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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澳能智匯能源科技(廣州)有限公司 , 為澳能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MECOM Power and

Construction Limited (港交所主板上市, 股票號碼: 01183.HK)之全資附屬公司自由充(澳門)

有限公司與國內公司廣東智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組成的中外合資企業。集團總公司以澳門

為根基之綜合建築公司, 始建於在2000年, 主要為各類建築工程、大型鋼結構工程、機電專

案及設施管理等、以及近年發展的電車供電系統專案。

而合資夥伴公司廣東智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現時擁有多項具潛力發展的高新技術，通過10

多年的技術積累，掌握了寬溫鋰離子電池全產業鏈多項核心技術和工藝創新技術，產品適

用於新型動力、汽車啟動啟停、儲能電源系統、軌道交通電力、通信網路等。

電話: (+853) 2823 8822

傳真: (+853) 2823 8112

電郵: info@mecommacau.com

網址: www.mecommacau.com

地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6樓Q-R-S座

mailto:info@mecommacau.com
http://www.mecommacau.com/


鋰離子電池已成為21世紀最具發展前景的產業之一，對減少石油依賴和降低排

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19年隨著磷酸鐵鋰電池在各領域的應用日趨廣泛，尤其是在電動汽車、新能

源、軍事等領域的推廣，鐵鋰電池逐步被市場廣泛認可，未來競爭激烈。

公司未來的發展主要在電動自行車、新能源汽車、儲能應用項目、啟動啟停電

池等的鋰電應用市場上，開拓不同產業領域的項目。

願景 Vision

公司介紹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專案介紹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前言 電動自行車是我國普遍使用的一種代步工具，電動自行車雖然具
有普通自行車的外表特徵，但是，它本質上是在普通自行車的基
礎上，安裝了電機、控制器、蓄電池、轉把、閘把等操縱部件和
顯示儀錶系統的機電一體化的個人交通工具。

共用換電是從共用電動車行業衍生出來的完整閉環，“車電分離，
共用換電”的商業模式，能自帶科技與互聯網的屬性，基於充電
安全、城市管理、電動車保有量等綜合因素，新零售發展讓該行
業內電動車快速換電服務需求強烈，僅在2019年至今的時間就迅
速完成了行業、市場雛形，並在物聯網的領域占上一席位，輕易
為產業升級帶動到另一個新的增長點。綠色中國及新國目標政策
背景下，業內人士認為，並通過潛在需求數學模型，推算出充換
電運營市場或存在一個約三千億的規模。

充換電模式迎來巨大市場發展



• 2019年4月15日，電動自行車新國家標準GB17761-2018《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正式實施，
電動自行車的鋰電化浪潮加速到來，預計2021年鋰電池在兩輪電動車領域的滲透率將超過40%。

• 與此同時，外賣、快遞、跑腿等行業對鋰電池的需求呈現井噴的狀態，輕便小巧且擁有長續航里程
的鋰電池成為B端運營用戶的標配。

• 在這個大背景下，兩輪電動車行業的換電服務正蓬勃興起，吸引了國內外眾多企業進入佈局，也引
起了資本的密切關注。

• 預計到2025年，換電服務在外賣、快遞、跑腿等B端市場的滲透率將超過50%，為800萬~1000萬B
端客戶提供換電服務；在C端市場的滲透率將超過10%，為3000萬以上的C端使用者提供換電服務。

• 2025年，B端+C端換電服務的年交易額將達到400~500億元，成為一個龐大的藍海市場，帶來巨大
的商業機遇。

市場背景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背景資料

參考資料： 中國經濟網
經濟日報



•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急管理部第5號，對於高層民用建築公共門門廳等停放電動自行車或充電, 一律視違法罰款, 自
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 2021年3月25日，《國務院關於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分工的意見》(國發〔2021〕6號)在國務院官網
正式發佈，其中提到“增加停車場、充電樁、換電站等設施，加快建設動力電池回收利用體系”。

• 才兩三年的時間，兩輪電動車充換電已成為新的行業風口，2021年更是被稱為“換電大年”。

• 全國人大代表廖華歌提交了《關於通過加快換電櫃網路建設 解決城市兩輪電動車安全問題的建議》，表示：換電
產業需要政策引導，制定相關行業指導意見，統一相關標準;對換電網絡建設實施優惠政策和財政補貼，借助“以
換代充”的換電模式來提升民眾置換意願，推動新國標落地以及居民用電動自行車的升級換代。

