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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7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红塔红土基金 杜翰林

新天成基金 樊浩勃

天风证券 李竹程

每日经济新闻 李明

和讯网 颜勇

时间 2020 年 9 月 16 日 14:30-15:30

地点 惠程科技工业园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惠程科技总裁 王蔚

惠程科技副总裁 何金子

惠程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付汝峰

惠程科技总裁顾问 贺庆华

惠程科技电气事业部执行总经理 彭冬喜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发布会的主题是惠程科技以“超级直流智能充电桩”为主

打产品推出的“高速充，任我行”场站级“智慧商业高速快充

解决方案”，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1、惠程科技电气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彭冬喜先生围绕新产品高

效、安全、耐用、简单的特点介绍了惠程科技“智慧商业高速

快充解决方案”；



2

2、惠程科技总裁王蔚先生主要从市场需求及行业痛点出发，

介绍了惠程科技智慧充电整体解决方案在大规模充电站场商

业化运营上的独有优势，并对绿色智慧物流充电站场的发展寄

于厚望。

附件清单（如有） 有

日期 2020 年 9 月 16 日

附：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发布会的主题是惠程科技以“超级直流智能充电桩”为主打产品推出的

“高速充，任我行”场站级“智慧商业高速快充解决方案”，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1、惠程科技电气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彭冬喜先生围绕新产品高效、安全、耐

用、简单的产品特点介绍了惠程科技“智慧商业高速快充解决方案”。

彭冬喜先生首先结合国内充电桩行业政策发展规划与市场现状阐述了建设

充电桩的发展潜力。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我国新能源充电桩的建设目标是，到 2020 年至少要满足分散式充电桩 480 万个

的目标,但 2019 年充电桩保有量为 121.9 万，而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已达到 381

万辆，对应车桩比为 3.1：1，国内充电桩的建设进度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无法

满足用户的充电需求。所以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充电桩列入新基建

的重要抓手，可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广阔。

同时，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对加快车辆结构升级的呼声也越来越

高。国务院于 2018 年 7 月推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到 2020

年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

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到 80%；2020 年底前，

重点区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在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建

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可见，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工作的推

进，充电桩的市场需求量也会大大增加。

其次，彭冬喜先生围绕惠程科技超级直流智能充电桩高效、安全、耐用、简

单的特点对新产品作了介绍。在城市发展越发追求快捷、效率的情况下，快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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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据估算目前国内整个充电站场的低速充电桩至少占了 60%，充电桩

的快充是目前急需发展的项目。因此惠程科技聚焦于 120kW 的一体式直流双枪快

充领域，120kW 是工信部公认的安全的大功率直流快充的功率上限。在集成效率

上，惠程科技定向针对城市配网的充电车的 BMS 系统进行实配优化，使充电效率

更快达到峰值，而随着充电时间的推移，充电效率的下降曲线更缓。通过这种针

对性的适配优化，在城配车辆充电领域可以带来 10%-20%的效率提升。从具体充

电时间来说，惠程科技研发的智能充电桩在 25 分钟到 40 分之间至少能对新能源

车达到 85%以上的充电服务甚至更大比例，物流车司机在吃一顿饭的时间，电动

车的电量即可充到 85%以上，这样大大节省了充电的等待时长，有效提升了充电

效率。

在充电过程中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电动车爆燃在整个站场运营和维护中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具有一票否决权。惠程科技采用了双核控温系统，第一核：

CMS 主动防护。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桩通过枪上的通讯总线与车辆的电池管理系

统（BMS）进行数据交互，获取车辆的电池信息，当出现电池异常状态时，进行

主动防护，停止充电，这也是目前充电桩的标准做法。但是这种标准做法在某些

情况下依然无法保证充电的安全性，特别是城配车辆与普通家用车辆的保养条件

是不一样的，城配车辆在各种传感器故障的情况下依然上路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假设是温度传感器发生故障，那前面的这种控温方式可能就会失灵了。因此惠程

