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 5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

法》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

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GB/T《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的计划由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文号为：国标委综合[2017]77 号，计划编号为：

20171275-T-339。 

2、主要参加单位 

本项目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标准参与单位包括电动汽车整车

企业、无线充电设备生产企业及检测机构。 

3、主要工作过程 

a) 2018年 1月，在天津召开的电动汽车电磁兼容标准会议上，起草组介绍

了本标准的草案准备及立项情况，提出了标准编制规划，并展开简单讨

论，就编制计划行程初步意见 

b) 2018年 7月，在襄阳召开的电动汽车电磁兼容标准会议上，对本标准的

工作规划进行讨论，基本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原则。 

c) 2018 年 12 月，在南京召开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标准会议上，讨论了标

准草案，会议明确了标准的内容框架。 

d) 2019年 7月，在烟台召开的电磁兼容标准会议上，介绍了标准框架及标

准草案，就相关基础性问题进行问答。 

e) 2019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标准会议上，详细讨论

了标准草案，收集部分无线充电企业建议和意见，推动试验检验和标准

验证活动。 

f) 2020年疫情期间，起草组召开多次网络会议，就标准存在的疑点展开讨

论，并结合两次产品试样的研发测试活动，对标准内容进行验证，经过

多个版本的修改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标准草案。 

g) 2020年 9月，召开起草组扩大会议，就具体的试验室操作细节开展交流

讨论，并就标准章节及其目的作用达成一致。 

h) 2020年 9月，召开电动汽车电磁兼容标准会议，讨论了标准的结构框架，

以及部分语言描述，并讨论了标准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未能达成的需求

以及后续补充完善的方案。与会专家就标准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等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会后要求工作组相关方面尽快按照讨论

结论修改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并计划于 9 底在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网站进行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

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1、编制原则 

a) 体现无线充电技术特点，与无线充电产业发展阶段保持协调，用标准规

范产品，用标准促进发展。 

b) 标准化对象以无线充电地面侧和车辆侧组成的系统为主，以地面侧或车



辆侧的部件整机为辅。 

c) 标准主要提供电磁兼容项目和测试方法，已达成行业共识的限值可以给

出，尚未达成一致的不规定或仅作为资料性内容。 

d) 涉及无线充电其他技术内容的，引用GB/T 38775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的系列标准。 

2、主要内容 

a) 【总体思路】①测试项目：地面侧连接电网，与车辆侧之间通过电磁耦

合传递电能。因此，考察对象包含地面侧时，应包括传导类骚扰和抗扰

项目，这些项目与传导充电产品的传导类项目类似，考察对象仅为车辆

侧时，无论是部件还是整车，都不应包括传导类项目，车载部件的低压

部分项目可直接引用已有标准，不再赘述。②有意发射：无线充电的最

大特点就是有意发射，系统工作就是要主动的有意的发射。在发射和接

收附近区域，场强足够大是传输电能或保持高效率的根本保证，因此，

在基频附近，对按EMC思路测得的场强会有部分豁免，但豁免也有限度，

并非没有底线。③装配形式：部件测试中，功率组件与线圈有可能是分

立部件，也有可能整合为一体化结构。测试方案需适应不同的产品形式。

原则上，线圈仅作为无电子电路功能的部件，不作为抗扰度测试对象，

而骚扰测试天线则对准线圈气隙中心。④早于产业：无线充电大规模应

用为时尚早，但无线充电系列标准的需求是存在的，因此，本标准存在

的价值是在产业化发展早期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标准内容尽量不要对具

体产品做出过多限制，尽量原则性提出技术要求。 

b) 【标准目的】无线充电最大的特点是高电磁能量，无线充电时主动发射

的电磁场以及电子电气部件发射的电磁骚扰，会对电磁环境产生影响，

如周围区域的无线电信号杂波、电网的故障、车辆电气功能的故障等。

标准给出电磁骚扰项目要求及测试方法，可统一行业的测量方法，规范

产品的电磁骚扰特性。无线充电时，系统也会受到外部空间或公共电网

的电磁场干扰，导致工作异常或出现功能故障，可导致安全事故或部件

损坏。标准提供了测试方案，可指导企业的研发验证。 

c) 【范围】标准规定了符合GB/T 38775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的电磁兼

容项目和试验方法。这里的电动汽车不区分车型和类别，纯电动、混合

动力电动汽车以及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都可，M1M2M3N1N2N3等类别都可，

