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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动力电池退役量的持续增长，动力电池退役后

的梯次利用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的种类不断扩大，使得我

国的梯次回收利用体系需要完善。针对退役动力电池在梯

次回收利用的使用现状，首先梳理了国内退役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以及标准，解析了政策和标准的

意义，接着调研了国内动力电池梯次回收利用的典型示范

企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试点企业，分析了示范企业和

试点企业的效果及作用，最后根据政策和标准的意义以及

示范和试点企业的现状对退役动力电池的梯次回收利用进

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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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ong with the persistent growth of the quantity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the  market  size  and the kind of  applica-
tion  scenarios  of  the  cascaded  recycling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in China are constantly expanded, so it leads to that the
domestic cascaded recycling system need to be improved. In al-
lusion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ascaded  recycling  of  the
retired power battery, firstly, the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for  the  cascaded  recycling  of   decom-
missioned power battery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olicies  and  standards  were  analyzed  in-depth.  Secondly,  both
typical  domestic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which  performed
cascaded  recycling  of  power  battery,  and  the  pilot  enterprise,
which  performed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power  battery,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sult and effect of these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the  policy  and
the standard as well as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se enterprises the
cascaded recycling of power battery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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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电动汽车在近几年里使用规模快速扩大，

动力电池退役的期限已经到来 [1]，到 2020年底我

国累计退役动力电池超过 25万 t[2]。根据目前相

关数据进行推算，预计未来几年的动力电池将要

进入退役高峰期：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量庞大，

预计 2021—2022年动力电池的回收量将达到

36~40万 t/年。按照中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在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总销量比

例达到 20%以上 [3]，同时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达

到 78万 t左右，其中约有 55万 t退役动力电池可

进入梯次利用环节，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市场进一

步扩容。

退役动力电池仍有很大的使用空间。动力电

池主要的材料是：Li、Co、Ni、Mn、Fe、Al、C
等 [4-7]。其中，Co、Ni、Li等金属在我国的储量

相对较小，进口依存度高，回收价值较大 [8-9]。对

退役动力电池进行大规模回收，可以有效弥补我

国 Li、Co、Ni等电池材料的资源短缺现况 [10]，

若将其采用梯次回收的方式对电池进行再利用，

可以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继续供电 [11]，可节约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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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大量的资源 [12-13]；由于动力电池中含有大

量有害重金属，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避免了大

规模废旧动力电池的随意搁置和废弃，减少废弃

电池对人体和环境的污染 [14-16]，很大程度上保护

了我国本土的生态环境；退役动力电池在使用一

定周期或发生剧烈碰撞后，锂电芯内部正负极隔

膜就会容易发生错位，使得电池内部正负极直接

相连，产生短路，进而引起电池自燃 [17]。若加强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回收利用工作，将有利于实现

废旧动力电池的规范、安全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梯次利

用电池的使用空间，退役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行

业一直备受关注。截止至 2020年 10月，国家已

颁布多个退役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 [18]。但是，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一直处于一种难以实施、

难以管控的情况，若梯次利用相关政策能够细化

至全国各地，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可以逐步规范化，

由示范工程牵头，带领更多的试点企业参与动力

电池梯次利用项目，并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范

围逐步推广，必能在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方面

节约更多的资源，更有效地保护环境 [19]。 

1    我国梯次利用现状分析

2015年动力电池累计报废量约在 2~4万 t
左右，到 2020年底，我国仅纯电动乘用车和混

合动力乘用车动力电池累计报废量将达到 12~
17万 t的规模 [20-21]。其中，报废量中的电池包含

退役梯次利用的电池和拆解回收的电池，根据有

关数据，预测未来用于梯次利用的电池累计退役

量如图 1所示。

退役动力电池的整个全寿命周期约为 20年，

但动力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中使用的寿命只有 3~5
年 [22]。我国相关行业的权威人士在动力电池回收