科技设立了另外一套独立的控温方案，就是第二核：独立的无源矩阵测温传感系

统。这套无源矩阵测温传感系统是在车位表面设置一个无线测温矩阵，通过无线

测温技术实时监测充电车辆的温度，当车辆局部温度超过设定值时，立刻通过无

线通讯通知充电桩停止充电。实现对不良车况的运营车辆的双保险。

从充电场站的运营来说，充电场站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充电服务费用和电价差，

支出主要包括电力成本、场地费用、设备折旧。目前业界充电桩的平均使用寿命

为 2-3 年，有的甚至在 1年过后就开始出现各种故障，无形增加了设备维护费用。

如果能提升设备的使用寿命，就能降低充电场站的运营成本。

惠程科技通过大量的研究分析发现，充电桩最主要的故障点出现在大功率器

件 IGBT 的管脚上。因为大功率器件的发热特性导致了其长期处于高温的工作状

态，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灰尘的堆积，潮湿的空气，盐雾的侵入会加快 IGBT



4

管脚的腐蚀。造成接触不良，甚至炸机。而功率转换器件作为核心部件，它的维

护费用是很高的。针对这个问题，惠程科技利用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有机材料，这

种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热传导性能好的特点，通过表面涂敷这种高分子有

机材料，盐雾实验可以突破 400 小时，理论无故障运行时间和使用寿命可达到业

界同规格产品的两倍。

由于直流充电桩内部大功率转换器件的发热特性，对散热的要求很高，而充

电桩一般在户外使用，高温是对其最大的考验之一。惠程科技的充电桩采用独有

的风道设计，比业界充电桩短 10%。出风口散热风扇的排风量按内部所有功率模

组的散热风量最大排风量的 1.5 倍设计，使风道内部始终保持负压，有效限制内

部器件热积累。

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简单易操作也作为充电桩设计的重要环节，惠程科

技采用一次识别终身使用的识别系统，实现了首次识别后期即插即用。针对公用

车辆，采用自动识别 VIN 码后台运维管理系统，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在整个操作

环节是非常便捷的。在支付环节还推出了移动支付，使支付更便捷。另外，管理

系统采用信息采集，支持整个协议兼容，以技术兼容做到了广义接驳。

惠程科技的产品系列从 7kW 到 360kW 的分体式都有覆盖，目前主推“120kW

一体式直流充电桩”、“60kW 一体式直流充电桩”和“60kW 一体式全工况直流充

电桩”。未来还有发展 3000kW 的超级充电堆的计划，该产品在未来也能更加有效

地进行站场的提容，在便捷性上跟单体装置有所区别。

惠程科技商业快充的口号是“高速充,任我行”，在商业快充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惠程科技在电气领域沉淀了 20 多年，在充电站场的解决方案上具备扎实的

基础。惠程智慧充电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高速智能充电桩、环网柜和箱变，以及智

慧充电管控平台，应用场景至少包括：物流集散地解决方案、公共停车场解决方

案、城市公共快充站解决方案以及城市路网快充站解决方案。而目前城市的最大

需求就是城市物流配送网络，其最大的痛点就是一桩难求和充电效率低下。目前

惠程科技聚焦于商业 120kW 直流快充，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脉络来看，直流快充将

是未来行业的发展的重头戏，也能对城市综合治理、绿色出行作出巨大的贡献。

2、惠程科技总裁王蔚先生主要从市场需求及行业痛点出发，介绍了惠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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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智慧充电整体解决方案在大规模充电站场商业化运营上的独有优势，并对绿

色智慧物流充电站场的发展寄于厚望。

王蔚先生表示，惠程科技是一家扎根于深圳，在传统电气行业深耕 20 余年，

承载深圳锐意进取基因的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7 年开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

环境，惠程科技从原本的电气制造主业转变为“互联网游戏”与“高端智能制造”

的双轮主业驱动模式。而今年 7月新管理团队进来后，利用实业背景的优势，为

公司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即加大在智能制造尤其高端制造领域的投入，使高端

智能制造事业线成为惠程科技未来双轮驱动的主要动力。

惠程科技超级直流充电桩第一次发布是在今年 8 月份公告的关于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的预案中出现，其中拟投入的项目之一便是超级直流智能充电桩研发

