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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尚未成形 动力电池回收“硬骨头” 难啃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毛可馨

2020

年，新能源汽车迈入“市场化元年”，动

力电池将迎第一波“退役潮“的消息再度引发市场

热议，让电池回收这个新生行业站上风口。 然而，

看似诱人的“蛋糕”，在实践中却成了难啃的“硬骨

头”，让入局者大呼摸不着头脑。

市场博弈无处不在， 信息不透明滋生诸多利

益寻租空间，并埋下安全与环保隐患。 作为“夹心

层”

,

动力电池回收企业在上下游的“合力”挤压下

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实现稳定盈利， 是回收企业共同面对的

生存问题。 在规模效应形成之前，多元化经营、技

术升级、抱团取暖成了业内认可的主流模式，而肃

清市场环境、 建立溯源体系以及环保意识的养成

依然任重道远，上述方案的可行性尚待时间检验。

回收网点形同虚设

电池在哪？ 这是目前困扰电池回收企业的首

要问题。

有意思的是，回收企业眼中“香饽饽”般的动

力电池，却被官宣的回收网点如“烫手山芋”般拒

之门外。

近日，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

蜀山区长江西路名车广场的安徽汇英行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这里不仅是吉利汽车

4S

店，也是

吉利指定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

点。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问及店内是否回收动力

电池时， 工作人员竟一脸懵：“从来没听说过有锂

电池回收业务，厂家没有相关政策指导，具体流程

也不清楚。我们店销售新能源车的授权也是

2019

年才拿到的，目前不销售燃油车，还没有出现顾客

把电池送到店内的情况。 ”

无独有偶， 附近的合肥安平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为一汽丰田指定的动力电池回收网

点， 工作人员亦表示对电池回收事项闻所未闻。

“我们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卖新能源车，没有相关的

电池处理经验。”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池属

于危废品，正常来说客户如果把电池送到店里来，

我们还是需要找有资质的企业上门回收， 而且要

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 所以即便我们接收客户的

电池，一般也不太可能支付给客户对价。 ”

2018

年，工信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等

7

部

门联合发文， 明确整车企业需承担动力锂电回收

的主体责任， 随后一批批由车企或梯次利用企业

指定的回收网点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工信部网

站显示， 截至目前全国共设有

13145

个动力电池

回收服务网点。

然而， 根据记者实地探访结果及业内人士反

馈，回收点的设置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回收点是

整车厂为满足部委要求而设， 大部分依托于销售

及售后网点，对锂电池的存放、保管完全不在行，

再加上目前个人购买的新能源车尚未达到大规模

退役阶段，这些网点平时也基本上处于没人维护、

没人管理的状态。”某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其实

动力电池就像一个接力棒，首先是能不能接到，这

需要车主的配合；其次是能不能继续往下传，这就

需要与下游回收企业做好对接。 ”

安徽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张倩（化名）近期

处理了一辆车龄

6

年的新能源汽车，电池能量密

度降至

80%

，且已过质保期。 “送去

4S

店（回收

点）太不划算了，不如自己在二手车市场交易，卖

价还能高些。 ”张倩在比较过多个渠道后，最终还

是在二手车市场把车卖了出去。 华东地区某车企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首任车主在购买新车的时

候，经销商会对车主信息进行登记并反馈，车企

可以据此对车辆及电池进行跟踪服务；而一旦首

任车主出售车辆，跟踪链条就会中断，电池的去向

也就不好掌握了。

滋生诸多乱象

通过各网点归集并流向回收企业只是理想状

态， 目前从新能源汽车上退役下来的电池更多的

是散落在市场的各个主体手中。

“根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整车企业是退役动

力电池的主要回收主体， 而整车企业在采购配套

电池时， 部分会与电池生产企业签署些附带动力

电池回收条件， 所以电池生产企业是回收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也符合生产者责任延伸的要求。 ”合

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电池回收事业部负责人

刘东告诉记者，“由于前些年新能源汽车主要在公

共领域推广使用，这部分的体量也较大，目前主要

集中在各运营主体手中。还有一些汽车拆解公司、

保险公司，手头也有批量的退役电池。 ”