过程方面可能更多的还是看中再次利用，形成多

批次的使用。由图 1可看出，未来动力电池退役

规模正在逐渐扩大，这也意味着动力电池退役的

管控也会越来越艰难。若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标准

对如此大规模的动力电池退役情况进行制约，将

会导致退役动力电池市场秩序混乱。

如图 2所示，从利用价值的角度分析，退役

后进行梯次利用的动力电池在之后的利用价值越

来越高，预计 2022年梯次利用价值将达到 80亿

元以上。从实用性的角度分析，其使用成本约为

1000元/kW·h，性价比远超过铅酸电池，因此动

力电池梯次利用具有很大的竞争力。看到了梯次

利用的广阔前景，一些企业发现了此领域的机遇

并开始在此领域逐步探索 [23]。如北京匠芯电池研

发了梯次利用光储系统，深圳比亚迪等企业生产

用于备电领域的梯次利用电池等。

我国在电池梯次利用的技术研究方面处于起

步阶段，技术难点有重组技术、寿命预测和离散

整合技术等 [24-26]。梯次利用技术的核心要求是保

证目标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具体而言，一是来料

的品质安全控制，二是目标产品的生产过程控制，

还有目标产品的控制和设计。目前国家把梯次利

用检测技术作为重点研究，检测技术要求对退役

电池包进行健康指数评价，包括电芯评估、电池

包电性能检测、电池包的可靠性检测、电池包/模
组外观检测。通常情况下，电芯的性能评估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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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未来动力电池退役规模预测图

Fig. 1    Prediction chart of power battery retirement
scale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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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预估图

Fig. 2    Estimated drawing of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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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评估、安全性评估和可靠性评估，包括电池

包的可靠性、电池包连接件可靠性以及管理系统

硬件的可靠性等。电池包电性能检测能够排除安

全隐患。此外，直流内阻的变化、电压差的变化

以及电池包外形的变化等，都在健康指数的评估

内容中。其中，从电池包的外形来看，在车载过

程中难免会发生意外，比如车祸、内涝，都会引

起一系列外部构件的变化，因此电池包外形变化

也需要评估 [27]。

对于梯次电池应用的场景来看，通信基站备

电、电网储能和低速车这 3个应用得最为广泛 [28-31]，

如图 3所示。
  

电池梯次利用主要
应用场景

通信基站 电网储能 低速车

图 3    电池梯次利用主要应用场景图
Fig. 3    Scene graph of main application of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通信基站是我国退役动力电池主要梯次利用

