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４３．０８０
犜４７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３８０３１—２０２０

代替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狏犲犺犻犮犾犲狊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犫犪狋狋犲狉狔狊犪犳犲狋狔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

２０２００５１２发布 ２０２１０１０１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引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缩略语和符号 ３……………………………………………………………………………………………

　４．１　缩略语 ３………………………………………………………………………………………………

　４．２　符号 ３…………………………………………………………………………………………………

５　安全要求 ３…………………………………………………………………………………………………

　５．１　电池单体安全要求 ３…………………………………………………………………………………

　５．２　电池包或系统安全要求 ３……………………………………………………………………………

６　试验条件 ４…………………………………………………………………………………………………

　６．１　一般条件 ４……………………………………………………………………………………………

　６．２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 ５………………………………………………………………………………

　６．３　测试过程误差 ５………………………………………………………………………………………

　６．４　数据记录与记录间隔 ５………………………………………………………………………………

７　试验准备 ５…………………………………………………………………………………………………

　７．１　电池单体试验准备 ５…………………………………………………………………………………

　７．２　电池包或系统试验准备 ６……………………………………………………………………………

８　试验方法 ６…………………………………………………………………………………………………

　８．１　电池单体安全性试验方法 ６…………………………………………………………………………

　８．２　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试验方法 ８……………………………………………………………………

９　实施日期 １９…………………………………………………………………………………………………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　电池包或系统的典型结构 ２０………………………………………………………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电池包或系统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２２………………………………………………

附录Ｃ（规范性附录）　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与验证报告 ２４………………………………………………

参考文献 ２８……………………………………………………………………………………………………

犌犅３８０３１—２０２０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及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

２０１５《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３部分：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与ＧＢ／Ｔ３１４８５—

２０１５及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电池单体过放电的安全要求（见５．１．１，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１．１）；

———修改了电池单体过充电的试验方法（见８．１．３，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６．２．３）；

———修改了电池单体挤压的试验方法（见８．１．７，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６．２．７）；

———删除了电池单体跌落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１．４和６．２．５）；

———删除了电池单体针刺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１．７和６．２．８）；

———删除了电池单体海水浸泡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１．８和６．２．９）；

———删除了电池单体低气压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１．１０和６．２．１１）；

———删除了电池模块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中５．２和６．３）；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振动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１和８．２．１，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

７．１．１和７．１．３．１）；

———删除了电池包或系统电子装置振动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１．２

和７．１．３．２）；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机械冲击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２，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２）；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模拟碰撞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３，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５）；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挤压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４，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６）；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湿热循环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５，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８）；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浸水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６和８．２．６，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

７．９）；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外部火烧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７ａ）和８．２．７．１，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

２０１５中７．１０］；

———增加了电池包或系统热扩散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７ｂ）、８．２．７．２和附录Ｃ］；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温度冲击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８，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７）；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盐雾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９和８．２．９，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

７．１１）；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高海拔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１０和８．２．１０，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

２０１５中７．１２）；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温保护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１１和８．２．１１，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

２０１５中７．１３）；

———增加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流保护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２．１２和８．２．１２）；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外部短路保护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１３，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１４）；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充电保护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１４，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１５）；

———修改了电池包或系统过放电保护的试验方法（见８．２．１５，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１６）；

———删除了电池包或系统跌落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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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电池包或系统翻转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中７．４）。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八研究所、工业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上

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新能源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国家汽

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阳）、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

电池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东风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微宏动力系统（湖

州）有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小波、王芳、肖成伟、陆春、吴凯、侯飞、郑利峰、张海林、廉玉波、孟祥峰、樊彬、

陈万吉、张娜、徐国昌、代康伟、王高武、邓小嘉、刘正耀、武卫忠、刘磊、曾祥兵、陆珂伟、闫国丰、刘仕强、

梅骜、袁昌荣、孔治国、张红波、李宁、雒小丹、朱顺良、覃北阶、崔凤涛、王红梅、匡德志、饶睦敏、侯航、

王驰伟、樊耀国、夏洋、蔡惠群、王钦普、李辉、李王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１４８５—２０１５；

———ＧＢ／Ｔ３１４６７．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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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引言旨在介绍本标准的要求所依据的原则，理解这些原则对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

或系统的设计和应用是很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本标准仅考虑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

或系统最基本的安全要求以提供对人身的安全保护，不涉及生产、运输、维护和回收安全，也不涉及性能

和功能特性。

随着技术和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要求修订本标准。

在本标准范围内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导致的危险是指：

———泄漏，可能导致电池系统高压、绝缘失效间接造成人员电击、电池系统起火等危险；

———起火，直接烧伤人体；

———爆炸，直接危害人体，包括高温烧伤、冲击波伤害和爆炸碎片伤害等；

———电击，由于电流流过人体而引起的伤害。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的安全性与其材料选择、设计及使用条件有关。其中使

用条件包含了正常使用条件、可预见的误用条件和可预见的故障条件，还包括影响其安全的环境条件诸

如温度、海拔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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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以下简称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等可充电储能装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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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４２３．４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Ｄｂ：交变湿热（１２ｈ＋１２ｈ循环）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Ｋａ：盐雾

ＧＢ／Ｔ２４２３．４３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振动、冲击和类似动力学试验样

品的安装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６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ｈ：宽带随机振动和导则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　电动汽车术语

ＧＢ／Ｔ２８０４６．４—２０１１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４部分：气候负荷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电池单体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犮犲犾犾

将化学能与电能进行相互转换的基本单元装置。

注：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外壳和端子，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３．２　

电池模块　犫犪狋狋犲狉狔犿狅犱狌犾犲

将一个以上电池单体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并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３．３　

电池包　犫犪狋狋犲狉狔狆犪犮犽

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

注：通常包括电池单体、电池管理模块（不含ＢＣＵ）、电池箱及相应附件（冷却部件、连接线缆等）。

３．４

电池系统　犫犪狋狋犲狉狔狊狔狊狋犲犿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管理系统、高压电路、低压电路及机械总成等）构成的能量存

