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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发布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第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1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8%；实现净利润 14.2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4.24%。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众多企

业都遇到困难，宁德时代却实现了逆势上

扬，上半年公司动力电池销售收入减少，

但 8 月份就以 2.8 吉瓦时的动力电池装机

量、25.9%的市场份额重回全球榜首。

作为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先者，宁德时

代如何在疫情之下迅速回归正轨，又是如

何成长为千亿市值的行业头部企业？

对此，宁德时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科技引领，创新求变，秉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专注研发练本领

“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使用量连续 3 年

领先全球，客户包括宝马、大众、上汽、北

汽等国内外主流车企。”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说。

当前，宁德时代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与越来越多的车

企建立起合作关系。

宁德时代崛起的背后是其创始团队

20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科技创新。早在

1999年，宁德时代的创始团队便进入了锂

离子电池行业。如今，他们对该行业技术

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并不断开拓创新。

在动力电池领域市场竞争趋于白热

化的背景下，宁德时代正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 ，仅 2019 年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就 达 到 了

29.92 亿元，同比增长 50.28%。截至 2019

年末，企业拥有授权及正在申请的国内外

专利超5000项。

为了推进科技创新，保持核心竞争

力，宁德时代还成立了 21 世纪创新实验

室，总投资达 33 亿元，开启新能源领域前

沿科技探索，再蓄创新动能。

21 世纪创新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魏奕

民表示：“虽然我们地处偏僻小城，但我们

与国际最前沿的科研机构一直保持着密

切互动。”宁德时代积极与国内外知名公

司、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主导

或参与制定修订超过50项国内外标准。

“实验室专注于金属锂电池、全固态

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等下一代电池研发。

同时，我们要做全性能的电池，使电池实

现高比能、自控温、超快充、长寿命和智管

理等。”曾毓群表示。

与此同时，宁德时代还积极赋能上下

游企业。

激励机制引人才

宁德时代为何会从行业无名小卒，成

为动力电池行业龙头？其实，宁德时代并

非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是得益于 20 多

年在电池技术上的深厚积淀，更得益于大

批顶尖人才的久久为功，这与宁德时代先

进的激励机制也不无关系。

公司想了很多办法来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除了待遇留人外，公司还注重对人

才的培养。通过公司内生的人才梯队机

制，实现人才自我造血功能，提高其职业

认同感和归属感。

公司为员工提供可与全球优质客户、

科研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还通过形式多

样的培训，辅以专业技能认证等资格认

证，来满足员工提升个人能力的需求，建

立起涵盖各个专业方向的职业发展通道。

正是这种带领员工一起全力以赴的

决心和魄力，使得 20 多年过去了，当初创

办企业的原班人马依然聚在一起。同

时，宁德时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高学历、

高技术的青年人才加入，使得研发团队

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

魏奕民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博士生，

作为宁德时代研究团队的一员老将，回

想当年，他说：“加入这支团队的人虽然

大多非常年轻，但都有很强的家国情怀，

希望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让国家在

新能源电池领域占据先发优势。”

企业精神聚合力

1999 年，在广东东莞一间 30 多平方

米的办公室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诞生

了，曾毓群带领团队开启了创业历程。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定位，就是要做轻薄

短小的聚合物软包电池，用于组装手机等

消费类电子产品。

不过，“最初的情况是只开花不结果，

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更没有市场”。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储能事业

部经理邓佳良回忆说。

2008年，国家鼓励示范城市开展新能

源公共交通，并提供大量补贴。一时间，几

乎所有车企都投入到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当

中，作为混动、纯电动汽车的直接动力来

源，车载动力电池的需求也逐年扩大。曾

毓群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在 2011 年，

他带领团队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脱离出

来，回到家乡宁德创立了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研发和生产电动

汽车储能锂电池，进军动力电池领域。

宁德时代从无名小卒到行业领先，关

键节点就是和宝马在 BMW530Le 项目上

的合作。“太难了！”即使是现在，该项目负

责人朱博想起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时，依然会捏一把汗。“2014 年初，宁德

时代刚介入这一项目供应商甄选时，韩系

电池企业就已完成了第一轮送样，而宝马

给候选供应商设置的送样截止时间就在3

周后。我们团队要在 20 天内把电芯造出

来，还要顺利运到德国交到客户手上。”

