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系统-第 3 部分-安全
性测试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标准包括三个部分，制订计划均由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下达，各部分项目计划号如下：
 20090043-T-339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测试规程 第 1 部分：

高功率应用
 20121238-T-339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系统测试规程

第 2 部

分：高能量应用
 20121239-T-339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系统测试规程

第 3 部

分：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
本部分为第 3 部分。

2. 制定目的和意义
发展电动汽车是解决交通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国家政策
的引导下，电动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提高动力电池等关
键系统部件的技术水平和规模化配套能力成为当务之急，相关标准也需要深入研
究完善。目前针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还没有测试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将
规范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的测试条件和基准，有利于电池系统安全性的测试与评
价，也有利于企业之间及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

3. 总体目标及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针对电池系统级别的第一个标准，国内外在电池系统级别上测试的
经验和数据都不多，本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从整车应用角度，规范锂离子电池包和
电池系统的测试，包括需要测试的项目、试验方法及性能要求，标准属于试验方
法标准。
标准的本部分主要是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系统的安全性测试，规定了安全
性测试的要求与测试方法。
标准的本部分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 ISO 12405-3，利用修改采用的方式，同
时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发展的情况。

4. 编制过程
根据有关部门对电动汽车标准制定工作的要求，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组织成立“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标准化工作组”（以下简
称工作组），系统开展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标准的制定工作。
（1） 自 2009 年 3 月起，电池工作组开始研究和起草《电动汽车用锂离子
动力蓄电池测试规程 第 1 部分：高功率应用》，并与 2010 年 6 月形成
征求意见稿。
（2） 2012 年 12 月 ， 国 家 标 准 委 下 达 本 系 列 标 准 的 第 二 部 分
（20121239-T-339 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制定计划，并由电动车辆分
技术委员会组织电池工作组相关单位开始起草。
（3） 2013 年 5 月形成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测试规程 第 2 部分：
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草案，并发到工作组征求意见。
（4）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电池工作组在湖北襄阳召开会议，详细
讨论蓄电池包和系统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标准草案及工作组内部反
馈的意见。
（5） 根据襄阳会议讨论情况，起草组修改完善形成了蓄电池包和系统安
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标准草案稿，并发到工作组征求意见。
（6） 2013 年 12 月 17-18 日，在工作组二届三次会议上，对该标准征求意
见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详细讨论，确定了草案稿修改方案。根据
会议讨论情况，起草组于 2014 年 3 月底修改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由于电动汽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不一样，ISO 明确了该标准为试验方法标
准，目的是帮助汽车生产商选择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从而对对供应商的蓄电池
进行测试、评价和比较。在 ISO 的该标准中，很多测试项目、测试条件都是可以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因而 ISO 标准存在测试项目繁多、条件不确定的问题。
考虑到我国标准应用情况，在参考 ISO12405-3 制定该标准时，对测试项目
进行了简化，对很多可选择的或者模糊的测试条件进行了明确,并增加了部分测
试项目。

(1)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给出了蓄电池包
/系统的安全性的要求和测试规程。
(2)术语和定义
为兼顾电动汽车和电工行业的习惯叫法，在标准的术语和定义方面，做了如
下规定：
 蓄电池系统包括蓄电池包、电路和电控单元；
 定义“蓄电池包”为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模块（不包含 BCU）、
蓄电池箱以及相应附件，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的单
元；
 定义“蓄电池系统”为一个或一个以上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管理系统、
高压电路、低压电路、热管理设备以及机械总成等）构成的能量存储装
置；
 定义“高能量应用”为室温下蓄电池包或系统的最大允许持续输出电功
率（W）和其在 1C 倍率放电能量（Wh）的比值低于 10 的装置特性或
应用特性；
 定义“高功率应用”为室温下蓄电池包或系统的最大允许持续输出电功
率（W）和其在 1C 倍率放电能量（Wh）的比值大于等于 10 的装置特
性或应用特性。
(3)主要技术内容
基本性能测试包括容量和能量测试、功率和内阻测试、无负载容量损失、低
温启动功率、能量效率测试、循环寿命测试。
振动
试验目的

试验条件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车载状态下的振动可靠性能





试验要求

分三个轴向进行，首先进行 Z 轴，然后 Y 轴，最后 X 轴；
振动时间为每个轴向 21 小时，如果样品数量为 2 个，则减为 15 小时，如
果样品数量为 3 个，则减为 12 小时；
具体振动参数参照标准中表 1、表 2、表 3 和表 4
测试过程中，无蓄电池壳变形、电解液溢出等现象，并保持连接可靠、结
构完好，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
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机械冲击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收到机械冲击时的可靠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
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V。