储装置。

３．５

电池电子部件　犫犪狋狋犲狉狔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

采集或者同时监测电池包电和热数据的电子装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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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池电子部件可以包括单体控制器和用于电池单体均衡的电子部件。电池单体间的均衡可以由电池电子部件

控制，或者通过电池控制单元控制。

３．６

电池控制单元　犫犪狋狋犲狉狔犮狅狀狋狉狅犾狌狀犻狋

控制、管理、检测或计算电池系统的电和热相关的参数，并提供电池系统和其他车辆控制器通信的

电子装置。

３．７

额定容量　狉犪狋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以制造商规定的条件测得的并由制造商申明的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的容量值。

注：额定容量通常用安时（Ａｈ）或毫安时（ｍＡｈ）来表示。

３．８

实际容量　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以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从完全充电的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释放的容量值。

３．９

荷电状态　狊狋犪狋犲狅犳犮犺犪狉犵犲

当前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实际容量的百

分比。

３．１０

爆炸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

突然释放足量的能量产生压力波或者喷射物，可能会对周边区域造成结构或物理上的破坏。

３．１１

起火　犳犻狉犲

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任何部位发生持续燃烧（单次火焰持续时间大于１ｓ）。火花及拉弧

不属于燃烧。

３．１２

外壳破裂　犺狅狌狊犻狀犵犮狉犪犮犽

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引起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外壳的机械损伤，导致内部物质暴露或

溢出。

３．１３

泄漏　犾犲犪犽犪犵犲

有可见物质从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中漏出至试验对象外部的现象。

３．１４

热失控　狋犺犲狉犿犪犾狉狌狀犪狑犪狔

电池单体放热连锁反应引起电池温度不可控上升的现象。

３．１５

热扩散　狋犺犲狉犿犪犾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

电池包或系统内由一个电池单体热失控引发的其余电池单体接连发生热失控的现象。

３．１６

充电终止电压　犲狀犱狅犳犮犺犪狉犵犲狏狅犾狋犪犵犲

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正常充电时允许达到的最高电压。

３．１７

放电终止电压　犲狀犱狅犳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狏狅犾狋犪犵犲

电池单体、模块、电池包或系统正常放电时允许达到的最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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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缩略语和符号

４．１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ＢＣＵ：电池控制单元（ｂａｔｔｅ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

ＦＳ：满量程（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ＰＳＤ：功率谱密度（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ＭＳ：均方根（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ＳＯＣ：荷电状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

４．２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犐１：１ｈ率放电电流（Ａ），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

犐３：３ｈ率放电电流（Ａ），其数值等于额定容量值的１／３。

５　安全要求

５．１　电池单体安全要求

５．１．１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２进行过放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１．２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３进行过充电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１．３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４进行外部短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１．４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５进行加热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１．５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６进行温度循环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１．６　电池单体按照８．１．７进行挤压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２　电池包或系统安全要求

５．２．１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１进行振动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不触发异常终

止条件。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２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２进行机械冲击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３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３进行模拟碰撞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４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４进行挤压试验，应不起火、不爆炸。

５．２．５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５进行湿热循环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３０ｍｉｎ

之内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６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６进行浸水试验，应满足如下要求之一：

ａ）　按方式一进行，应不起火、不爆炸；

ｂ） 按方式二进行，试验后需满足ＩＰＸ７要求，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７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７进行热稳定性试验，镍氢电池包或系统除外。包括：

ａ）　按照８．２．７．１进行外部火烧试验，应不爆炸；

ｂ） 按照８．２．７．２进行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和验证。电池包或系统在由于单个电池热失控引起热

扩散、进而导致乘员舱发生危险之前５ｍｉｎ，应提供一个热事件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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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８进行温度冲击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９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９进行盐雾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绝缘

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０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８．２．１０进行高海拔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不触发异

常终止条件。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１　电池系统按照８．２．１１进行过温保护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不触发异常

终止条件。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２　电池系统按照８．２．１２进行过流保护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不触发异常

终止条件。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３　电池系统按照８．２．１３进行外部短路保护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

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４　电池系统按照８．２．１４进行过充电保护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不触发异

常终止条件。试验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５．２．１５　电池系统按照８．２．１５进行过放电保护试验，应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试验后的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００Ω／Ｖ。

６　试验条件

６．１　一般条件

６．１．１　除另有规定，试验环境温度为２２℃±５℃，相对湿度为１０％～９０％，大气压力为８６ｋＰａ～

１０６ｋＰａ。

６．１．２　８．１的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若电池单体无法独立工作，可采用电池模块进行试验，安全要求仍

按照５．１执行。

６．１．３　对于由车体包覆并构成电池包箱体的电池包或系统，可带箱体或车体测试。

６．１．４　电池包或系统试验交付需要包括必要的操作文件，以及和测试设备相连所需的接口部件，如连

接器，插头，包括冷却系统接口，电池包或系统的典型结构参见附录Ａ。制造商需要提供电池包或系统

的安全工作限值。

６．１．５　电池包或系统在所有测试前和部分试验后需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测试位置为：两个端子和电平

台之间。要求测得的绝缘电阻值除以电池包或系统的最大工作电压不小于１００Ω／Ｖ。具体测试方法见

附录Ｂ。

６．１．６　如果电池包或系统由于某些原因（如尺寸或质量）不适合进行某些测试，那么制造商与检测机构

协商一致后可以用电池包或系统的子系统代替作为试验对象，进行全部或部分测试，但是作为试验对象

的子系统应包含和整车要求相关的所有部分（如连接部件或保护部件等）。

６．１．７　调整ＳＯＣ至试验目标值狀％的方法：按制造商提供的充电方式将电池包或系统充满电，静置

１ｈ，以１犐３ 恒流放电，放电时间为犜，犜 按照式（１）计算得到，或者采用制造商提供的方法调整ＳＯＣ。

每次ＳＯＣ调整后，在新的测试开始前试验对象应静置３０ｍｉｎ。

犜＝
１００－狀

１００
×３ …………………………（１）

　　式中：

犜 ———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狀 ———试验目标值的百分数值。

６．１．８　测试过程中的充放电倍率大小、充放电方法和充放电截止条件由制造商提供。

６．１．９　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的额定容量应符合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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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０　除有特殊规定，试验对象均以制造商规定的完全充电状态进行测试。