• 兩輪電動車已經逐漸發展為民生剛需。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兩輪電動車的保有量已達3.5億輛，市場複合年增
長率達到7.%，預計未來幾年將會突破5億輛。

• 2019年4月15日，電動車“新國標”正式實施，對整車品質、電池電壓、電機功率、最高車速等作出具體要求，
按照“整車品質不高於55Kg”的規定，目前佔據市場主流的鉛酸電池兩輪電動車明顯“超重”，鋰電池成為替
換對象，隨著“新國標”過渡期臨近結束，鋰電池替換問題進一步催生“換電”風口，甚至有人預測，鋰電池產
業的迅速崛起會激發出超過3000億的大市場。

市場背景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背景資料



公安部-國務院發文對電動車的安全通告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市場分析

政府通告



最近廣東省政府部門對關於電動車合法使用的管理規定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市場分析

(采自—网易新闻网)

政策支持



市場分析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易馬達e換電
https://www.ehuandian.net/

中國鐵塔換電
http://www.weidianchong.com/ProductDetail/3007816.html

雲酷智能
http://www.gzyunku.com/

易騎換電
https://www.yiqipower.com/

智租出行
https://www.zhizukj.com/

哈嘍換電
https://www.halouhuandian.com/

尚億源
http://www.sunmue.com/chanpinzhongxin.html

同業介紹

https://www.ehuandian.net/
http://www.weidianchong.com/ProductDetail/3007816.html
http://www.gzyunku.com/
https://www.yiqipower.com/
https://www.zhizukj.com/
https://www.halouhuandian.com/
http://www.sunmue.com/chanpinzhongxin.html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3億

2000億

1000萬

60%

我國是電動自行車消費大國，截止到

2019年，我國的電動自行車保有量約為

3億輛，而且還快速增長。

中國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

據瞭解充換電運營企業春藤物聯
時，充換電行業，並通過數學模
型，推算出充換電運營市場或存
在一個約兩千億的潛在規模。

充換電運營行業潛在規模

快遞員從業總人數竟然高達1000
萬人以上，其中包括兼職人員。

從業總人數

市場分析

東北、內蒙古和新彊北部、西藏
北部青海等地區, 是我國最寒冷
地區, 累年最冷月平均溫度<10C
或平均<5C, 低溫地區大約占全
國60%左右。

全國低溫地區佔比



市場分析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現況

市場發展快
服務升級導致即時配送行

業迅猛發展，專業電動車

需要旺盛，非常吸引營運

商使用。

市場需求大
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即時配送行業騎手，大約3000萬

左右人次，比如美團，餓了麼，UU跑腿，閃送等；快遞

行業如京東，天貓，菜鳥裹裹，順豐，四通一達等。

市場品質混雜
目前專業電動車與家用電

動車一樣，基本都是用鉛

酸電池，需買多一個或以

上的備用。

僅在廣州便有300萬輛, 深圳約400萬輛了!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據統計，2013年至2017年，電動自行車引發一次性死亡3人及以上的火災事
故累計達到34起，共造成158人死亡，引起社會公眾強烈反響。

市場分析

現況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S W O T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安心出行及安全充電保障

