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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电动汽车动力电源系统测试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用电动汽车动力电源系统的检测项目、检测条件、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的在用电动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T 18411-2018 机动车产品标牌 

GB/T 18487.1-2015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7930-2015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GB/T 34657.2-2017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第2部分：车辆 

GB/T 38661-2020 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3 术语与定义 

GB/T 18487.1-2015、GB/T 19596-2017、GB/T 27930-2015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动力电源系统 ev power system 

动力蓄电池包、蓄电池管理系统、保护装置、通讯线路、车载充电机、连接线缆等的组合。 

3.2  

动力蓄电池 traction battery 

为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蓄电池。 

[来源：GB/T19596-2017，3.3.1.1.1.1] 

3.3  

蓄电池包 battery pack 

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系统、蓄电池箱及相应附件（冷却部件、连接线缆等），具有从外

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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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19596-2017，3.3.2.1.9] 

3.4  

蓄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监视蓄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荷电状态等），可以为蓄电池提供通信、安全、电芯均衡及管理

控制，并提供与应用设备通信接口的系统。 

[来源：GB/T19596-2017，3.3.2.1.10] 

3.5  

动力蓄电池系统 power battery system 

一个或一个以上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蓄电池管理系统、高压电路、低压电路、热管理设备以及机

械总成）构成的为电动汽车整车的行驶提供电能的能量存储装置。 

[来源：GB/T19596-2017，3.1.2.1.9] 

3.6  

车载充电机 on-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上，将公共电网的电能变换为车载储能装置所要求的直流电，并给车载储能装

置充电的设备。 

3.7  

连接方式 types of connection 

使用电缆和连接器将电动汽车接入电网（电源的方法）。 

[来源：GB/T 18487.1-2015，3.1.3] 

3.8  

传输协议 transport protocol 

数据链路层的一部分，为传送数据9-1785字节的PGN提供的一种机制。 

[来源：GB/T 27930-2015，3.12] 

3.9  

可用充电容量 available charging capacity 

通过充电可用容量检测常规测试法（6.1.2）获得的动力蓄电池系统容量。 

3.10  

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 

当前蓄电池中按照规定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可用容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19596-2017，3.3.3.2.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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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阻 internal resistance 

动力蓄电池系统内部电流流动的阻碍因素，包含电子电阻和离子电阻。 

4 符号和缩略语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MS：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SOC：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FS：满量程（Full Scale） 

5 检测条件 

5.1 检测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检测应在下列环境条件进行，具体包括： 

a) 温度为5℃~55℃； 

b) 相对湿度为35～99%； 

c) 大气压强为86kPa～106kPa。 

5.2 检测电源条件 

检测时供电电源条件为： 

a) 频率：50Hz±0.5Hz； 

b）交流电源电压：220V/380V，允许偏差±5%； 

c）交流电源波形：正弦波，波形畸变因数不大于5%； 

d）交流电源系统的不平衡度不大于5%； 

e）交流电源系统的直流分量：偏移量不大于峰值的2%。 

5.3 检测仪器要求 

所有检测仪器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度，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压检测装置：±0.1%FS； 

b) 电流检测装置：±0.1%FS； 

c) 温度检测装置：±0.5℃； 

d) 时间检测装置：±0.1s/h； 

e) 一般使用的检测仪器精度应根据被测量的误差等级按表1进行选择。 

表1测量仪表精度的选择 

误差 ＜0.5% 0.5%~1.5% 1.5%~5% 7.5% 

仪表精度 0.1级 0.2级 0.5级 1.0级 

数字仪表精度 6½ 5½ 4½ 4½ 

 

5.4 其它注意事项 

5.4.1 所有检测均在充分安全保护的环境条件下由专业检测人员进行，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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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或装置接地或短路情况正常； 

b) 环境无水汽或凝露； 

c) 需打开设备或装置时，绝缘防护措施如绝缘手套等必须到位； 

d) 检测人员需熟悉设备或装置操作注意事项； 

5.4.2 除非另有规定，不得对车辆进行拆卸操作，不得改变车辆原有控制策略。 

6 检测方法 

6.1 动力蓄电池系统 

6.1.1 外观检查 

在良好的光线条件下，用目视法检查电池系统外壳、螺栓、线束、连接件部位，满足如下要求： 

a）动力蓄电池系统外壳无明显机械损伤及锈蚀； 

b) 铭牌、安全警示标识符合GB/T 18411-2018要求且保持完整清晰； 

c) 螺栓、螺母紧固，锁销、垫圈及胶垫完好有效； 

d) 线束绝缘层无损，连接处防护可靠； 

e) 接插件连接牢靠，无破损、松脱。 

6.1.2 可用充电容量 

6.1.2.1 常规容量测试 

a) 通过车载设备、测功机或充放电一体机放电至车辆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截止条件； 