６．１．１１　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放电电流符号为正，充电电流符号为负。

６．１．１２　当电池冷却系统使用了冷却液时，如果试验不要求电池冷却，也可在排掉冷却液后进行试验。

６．２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应不低于以下要求：

ａ）　电压测量装置：±０．５％ＦＳ；

ｂ） 电流测量装置：±０．５％ＦＳ；

ｃ） 温度测量装置：±０．５℃；

ｄ） 时间测量装置：±０．１％ＦＳ；

ｅ） 尺寸测量装置：±０．１％ＦＳ；

ｆ） 质量测量装置：±０．１％ＦＳ。

６．３　测试过程误差

控制值（实际值）与目标值之间的误差要求如下：

ａ）　电压：±１％；

ｂ） 电流：±１％；

ｃ） 温度：±２℃。

６．４　数据记录与记录间隔

除在某些具体测试项目中另有说明，否则测试数据（如时间、温度、电流和电压等）的记录间隔应不

大于１００ｓ。

７　试验准备

７．１　电池单体试验准备

７．１．１　标准充电

电池单体先以制造商规定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技术条件中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搁

置１ｈ（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１ｈ的搁置时间），然后按制造商提供的充电方法进行充电，充电后搁置

１ｈ（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１ｈ的搁置时间）。

若制造商未提供充电方法，则由检测机构和制造商协商确定合适的充电方法，或依据以下方法

充电：

以制造商规定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恒流充电至电池单体达制造商技术条件中规定的充电终止电

压时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电流降至０．０５犐１ 时停止充电，充电后搁置１ｈ（或制造商提供的不大于１ｈ的

搁置时间）。

７．１．２　预处理

７．１．２．１　正式测试开始前，电池单体需要先进行预处理循环，以确保试验对象的性能处于激活和稳定的

状态。步骤如下：

ａ）　按照７．１．１对电池单体进行标准充电；

ｂ） 以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截止条件；

ｃ） 静置３０ｍｉｎ或制造商规定时间；

ｄ） 重复步骤ａ）～ｃ）不超过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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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２　如果电池单体连续两次的放电容量变化不高于额定容量的３％，则认为电池单体完成了预处

理，预处理循环可以中止。

７．２　电池包或系统试验准备

７．２．１　工作状态确认

正式开始测试前，电池包或系统的电子部件或ＢＣＵ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７．２．２　预处理

７．２．２．１　正式测试开始前，电池包或系统需要先进行预处理循环，以确保测试时试验对象的性能处于激

活和稳定的状态。步骤如下：

ａ）　以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或按照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法充电至制造商规定的充电截止条件；

ｂ） 静置３０ｍｉｎ或制造商规定的时间；

ｃ） 以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截止条件；

ｄ） 静置３０ｍｉｎ或制造商规定的时间；

ｅ） 重复步骤ａ）～ｄ）不超过５次。

７．２．２．２　如果电池包或系统连续两次的放电容量变化不高于额定容量的３％，则认为电池包或系统完

成了预处理，预处理循环可以中止。

７．２．２．３　除在某些具体测试项目中另有说明，否则若预处理循环完成并满充后和一个新的测试项目之

间时间间隔大于２４ｈ，则需要重新进行一次标准充电：使用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充电至制造商规定的充

电截止条件或按照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法充电，静置３０ｍｉｎ或制造商规定的时间。

８　试验方法

８．１　电池单体安全性试验方法

８．１．１　一般要求

所有安全试验均在有充分安全保护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如果试验对象有附加主动保护线路或装

置，应除去。

８．１．２　过放电

８．１．２．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８．１．２．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２．３　以１犐１ 电流放电９０ｍｉｎ。

８．１．２．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１．３　过充电

８．１．３．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８．１．３．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３．３　以制造商规定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恒流充电至制造商规定的充电终止电压的１．１倍或１１５％

ＳＯＣ后，停止充电。

８．１．３．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１．４　外部短路

８．１．４．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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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４．３　将试验对象正极端子和负极端子经外部短路１０ｍｉｎ，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５ｍΩ。

８．１．４．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１．５　加热

８．１．５．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８．１．５．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５．３　将试验对象放入温度箱，用以下的条件加热：

ａ）　锂离子电池单体：温度箱按照５℃／ｍｉｎ的速率由试验环境温度升至１３０℃±２℃，并保持此

温度３０ｍｉｎ后停止加热；

ｂ） 镍氢电池单体：温度箱按照５℃／ｍｉｎ的速率由试验环境温度升至８５℃±２℃，并保持此温度

２ｈ后停止加热。

８．１．５．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１．６　温度循环

８．１．６．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８．１．６．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６．３　放入温度箱中，温度箱温度按照表１和图１进行调节，循环次数５次。

８．１．６．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表１　温度循环试验一个循环的温度和时间

温度

℃

时间增量

ｍｉｎ

累计时间

ｍｉｎ

温度变化率

℃／ｍｉｎ

２５ ０ ０ ０

－４０ ６０ ６０ １３／１２

－４０ ９０ １５０ ０

２５ ６０ ２１０ １３／１２

８５ ９０ ３００ ２／３

８５ １１０ ４１０ ０

２５ ７０ ４８０ ６／７

图１　温度循环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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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７　挤压

８．１．７．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单体。

８．１．７．２　试验对象按７．１．１方法充电。

８．１．７．３　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ａ）　挤压方向：垂直于电池单体极板方向施压，或与电池单体在整车布局上最容易受到挤压的方向