只要其安装了无线充电系统。对于无线充电系统，符合GB/T 38775是唯

一条件，这样标准就成为体系中的一部分，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无线充

电系统的安装方式、工作模式、功率等级等系统特性都可覆盖。 

d) 【适用对象】本国家标准作为无线充电领域唯一的电磁兼容标准项目，

覆盖产品级别多、产品数量多、测试项目多。在部件级别，需要考虑可

以适用于部件企业的产品测试开发活动，地面设备+车载设备作为系统

的EMC项目需要考虑，为应对部件企业分别对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的考

察，为整机厂或设施运营方供货，还应考虑两侧设备的单独测试。若无

线充电进入实用还需考虑EMC的实际情况，需要对由地面设备+车辆组成

的系统进行测试，考虑到车辆的认证需求，还应能单独考察车辆的EMC

特性，对于地面端，由于无法在现场测试，因此，地面端仍以部件级测

试为主，可与部件级的地面端测试等同对待。对由两侧组成的系统级测

试是当前注重考虑的，因为当前的无线充电产品尚未大面积实用化，即



使有应用，也主要是在私人使用领域，安装在私人场地，为私人车辆充

电，且无需考虑不同产品不同企业间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当前阶段应用

较少，即使有也都是成对使用，车企将无线充电作为卖点，为客户提供

地面端，其与车辆都是经过良好匹配的，因此，对电磁环境的影响以及

自身的抗扰度，都是成对以系统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单侧的要求是次要

的，主要是用于供货和认证，将来无线充电大面积应用后，这部分内容

会加强和细化。 

e) 【结构框架】在第一版草案中，以两侧设备组成的系统和地面与车辆组

成的系统为两个核心板块，每个板块中分别规定了抗扰度和骚扰，单侧

的项目没有规定。经过起草组的讨论，认为单侧的项目当前虽然不重要，

也没有太多的国际参考，但标准也要给出，体现标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但增加单侧项目的方案难以实现，初步给出的方案是在每个系统级测试

板块增加后续条款，给出单侧的项目及要求。 

  

