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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充电难，难在哪些细节处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俞宏浩 刘畅 张天弛

充电桩关系到新能源汽车“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上海市促进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互联互通有序发展暂行办法》发布，上海将致力于
解决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找“好桩”难、进小区难、充电安全监管难等问题。

数据显示，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30 万辆，上海市充电设施已超过 27 万个。那么实际
充电情况究竟怎么样？

近日，记者走访上海多地后发现，App 上显示的充电车位实际并不存在、在地下车库迷路兜圈子、

油车占位、充电桩虚标……出门在外，想让新能源汽车顺利充电，还有诸多细节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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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App数据不全
少人知晓

意识到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上海市
政府一直不断倡导信息共享， 已采取了一些措
施。比如联联充电 App是上海市政府指定的官方
平台，也是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
的市级平台，目前已有 20余家运营商加入，但实
际使用仍存在问题。

和其他 App一样， 联联充电的数据也不精
准，比如上述案例中的智慧广场停车场，联联充
电显示 “16个直流充电桩，0个交流充电桩”，不
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其整合力度仍然较弱，如国家电网充
电桩的分布，没有明确体现。大部分受访车主表
示，他们并没有听说过联联充电。

2018?，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特来电、星星
充电等运营商共同成立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
服务网络平台，联行逸充App是该平台的产品。

联行逸充 App打开后，界面以列表形式清晰
标注了附近充电桩的距离、数量、费用和运营商
名字。 点击地图模式后，App还会自动选取最近
的充电桩进行路线导航。

但即便这两家 App整合了信息，实际上支付
扫码时还有可能遇到不能辨识的问题，最终逼得
车主再去下载运营商自己的 App进行支付。

郊区充电的困局

随着充电桩普及力度加大，上海市区充电
桩分布较为密集。 但记者在现场走访中发现：

越往外圈，充电桩越少。

从理论上说，郊区长时间行驶，更需要充
电桩。尤其近几?，上海周边可玩景点越来越
多，郊野公园陆续开放，乡村振兴开发出多条
郊野旅游线路。但这些地方对新能源车并不友
好。

高速公路服务区只有直流快充桩， 没有
交流慢充桩，让许多混动车车主望而却步。此
外， 根据联联充电数据， 上海中心城区有约
300个充电点，而有些郊区，充电点只有个位
数。城郊充电资源分配不均，在郊区充电较为
艰难。

记者致电鲜花港，对方表示鲜花港只有一
个停车场，没有设置充电桩，建议游客停在附
近的东海老?护理医院， 然后再步行回来。通
过地图软件搜索，东海老?护理医院有安悦充
电站，设置了 1 个快充桩和 5 个慢充桩，不仅
数量少，且该医院离鲜花港 1.3公里，步行需要
20分钟。

青西郊野公园的客服人员则对充电桩的
情况不了解：“你要自己开到我们停车场的入
口，问那里的保安，我现在不能保证去了就一
定能够充上。”

而在集成各家运营商 App 数据的地图软
件上，显示该公园 1号停车场有国家电网 8个
快充桩。

顾村公园客服人员在电话中表示：“3号门
停车场好像有七八个充电桩， 之前好像坏了，

现在或许可使用，但公园客流量大，不一定来
了就能充上。” 地图软件显示，3号门停车场有

16个充电桩， 快充和慢充各占一半，1号停车
场其实也有国家电网的 16个充电桩。

试想一下， 准备郊游的新能源车车主，经
过电话咨询和信息查询后，真能放心开车出去
玩吗？

充电桩主要分为直流快充、 交流慢充两
种。直流桩体积较大、安装成本较高、充电速度
较快；交流桩体积较小、安装方便、充电速度较
慢。纯电动汽车一般配有双充电口，而混合动
力汽车仅可使用交流慢充桩。

充电接口的差异成为不少车主使用公共
充电桩的“拦路虎”。目前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
服务区的充电站，大多为直流快充桩。对只能
使用慢充的混动车车主十分不友好，混动车车
主不敢轻易开到外地。

很多人对混动车有误解。实际上，大部分
混动车并没有“纯油模式”，不足 80 公里续航
的电池一旦过低，车辆无法启动，所以低过一
定界限后，车辆会强迫油箱反冲为电能。此时
油箱一边提供车辆的行驶动力，一边反冲为电
能，造成动力严重不足，仿佛开拖拉机似的，用
车感受很差。反冲不了时，只能被迫原地停车。