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

2020

年国内

累计退役的动力电池将超

20

万吨（约

25GWh

），到

2025

年，累计退役量约为

78

万吨（约

116GWh

）。 据

动力电池应用分会预测， 考虑到未来退役电池量

指数级的增长，到

2030

年，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

将超千亿元。在诱人的市场前景面前，批量企业纷

纷涌入。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共

有

242

家企业经营范围含“动力电池回收”，其中，

2020

年新增

85

家，占比超三分之一。

“大家现在一窝蜂地在谈梯次利用谈回收，

我认为还是过于急躁。 其实真正进来的企业鱼龙

混杂，就变成了更多的电池在空转，并没有用到

真正该用的场景。 ”巡鹰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巡鹰新能源”

)

董事长褚兵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其实市场上能通过正规渠道回收的电池

并没有那么多。 ”

在僧多肉少的激烈竞争下， 电池回收价格被

哄抬，专业回收企业表示苦不堪言。 “只要是公平

竞争，我们并不担心采购成本高，但现在我们面对

的可能是不公平的竞争。招标过程价高者得，但有

些企业设施设备简陋，还有一些只是二道贩子，那

我们肯定干不过人家。”格林美副总经理张宇平告

诉记者。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行研总监陈伟

民表示：“当前时点， 退役电池还没到拆解回收高

峰，早先布局电池材料循环利用的企业投入大，在

目前没有足够的货源的情况下被固定成本拖累，

运营大多不景气；而在梯次利用方面，如果企业对

下游应用市场敏感度不强，打法不灵活，就容易丧

失竞争优势。 ”

实际上，工信部早在

2018

年便公示了“符合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

条件》企业名单”，即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白名

单”。 首批“白名单”有

5

家企业，

2020

年底扩充至

22

家。 然而，白名单并不具有强制排他性，非正规

企业依然能够在业内“横行”。

如果大量废旧电池流入小作坊， 就将埋下安

全与环保隐患。 张宇平强调，废旧电池仍然带电，

如果拆解过程不注意绝缘， 会有很高的危险性，

“有时候伸进去的螺丝刀可能被直接融化。 ”

若梯次利用生产过程不规范、不把控质量，安

全问题会顺延到消费市场。“如果没有一个洁净的

装配车间、良好的品质检测，那汽车上退役的大电

池包简单重组成若干个小电池包， 无异于把一个

大安全隐患分散成多个安全隐患。 ”张宇平称。

触目惊心的景象正在现实中上演。 一位业内

人士透露，在深圳龙岗、东莞塘厦以及临近惠州的

区域聚集了一批电池回收企业，“它们彼此建立起

紧密的网络，且大多没有正规资质，拆解过程都是

手工，拆下来没用的电池就露天弃置。随意抛弃的

电池时间长了会鼓包，电解液泄露出来，会对土地

和水质造成破坏。 ”

据悉，还有一些企业收来电池后直接倒卖出去，

赚取差价， 正规企业有时也不得不从二道贩子手里

买电池。

“不过，随着后续退役电池放量，规模化效应起

来，价格会越来越透明，个别贸易商想要垄断区域

市场需要更大的资金量， 而且当市面上不缺电池

时， 贸易商想要找到下家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这

将有利于价格回归理性。 ”褚兵向记者表示。

“媒婆” 不好当

其实， 抢不到电池只是电池回收企业面临的困

境之一。 目前的情况是，即使有电池摆在面前，也只

是一个难以判断质量并依此定价的“黑盒”。

“我们这种第三方回收企业其实就是做‘媒婆’，

前端有资源了就去看后端需求， 后端有需求就再去

前端找资源， 如果两头都不靠， 就很难做， 会很痛

苦。”华南地区一家电池回收企业负责人吴颖生动地

描述出这种状态。

据悉， 废旧动力电池的处理方式主要有梯次利

用和再生利用两种。 梯次利用指将废旧电池拆解重

组后，重新应用到储能电站、低速电动车、小型电器

等对能量密度要求不高的领域， 主要适用于寿命更

长、性能更稳定的磷酸铁锂电池；再生利用则是将废

旧电池中有价值的金属材料提取出来， 适用于含有

钴、镍等昂贵金属的三元锂电池。

一块废旧电池成分怎样、残值几何，在上产线检

测之前，回收企业对这些情况无从把握。在巡鹰新能

源展厅中， 证券时报记者看到每一块被拆解出来的

电芯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用于产品溯源管理。 “我

们扫这个二维码是看不到电池信息的， 这更像是电

池厂自己的内部管理系统。 ”褚兵向记者表示，企业

在回收时，卖方会告知出厂信息和基本性能，这就需

要考验双方的诚信度了。 “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

就会有更多的利益寻租空间， 评估电池价值难上加

难，基本靠经验去赌。 ”