相同；

ｂ） 挤压板形式：半径７５ｍｍ的半圆柱体，半圆柱体的长度（犔）大于被挤压电池单体的尺寸（如

图６所示）；

ｃ） 挤压速度：不大于２ｍｍ／ｓ；

ｄ） 挤压程度：电压达到０Ｖ或变形量达到１５％或挤压力达到１００ｋＮ或１０００倍试验对象重量后

停止挤压；

ｅ） 保持１０ｍｉｎ。

８．１．７．４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２　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试验方法

８．２．１　振动

８．２．１．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１．２　为保护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室安全，制造商应提供电压锐变限值作为异常终止条件。

８．２．１．３　试验开始前，将试验对象的ＳＯＣ状态调至不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正常ＳＯＣ工作范围的５０％。

８．２．１．４　按照试验对象车辆安装位置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４３的要求，将试验对象安装在振动台上。每个方

向分别施加随机和定频振动载荷，加载顺序宜为狕轴随机、狕轴定频、狔轴随机、狔轴定频、狓 轴随机、狓

轴定频（汽车行驶方向为狓轴方向，另一垂直于行驶方向的水平方向为狔轴方向）。检测机构也可自行

选择顺序，以缩短转换时间。测试过程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６。

８．２．１．５　对于装载在除 Ｍ１、Ｎ１ 类以外的车辆上的电池包或系统，振动测试参数按照表２和图２进行，

对于试验对象存在多个安装方向（狓／狔／狕）时，按照ＲＭＳ大的安装方向进行试验。对于安装在车辆顶

部的电池包或系统，按照制造商提供的不低于表２和图２的振动测试参数开展振动测试。

８．２．１．６　对于装载在 Ｍ１、Ｎ１ 类车辆上的电池包或系统，振动测试参数按照表３和图３进行。

表２　除 犕１、犖１ 类以外的车辆电池包或系统的振动测试条件

随机振动（每个方向测试时间为１２ｈ）

频率

Ｈｚ

狕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狔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狓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４０ ０．０００５ — —

６０ — ０．０００１ —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ＲＭＳ
狕轴 狔轴 狓轴

０．７３犵 ０．５７犵 ０．５２犵

正弦定频振动（每个方向测试时间为２ｈ）

频率

Ｈｚ
狕轴定频幅值 狔轴定频幅值 狓轴定频幅值

２０ ±１．５犵 ±１．５犵 ±２．０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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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除 犕１、犖１ 类以外的车辆电池包或系统随机振动测试曲线

表３　犕１、犖１ 类车辆电池包或系统的振动测试条件

随机振动（每个方向测试时间为１２ｈ）

频率

Ｈｚ

狕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狔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狓轴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犵
２／Ｈｚ

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１０ — ０．００５ —

１５ ０．０１５ — —

２０ — ０．００５ —

３０ — — ０．００６

６５ ０．００１ — —

１００ ０．００１ — —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３

ＲＭＳ

狕轴 狔轴 狓轴

０．６４犵 ０．４５犵 ０．５０犵

正弦定频振动（每个方向测试时间为１ｈ）

频率

Ｈｚ
狕轴定频幅值 狔轴定频幅值 狓轴定频幅值

２４ ±１．５犵 ±１．０犵 ±１．０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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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犕１、犖１ 类车辆电池包或系统随机振动测试曲线

８．２．１．７　试验过程中，监控试验对象内部最小监控单元的状态，如电压和温度等。

８．２．１．８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８．２．２　机械冲击

８．２．２．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２．２　对试验对象施加表４规定的半正弦冲击波，±狕方向各６次，共计１２次。

８．２．２．３　半正弦冲击波最大、最小容差允许范围如表５和图４所示。

８．２．２．４　相邻两次冲击的间隔时间以两次冲击在试验样品上造成的响应不发生相互影响为准，一般应

不小于５倍冲击脉冲持续时间。

８．２．２．５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表４　机械冲击测试参数

测试程序 参数要求

冲击波形 半正弦波

测试方向 ±狕

加速度值 ７犵

脉冲时间／ｍｓ ６

冲击次数 正负方向各６次

表５　机械冲击脉冲容差范围

点
脉宽

ｍｓ
±狕方向加速度值

Ａ １．００ ０．００犵

Ｂ ２．９４ ５．９５犵

Ｃ ３．０６ ５．９５犵

Ｄ ５．００ ０．００犵

Ｅ ０．００ ２．６８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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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点
脉宽

ｍｓ
±狕方向加速度值

Ｆ ２．００ ８．０５犵

Ｇ ４．００ ８．０５犵

Ｈ ７．００ ０．００犵

图４　机械冲击脉冲容差范围示意图

８．２．３　模拟碰撞

８．２．３．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３．２　按照试验对象车辆安装位置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４３的要求，将试验对象水平安装在带有支架的台

车上。根据试验对象的使用环境给台车施加规定的脉冲，并落在表６和图５最大、最小容差允许范围内

（汽车行驶方向为狓轴方向，另一垂直于行驶方向的水平方向为狔轴方向）。对于试验对象存在多个安

装方向（狓／狔／狕）时，按照加速度大的安装方向进行试验。

８．２．３．３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表６　模拟碰撞脉冲容差范围

点
脉宽

ｍｓ

≤３．５ｔ

（整车整备质量）

３．５ｔ～７．５ｔ

（整车整备质量）

≥７．５ｔ

（整车整备质量）

狓方向加速度 狔方向加速度 狓方向加速度 狔方向加速度 狓方向加速度 狔方向加速度

Ａ ２０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Ｂ ５０ ２０犵 ８犵 １０犵 ５犵 ６．６犵 ５犵

Ｃ ６５ ２０犵 ８犵 １０犵 ５犵 ６．６犵 ５犵

Ｄ １００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Ｅ ０ １０犵 ４．５犵 ５犵 ２．５犵 ４犵 ２．５犵

Ｆ ５０ ２８犵 １５犵 １７犵 １０犵 １２犵 １０犵

Ｇ ８０ ２８犵 １５犵 １７犵 １０犵 １２犵 １０犵

Ｈ １２０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０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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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拟碰撞脉冲容差范围示意图

８．２．４　挤压

８．２．４．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４．２　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ａ）　挤压板形式（选择以下两种挤压板中的一种）：