-一小時快充提升效益及回報

-物料環保可回收之選

-爬坡力強

-產品壽命達3-5年

-價格高昂，市場相差2~3倍

-需取代原有使用之電池

-國內電動自行車以超過3億輛

-充換電櫃市場需求量大

-受政府重視規劃及改革

-行業迅速發展

-市面上品牌眾多

-價格差異大

-競爭力強度高

-市場較混亂

市場分析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政府、物業監管難度大、分散

政府、物業監管決策無依據

社區亂拉扯電線、拎電瓶上樓充電

過夜充電、漏電、超載、雷擊

老闆背麻袋各地收硬幣，被盜成風

物業需要派人巡防值守， 2 4小時巡查

火災頻起，危害生命財產安全

雲平臺實時、全程、全方位監控、預警，移動管理

大數據自動生成報表，決策可依

智慧充電樁，集中管理，隨時隨心充電，安全無優

充滿自動斷電、漏電過載自動斷電、雷擊保護

互聯網，便利安心

全程實時線上監控，無需值守

平臺自動熔斷機制，異常自動斷電，火災預警

痛
點

對
策

市場分析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市場分析

千億充換電市場背後的四大因數

01

02

03

04

新國標後

鋰電池

替換問題

配送人員

電動車

續航需求大

電單車

保有量大

充電

安全問題



產品優勢

磷酸鐵鋰電池

性能及特點
產品的簡介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磷酸鐵鋰(簡稱LFP)，是一種鋰離子電池的正極材料。以其
正極材料命名的磷酸鐵鋰電池也稱為鐵鋰電池，特色是不
含鈷等貴重元素，原料價格低且磷、鐵存在於地球的資源
含量豐富，不會有供料問題。
磷酸鋰鐵離子電池屬可分解及迴圈使用的物料, 可用作清潔
環保的電動汽車的動力裝置，目前多用作電動汽車的動力
電池，其前景被普遍看好，成為新一代的電池動力趨勢。



技術先進性

產品優勢 磷酸鐵鋰電池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最新技術產品可在-55℃
～80℃環境中使用，低
溫無需輔熱裝置，不損耗
電池自身電量；
低溫（-30℃～-35℃）
充電特點。

寬溫性能

根據需要，電池可實現 50C

放電和5C充電。

快速充放電 產品迴圈充放電：2000次
(可達5-7年)。

使用壽命長

儲存電損率極低，年耗損低
於2%，即取即用。

存放方便

具有不助燃、不爆炸、防
水，產品電池晶片遭遇穿
透破壞後，電池仍能繼續
放電，不出現爆炸、燃燒
等狀況；

安全



性能及特點

產品優勢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超強爬坡力
換電續航力
質量保証

體積小
容量大

技術品質取勝

磷酸鐵鋰電池

不助燃,不爆
高級別防水低溫地區

啟動和充電
質量保証



10

澳能智匯換電項目

快充

一小時就可以充滿

安全

不阻燃、不爆、防水，擁有100%安全保障 (獲保險公司保障）

換電質量保證

壽命可達3~5年

環保

電池原料可分解及循環再用達95%

GPS追蹤

每顆電池都安裝GPS追蹤，可遠程開關放電，防止遺失盜涉等風險

時刻換電電量十足

電池年耗率低少於2% ，流失量低，能保證每次取電時電量十足

10

市場換電項目

充電慢

充滿電需要6~8小時

危險

市場上發生爆炸率高

質量差

電量不足, 容易壞，續航能力20km~30km左右

壽命短

壽命半年左右

不環保

電池原料不可分解

市場對比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市場換電特點比對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專案介紹

一小時安全快充, 保險人身保障。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實時聯網 充滿自停 功率監測 遠程式控制制 漏電保護

短路保護 過載保護 空載斷電 異常監控 故障提醒

產品應用

十大安全功能



產品優勢
安全快速智慧充電系統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智慧充電櫃系統及低速車動力電池專案

採用10個格子組合的結構設計，每個格子存儲一個電池，充電櫃體上設有電子顯示幕，可以顯示
充電設備使用操作流程和各類廣告輪播。通過小程式操作實現充電設備租還操作，自帶充電裝置，
可自動給電池充電，在運行過程中能夠自動檢測故障並提醒修復，能即時將運營數據上傳至雲服
務端。

安全
無論充電及行駛時，擁有100%安全保障。

一小時充滿
一小時充電，不損電池，可行走60km 。

環保
電池可用3-5年，物料為可分解及回收再用達95%。



產品優勢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低速車動力電池

規格：48V20AH/塊

容量：1024WH

重量：約9公斤

體積：155W x 180D x 330H

迴圈使用壽命：2000次

使用溫度：-20℃ ~ +65℃

質保期：3年

電池的特點：
1、GPS定位
2、電池性能遠端維護
3、充、放電控制功能
4、電量顯示（手機端）
5、異常預警
6、4G、藍牙
7、手機解鎖電池
8、電池低電量20%提示

使用性能方面：
1、磷酸鐵鋰材料，安全、防爆。
2、採用行業領先的磷酸鐵鋰片狀電芯。
3、創新使用內置充電設計，方便安全。
4、低損耗，年衰減率5～8%。
5、動力大，3C放電（3倍率）電功率強。
6、快速充電，最快可1小時充滿。
7、耐高溫80℃、耐低溫﹣20℃。
8、使用壽命長，大於2000次的循環充放電。

提拔式外殼磷酸鐵鋰電池組

我就是物聯網!