事实上，早在

2018

年，国家便出台了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相关规定， 并搭建了

溯源管理平台。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回收企业人士告

诉记者：“据我所知， 目前并不是所有的电池信息都

在系统里面备案，毕竟不是强制的。 而且电池厂、车

企和回收企业上传的信息不互通， 也就是说登录溯

源系统也看不到电池源头信息。 ”

吴颖也表示，车企、电池厂作为电池生产者掌握

了更多的电池数据，但并不会向产业链开放，因为这

涉及它们的商业机密、技术路线等，数据本身也具有

开发价值，“这就是一个数据壁垒。 ”

在动力电池成本逐渐下降的趋势下，原本模糊的

估值体系更加显露出矛盾。 北京华盛信力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李梁长期从事锂电行业研究， 他告诉记者，

2015

年的时候动力电池一度电的成本在

2

块多， 而现

在只需要

1

块钱左右，卖家当初高价买入的电池，不甘

心低价出售，而买家的出价一般是基于现有价格叠加

一定的折扣，二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梁透露， 因为现在市面上退役三元电池量小

且拿货难， 现在很多做再生利用的小型企业已经逐

步放弃动力电池，转向拆解手机、笔记本电脑的钴酸

锂电池，里面的钴含量约为

60%

，回收性价比更高。

梯次利用价值惹争议

目光转向下游，在新电池全面降本的背景下，梯

次电池的价格优势受到挤压，应用场景逐渐收窄，市

场需求的波动更让回收企业倍感焦灼。

“目前退役电池都是早年装车的，磷酸铁锂电池

居多，梯次利用价值比较大，下游应用场景多，再有

很多电池企业的

B

品（容量、性能等未达标的电池）

也大量用于梯次。 ”陈伟民表示。

“现在整个梯次利用的市场仍处于一个摸索阶

段，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户群体，导致前端供货动力不

足。 ”吴颖称。

“目前退役电池体量不大，再加上早年各家的制

造工艺千差万别，标准化程度不高，在拆解的过程中

无法大规模进行流水线作业， 每一道工序的成本都

不可控。 ”李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买回来二手电池

本身成本就不低， 关键是后续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进行检测、配对、

pack

，设备及人工投入正常算下来

成本也要

2

毛多一度电。 “如果新电池和梯次电池的

成本相差无几，对于客户来说，自然是新电池更具诱

惑力。 ”

证券时报记者在迅鹰新能源的梯次利用车间中

看到，虽已配备了多条自动拆解生产线，但上料、挑

拣等工作仍需要人工介入， 每条生产线大概配备

4

至

5

名工人。据介绍，车间日拆解约

3000

组，梯次利

用产品生产能力为

1000

组

/

日。

除了成本不好测算， 梯次利用的电池还面临性

能不稳定的质疑。 华东地区一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

士表示，梯次电池因为电池质量不一，一致性测定如

果没做好，就会出现“木桶效应”，大幅增加后续维护

成本。 “就像装修房子一样，毛坯比二手的装修成本

反而会小很多。 “

记者了解到， 中国铁塔的通信基站备用电池曾

是梯次利用最大的应用市场，但

2019

年以后中国铁

塔逐渐降低了梯次电池的使用频率。

华东地区某储能行业人士也表示更倾向用新电

池，他告诉记者，目前梯次电池来源有限，寿命及安

全性也有待考证。虽然当下的采购成本低于新电池，

但储能项目投资回收期一般在

6

至

8

年， 在此期间

如果梯次电池出了问题，就容易扯皮。毕竟是新生事

物，商业运作没有先例。

在储能市场外， 梯次利用的其他应用场景也面

临挑战。 吴颖介绍，梯次电池还能为路灯供电，但国

内基建基本饱和，路灯单量小而散；

海外家庭小储能也是场景之一，但

该市场去年受到疫情严重冲击；还

有二轮电动车换电市场， 但竞争也

比较激烈， 大企业难以找到定位优

势。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滴滴在

各地投放的青桔电单车明确规定供

应商不得使用梯次电池。

“在应用场景不够丰富的情况

下， 回收企业收来的电池就很容易

‘大材小用’，造成无端的资源浪费，

降低投入产出比。 ”褚兵坦言，“如何

做细梯次场景，让退役电池‘物尽其用’，是大部分回

收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梯次利用若找不到市场，相当

大比例的废旧电池将无处可去。“如果电池没有梯

次价值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愿意收的。完成全部梯

次利用生命周期的电池， 最终还是需要想办法处

理，现在这些电池都在市场上流动着，就‘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了。如果缺乏公益化、无害化的处理