换句话说，混动车没有一定的电量也是寸步难
行，同样需要中途充电。

另外，直流充电桩也有接口匹配问题。纯电
动汽车车主孙涛回忆， 去?在长三角一带的沈
海高速驾驶时，某服务区直流充电桩无法充电。

“当时我立刻拨打了国家电网的服务热
线，客服告诉我，该充电桩接口是国标 2011，而
我的汽车接口是国标 2015， 二者无法兼容，我
只能用剩下的电量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充电，幸
好预留的电能还够。”孙涛说。

2015?，为规范充电桩，重点解决充电桩
的安全性和兼容性问题，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
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 5 项国家标准
（简称国标 2015）， 该标准于 2016? 1月 1日
起正式实施。

4?过去了，市场越来越规范，新车和新桩
接口一般都是新国标，但仍然有车主遇到接口
不匹配、充电枪被锁等困境。及时淘汰旧接口，

统一新标准，查漏补缺的工作很重要。

手机装 6个 App，

仍找不到一个能用的充电桩

“找桩难”是车主们吐槽的“火力集中区”。车
主们通过充电桩运营商的 App进行定位寻找，而
各家运营商 App数据并不互通。

目前常用的几家运营商 App有国家电网、依
威能源、星星充电、特来电、普天新能源、安悦充
电、小桔充电、特斯拉等。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

需使用各自的 App进行寻找、操作和支付。有的
停车场只安装了某一家运营商的充电桩，而有的
同时有几家。情况不一而足。

这迫使车主们想找到更多充电桩，就必须安
装更多 App，使用十分麻烦。

更麻烦的是， 即便手机里装了 4 个至 6 个
App，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好用的桩。App信息时常
与实际情况不符，车主可能白跑一趟，甚至花冤
枉钱交停车费。

比如， 特来电 App 智慧广场充电站的评论
区，不少网友反映，这里的充电桩经常因“跳枪”

而充电失败，“明明看到有许多充电桩，却没有一
个能够使用，浪费时间”。

记者根据特来电 App指引，来到位于武宁南
路上的智慧广场 B2层停车场， 发现有 1个正在
使用的直流充电桩、3个空闲的直流充电桩、4个
未标识的壁挂式充电枪和 14 个车挡式交流充

电终端，与 App所显示的“1个在使用的直
流充电桩，7个空闲交流充电桩”信息
不符。

记者致电特来电，其客服表
示， 只有粘贴了二维码的充电
桩能够使用，“其余的充电桩
仍属于预留设备，暂未开通”。

实地探访中， 多个充电
桩都存在预留未开通问题。

比如海航大厦地下停车场
中，实际慢充桩数量大于

App显示数量，这些多

出来的慢充桩上没有贴二维码。 大厦保安表示，

它们属于预留终端，无法使用。这可能会对车主
造成一定误导。

又比如长宁来福士西区地下停车场有普天
新能源的充电桩。来福士服务台工作人员指引记
者前往 B2停车场收费处， 购买电卡后到充电车
位插卡充电。

记者前往 App上指示的 B2层 51号—54号
车位，发现现场并没有充电设施。停车场工作人
员说，充电桩正在维修，暂不开放，重新开放时间
未知。整个过程花了 20分钟，却是白跑一趟。

大相径庭的停车场服务

阻碍车主使用公共充电桩的，还有各停车场
大相径庭的服务。

大部分商场或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对充电桩
数量、位置、品牌、快慢类型等问题不太清楚。一
些老旧停车场，环境管理较差。

中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充电车位， 地面斑驳、

墙体剥落， 车位旁边还堆放着废纸盒等垃圾，一
把被使用过的充电枪垂着头挂在墙上。车主孙先
生告诉记者，有些充电桩积着厚厚的灰尘，使用
完手上满是灰尘，“久而久之就不愿意使用公共
桩充电了”。

走访市内停车场时，记者屡次看到燃油车或
不充电的新能源汽车占据充电车位。

龙之梦大酒店地下停车场，一排无须充电的
燃油车停在特来电充电车位上。

“在地下停车场找充电车位很难。”荣威车主
刘先生抱怨。大部分商用停车场空间复杂、车位
密度高，寻找特定充电车位较难。而明显的分区
和醒目的标识，起到关键作用。

指示牌标识错误给车主找桩雪上加霜。跟随
App指引， 记者来到家乐福武宁路店，App显示
其一楼停车场还有 “1个直流充电桩和 4个交流
充电桩”，然而在停车场入口处，“一楼车位已满”

