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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入局 换电市场“狼来了”？
“宁王”入局
“钠离子”电池发布后，“ 宁王”又准备在
换电市场分一杯羹。据了解，时代电服推出由
“换电块、快换站、App”三大产品共同组成的
组合换电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在车电分离
的模式下，将电池作为共享资产独立出来。其
中，专门为实现共享换电而开发量产的电池
“巧克力换电块”，将采用宁德时代CTP技术，
重量能量密度超过160Wh/kg，体积能量密
度超过325Wh/L，单块电池可以提供200公
里左右的续航。
“目前时代电服App已经上线。”宁德时
代相关负责人表示，用户换电时可以任意选
取一或多块电池，匹配不同里程的需求。车主
如果购买了可以使用“巧克力换电块”的车
型，可以不用购买电池变为租赁电池。换电的
价格则是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段，因环境不
同是个变量，公司会根据不同情况提供有竞
争力的价格，而换电不拘泥于三元锂电池或
者磷酸铁锂电池。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换电块、快换站、
App”这一组合换电整体解决方案，还具有一
电多车，按需租电，可充可换的特点。其中，每
个标准站需3个停车位，单个电块换电约1分
钟，站内可存储48个换电块。换电站还可提供
适配不同地区气候环境条件的版本。上述负
责人透露，换电站里的电池资产是属于“电池
银行”的，而这个电池银行是包括时代电服
的，但公司也欢迎产业界相关方加入，共同推
动换电网络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在换电领域早
已布局。2020年7月，宁德时代与北汽新能源
签署车电分离项目合约，正式以电池制造商
身份进军换电运营领域。随后，宁德时代和福
田智蓝新能源携手打造的换电重卡在北京交
付。去年1月，宁德时代成立宁德蕉城时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新能源换
电设施销售。去年12月24日，宁德时代与贵州
省政府签署合作建设换电网络协议。

站可以适配使用“巧克力换电块”的各种车型，
实现换电车型的选择自由。
换电风起，“宁王”入局。1月18日，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时代电服推出换电服务品牌EVOGO及组合换电整体解决方案，
适用多种车型的同时，宁德时代的入局
宁德时代正式入局换电市场。当下，新能源汽车补能矛盾日益凸显，换电模式再次被提上日程。此前，国内新能源汽车C端市
将打通车企换电模式不能相同的痛点。“可以
场，换电一直是以车企推广为主，蔚来、北汽都有鲜明的换电标签，近年来也成为众多新能源汽车品牌效仿的方向。
适配全球80%已经上市以及未来三年将上市
的纯电车型，80%适配的意思是只要不是异
然而，车企纷纷入局并未真正打开新能源汽车换电市场，在标准化、统一化难题下，换电市场未能脱离车企“单打独斗”的局
形基本都适配。”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表示，
面，并形成规模化效应。此时，拥有丰富“朋友圈”与供应商身份的宁德时代入局，被业内认为是打破换电市场发展僵局的关键。
车企不需要调整底盘，只需要开发适配“巧克
力换电块”的换电支架。
事实上，宁德时代能够打通“痛点”，不仅
>>宁德时代换电业务概况 <<
将在首批10个城市启动EVOGO换电服务
是其供应商的身份，更是因为此前布局电池
领域打下的“朋友圈”基础。宁德时代作为全
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供应商之一，也一直在扩
每个标准站需3个停车位，单个电块换电约1分钟，
充自己的“朋友圈”。目前，宁德时代已与宝
站内可存储48个换电块
马、上汽、长安、大众、沃尔沃、捷豹路虎、丰
田、北汽等多家国内外车企进行合作。乘用
“巧克力换电块”单块电池可以提供200公里左右的续航
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换电模式是高