的应用场景之一。中国铁塔公司已在约 12万个

基站中使用梯次电池约 1.5 GW·h，替代了约 4.5万 t
铅酸电池。中国铁塔公司目前约有 200万个基站，

按单站电池容量需求约 30 kW·h测算，该公司未

来可能消纳约 2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退役电池 [32]。

杭州某供电公司在通信基站中增加了 100 kW·h的

动力电池，这些动力电池与原有的电池共同出力，

保证了信号的稳定传输。

电网储能领域中，国内首个电池梯次利用电

网侧储能电站在南京开建，利用电池的余电继续

为变电站和数据中心等设施供电，大幅提升了储

能电池的经济性和可利用性，随后国内其他省市

纷纷效仿：浙江省某微网储能项目为创造新的经

济价值和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投运了电网储能电

站，深圳市某两家公司合作建设了 2.15 MW·h/
7.27 MW·h梯次电池储能项目，用于工业园区，

以实现削峰填谷的功能和为电网提供辅助服务。

在低速车领域中，某公司将退役动力电池安

装在低速电动车上使用，也有其他公司在低速快

递物流车上使用退役动力电池。根据统计，退役

电池应用成本约为 650元 /kW·h，其收益要比铅

酸电池用于低速车上的收益大很多。根据已有数

据预测，在今年年底，预计低速车用退役电池成

本低于 300元/kW·h，收益在 450元/kW·h以上。

电网储能、通信基站和低速车等领域是大规

模消纳退役电池的有效手段。梯次利用给电网储

能等领域的低成本化带来重大机遇，有望最大化

发挥电池全寿命周期价值，因此有必要出台梯次

利用政策来把握住此机遇。 

2    国内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政策

国家从 2010年就开始颁布退役动力电池激励

政策，鼓励梯次利用企业研发梯次产品与技术，

并围绕电池性能评估、分选重组、电热安全管理

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在退役电芯一致性评测、

模块直接重组利用等方面取得突破，但仍面临容

量衰退预测难、快速批量分选技术缺失和安全故

障演变机理不清晰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梯次利用示范规模逐渐增大及

应用场景的多样化，上述问题叠加放大效应愈加

突显，现有技术储备无法满足规模化工程应用的

安全性和经济性要求。为此，国家仍需针对退役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进行综合考

虑，国内政府机构需要利用出台的政策来推动相

关技术问题的突破使得梯次利用的应用能够实现

效益最大化。 

2.1    国家顶层政策

梯次利用能够发挥出退役动力电池的最大价

值，实现循环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的前景是广阔的，但是实践起来不太容易。

退役动力电池性能和规格参差不齐，难以实现集

中式管理，以及检测配比难度高，实现电池的电

压均衡较难等因素，增加了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

用产业化的难度。如果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管理

和技术水平能够提升起来，那么它的广阔前景就

可以得到实现。所以，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

来鼓励并支持各个地方企业参与到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的机制中来。为加强新能源汽车的退役动力

电池梯次利用管理水平，保证梯次利用电池的安

全性和质量，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措施以扶持动力

电池梯次利用，已颁布的一些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政策如表 1所示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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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
Table 1    Relevant policies for the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 要点

2020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

件》（征求意见稿）
对关于梯次利用的检测技术和设备进行创新。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梯次利用企业应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装

备对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梯次利用等。

2019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

告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鼓励退役车用电池实施梯次利用，以更好地适应新

能源行业发展新形势。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

件》（修订征求意见稿）

旨在促进梯次利用的综合企业加大在基站备电、储

能、充换电等领域的应用，以此提高经济收益。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

指南》（修订征求意见稿）

要求完善退役车用电池以及梯次利用的服务站建设，

同时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2018

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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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体现出国家对提高回收利用退役车用电池相关企业

的规范程度的要求，同时要求回收电池的行业加快

商业化进程。

工信部 《新能源汽车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
建立溯源管理平台，尤其是在电池生产、销售、使

用、报废、回收等各个环节收集信息并实时监测。
国家工信部、科技

部、交通部等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提出回收处理退役电池的要

求，同时推进完善回收处理退役电池的机制。

2016
国家工信部、科技

部、交通部等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设计生产、回收主体、梯次利

用及再生利用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提出可通过即将建立的数据管

理平台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的企

业管理水平，通过即将完善的各个环节形成的梯

次利用体系提升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并且通过

制定的检测机制来保障梯次利用电池产品的安全性。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

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的提出可通过技术和

设备对不同类型的电池进行梯次利用过程中的步

骤，包括检测、分类、拆分和修复等，尽可能地

替换掉以前缺点较多的技术和设备，从而发挥出

创新的技术和设备节约资源、减少成本等优势。

国家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发布的政策中包

含了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总体要求、综合管

理、提高应用、鼓励实施等方案，这些政策表明

了国家对梯次利用很重视，但这些方案大体是缺

乏细节制定的，如梯次利用的具体生产线流程、

退役电池线上线下交易和退役电池产品的规格尺

寸等等，要落实到省、镇地区有一定的困难。因

此，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领域亟待相关政策的

完善，扩大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管控范围，

使得退役动力电池市场秩序更加稳定。 

2.2    地方相关政策

为了进一步细化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颁布

的国家政策，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对此做出响应，

部分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地方政策如表 2所示[36]。

福建省、湖南省和海南省发布的地方政策都

重点把互联网技术与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结

合，发挥出互联网实时传递信息和资源共享的优

势，福建省发布的梯次利用政策主要是通过建立

交易和回收平台，利用互联网与客户进行线上交

易和交流，为客户的需求带来了便利；而湖南省

和海南省发布的梯次利用政策则主要是构建产业

回收网络体系信息数据库，以实现动力电池产品

的来源及去向追踪，一旦车辆的蓄电池出现异常，

电池监控系统就会及时监测出来，可以从远端追

踪使用该电池的车辆信息，提升了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的监控性能。

京津冀地区、四川省和广东省政策主要强调

了加快梯次利用的关键技术研发，为推广动力电

池梯次利用体系建设一系列示范项目。这一方案

的实施大力推进了电池模块的快速检测、分选技

术的研究，加大了对电池状态的跟踪和预测研究；

同时也激励了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自身的研究技

术现状，加快研制循环梯次回收标准体系，加强

成果的转化。推广项目的建立也是国家在动力电

池梯次利用领域对企业的一种激励方式，让其他

相关企业看到本领域产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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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企业对本领域的热情和信心。

