电池累计装车量
45.6吉瓦时，占总装车量41.4%，同
比增长51.2%。
动力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

电解液等构成。一般来说，正极材
料的性能直接决定了动力电池的能
量密度大小、寿命长短等。天津一
位从事动力电池制造的资深人士赵
先生告诉记者，正极材料占动力电
池的成本比重为50%左右。
作为动力电池中使用最多的两

类正极材料，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

的性能存在差异。赵先生表示，在
能量密度方面，磷酸铁锂电池不及
三元材料电池。但基于安全性、可
靠性、经济性等综合考虑，磷酸铁锂
电池要优于三元材料电池。
以三元材料来看，目前其主要

包括镍钴锰酸锂和镍钴铝酸锂两
种。其中，镍、钴、锰、铝等元素所发
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比如，镍的主
要作用为提高能量密度；钴的主要
作用为稳定三元材料层状结构，提
高材料的电子导电性和改善循环性
能；锰或铝的主要作用为降低成本，
改善材料的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

马女士今年5月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
对于这辆车，她开得倍加小心：不敢大踩电
门、充电时温度不敢过低也不敢过高……只
要是会影响电池寿命的行为，她都会避免。
她周围开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告诉她：“电
池很贵，换一块要不少钱，你要省着点用。”
那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平均寿

命有多长？长期关注动力电池领域的头豹
研究院TMT行业高级分析师赵彬给出答
案是8年左右。
“一般情况下，当动力电池剩余80%电

池容量就可以‘退役’了。因为动力电池衰
减超过20%，它的续航里程会减少。即使
显示电池已经充满电，但真正充进去的电
很少。实际的充电量可能不能满足日常的
使用需求。”新能源汽车车主王先生告诉记
者，但有些时候，80%也并非动力电池报废
的硬性指标。“比如我的车充满电原本能跑
500公里，但我日常的里程需求只有300多
公里。即使电池衰减到400公里，对我来
说也够用了。如果我日常里程需求是500
公里，电池衰减到80%对我是有影响的，那
么我会考虑换块电池。”王先生说。
目前，动力电池主要分为磷酸锂铁电

池和三元材料电池。就这两种电池的寿命
来看，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高于三元
材料电池，这个是由电化学属性决定的。
“从经验数据上看，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循
环寿命有3000次，做成电池包大概有2500
次；三元材料电池的循环寿命有2000次，
做成电池包有1600多次。”天津动力再生
公司总经理张振中说。
动力电池除了循环寿命，还有“日历寿

命”。“日历寿命”类似于保质期，即使车不
怎么开，但是到年限了，动力电池也不适合
继续被使用。对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
“日历寿命”，车企一般不愿提及。他们对
于电池寿命的介绍，通常是以循环寿命作
为重点说明。一位新能源汽车销售员告诉
记者，除了动力电池本身的材料外，贮存温
度、湿度、使用频率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动
力电池的“日历寿命”。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在使用过

程中的错误操作也会影响其寿命。“不同
的使用场景，动力电池寿命长短也不
同。如果经常慢充，动力电池的使用寿
命会相对长一些。要是天天快充的话，
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会缩短。”赛德美董
事长赵小勇说。
一位新能源汽车销售员告诉记者，车

主在使用过程中的很多细节都会影响动力
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不要猛踩电门，因
为动力电池一下子大电流放电会加速电池
内部原材料衰减；也不要等电池余电过低
的时候再充电。此外，不管是充电的时候
还是车辆停放的时候，车主都要注意避免
车被暴晒。当车被暴晒后，动力电池温度
可能会过高，这时候立即充电，不仅会损害
电池，严重时甚至可能引起自燃。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动力
电池“退役”量逐年上升，合理处置淘汰的
动力电池至关重要。开展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被视作是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缓解
资源瓶颈约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
举措。日前，我市发布了《天津市碳达峰
实施方案》，其中提到：鼓励探索退役动力
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储能系统
等新兴产业废物高效回收以及可循环、高
值化的再生利用模式，加强资源再生产品
推广应用。
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制造需要用到镍、钴、锰、锂等重金
属原料，对于动力电池的不当处置可能引
发环境及安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将

缓解对钴、镍等稀缺金属的进口依赖。“通
过对‘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再生利用，可
以有效地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目前在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所需的原料中，有一部
分我们是稀缺的，需要依赖进口，有的材料
对外依存度甚至达到95%以上。因此，动
力电池回收利用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张振中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加大，新能

源汽车的“退役”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已逐渐
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必不可少的支撑环
节。“未来要进一步强化动力电池全生命周
期溯源监测，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动
力电池的流向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废旧动
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尽快构建并完善
区域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探索多元化
回收利用模式。加快出台一批与‘退役’动
力电池的回收利用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加大力度培育壮大‘退役’电池的梯次利
用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南开大学循环经
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军锋说。

动力电池回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在该环节打通后，动力
电池产业自成闭环。作为践行循环经济的重要实践，动力电池
回收可实现个人、企业与社会间的“共赢”。

动力电池回收热度持续走高

循环再生经济账
■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郝一萍

商家不愿提“日历寿命”
错误操作会缩短电池使用年限

寿命探究

“填补”稀缺原料
探索多元化回收利用模式

专家观点

精细化操作 每人一天拆解2吨至2.5吨

电池拆解

成本占比较高 动力电池占新能源汽车比重超30%

成本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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