———挤压板如图６所示，半径７５ｍｍ的半圆柱体，半圆柱体的长度（犔）大于试验对象的高度，

但不超过１ｍ；

———挤压板如图７所示，尺寸为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长×宽）或更小，三个半圆柱体半径为

７５ｍｍ，半圆柱体间距３０ｍｍ；

ｂ） 挤压方向：狓方向和狔方向（汽车行驶方向为狓 轴方向，另一垂直于行驶方向的水平方向为

狔轴方向），为保护试验操作安全，可分开在两个试验对象上执行测试；

ｃ） 挤压速度：不大于２ｍｍ／ｓ；

ｄ） 挤压程度：挤压力达到１００ｋＮ或挤压变形量达到挤压方向的整体尺寸的３０％时停止挤压；

ｅ） 保持１０ｍｉｎ。

８．２．４．３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图６　挤压板形式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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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挤压板形式二示意图

８．２．５　湿热循环

８．２．５．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５．２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４执行试验Ｄｂ，变量如图８所示。其中最高温度是６０℃或更高温度（如果制

造商要求），循环５次。

８．２．５．３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犪）

图８　温湿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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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

说明：

　　犢１———相对湿度，％；

犢２———温度，℃；

犡 ———时间，ｈ；

ａ ———升温结束；

ｂ ———降温开始；

ｃ ———推荐温湿度值；

ｄ ———冷凝；

ｅ ———干燥；

ｆ ———一个循环周期。

图８（续）

８．２．６　浸水

８．２．６．１　试验对象为通过８．２．１振动试验后的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６．２　试验对象按照整车连接方式连接好线束、接插件等零部件，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

试验：

ａ）　方式一：试验对象以实车装配方向置于３．５％ （质量分数）氯化钠溶液中２ｈ，水深要足以淹没

试验对象；

ｂ） 方式二：试验对象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１４．２．７所述方法和流程进行试验。试验对象按照

制造商规定的安装状态全部浸入水中。对于高度小于８５０ｍｍ的试验对象，其最低点应低于

水面１０００ｍｍ；对于高度等于或大于８５０ｍｍ的试验对象，其最高点应低于水面１５０ｍｍ。试

验持续时间３０ｍｉｎ。水温与试验对象温差不大于５℃。

８．２．６．３　将电池包取出水面，在试验环境温度下静置观察２ｈ。

８．２．７　热稳定性

８．２．７．１　外部火烧

８．２．７．１．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对电池包或系统起到保护作用的车身结构，可以参与火烧试验。

８．２．７．１．２　试验环境温度为０℃以上，风速不大于２．５ｋｍ／ｈ。

８．２．７．１．３　测试中，盛放汽油的平盘尺寸超过试验对象水平投影尺寸２０ｃｍ，不超过５０ｃｍ。平盘高度

不高于汽油表面８ｃｍ。试验对象应居中放置。汽油液面与试验对象底部的距离设定为５０ｃｍ，或者为

车辆空载状态下试验对象底面的离地高度。平盘底层注入水。外部火烧示意图如图９所示。

８．２．７．１．４　外部火烧试验分为以下４个阶段：

ａ）　预热。在离试验对象至少３ｍ远的地方点燃汽油，经过６０ｓ的预热后，将油盘置于试验对象

下方。如果油盘尺寸太大无法移动，可以采用移动试验对象和支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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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直接燃烧。试验对象直接暴露在火焰下７０ｓ。

ｃ） 间接燃烧。将耐火隔板盖在油盘上。试验对象在该状态下测试６０ｓ。或经双方协商同意，继

续直接暴露在火焰中６０ｓ。耐火隔板由标准耐火砖拼成，具体筛孔尺寸如图１０所示，也可以

用耐火材料参考此尺寸制作。

ｄ） 离开火源。将油盘或者试验对象移开，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或试验对象外表温度降至

４５℃以下。

图９　外部火烧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说明：

耐火性：ＳＫ３０；成分：３０％～３３％ Ａｌ２Ｏ３；密度：１９００ｋｇ／ｍ
３
～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有效孔面积：４４．１８％；开孔率：２０％～

２２％体积比。

图１０　耐火隔板的尺寸和技术数据

８．２．７．２　热扩散

电池包或系统按照附录Ｃ进行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和验证。

８．２．８　温度冲击

８．２．８．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８．２　试验对象置于（－４０℃±２℃）～（６０℃±２℃）（如果制造商要求，可采用更严苛的试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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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变温度环境中，两种极端温度的转换时间在３０ｍｉｎ以内。试验对象在每个极端温度环境中保持

８ｈ，循环５次。

８．２．８．３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８．２．９　盐雾

８．２．９．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９．２　按照ＧＢ／Ｔ２８０４６．４—２０１１中５．５．２的测试方法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的测试条件进行试验。

８．２．９．３　盐溶液采用氯化钠（化学纯、分析纯）和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制，其浓度为５％±１％（质量分

数）。３５℃±２℃下测量ｐＨ值在６．５～７．２之间。

８．２．９．４　将试验对象放入盐雾箱按图１１所示循环进行试验，一个循环持续２４ｈ。在３５℃±２℃下对

试验对象喷雾８ｈ，然后静置１６ｈ，在一个循环的第４小时和第５小时之间进行低压上电监控。

８．２．９．５　共进行６个循环。

８．２．９．６　对于完全放置在乘员舱、行李舱或货舱的试验对象，可不进行盐雾试验。

说明：

狋———时间，ｈ；

ａ———低压上电监控；

ｂ———连接线束完毕，不通电；

ｃ———打开（喷盐雾）；

ｄ———关闭（停喷盐雾）。

图１１　盐雾试验循环

８．２．１０　高海拔

８．２．１０．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包或系统。

８．２．１０．２　为保护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室安全，制造商应提供电流锐变限值、电压异常限值作为异常终