成本投入，而宁德时代作为供应商推出换电
适配全球80%已经上市以及未来三年要上市的
模式后，其“朋友圈”有合作的车企或许也会
纯电平台开发的车型
继续和其在换电领域进行合作，这部分车企
不仅可以节省投入，还能顺利实现换电模式
的推出。
适用于从A00级到B级、C级的乘用车以及物流车
政策利好也为宁德时代入局换电市场提
供了良好的支持。2020年4月，财政部等四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
“宁德时代此前的布局一边是在试探换 就是解决车主续航焦虑，同时降购车低成本 广，但由于电池包不统一、底盘平台不统一 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补贴前售价不高于
电市场，也是为之后自己的换电品牌发布提 的关键。
标、准化很难推进，换电站、电池不能通用，就 30万元的新能源乘用车才有资格享受新一
前铺路。”中国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
不过，众多车企布局并未将换电市场完 意味着规模化无法推广。车企不是不想要标 轮补贴，但支持换电模式的新能源车型不受
景辉表示，宁德时代不会只满足于提供电 全打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 准化，而是车企间本身存在竞争关系，谁也不 30万元规定限制。此外，去年10月工信部《关
池，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渐成熟，换电将 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261.7万台，其中换电 愿意采用竞争对手的模板进行制造和发展， 于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
成为未来市场不能缺少的补能方式，作为 设施总量仅为1298座，其中蔚来汽车拥有换 因此始终未能全面推广达到规模化效应，盈 的通知》相关文件的发布，新能源汽车换电
供应商，宁德时代为今后发展必然要选择入 电站789座，换电服务运营商奥动新能源建 利模式未能成型。
模式应用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为换电提供了
局市场。
设换电站402座。推广不力的同时，换电站还
政策性支撑。该文件决定在北京、南京、武汉
存在盈利难题。据统计，国内多数换电站的
等11个城市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
“朋友圈”杀手锏
收入主要来自于使用频率高、
足够多的运营
试点工作。
推广痛点
一边是市场需要换电模式，一边是车企
车辆，私家车仅作为补充，换电站使用率达到
业内人士表示，在政策的推动下，将有更
在此之前，换电市场已成为众多车企的 60%-70%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但截至2020 “单打独斗”未能达成规模效应的局面，这给 多车企推出换电模式车型，而相比于车企间
“标签”。宁德时代方面认为，为缓解里程焦虑 年，北京等一线重点城市换电站的平均负荷 作为供应商的宁德时代提供了机会。
存在着竞争关系，宁德时代作为供应商身份
据了解，基于通用化适配的开发原则， 和众多车企合作更容易实现规模化、形成标
满足偶尔长途需求，消费者会选择购买电池 率仅为20%左右。
量更大的车型，并为此付出高额成本。但将车
这背后的问题则是未能实现“标准化”。 EVOGO的“巧克力换电块”可以适用于从 准化，进而形成盈利模式。
电分离，采取电池共享或是租赁的方式，或许 业内人士表示，盈利的关键在于规模化的推 A00级到B级、C级的乘用车以及物流车。换电
北京商报记者 刘晓梦

开年第一爆款 国产剧迎新“开端”
2022刚一开年，一部以时间循环为主题
的国产剧《开端》便掀起了观剧热潮。据灯塔
专业版显示，《开端》开播一周以来，在每日剧
集排行榜上持续霸榜，不仅热度居高不下，播
放市占率也稳居前三。《开端》带来的无限想
象，也再一次让业内看到国产剧的可能性。

第一个吃螃蟹
开年第一爆款，又是正午阳光。1月18日，在
演员和观众的三催四请下，《开端》加更成功。