手段，后续的危害相当大。 ”吴颖表示。

出路何在？

商业模式尚未成型， 目前电池回收更多是依附

于其他业态，作为“锦上添花”式的存

在。李梁举例称，梯次利用主要依附于

储能、二轮车

PACK

厂或者电池厂，再

生利用则依附于湿法冶炼厂。 如果企

业仅靠梯次或再生业务生存， 有可能

亏掉血本。

格林美是国内环保再生行业的龙

头企业，张宇平介绍，其动力电池回收

业务在

2019

年开始实现盈利，距离最

初投产相隔

3

年时间。“格林美的优势

在于做废电池回收利用起家， 已经积

累了

20

年经验， 此外还有家电回收、

报废汽车等产业布局发挥协同作用， 以此带动动力

电池的回收。 ”

对于电池回收企业来说， 技术提升是破解当下

难题的一把利剑。 张宇平表示，对于梯次利用而言，

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快速、准确的检测，并匹配

适用的场景；而在再生利用的路线上，对精确到微米

级别的电池材料进行破碎分选和高效提取资源，以

及安全环保地处理废渣是当下的难点。“这个产业发

展时间还很短，现在大家都是一边回收处理，

一边做研发。 ”

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去

年底上榜了“白名单”，其自主研发了柔性

电池包拆解产线， 即借助人工智能的自动

化技术， 用一条产线拆解不同类型的电池

包，以此化解手工拆解的安全隐患，并提升

生产效率。但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由于电池

来源及品类纷繁复杂， 工艺技术又不断发

生变化， 因此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仍随时需

要根据来料调整产线。

除技术突破之外， 回收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空

间，如何在产业链上“精准卡位“至关重要。 李梁认

为，未来随着换电模式、终身质保等服务的推出和演

化， 电池会从分散的各个角落逐步集中到整车厂和

电池厂， 而由于整车厂一般会把电池的售后交给电

池厂，电池厂将成为梯次利用当仁不让的主体。首先

电池厂具有技术优势，可以轻松破解很多拆解难题；

其次电池厂能够精准地对电池进行残值评估， 实现

价值最大化。处于梯次利用产业链上的企业，应更多

地考虑如何与电池厂抱团。

在褚兵看来， 目前做动力电池回收的企业很多

都变成了被动的执行者， 并没有形成基于电池全生

命周期的行业发展思维。 他认为电池在被生产出来

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定性了， 如果等到电池到你面前

时再去布局再去想，已经晚了。只有深度参与产品的

研发和应用研究， 才能更好地掌握电池状态和下游

场景，在后续的应用中掌握主动权。 “目前我们已经

参与到了储能领域、参与到了电池包的制造和供给，

并且通过大数据中心将电池纳入监控平台， 把价值

链布局得更广后，就可以实现各版块利润互补，怎么

可能不盈利呢？ ”

对于摸索前行的正规企业而言， 斩断电池回收

的灰色地带、 建立透明可溯源的电池数据体系是共

同的呼声。 “赋予电池唯一的身份识别码，让电池的

每个流通环节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相信

小作坊横行、 电池残值评估等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

解。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只希望这个过程不要那么

长。 ”刘东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将是更加漫

长的道路。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发达国家，废旧电池回

收体系已经成熟。 例如美国国际电池协会建立起“押

金制度”，消费者在购买电池产品时，需要向出售方支

付一笔押金，待报废电池回收后，出售方把押金归还。

在日本，国民具有良好的回收意识，电池制造厂的每

一个销售网点都成为逆向归还废旧动力电池的窗口。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国内公众能够不依靠政策

束缚，自觉践行环保观念。 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大

型回收企业的春天就来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要活

着。 ”吴颖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吴颖为化名）

零售价：RMB� 4 元 HKD� 5元 北京 长春 济南 西安 杭州 上海 无锡 长沙 成都 深圳 福州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号中银大厦首层 邮编：518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