b) 静置 30min； 

c) 按照车辆制造商规定的充电规程充电至截止条件，记录充电过程中的总容量，即可用充电容量

Qa。 

6.1.2.2 快速容量测试 

a) 可使用但不限于使用汽车故障诊断仪读取车辆的历史故障信息，在确保无 SOC 异常故障的条件

下进行步骤 b)； 

b) 通过车载设备、测功机或充放电一体机调整动力蓄电池的 SOC 状态至 40%-60%； 

c) 静置 30min； 

d) 以车辆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机制充电，记录 SOC 在[SOC1，SOC 2]（SOC2- SOC1≥5%）区间时的充

电容量 Qp； 

注：SOC1、SOC2为整点跳转的 SOC 值。 

e) 依据下式计算可用充电容量 Qa： 

𝑄𝑎 =
𝑄𝑝

𝑆𝑂𝐶2−𝑆𝑂𝐶1
………………………………………………（1） 

6.1.3 内阻测试 

在检测环境条件下，按以下步骤检测内阻值： 

a) 通过车载设备、测功机或充放电一体机放电调整动力蓄电池的 SOC 状态至 40%-60%； 

b) 静置 30min； 

c) 以车辆制造商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 Imax充电 10s，记录初始电压 U0及第 10s 的电压 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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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照下式直流内阻 Rcha： 

𝑅𝑐h𝑎 =
𝑈1−𝑈0

𝐼𝑚𝑎𝑥
× 100% ……………………………………………（2） 

6.1.4 绝缘电阻测试 

按照 GB 18384-2020 中 6.2.1 的方法进行动力电池系统绝缘电阻测试，详见附录 B。 

6.2 蓄电池管理系统 

6.2.1 功能要求 

蓄电池管理系统能够通过标准充电CAN2.0B通信协议与外部设备（如充电机）交互，且支持外部设

备通过标准充电CAN2.0B通信协议对蓄电池管理系统进行放电功能命令修改（蓄电池管理系统支持放电

功能），蓄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符合GB/T 38661-2020 要求，数据传输速率与记录格式符合GB/T 

27930-2015要求。 

6.2.2 总电压测量精度 

在检测环境条件下，检测动力电池系统的电压值，将蓄电池管理系统采集数据与检测仪器的检测数

据进行比较。 

a) 读取车载BMS的电压数据Vbms； 

b) 检测充电端口正负之间的电压Vtest； 

c)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总电压偏差： 

ΔV= |Vbms-Vtest| ………………………………………………（3） 

d)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总电压精度： 

σv =
ΔV

𝑉𝑡𝑒𝑠𝑡
×100% ……………………………………………（4） 

式中： 

Vbms：电动车BMS显示电压值 

Vtest：检测仪器实际量测电压值 

ΔV：总电压偏差值 

σv：总电压精度 

6.2.3 总电流测量精度 

在检测环境条件下，以车辆规定的充电规程对动力蓄电池系统充电，将蓄电池管理系统采集数据与

检测设备的检测数据进行比较。 

a) 车辆充电过程中，读取车载BMS的电流数据Ibms； 

b) 车辆充电过程中，检测实际电流输出值Itest； 

c)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总电流偏差； 

ΔI= |Ibms-Itest| …………………………………………（5） 

d)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总电流精度 

𝜎𝑖 =
𝛥𝐼

𝐼𝑡𝑒𝑠𝑡
×100% ………………………………………（6） 

式中： 

Ibms：电动车BMS显示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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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st：检测仪器实际量测电流值 

ΔI：总电流偏差值 

σi：总电流精度 

6.3 充电系统 

6.3.1 充电参数限值 

以车辆制造商规定的充电规程充电，检测充电过程中电流及电压值。 

6.3.2 漏电流值 

使用泄漏电流测试仪检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充电设备对车身的漏电流值。测试电压为充电过程中

充电设备施加给车辆的实时电压。 

6.3.3 插座-枪头接触阻抗 

使用接触电阻测试仪检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插座与枪头的接触阻抗。测试电压为充电过程中充电

设备施加给车辆的实时电压。 

6.3.4 充电插座绝缘电阻 

按照 GB 18384-2020 中 6.2.2 的方法进行充电插座绝缘电阻测试，详见附录 B。 

6.3.5 直流回路接触器粘连测试 

将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完全插合，在不启动充电程序条件下检测枪头处的电压。 

6.3.6 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6.3.6.1 直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直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项目、方法及评判标准见表 1。 

 