以系统对象的框架（左图）以EMC项目的框架（右图） 

但在后续的起草组讨论中感觉标准结构过于复杂，难以达到清晰明确一

目了然的目标，规定技术内容时前后条款反复提及，担心会影响标准使

用，建议修改标准框架。第二版草案中，参照GB/T 18487.2的结构，以

抗扰度和发射为主要板块，系统、地面测、车辆侧均作为被测对象，顺

序安置在章节中，起草组采纳了该方案。 

f) 【EUT运行功率】骚扰试验时为找出worst case，将EUT运行功率设定在

20%、50%和80%三个值上。抗扰试验时电流限值不应触发过流保护装置，

实际测试电流在100%时。这需要测试或认证机构允许测试时关闭过流保

护功能。抗扰测试可能仅在额定功率即可。 

g) 【抗扰度】以部件为测试对象时，抗扰度要求以部件测试的功能等级给

出。以车辆为测试对象时，判定依据是否可引用传导充电电磁兼容标准，

但无线充电没有物理电缆连接，不存在充电时扯断电缆发生电弧的现

象。从整车功能上来说，静态无线充电可能是不应该移动的，但车辆的

无意移动，好像也不会出现安全隐患，因为线圈不能对正后，可能充电

过程就停止了，不会对异物、生命体产生危险。不过，目前的方案是抗

扰度试验时，车辆不能产生驱动移动。 



h) 【辐射发射】由于有意发射的不可排除，以及被测对象的多样性，辐射

发射是最为复杂的项目。①频段：30M以下频段，仅适用于系统为测试

对象时，这是因为系统线圈的有意发射才是30M以下的考察重点，单侧

的测试不应包含30M以下频段。②限值：包含车辆的辐射骚扰限值可参

考GB 34660，其他被测对象30M以上频段的限值均可参考已有标准。30M

以下时，考虑到国际上未达成统一，且国内没有系统研究验证过，因此，

不建议直接给出。③测试方法：包含整车的测试推荐10m暗室，部件级

3m暗室。 

i) 【设备种类】①组别（为了简化限值，根据设备自身特点分组）：无线

充电系统使用85kHz的射频主动发射来传递电能，按照GB 4824的定义，

属于工科医射频能量应用。按照GB 4824的分类，无线充电系统使用电

磁感应或磁耦合形式，使用射频能量，因此，属于2组设备。②类别（按

照在电磁环境中的用途分类）：无线充电系统使用射频能量传输电能，

且具有较大功率，因此，明显不符合家用及类似用途的设备。因此，一

般情况下，应连接非居住环境的电网，不直接连接到住宅环境的电网。

根据GB 4824的分类，应属于A类设备。A类设备的发射限值较为宽松，

可能无法满足居住环境电网的限值要求。A类设备的抗扰干扰强度相对

较高，在居住环境使用时，一般不会出现电磁兼容性问题。 

j) 【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的发射】①传导发射：分为交流电源输入端口和

通信线端口。交流电源输入端口项目有谐波和电压闪烁，都属于低频骚

扰，也包括传导射频发射，属于射频骚扰（150k-30M），这些都与传导

充电的要求类似。通信线只有传导射频发射项目，属于射频骚扰

（150k-30M），比传导充电多出的项目。②辐射发射：分为两段，一是

9k-30M，但CISPR11或GB 4824又分为9k-150k和150k-30M，二是30M-1G。

30M以下主要考察磁场，30M以上主要考察电场。CISPR11或GB 4824中，

9k-150k没有给出具体限值。因此，对于部件或部件组成的系统， 

150k-1G的限值是明确的。包含整车的辐射骚扰时，9k-30M的限值都没

有确认，无法规范性给出，但可以参考CISPR11草案。30M-1G的限值可

按GB 34660。 

k) 【地面设备的发射】地面设备的发射主要以非车载功率组件为测试对象，

辐射骚扰时，地面设备可直接引用CISPR11或GB 4824的150k-1G频段限

值。传导骚扰时，与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组成的系统要求相同。 

l) 【车载设备的发射】地面设备和车载设备组成了无线充电系统，无线充

电系统与地面设备一样，都遵循一般射频应用范围内电气设备的骚扰限

值要求，但单独的车载设备应首先作为车载部件考虑，则其辐射骚扰应

依据GB/T 18655。 

m) 【地面设备和车辆的发射】作为整机组成的系统，其发射不再考察系统

内部，而是对外的发射，这就包括地面设备的对电网的传导骚扰和系统

的对外辐射骚扰。传导骚扰包括谐波、闪烁和传导射频发射，全是在交

流电源输入端口进行的测量。系统的辐射骚扰，从9k-30M-1G，前段限

值可以参考CISPR11草案，后段直接采用GB 34660。 

n) 【车辆的发射】车辆单独的发射不应引入无线充电系统的主动发射部分，

因此，为避开有意发射的影响，选择频段为30M-1G。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工作在多变量的环境下，理论上，不同的工作功率可

能会产生不同的辐射能量，不同的机械气隙也会导致辐射水平的差异。这些情况

如果反映在标准中，会对应不同的测试结果，这就需要开展一定的测试验证活动，

来验证标准内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1、试样 A 

 

图 1 试验室布置 

 

图 2 工作载荷对辐射发射的影响 

 



图 3 Z 轴偏移对辐射发射的影响 

2、试样 B 

 

图 4 试验室布置 

 

图 5 辐射发射测试结果 

 

图 6 辐射发射测试结果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



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均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电动汽车在进行无线充电时，充电系统会产生电磁骚扰信号，该信号会以辐

射和传导两种形式影响周边电磁环境，尤其是公共电网的电磁环境。此外，为保

证车辆正常充电，车辆应能承受来自车外环境的电磁骚扰。基于以上，本标准在

参考最新国际标准相关要求基础之上，通过开展相关验证与测试研究，规定了电

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在工作时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该标准作为无线充

电系统电磁兼容标准，一方面有助于保护电磁环境以及充电安全；另一方面有助

于推动电动汽车及无线充电产品进一步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

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限值要求以及车辆试验测试方法等基础内容参考了

IEC 61980、ISO/PAS 19363、CISPR 11 等最新国际标准，以及 GB 34660、GB/T 

18655、GB/T 17625 和 GB/T 17626 等国家标准标准，相关技术指标与国际标准

或国外先进标准同步。相关内容与国外同类标准相比，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与现有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和电磁兼容相关标准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标准应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无。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计划名称为 GB/T《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

法》，在标准申请立项阶段，本标准名称与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其他标准思路相

同，为一个单独的标准名称。在本标准起草阶段，电动汽车无线充电多项标准处

于报批过程中，为突出标准体系构架，减少标准号段占用，这些标准进行了统一

的名称修改，即 2020 年发布的 GB/T 38775-2020《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系

列标准。为保持系统性，特申请将本标准修改为GB/T《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

5 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参与起草本标准的相关专家均表示同意

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