《开端》改编自同名小说，融合了车祸、爆
炸、推理、时间循环、末日情侣等多种悬疑要
素，讲述的是大学生李诗情（赵今麦饰）和游
戏架构师肖鹤云（白敬亭饰）在一辆公交车
上，不断经历爆炸又不断“死而复生”，并带着
记忆回到爆炸发生前的故事，而只有阻止爆
炸，他们才能走出这个循环。
虽然走的是小众路线，但不影响这部剧
叫好又叫座。自1月11日开播以后，《开端》几
乎是“焊”在了微博热搜上，从主角到配角，从
剧情到花絮，热度高居不下，“ 一口气8集”，
“《开端》，我愿称2022年电视剧最好的开端！”
此后，《开端》的热度持续上升，截至北京
商报记者发稿时，不仅单日全网正片播放市
占率最高时曾达9.92%，截至1月18日15时30
分，该剧已连续6天实现单日全网正片播放市
占率在剧集排行榜上位列前三。
不只是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在舆情热
度上，《开端》同样也在灯塔剧集榜单上持续
霸榜，并连续6天超过当下播出的其他剧集，
稳坐在剧集榜单首位的宝座上。与此同时，据
腾讯视频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18日15时
30分，《开端》的播放量也已破4亿次。
正是因为《开端》的火爆，剧集市场的悬
疑风也再次刮了起来，甚至有观众称“要拿着
放大镜去找细节”。但与此前热播的国产悬疑
剧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开端》的剧情除了寻

找真相外，还加入了时间循环的无限流设定， 人孙禹认为，
“1000个观众眼中有1000个哈姆
这也成为该剧引发热议的焦点之一。
雷特”，悬疑剧近年来陆续获得更多关注，虽
然向前迈进一大步，但仍处于发展阶段中。而
《开端》播出的高热度也会让影视行业进一步
时间循环的壳
关注到悬疑、科幻题材，并再次证明了影视作
与穿越、人格分裂等有所不同，无限流主 品要想抓住观众的心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内核
要聚焦于一段特定的时间和某些特殊的空 作为支撑。
间，部分角色可以“存档”，而剩余角色则只能
被“格式化”。也就是说，“天选之子”会不停重
小制作的新可能
复特定时空的内容，同时保留每段记忆，而配
最近几年，网剧黑马一匹接一匹，往往都
角则在一次次重复中重新开始。
实际上，对于时间循环，很多观众对此并 是小成本、非流量、非大IP，却带给观众别样
不陌生，无论是《恐怖游轮》《源代码》《十二只 的惊喜。例如反套路穿越剧《太子妃升职记》，
猴子》等十多年前上映的电影作品，还是近几 开启网剧新时代的《白夜追凶》和让迷雾剧场
年上映的《忌日快乐》等影片，都运用了时间 一炮而红的《隐秘的角落》。
到了去年，黑马更多，类型也更丰富多样。
循环这一设置来展开剧情。而在游戏市场，于
2021年相继发布了PC版和主机版的时间循 高质量古代探案剧《御赐小仵作》、BG之光《司
环类游戏《十二分钟》同样也一度爆火，并实 藤》，接地气的献礼剧《山海情》，让大人物可可
爱爱的《觉醒年代》，还有生活流的《乔家的儿
现全平台超百万份的销量。
既然时间循环的设置早已不是个新鲜事 女》、直击现实的女性群像剧《爱很美味》。
现阶段，《开端》的口碑已经在多个平台
物，《开端》又为何能再次在观众间掀起观剧
热潮？对此，观众吴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上相继出炉。在豆瓣电影上，截至北京商报记
示，“最开始时也会有该剧的节奏比较慢，时 者发稿时，该剧的评分为8.2分，其中五星评价
间循环都是个老梗还能怎么玩的想法，但随 占比达到36.5%，四星评价占比则超过四成，
着后续观看剧情，能发现该剧也比较注重描 使得四星及以上评分的占比共计达到超八
写细节与人性，也正是后者让我有了想继续 成。而在猫眼等其他平台，《开端》的评分基本
也处于8分以上。
看下去的欲望”。
事实上，在凭《琅琊榜》出圈之前，正午阳
除此以外，在观众徐先生看来，时间循环
被很多人称为“老梗”，也很难玩出新的花样， 光其实早就做过不少好剧，但用侯鸿亮自己
《开端》虽然用了时间循环，但更多是为了推 的话说就是，“经历了特别长时间的‘叫好不
进剧情发展而铺设的一个外部设置，内部真 叫座’”，比如《闯关东》《老农民》《北平无战
正关键的在于展现剧中不同的人物，通过不 事》，其中不少剧更是在多年后被回味时，观