表1直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序号 测试项目 方法及标准 

1 绝缘故障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2.4.1 进行 

2 通信中断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2.4.2 进行 

3 PE 断针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2.4.3 进行 

4 其他充电故障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2.4.4 进行 

6.3.6.2 交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交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项目、方法及评判标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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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流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序号 测试项目 方法及标准 

1 开关 S3 断开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3.4.1 进行 

2 CC 断路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3.4.2 进行 

3 CP 中断测试 按照 GB/T 34657.2-2017 中 6.3.4.3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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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动汽车充电互操作性系统结构 

电动汽车充电互操作性系统结构有两种，分别是电动汽车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和电动汽

车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如图 A.1 和图 A.2 所示。 

 

图A.1 电动汽车直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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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互操作性测试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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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动力蓄电池系统及充电插座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B.1 目的 

明确动力蓄电池系统及充电插座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B.2 动力蓄电池系统 

B 2.1 测试准备 

电压检测工具的内阻不小于10MΩ。在测量时若绝缘监测功能会对整车绝缘电阻的测试产生影响，

则应将车辆的绝缘监测功能关闭或者将绝缘电阻监测单元从B级电压电路中断开，以免影响测量值，否

则制造商可选择是否关闭绝缘监测功能或者将绝缘监测单元从B级电压电路中断开。 

B 2.2 测试方法 

具体测试步骤如下： 

a) 使车辆上电，保证车辆上所有电力、电子开关处于激活状态。 

b) 用相同的两个电压检测工具同时测量动力蓄电池系统的两个端子和点平台之间的电压，如图B.1

所示，待读数稳定，较高的一个为U1，较低的一个为U1'。 

 

图B.1 动力蓄电池系统绝缘内阻测试步骤b) 

c) 添加一个已知电阻Ro，阻值宜选择1MΩ。如图B.2所示并联在动力蓄电池系统的U1侧端子与电平

台之间。再用步骤b)中的两个电压检测工具同时测量动力蓄电池系统的两个端子和电平台之间的电压，

待读数稳定后，测量值为U2和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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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动力蓄电池系统绝缘内阻测试步骤c) 

d）计算绝缘电阻Ri，方法如下： 

Ri可以适用Ro和四个电压值U1、U1'、U2和U2'以及电压检测设备内阻r，代入式（1）或式（2）来计

算。 

𝑅𝑖×𝑟

𝑅𝑖+𝑟
= 𝑅𝑜 (

𝑈2
′

𝑈2
−

𝑈1
′

𝑈1
)……………………………………（B.1） 

Ri=
1
1

Ro(
U2
'

U2
−-
U1
'

U1
)

-
1

r

…………………………………………（B.2） 

B.3 充电插座绝缘电阻 

在动力蓄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试验后继续进行充电插座绝缘电阻测试，测试方法如下： 

a) 使车辆断电，保证车辆上所有电力、电子开关处于非激活状态； 

b) 将充电插座高压端子，即直流充电插座的正负极端子或者交流充电插座相线端子，用电导线进

行短接； 

c) 将绝缘电阻测试设备的两个探针分别连接充电插座高压端子及电平台，见图B.3； 

d) 测试设备的检测电压应设置为大于最高充电电压； 

e) 读出充电口绝缘电阻值Ri。 

 

图B.3充电口绝缘内阻测试步骤c) 

此外，也可以用绝缘电阻测试设备分别测试充电插座各高压端子与车辆电平台间的绝缘电阻值，测 

试设备的检测电压要求大于最高充电电压，再计算并联结果，即为充电插座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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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测记录表 

基本信息 

送检人/单位  送检日期  

联系方式  车辆所有人  

号牌  品牌/型号  VIN码  

初次登记日期  出厂年月  满载质量  

动力蓄电池标称容量  电池类型  里程表读数  

温度  湿度  大气压  

车辆类型 
营运车辆：□乘用车  □客车 

非营运车辆：□乘用车  □客车 

检测结果 

项目 结果 参考值 

动力蓄电池系统 

外观 □正常 □其他，              - 

充电可用容量 
□常规法： 

□快速法： 
≥80%标称容量 

内阻  - 

绝缘电阻 

 直流电路绝缘电

阻不小于100Ω

/V，交流电路不小

于500Ω/V 

电池管理系统 
总电压测量精度  ≤3% 

总电流测量精度  ≤3% 

充电系统 

充电参数限值 □正常 □其他，              不高于额定值 

漏电流值  ≤0.5mA 

插座-枪头接触阻抗  ≤0.5mΩ 

充电插座绝缘电阻 

 直流电路绝缘电

阻不小于100Ω

/V，交流电路不小

于500Ω/V 

直流回路接触器粘连测试  ≤30V 

充电异常状态测试 □正常 □其他，                
符合GB/T 

34657.2-2017 

主检：                        审核：                       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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