然而，梯次利用企业需要回收梯次利用电池

产品生产、试验、使用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

蓄电池，集中贮存并移交至再生利用企业，这一

系列的流程需要相应的标准来对此进行制约，从

而确保梯次利用动力蓄电池的后期安装及使用的

安全性。为了更好地开展动力电池退役后梯次利

用，需要建设几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或规范来

引领梯次利用电池产业的健康发展。 

3    梯次利用标准

为加强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退

役动力电池健康发展，国家针对退役动力电池制

定了有关标准，部分标准如表 3所示 [37-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2部分：

拆卸要求》对具体设施和人员的考核、培训这三

个方面给出了具体方案，从外部条件和人员限制

入手，给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整包电池开包

拆解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工作条件，增加了电

池在拆解时的管理和安全性能，使得电池能够按

部就班拆解，为后续电池的配组环节提供保障。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的标准中具体要求了将过程中的检测、分类、拆

解和重组部分标识区分，对每一个处于不同情况

和流程的梯次利用单体电池进行标记，将代表梯

次利用电池的标识规范化，与之前没有规范化标

识的情况相比更能便利、清晰地辨识产品所处环

节，避免将电池重新进行已经操作过的步骤或跳

过未操作的步骤，其实施也方便梯次利用电池的

管理延伸到电池的生产厂家。

退役动力电池相关标准的出台促进了退役动

力电池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的良性循环，便于

国家对退役动力电池进行大规模管理，有利于维

护废旧电池市场秩序。 

4    试点企业与项目

为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引导工程，贯彻落

实强化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全面推动企业自主创

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重要作

用，各个省的工部局、发改委等部门确定了多个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示范企业，部分示范企业

如表 4所示。

100 kW·h梯次利用电池储能系统项目通过改

表 2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地方政策
Table 2    Local policies for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地区 政策 要点

京津冀
《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试点实施方案》

支持企业开展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在通信基站备用电源领域的商业化示范

工程建设，在电力储能系统领域的示范验证，在移动充电、家庭储能、风

光互补路灯等其他领域的探索应用。

福建
《福建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鼓励开展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开展异形异容电池组合梯次利用技术及模式

研究，加强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创新梯次利用商业模式，

建设商业化服务平台，探索线上交易、线下交货的电池残值交易。

湖南
《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系统

集成攻关实施方案》

重点支持全产业链共享的回收网络体系建设、梯级利用与有价组分再生利

用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三个方向。

海南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构建动力蓄电池溯源监管机制和责任惩罚制度；探索梯次利用商业模式并

建设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商业化试点和示范工程；支持中国铁塔等企业参

与大规模集中梯次利用。

宁波
《宁波市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

实施方案》

前期重点推进0.6 MW·h/3 MW·h梯次利用储能系统等项目，市能源局负责

指导和鼓励梯次利用企业开展储能项目试点，配合做好各类单一电池来源

单一型号的储能电站技术开发和多种电池混合系统的研发应用工作。

四川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

工作方案》

积极推动中国铁塔四川公司0.28 GW·h/年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项目。扩大

梯次利用范围，打造四川省动力电池光伏电站梯次利用产业基地。创新梯

级利用商业模式，开展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商业化试点示范工作。

安徽
《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

方案》

推动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大规模梯次利用；以能量型退役动力电池为基础，

加入功率型或调频型的储能系统构建混合型多功能智慧储能电站；以用户

侧分布式储能为基础，借助电动汽车等移动储能装置，使电能共享及储能

电池共享成为可能。

广东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

实施方案》

鼓励梯次利用企业发展“以租代售”商业模式，即梯次利用企业从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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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充电设备的接入方案来满足负荷直流快充的要