我不僅是一個電池



產品優勢

安全快速智慧充電系統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智慧充電櫃

櫃體鈑金 櫃體採用1.2-1.5厚度，倉體採用1.5-2.0厚度（防爆）

戶外雨棚 採用預埋防水螺母，安裝與否都不影響電櫃防水等級

換電螢幕 採用無屏（固定二維碼）10.1螢幕（動態二維碼，定時刷新），螢幕溫度範圍
-20 ℃ -70℃，豎屏16:9，解析度 800*600，1024*768多種解析度自動適配

櫃體的安裝/移動 滾輪+腳杯+地鎖螺絲（膨脹螺絲）

指示燈 LED指示燈（紅綠黃三色)+螢幕

天線 4G+Wifi吸盤天線，有線網口可選

紅外攝像頭 300萬紅外半球攝像頭，存儲週期可選（記憶體卡），視頻自動覆蓋，64G可
存儲3天視頻

充電機設計 1.600W/750W/1000W AC/DC充電機（集中擺放/單獨擺放），支持48V/60V電
池充電最大可達10A充電

安卓板 採用RK3288飛思卡爾等方案，通訊模組採用Cat.4/Cat.1方案

電池體檢 電池入倉後 1.電櫃檢測與識別，充電，換電 2.平臺檢查，電池運行狀態是否
良好，判斷是否鎖倉

櫃控板 採用STM32方案，內部RS485/Can匯流排方式

保護功能 防雷保護、漏電保護、檢測/告警，控制脫扣器動作
有源/無源水浸模組，檢測/告警，控制脫扣器動作



適用場景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覆蓋範圍

處處安全 可以給居民提供方
便，物業也可以方
便管理

帶動商場的人流，
提高消費

可以提高城市形象，
同時也能提高安全
問題

為學生們解決充電
的煩惱

社區

校園城市

商場

城市實現一小時解決充電及安全問題

處處商機



項目介紹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租電池服務
（按月租方式租借一次性收取費用）

交換電池服務
（按小時收取額外費用）

收費服務模式

本項目由智慧充電櫃系統和低速車動力電池出租以更換電池方式下提供服務。
一個智慧充電櫃（1櫃10格）對應搭配運營30組電池租賃，電池租賃用實行戶實名綁定。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收費方式

200元

5元 5元

550元

智慧充電櫃系統和低速車動力電池（出租）

電池租金
電池租金按月收費：300元/月

保險費用
50元是購買保險費不給予退

還

換電服務
每換一次電池需要收取5元

300
元

5元

500
元

50元
押金
500元是押金可以退



氣溫比例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35%

25%

15%

15%

10%

氣溫比例

嚴寒地區 寒冷地區 夏熱冬冷 夏熱冬冷地區 溫和地區

澳能智匯換電項目
適合幅員廣闊之大中華地區



四大城市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南寧人口729.66

萬人，已超180

萬輛電單車

南昌全市人口

546.4萬人

昆明全市人口

667.7萬人約有

150萬輛左右電

單車

鄭州全市人口

1035.2萬人約有

150萬輛左右電

單車

中國電動車最多的四大城市



商標註冊
獲廣東產品質量監督檢驗研究院檢驗品質保證
獲中國平安公司產品責任險保障受理, 包括產品造成人身傷亡及事故, 安心使用

證書保證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現時共用換電行業的核心問題在於電池的優劣，大部份以6小時充電為標準，
而且一般壽命只能維持半年至一年，長期電量不足，而且存在安全隱患，一
般保險公司只保障遺失意外。

項目擁有領先的技術為本，擁有現時一小時安全充電，能加快換電次數，讓
獲利更高，回報更快，技術擁有100%安全保障，由保險公司承保安全風險信
心支持，加上環保回收率達95%，而且產品質保達3-5年之久，年耗率少於
2%，擁極佳質量，時刻充電量十足，電池的倍放力特強，令爬坡及續航力更
佳，能深受用家使用。

且專案於平臺分層操作，加盟及運營各方都有實際的運作方式，而且透明度
高，易於掌控投資回報訊息，此外; 我們還能打進低溫地區市場，能創造更大
的市場發展空間。

優勢前景
極致無岸，向天而歌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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