的标识引导着所有汽车前往二楼停车。记者步行
回到一楼发现， 其实一楼停车场内仍有较多车
位，5个充电桩均处于空闲状态。

除车位位置的标识外，还需要一目了然的直
流快充、交流慢充标识，以及充电桩操作指南和
维修电话等服务标识。

不过，也有办法管好充电桩。

南京西路恒隆广场的 B2层和 B3 层的充电
车位，墙面和地面都被漆成了蓝色，与其他区域
明显区分，墙上和立柱上还设有明确标识：电动
汽车充电车位向前。跟随标识指引，可顺利找
到充电车位。

虹桥南丰城分为南北两区， 人流量大，

车位较为紧张。 虹桥南丰城北区 B3停车场
有 8个直流桩和 7个交流桩， 而 B2停车场
有 8 个直流桩和 17 个交流桩。“燃油车占
位”在这里很是普遍，不同的是，B2停车场用
标志桶占位预留了 3个“充电专用车位”。

据停车场保安沈飞介绍，为了让新能
源汽车顺利充电， 虹桥南丰城想了很多
办法， 一度使用标志桶将所
有充电车位预留。但高峰时
期车位几乎停满后，不少
车主会自行挪开标志桶

停车，占位形同虚设。

在不断摸索中，工作人员发现，车主的自觉
性在预留 3个专用车位时达到最高，其余充电车
位可开放给所有车型， 也极大缓解了高峰时期
“停车难”。

于是， 虹桥南丰城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机
制，一旦新能源汽车车主找不到充电桩，南北两
区停车场的保安迅速联动，寻找空位并引导车主
前往专用车位充电。 若所有充电车位全部停满，

保安会记下车主的联系方式， 指引车主就近停
车，出现空位后，再联系车主充电。

不开放的“专用车位”

对于特斯拉车主来说， 找桩似乎没有那么
难。官网数据显示，特斯拉在全上海已设置超过
33个超级充电站，另外还有十几个即将开放。

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上海丁香国际商业中
心的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看到 50个超充桩，只需
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充好一部车。需要注意的
是，超充站属于特斯拉专用，不开放给其他车型。

“特斯拉超级充电车位，非特斯拉车辆请勿
占位。” 位于长风大悦城地下一层的特斯拉充电
站贴了这样的标识。立柱上还贴有“其他车辆占
用有锁车风险”的字样。

这里时常看到有专员在看管车位，遇到其他
车型的车辆停放时，专员会进行引导劝服。

据了解，特斯拉超充站不开放给其他车型的
原因有几点。首先是技术不同，超充站的充电功
率较大， 其他车型可能无法承受如此高的功率。

其次，从商业角度看，超充站能带给特斯拉车主
VIP体验，如果其他车型也能使用，高峰时段可能
会让自己品牌的车主等待过久。

另一边， 新能源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企业
EVCARD也设置了自己的壁垒。EVCARD充电桩
只给自家租赁车辆使用，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政府正门外的停车场，记者看到一些 EVCARD

充电桩不仅有破损，也有燃油车占位，其中一个
充电桩还被其他车型的车辆充电使用。

中山公园地下停车场的 EVCARD 有 20 个
专用车位，有一辆私家车在此充电，其余 19个充
电位空闲。

记者致电 EVCARD，客服表示：“不是我们的
租赁车辆不可以使用这些桩，我们会派巡检员过
来处理和沟通。”还说，EVCARD目前仅在崇明岛
有部分充电桩开放给公众。

位于浦东新区的春之声小区，则是一个比较
好的开放案例。

在该小区门禁外，靠近保安室的地面有 7个
停车位，归小区管理，开放给所有车主。4个车位
安装了充电桩，使用时可找小区保安解锁，收取
一定费用。

“小区同意运营商来装充电桩，也是为自己
小区里的电动车车主着想。” 保安说，“实际上来
这里充电的外来车不多，每周三四辆吧。所以平
时也会让燃油车停放， 如果有电动车需要使用，

我们会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