求，为退役电池产业化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

兰石兰驼 4 MW·h/1.5 MW·h“光–储–充”微

电网项目打造了退役电池二次分选、拆解、重组

这一规范化流程，为甘肃省新能源汽车的退役电

池提供了一种新的再利用方案。

大规模梯次再利用储能电站项目通过组串联

式架构的系统设计方案缓解了梯次电池初始容量

不一致的问题，并通过配置能量管理系统实现了

区域源、网、荷、储有效协同管理。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就退役动力蓄电

池价值评估与梯次利用制定了完整的梯次利用流

程，从电池现场评估、返场测试到方案设计、装

配应用等，在返场评估方面，其电池剩余价值评

估技术对车辆内部电池进行评估，仅需要 5 h且

不会影响车辆运营，电池健康度的准确度在 3%
以内，三元及锂电池均可评估。

出于国家对梯次利用的号召，又因退役动力

电池梯次利用示范企业的成功事例让企业领导人

看到了梯次利用的前景，一些试点企业也纷纷踊

跃参与了施行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生产线以

及体系建设。部分试点企业如表 5所示。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和湖南

绿色再生资源公司旨在多场景下推广电池梯次利

用。长沙比亚迪、中南冶金院和长沙新材料院等

单位结合了各省市各自的产业基础和特点，加快

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及再生利用关键核心技术和

装备研发，均对动力电池快速分选或余能检测技

术进行开发并应用，研发了电池剩余生命周期预

测、电池剩余价值的评估和筛选技术，以提高回

收利用效率，构建出合理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企业建立和完善了动力蓄电池的技术开发与

应用推广，建设了退役电池梯次利用生产线和相

关服务网点，将每个单体电池的性能能够尽可能

地发挥出来，也减轻了将大量动力电池进行直接

回收这一工作的负担，同时有利于提高企业之间

的竞争力，引领相关企业发挥各自的创新能力，

进一步推动了梯次利用行业的发展。 

表 3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标准
Table 3    Relevant standards for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序号 标准号（项目号） 标准名称

1 GB/T 34015.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2部分:拆卸要求》

2 20191068-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3 T/ATCRR 09-2019 《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 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

4 GB/T 34015—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5 GB/T 34014—2017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6 GB/T 33598—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7 GB/T 34013—2017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8 20150671-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要求》

表 4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示范企业
Table 4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of cascaded utilization of retired power battery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

1 100 kW·h梯次利用电池储能系统 北京市政府、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等5家单位

2 兰石兰驼4 MW·h /1.5 MW·h“光–储–充”微电网 兰石恩力电池有限公司和兰石恩力微电网有限公司

3 大规模梯次再利用储能电站 国网（宁波）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4 动力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 北京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5 退役动力蓄电池价值评估与梯次利用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6 南通积简美居MW级三元电池梯次储能项目 江苏慧智能源工程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7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在铁塔基站的梯次利用 北京聚能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北京铁塔动力蓄电池回收体系试点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9 退役动力蓄电池包智能回收拆解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绿色再生退役动力蓄电池回收 石家庄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第 38 卷 第 3 期 李建林等：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对比分析 321

现代电力，2021，38（3）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5    总结与展望

尽管我国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现已取得初步的

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整体及地方的动力蓄

电池梯次利用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在以下四点仍

需加强与改进：

1）梯次利用相关技术需要突破。

我们应在退役动力电池的重组技术、剩余寿

命模型、安全性能评估和工程实际应用能力等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尽快研发出成果，这样才能更

有效支撑规模化的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

2）梯次利用政策需要细化。

我国梯次利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需

要进一步细化地方级政策，促进企业与企业间发

挥各自特长，扩大梯次利用规模、应用技术的研

发和商业化规模。

3）梯次利用相关标准仍需完善。

要对行业进行监管，政府要促使生产者对梯

次利用电池的整个生命周期承担责任，建立规范

的制作、安装流程，完善公平的竞争制度，使得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模式规范化。

4）加强对示范企业和试点企业的监管力度。

面对相关企业已开展的多项示范项目和试点

企业，对项目和企业应用的退役电池开展溯源管

理，并对其退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

其安全的进入正规梯次利用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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