冲击波形为 25g、15ms 的半正弦波形；
轴向为 Z；
冲击次数为

跌落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跌落等意外事故发生时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跌落方向：以实际维修或者安装过程中最可能跌落的方向, 若无法确定最
可能跌落的方向，则沿 Z 轴方向；
跌落高度：1 米

电池系统无电解液泄漏、着火、或爆炸等现象。

翻转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车载状态下发生翻转等事故时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包或电池系统绕 X 轴先以 90°/15s 速度转动 360°，然后以 90°增
量旋转，每隔 90°增量保持 1h，旋转 360°停止；
电池包或电池系统绕 Y 轴先以 90°/15s 速度转动 360°，然后以 90°增
量旋转，每隔 90°增量保持 1h，旋转 360°停止；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
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V。

模拟碰撞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车载状态下发生碰撞事故时受惯性载荷影响时的安
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
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V。

试验方向：X/Y；
具体参数参照标准中的表 7 模拟碰撞试验脉冲参数。

挤压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车辆发生事故时受到直接载荷挤压时的安全性。


挤压板形式：半径 75mm 的半圆柱体，半圆柱体的长度大于被测样品的高
度，但不超过 1m。


试验条件

挤压方向：x 和 y 方向（汽车行驶方向为 x 轴，另一垂直于行驶方向的水
平方向为 y 轴）。



挤压程度：挤压力达到 200kN 或挤压变形量达到整体尺寸的 30%时停止挤
压。


试验要求

保持 10min。

电池系统无着火、爆炸等现象。

温度冲击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受到温度快速变化时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电池包或电池系统置于（-40±2）℃~（85±2）℃的交变温度环境中，两种极
端温度的转换时间在 30min 以内。被测样品在每个极端温度环境中保持 8h，循
环 5 次。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
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V。

湿热循环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湿热环境下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 30 分钟之内，进
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
/V。

参考 GB/T 2423.4-2008 执行试验 Db；
最高温度是+80℃，循环次数 5 次。

海水浸泡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车载状态下发生浸没等危险情况下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着火、或爆炸等现象。

实车装配方向；
3.5%NaCl 盐水；
浸泡时间 2h。

外部火烧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火烧等情况下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系统无爆炸现象，若有火苗，须在火源移开后 30 秒内熄灭。

直接火烧 70 秒；
间接火烧或者再直接火烧 60 秒。

盐雾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盐雾情况下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盐水浓度（5±0.1）%，pH 值在 6.5～7.2 之间；
在 15℃～35℃下喷盐雾 2h。喷雾结束后，将测试对象转移到湿热箱中贮
存 20h～22h，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组成一个循
环。将这一循环再重复三次，然后在试验标准大气条件（温度为（23±2）
℃，相对湿度为 45%～55%）下贮存 3 天，组成一个周期。重复进行 4 个周
期试验。

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现象。

高海拔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包或电池系统在高海拔地区使用时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海拔高度为 2000 米；



试验要求

测试温度为 25±2℃；
放电电流为 1C（不超过 400A）。

电池系统无放电电流锐变、电压异常、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
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
小于 100Ω/V。

过温保护
试验目的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测试电池系统对温度的控制保护功能。




电池系统中所有控制系统处于工作状态；
测试温度为测试对象最高工作温度；
以测试对象允许的最大持续充放电电流进行充放电试验，直至管理系统起
作用，或单体温度在 1h 内变化值小于 4℃。

电池系统无喷气、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
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Ω/V。

短路保护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系统在发生短路时的安全性。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保护装置起作用，电池系统无泄漏、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
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电池系统中所有控制系统应处于工作状态；
短路电阻不大于 20mΩ，由双方共同商定；
短路时间为 10 分钟。

过充电保护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系统对过充电的控制保护功能。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管理系统起作用，电池系统无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
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电池系统中所有控制系统应处于工作状态；
充电电流倍率为 1C 或者由双方协商确定；
充电至电池管理系统系统起作用。

过放电保护
试验目的

测试电池系统对过放电的控制保护功能。

试验条件





试验要求

电池管理系统起作用，电池系统无外壳破裂、着火、或爆炸等现象。试验后，
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时，交流电阻值不小于 500Ω/V，或直流电阻值不小于 100
Ω/V。

电池系统中所有控制系统应处于工作状态；
放电电流倍率为 1C；
放电至电池管理系统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