止条件。

８．２．１０．３　测试环境：气压条件为６１．２ｋＰａ（模拟海拔高度为４０００ｍ的气压条件），温度为试验环境

温度。

８．２．１０．４　保持８．２．１０．３测试环境，搁置５ｈ。

８．２．１０．５　搁置结束后，保持８．２．１０．３测试环境，对试验对象按制造商规定的且不小于１犐３ 的电流放电

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截止条件。

８．２．１０．６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２ｈ。

８．２．１１　过温保护

８．２．１１．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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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１．２　为保护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室安全，制造商应提供试验上限参数作为异常终止条件。

８．２．１１．３　在试验开始时，影响试验对象功能并与试验结果相关的所有保护设备都应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冷却系统除外。

８．２．１１．４　试验对象应由外部充放电设备进行连续充电和放电，使电流在电池系统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工

作范围内尽可能快地升高电池的温度，直到试验结束。

８．２．１１．５　室内或温度箱的温度应从２０℃±１０℃或更高的温度（如果电池系统制造商要求）开始逐渐

升高，直到达到根据ａ）或ｂ）（如适用）确定的温度，然后保持在等于或高于此温度，直到试验结束：

ａ）　当电池系统具有内部过热保护措施时，应提高到电池系统制造商定义为这种保护措施的工作

温度阈值的温度，以确保试验对象的温度将按照８．２．１１．４的规定升高。

ｂ）　如果电池系统没有配备任何具体的内部过热防护措施，那么应将温度升高到电池系统制造商

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８．２．１１．６　当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试验：

ａ）　试验对象自动终止或限制充电或放电；

ｂ） 试验对象发出终止或限制充电或放电的信号；

ｃ） 试验对象的温度稳定，温度变化在２ｈ内小于４℃。

８．２．１１．７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２．１２　过流保护

８．２．１２．１　试验对象为可由外部直流电源供电的电池系统。

８．２．１２．２　为保护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室安全，制造商应提供试验上限参数作为异常终止条件。

８．２．１２．３　试验条件如下：

ａ）　试验应在２０℃±１０℃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ｂ） 按照电池系统制造商推荐的正常操作（如使用外部充放电设备），调整试验对象的ＳＯＣ到正常

工作范围的中间部分，只要电池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可不需要精确的调整；

ｃ） 与电池系统制造商协商确定可以施加的过电流（假设外部直流供电设备的故障）和最大电压

（在正常范围内）。

８．２．１２．４　按照电池系统制造商的资料进行过电流试验：

ａ）　连接外部直流供电设备，改变或禁用充电控制通信，以允许通过与电池系统制造商协商确定的

过电流水平。

ｂ） 启动外部直流供电设备，对电池系统进行充电，以达到电池系统制造商规定的最高正常充电电

流。然后，将电流在５ｓ内从最高正常充电电流增加到８．２．１２．３中ｃ）所述的过电流水平，并继

续进行充电。

８．２．１２．５　当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试验：

ａ）　试验对象自动终止充电电流；

ｂ） 试验对象发出终止充电电流的信号；

ｃ） 试验对象的温度稳定，温度变化在２ｈ内小于４℃。

８．２．１２．６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２．１３　外部短路保护

８．２．１３．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系统。

８．２．１３．２　试验条件如下：

ａ）　试验应在２０℃±１０℃的环境温度或更高温度（如果电池系统制造商要求）下进行；

ｂ） 在试验开始时，影响试验对象功能并与试验结果相关的所有保护设备都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８．２．１３．３　外部短路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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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在开始试验时，用于充电和放电的相关主要接触器都应闭合（如电池系统回路中包含相关继电

器），来表示可行车模式以及允许外部充电的模式。如果这不能在单次试验中完成，则应进行

两次或更多次试验。

ｂ） 将试验对象的正极端子和负极端子相互连接。短路电阻不超过５ｍΩ。

８．２．１３．４　保持短路状态，直至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试验：

ａ）　试验对象的保护功能起作用，并终止短路电流；

ｂ） 试验对象外壳温度稳定（温度变化在２ｈ内小于４℃）后，继续短路至少１ｈ。

８．２．１３．５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２．１４　过充电保护

８．２．１４．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系统。

８．２．１４．２　为保护试验操作人员和实验室安全，制造商应提供试验上限参数作为异常终止条件。

８．２．１４．３　试验条件如下：

ａ）　试验应在２０℃±１０℃的环境温度或更高温度（如果电池系统制造商要求）下进行。

ｂ） 按照电池系统制造商推荐的正常操作（如使用外部充放电设备），调整试验对象的ＳＯＣ到正常

工作范围的中间部分。只要试验对象能够正常运行，可不需要精确的调整。

ｃ） 在试验开始时，影响试验对象功能并与试验结果相关的所有保护设备都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于充电的所有相关的主要接触器都应闭合（如电池系统回路中包含相关继电器）。

８．２．１４．４　充电过程如下：

ａ）　外部充电设备应连接到试验对象的主端子。外部充电设备的充电控制限制应禁用；

ｂ） 试验对象应由外部充电设备在电池系统制造商许可的用时最短的充电策略下进行充电。

８．２．１４．５　充电应持续进行，直至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试验：

ａ）　试验对象自动终止充电电流。

ｂ） 试验对象发出终止充电电流的信号。

ｃ） 当试验对象的过充电保护控制未起作用，或者如果没有８．２．１４．５中ａ）所述的功能。继续充电，

使得试验对象温度超过电池系统制造商定义的最高工作温度再加１０℃的温度值。

ｄ） 当充电电流未终止且试验对象温度低于最高工作温度再加１０℃的温度值时，充电应持续

１２ｈ。

８．２．１４．６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８．２．１５　过放电保护

８．２．１５．１　试验对象为电池系统。

８．２．１５．２　试验条件如下：

ａ）　试验应在２０℃±１０℃的环境温度或更高温度（如果电池系统制造商要求）下进行。

ｂ） 按照电池系统制造商推荐的正常操作（如使用外部充放电设备），调整试验对象的ＳＯＣ到较低

水平，但应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只要试验对象能够正常运行，可不需要精确的调整。