和生产项目。在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告后，市场上有一些质疑我们“蹭热点”的声

音，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惠程科技从 2017 年已经开始做充电桩，这次将其作

为智能制造的重点之一主要是因为充电桩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导向的行业，即先市

场后产品。我们新的管理团队有个共识就是“做实业就是做企业价值”，就是要

让企业产品反映市场需求，兑现市场需求。就充电桩市场来说，在货运领域，特

别是在城配物流领域，物流车辆电动化能够有效缓解物流成本高、物流运输效率

不足等问题，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据统计截止 2019 年，国内货运车辆保有

量大概 613.7 万辆，613.7 万辆中城市配送大概占 60%，大约为 368 万辆，这 368

万辆车中有 38 万辆是电动车。我们管理团队走访了很多物流企业，调研发现电

动车总体应用成本比燃油车低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城市电动物流配送车保有量却

如此之低，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充电桩数量严重不足及充电效率低下：在充电

环节，城配物流车是基于效率的运营项目，每日一到两充是刚需，运营车辆电动

化趋势表现为围绕运营车辆领域建设的专业直流充电桩拥有最高的利用率，仅高

速直流桩及专业充电站场可以满足实际需求，而目前国内准高速以上的直流桩仅

16 万左右，按目前的 3：1 车桩比来预测，仅增量高速直流桩市场空间就在百万

级以上。因此行业内普遍认为城配物流车电动化和充电配套设施建设互相促进以

及快速推进，是充电桩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阔的用户需求前景为超级直流智

能充电桩项目实施提供了确定性的市场保障。

同时，从政策层面来看也印证了这一市场前景推断。2019 年，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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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等 18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推动邮

政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

要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邮政、快递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

2020 年底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到 80%。如果不考虑未来的增量需求，仅从目前的

存量市场分析，未来几年 450 万辆的替代需求是存在的。因此惠程科技本次发布

充电桩的产品体系及综合解决方案，也是迎合了目前市场的最大实际需求。

同时，随着充电桩市场刚需不断上升，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就显得尤为

重要。前段时间公司管理团队及技术研发人员走访了成都、深圳、郑州的充电场

站，大多数用户认为最好在午餐时间充电，即 25-40 分钟之间完成充电。为了满

足客户的需求，构建有市场吸引力力的产品，公司研发人员经过刻苦研发，跟主

要电动物流车的生产厂商取得适配，更有效率地解决了充电问题。在同样 120kW

充电的情况下，惠程科技超级直流充电桩可以对大货车在 25 分钟到 40 分钟之间

完成 85%到 100%的充电效率。

安全性上，绝大多数的电动车爆燃事故都发生在充电期间，因此，充电桩的

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充电桩的主要客户——充电场站来说，一旦发生一

起爆燃事故，无论是否因为充电桩的温度传感器失灵原因，对场站的后续运营都

会造成极大影响。惠程科技创新性提出了双核控温的解决方案，不仅在充电桩上

安装测温传感器：还在场站内布局无源传感器实时反馈温度情况，任何一个感知

点上产生超过临界温度的状况都会与惠程科技智能充电桩发生联动，这一套措施

可以有效解决充电爆燃问题。目前惠程科技主推的这套产品，为未来大规模面向

物流商业场站的运营，做了很多精心的设计，同时在未来最关注的指标上面，做

到了业界领先。

最后，王蔚先生对惠程科技新的管理团队作了简要介绍，他表示，新的管理

团队是一只专业敬业，有丰富实业经验的队伍，过去几个月不但克服了疫情对公

司生产经营的影响，还通过广泛、严谨的产业调研，重新规划了惠程科技未来五

年的高端智能智能业务发展方向，同时也重新定义了“务实求进”和“坚持长跑”

的企业价值观。公司高端智能制造产品研发线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目前已经

完成了超级直流智能充电桩、电网智能芯片、5G、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布局与

整合，为惠程科技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