一支由十几位技术精英组成的核心

团队应运而生，他们仅花了 2 天时间就确

定电芯设计方案，在 3 周内完成电芯制成

并立即运往德国，不眠不休做电池测试，

最终通过了宝马的电池测试。

虽然解决了一大难题，但真正的挑战

才刚开始。2014 年的动力锂电池发展路

线还是以磷酸铁锂材料体系为主，三元材

料虽然能量密度更高，但当时整个中国业

界对于三元材料在锂电池上的应用，都没

有满足国标中对过充的要求，整个中国锂

电池行业也没有解决过充起火的突破性

办法。

为解决三元电芯的过充问题，宁德时

代先后尝试了 20 多种方案。在苦心钻研

了 3 个月后，一项新的技术成果诞生了。

宁德时代通过变截面设计，解决了过充起

火的问题。这一看似简单改变，实际上是

近 40 项专利的智慧结晶。这一成果被应

用到了宁德时代所有的三元电池产品上，

随后被业界广泛采用，推动了三元材料在

动力锂电池上的使用。

解决三元电芯的过充问题，实现了

与韩系电池企业在技术上比肩。但真正

让宁德时代产品脱颖而出的，是比对方

拥有更长的循环寿命。这款电芯经过了

5000 次充放电的测试，确保即便是完全

充放电 5000 次之后，还能有 80%以上的

电池容量。

最终，这款插电式动力电芯成功获得

了宝马的认可，产出了近 40 项专利，锻造

了一批日后成为中流砥柱的人才。

居安思危赢先机

“我们的思考不仅是从汽车产业出

发，也包含整个新能源产业，如发电端。

现在新能源汽车用的是电池，但是电可能

还是传统能源发的电，我们希望将来电池

所储存的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曾毓

群说。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

能源绿色转型势在必行，新能源汽车产业

必将快速发展。面对如此变革，宁德时代

如何应对？曾毓群告诉记者，宁德时代将

把握重大产业机遇，坚持三大发展方向，

一是以电化学储能+可再生能源发电为核

心，实现对固定式化石能源的替代，摆脱

对火力发电的依赖；二是以动力电池为核

心，实现对移动式化石能源的替代，摆脱

交通出行领域对石油的依赖；三是以电动

化+智能化为核心的创新应用推广，为各

行各业提供可持续、可普及、可信赖的能

量来源。

宁德时代立足科技兴企，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凭借材料、结构、充电方法、系

统设计等优势，实现业内领先，并对电动

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场景应用进行了深

入探索。目前，公司已推出光储充检智

能充电站、电动船舶、电动智慧无人矿山

等创新解决方案，正在构建基于车电分

离模式下的电池租购、换电运营、梯次利

用、回收等新商业模式，打造电池全生命

周期服务闭环，推动各领域全面电动化

和智能化进程。

动力电池使用量连续3年领先全球——

宁德时代为新能源领域“蓄能”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夜间的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我

们可以通过这个电站去存储夜间的电

量，在白天使用它。这样既能实现削

峰填谷，又能节省配电增容的费用。”

在宁德时代办公区，客户体验部员工

阮秀英指着正在运行的光储充检智能

充电站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记者眼前的光储充检智能充电站

看起来只是一个 20尺的集装箱，占地

面积仅14.4平方米，却集成了控制柜、

电池柜、监控系统等大量核心设备。

在这个智能充电站旁边是铺设了太阳

能光伏发电板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

公司员工正在充电的车辆。

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这

个智能充电站，一台保时捷纯电跑车

Taycan Turbo S 只需不到 30 分钟就

可充到 80%的电量。它能满足各类电

动汽车的快充需求，还能提供多样化

电网侧服务，外接光伏，整合可再生能

源，实现清洁用电。

对于运营方来说，智能充电站具

有选址灵活、建设周期短、无需改造配

电网等特点；对用户来说，充电站可提

供扫码充电、大功率快充、电池健康检

测、在线结算等便利服务。

光储充检智能充电站的推出，是

宁德时代从储能到充换电基础设施领

域的又一新跨越。这个集储能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直流快充桩于一体的

充电站，将光、储、充有机结合，不仅能

够解决当前或未来电力不足的问题，

还能有效解决核心区域土地稀缺及老旧城区电网增容难的问题，

有利于网点的灵活、合理部署，为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充电设施不

完善、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储能都是宁德时代的重要业务引擎之一。企业从

创业之初就专注于相关技术的研发。近年来，依托强大的研发实

力、高比例研发投入，宁德时代致力于开发长寿命、低成本、高安

全、高效率储能系统，产品成功运用到发电、输配电、用电等领域。

在减排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储能业务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

宁德时代瞄准时机，一方面加大储能的研发力度，另一方面加强与

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宁德时代与星云股份成立合资公司时代星

云，对大数据软件服务、储能用 BMS、系统集成等进行研发；与科

士达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和生产储能、充电桩及“光储充检”一体化

相关产品；与福建百城新能源成立合资公司，布局“光储充检”一体

化业务。

不难看出，宁德时代正在搭建一条覆盖上中下游的完整储能

产业链，积极发展储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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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汽车工业快速发展，

再加上国际原油供求矛盾逐步加深、全球气候变暖趋

势加剧等外部环境，新能源的概念越来越普及，新能

源汽车产业飞速扩张，行业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

然而电动化进程加快和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同

时，随之而来的却是频频发生的安全问题。2020年，

特斯拉、小鹏汽车、北汽新能源等车企的电动汽车接

连发生起火事件，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大多都涉及电

池安全问题。这让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品控质量

与安全保障产生了怀疑。电池安全也成为新能源汽

车能否快速发展和进一步普及的关键因素。

电池安全存在隐患，与不少车企为了能在迅速扩

张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密切相关。这些车企过度追求

高电池密度和长时间续航等性能指标的提升，导致电

池生产商在进行研发时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措施。如

有的厂家为了降低电池重量而减小薄膜的厚度，或是

为了简化电池结构取消了电池之间的缓冲泡棉等。

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池的性能和容

量，短期内促进了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张，但也忽视了

最为重要的电池安全问题。长此以往，一些消费者可

能会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产生怀疑，进而抑制新能源

汽车消费，最终制约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

发展。

安全无小事。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必须把安全

作为汽车生产制造的首要目标，加大动力电池研发的

力度，制定保障电池安全的最佳方案，不断完善新能

源汽车的安全标准。同时，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

统能量密度、新能源汽车整车能耗要求，以及纯电动

乘用车续驶里程等方面加大研发力度，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不断提升电池性能。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迈向加速普及的关键

时期，安全将是产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和前

提，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相关主管部门和各地政

府也要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新能源汽车监管制度，督

促各生产企业对所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持

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形成安全监管合力，促进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要快更要安全
唐一平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资料图片）

宁德时代一线员工正在使用自动拧紧系统固定电池模组。

（资料图片）

右图 宁德时代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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