ｃ） 在试验开始时，影响试验对象功能并与试验结果相关的所有保护设备都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于放电的所有相关的主要接触器都应闭合（如电池系统回路中包含相关继电器）。

８．２．１５．３　放电过程如下：

ａ）　外部放电设备应连接到试验对象的主端子；

ｂ） 应与电池系统制造商协商，在规定的正常工作范围内以稳定的电流进行放电。

８．２．１５．４　放电应持续进行，直至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试验：

ａ）　试验对象自动终止放电电流；

ｂ） 试验对象发出终止放电电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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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当试验对象的自动中断功能未起作用，或者没有８．２．１５．４中ａ）所述的功能，则应继续放电，使

得试验对象放电到其额定电压的２５％为止；

ｄ） 试验对象的温度稳定，温度变化在２ｈ内小于４℃。

８．２．１５．５　完成以上试验步骤后，在试验环境温度下观察１ｈ。

９　实施日期

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标准实施之日

起第１３个月开始执行。

９１

犌犅３８０３１—２０２０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电池包或系统的典型结构

犃．１　电池包

电池包是能量存储装置，通常包括电池单体、部件、高压电路、过流保护装置及与其他外部系统的接

口（如冷却、高压、辅助低压和通信等）。图Ａ．１是一个电池包的典型结构。

说明：

Ｉｎ ———冷却介质进口；

Ｏｕｔ———冷却介质出口。

图犃．１　电池包典型结构

犃．２　电池系统

电池系统是能量存储装置，包括电池单体或电池包、电路和电控单元（如电池控制单元、电流接触

器）。电池系统的典型结构有两种，分别是集成了电池控制单元的电池系统和带外置电池控制单元的电

池系统，分别如图Ａ．２和图Ａ．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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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Ｉｎ ———冷却介质进口；

Ｏｕｔ———冷却介质出口。

图犃．２　含集成电池控制单元的电池系统典型结构

说明：

Ｉｎ ———冷却介质进口；

Ｏｕｔ———冷却介质出口。

图犃．３　外置集成电池控制单元的电池系统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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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电池包或系统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犅．１　目的

明确电池包或系统的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犅．２　试验条件

电池包或系统均以制造商规定的完全充电状态进行，试验环境温度为２２℃±５℃，湿度为

１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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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包或系统绝缘电阻的测

试产生影响，则应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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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犅．３　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犅．３．１　方法１

犅．３．１．１　使电池包或系统内的电力、电子开关激活以保证电池系统处于接通状态。

犅．３．１．２　用相同的两个电压检测工具同时测量电池包或系统的两个端子和电平台之间的电压，如图Ｂ．１

所示。待读数稳定，较高的一个为犝１，较低的一个为犝１′。

注：电池包或系统的电平台可以是其与整车电平台连接的可导电外壳。

图犅．１　绝缘电阻测量步骤１

犅．３．１．３　添加一个已知电阻犚０，阻值推荐１ＭΩ。如图Ｂ．２所示并联在电池包或系统的犝１ 侧端子与电

平台之间。再用Ｂ．３．１．２中的两个电压检测工具同时测量电池包或系统的两个端子和电平台之间的电

压，待读数稳定，测量值为犝２ 和犝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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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２　绝缘电阻测量步骤２

犅．３．１．４　计算绝缘电阻犚ｉ，方法如下：

犚ｉ可以使用犚０ 和四个电压值犝１、犝１′、犝２ 和犝２′以及电压检测设备内阻狉，代入式（Ｂ．１）或式（Ｂ．２）

来计算。

犚ｉ×狉

犚ｉ＋狉
＝犚０

犝２′

犝２
－
犝１′

犝１
（ ） …………………………（Ｂ．１）

犚ｉ＝
１

１

犚０
犝２′

犝２
－
犝１′

犝１
（ ）

－
１

狉

…………………………（Ｂ．２）

犅．３．２　方法２

犅．３．２．１　使电池包或系统处于接通的状态。

犅．３．２．２　使用绝缘电阻仪分别测量电池包或系统两个端子和电平台之间的绝缘电阻。

注：电池包或系统的电平台可以是其与整车电平台连接的可导电外壳。

犅．３．２．３　测量电压：使用的测量电压应为电池包或系统标称电压的１．５倍或５００Ｖ（ｄ．ｃ．）的电压，两者

取较高值。测量时间：施加的电压应该足够长，以便获得稳定的读数，推荐值为３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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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与验证报告

犆．１　目的

电池包或系统在由于单个电池热失控引起热扩散、进而导致乘员舱发生危险之前５ｍｉｎ，应提供一

个热事件报警信号（服务于整车热事件报警，提醒乘员疏散）。如果热扩散不会产生导致车辆乘员危险

的情况，则认为该要求得到满足。

犆．２　制造商定义的热事件报警信号说明

犆．２．１　触发警告的热事件参数（例如温度、温升速率、ＳＯＣ、电压下降、电流等）和相关阈值水平（通常明

显区别于制造商规定的工作状态）。

犆．２．２　警告信号说明：描述传感器以及在发生热事件时电池包或系统控制说明。

犆．３　说明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文件

犆．３．１　在单个电池热失控引起热扩散的情况下，在电池单体、电池包或系统或车辆中应具有保护乘员

的功能或特性。制造商应提供Ｃ．３．２～Ｃ．３．５中说明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文件。

犆．３．２　风险降低分析：使用适当的行业标准方法记录单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热扩散所引起的对车辆乘员

的风险以及降低风险所采用的缓解功能或特征（例如：ＧＢ／Ｔ３４５９０、ＩＳＯ２６２６２、ＧＢ／Ｔ２０４３８、

ＩＥＣ６１５０８中的故障分析或类似的方法）。

犆．３．３　相关物理系统和组件的系统图。相关系统和组件是指有助于保护乘员免受由单个电池热失控

触发的热扩散所引起的危害影响的系统和组件。

犆．３．４　表示相关系统和组件的功能操作、确认所有风险缓解功能或特征的图表。

犆．３．５　制造商应提供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的风险缓解功能或特征的验证程序及结果文件，包括以下