同的支线剧情探讨人性，也展现主人公内心 众才感受到优质。
《开端》做对了什么，其实才是国产剧该
的纠结情绪，从而让观众看到每一个不同个
前进的方向。好的故事、紧凑的剧情、足够的
体及背后想表达的思想性。
不过，有人认为，这种现实向与无限流的 细节、匹配的演员、合格的场景、有纵深感的
结合，将生活琐碎夹在紧张的救援里，削弱了 探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汤艺甜
一些紧张感和悬疑感，也不够烧脑。电视评论

集五福换数字藏品
支付宝能带动NFT狂欢吗
春节临近，1月19日，2022年支付宝集
五福正式开启。蚂蚁集团相关人士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全国有21家博物馆参与了
今年的春节集五福活动，比如南京市博物
总馆的母子虎形玉饰件、湖北省博物馆的
虎座凤架鼓、安徽博物院的虎钮玉押、江
西省博物馆的伏鸟双尾青铜虎等。”
根据南京市博物馆总馆提供的信息，
“母子虎形玉饰件正在南京市博物馆（朝
—壬寅虎年贺岁展’展
天宫）‘虎跃春来——
出，小伙伴们在1月19日-31日到现场扫
定制福，将获得南京市博物总馆定制福
卡”。用户还可以通过定制福卡了解虎文
物背后的历史。
“今年是第一次有‘福气店’的玩法，
用户可以用多余福卡兑换东西，”蚂蚁集
团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集
齐五张福卡后，用户不仅可以分到红包，
还可以用多余的福卡兑换福字贴和五福
定制款周边，支付宝五福‘福气店’准备了
丰富的礼品和数字藏品供用户兑换。”
在数字文化行业从业者陈■看来，
“蚂蚁这次把五福和数字藏品挂钩，更多
意图是为布局NFT数字虚拟藏品交易做
准备，此举可以让庞大的支付宝用户群体
了解数字藏品及数字收藏，这是其他布局
NFT的交易机构无法比的”。
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所研究员货币研
究所陈佳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此次支付
宝在集五福活动中推出虎年数字藏品，说
明数字藏品已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趋势。实
际上，就狭义的NFT数字收藏市场而言，
腾讯、京东等都推出了数字藏品平台”。
收集支付宝五福活动的数字藏品后，
北京商报记者从蚂蚁相关人士处了解到，
“兑换到的数字藏品可在鲸探小程序或

App里存放和使用，下周会公布具体的兑
换规则。以后蚂蚁相关的数字藏品都会在
鲸探平台发行”。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目前鲸探App已
在苹果应用商店、华为、vivo等安卓应用
商店上线。以苹果版鲸探App为例，鲸探
在最近一次升级中，增加了虚拟展览、个
人主页、用户关注、藏品故事功能，调整了
藏品管理位置，修改了藏品页的展示样
式。目前正在线展示的就有和各大博物馆
合作的数字藏品，比如即将开售的山西博
物院的“兔尊”数字藏品。
鲸探App显示，兔尊的数字藏品是基
于山西博物院院藏文物“兔尊”的外形1：1
建模而成，以3D的形态呈现，限量发行1
万份，价格19.9元。购买须知显示：数字藏
品为虚拟数字藏品，而非实物，仅限实名
认证为年满14周岁的中国内地用户购买。
数字藏品的版权由发行方或原创者拥有，
除另行取得版权拥有者书面同意外，用户
不得将数字藏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谈及这次支付宝五福活动拉上数字
藏品，和当年支付宝用五福活动普及移动
支付的不同时，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向北
京商报记者直言，“支付宝集五福的作用
变了，原来是支付宝用五福拉用户，现在
是借五福发展新业务。支付宝把五福当成
一个新业务流量池给数字藏品带流量。数
字藏品这种小众业务即使有潜力，也绝不
能大火，毕竟现在数字藏品有打虚拟币擦
边球的嫌疑”。
陈佳也认为，“NFT这个新兴市场要
发展到老百姓对待支付宝那个程度，还
需要金融监管和场景应用等各方面进一
步融合与进步”。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