部分：

ａ）　对其操作策略的描述。

ｂ） 实现功能的物理系统或组件的标识。

ｃ） 说明风险缓解功能技术文书：分析或模拟验证的程序和结果数据。

ｄ） 说明风险缓解功能技术文书：验证试验的程序和结果数据。包括以下部分：

１）　试验时间、地点及产品技术参数；

２）　试验程序：包括试验方法、试验对象、触发对象、监控点布置方案、热失控触发判定条件以

及对试验对象所做的改动清单等，制造商可自行提供试验程序，也可参考Ｃ．５所述程序；

３）　试验结果：包括试验关键事件（热失控触发开启、热失控触发停止、热事件报警信号、外部

烟、火、爆炸等）的照片、数据和时间等。

犆．４　验证与资料提供说明

犆．４．１　检测机构依据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文书、试验程序进行结果验证，并提供试验报告。

犆．４．２　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与验证报告应包含表Ｃ．１所列３项报告，其中第１项和第２项由制造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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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第３项由检测机构出具。

注：Ｃ．３．５ｄ）与Ｃ．４所述的验证试验可为在相同检测机构进行的同一试验。

表犆．１　热扩散乘员保护分析与验证报告详细内容

编号 报告名称 对应章条

１ 制造商定义的热事件报警信号说明 Ｃ．２．１、Ｃ．２．２

２ 说明电池包或系统安全性技术文件 Ｃ．３．２、Ｃ．３．３、Ｃ．３．４、Ｃ．３．５

３
检测机构依据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文书、试验程序进行结果验证的检测

报告
Ｃ．４

犆．５　热扩散乘员保护验证试验程序

犆．５．１　试验对象

试验对象为整车或电池包或系统。

犆．５．２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以下条件进行：

ａ）　本试验在温度为０℃以上，相对湿度为１０％～９０％，大气压力为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的环境中

进行。

ｂ） 试验开始前，对试验对象的ＳＯＣ进行调整。对于设计为外部充电的电池包或系统，ＳＯＣ调至

不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正常ＳＯＣ工作范围的９５％；对于设计为仅通过车辆能源进行充电的电

池包或系统，ＳＯＣ调至不低于制造商工作范围的９０％。

ｃ） 热扩散试验可能需要在测试开始前对电池包或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导致可能无法进行

充电，需在试验开始前确认试验对象的ＳＯＣ满足要求。

ｄ） 试验开始前，所有的试验装置正常运行。

ｅ） 试验尽可能少地对测试样品进行改动，制造商需提交所做改动的清单。

ｆ） 试验在室内环境或者风速不大于２．５ｋｍ／ｈ的环境下进行。

犆．５．３　试验方法

犆．５．３．１　推荐Ｃ．５．３．３或Ｃ．５．３．４作为热扩散试验的可选方法，制造商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方法，也可自

行选择其他方法来触发热失控。

犆．５．３．２　热失控触发对象：试验对象中的电池单体。选择电池包内靠近中心位置，或者被其他电池单

体包围的电池单体。

犆．５．３．３　推荐的针刺触发热失控方法如下：

ａ）　刺针材料：钢；

ｂ） 刺针直径：３ｍｍ～８ｍｍ；

ｃ） 针尖形状：圆锥形，角度为２０°～６０°；

ｄ） 针刺速度：０．１ｍｍ／ｓ～１０ｍｍ／ｓ；

ｅ） 针刺位置及方向：选择能触发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的位置和方向（例如，垂直于极片的方向）。

犆．５．３．４　推荐的加热触发热失控方法：使用平面状或者棒状加热装置，并且其表面应覆盖陶瓷、金属或

绝缘层。对于尺寸与电池单体相同的块状加热装置，可用该加热装置代替其中一个电池单体，与触发对

象的表面直接接触；对于薄膜加热装置，则应将其始终附着在触发对象的表面；加热装置的加热面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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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大于电池单体的表面积；将加热装置的加热面与电池单体表面直接接触，加热装置的位置应与Ｃ．５．３．５

中规定的温度传感器的位置相对应；安装完成后，应在２４ｈ内启动加热装置，以加热装置的最大功率对

触发对象进行加热；加热装置的功率要求见表Ｃ．２；当发生热失控或者Ｃ．５．３．５定义的监测点温度达到

３００℃时，停止触发。

表犆．２　加热装置功率选择

触发对象电能犈

Ｗｈ

加热装置最大功率

Ｗ

犈＜１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１００≤犈＜４００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犈＜８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

犈≥８００ ＞６００

犆．５．３．５　推荐的监控点布置方案如下：

ａ）　监测电压或温度，应使用原始的电路或追加新增的测试用电路。监测温度定义为温度Ａ（测试

过程中触发对象的最高表面温度）。温度数据的采样间隔应小于１ｓ，准确度要求为±２℃。

ｂ） 针刺触发时，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应尽可能接近短路点，也可使用针的温度（如图Ｃ．１所示）。

ｃ） 加热触发时，温度传感器布置在远离热传导的一侧，即安装在加热装置的对侧（如图Ｃ．２所

示）。

图犆．１　针刺触发时温度传感器的布置位置示意图

　　　犪）　硬壳及软包电池　　　　　　　　犫）　圆柱形电池Ⅰ　　　　　　　　　　犮）圆柱形电池Ⅱ

说明：

　加热装置

加热装置（电阻丝）

温度监测器

图犆．２　加热触发时温度传感器的布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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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５．３．６　推荐的热失控触发判定条件：

ａ）　触发对象产生电压降，且下降值超过初始电压的２５％；

ｂ） 监测点温度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

ｃ） 监测点的温升速率ｄ犜／ｄ狋≥１℃／ｓ，且持续３ｓ以上。

当ａ）和ｃ）或者ｂ）和ｃ）发生时，判定发生热失控。如果采用推荐的方法作为热失控触发方法，且未

发生热失控，为了确保热扩散不会导致车辆乘员危险，需证明采用如上两种推荐方法均不会发生热

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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