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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电池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锂离子蓄电池》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电池应用越来越广泛，新电池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应

用也越来越多，同时，新电池一般都需要电池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确保电池合理应用，

防止电池出现过充或者过放等影响安全的情况出现，并借此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但是到

目前为止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化的文件来规范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电池管理系统的生产。 

为了促进电池管理系统质量安全技术水平向更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的方向发展，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团体标准提案《城市轨道交通 电池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锂离子蓄电池》，符合行业发展和标准需求。 

2021年 3月 25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中城轨〔2021〕23 号），《城市轨道交通 电池管理系统 第 1部分：锂离子蓄电池》

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1029-T-13，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

电气设备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C13）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温州时代兰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

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智一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在轨道交通电池管理系统开发和运用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已完成了温州 S2线、国铁 3000马力动力电池系统、HXN6混动车电

池管理系统、HXD3C 双源制动力系统、香港工程车、宝鸡工程车、昆明教学车等项目的开

发和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参编单位覆盖了车辆制造商、科研院所、检验检测单位、电

池供应商等，均具有丰富的锂离子电池的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生产和应用经验，组成合



 

理，技术优势明显，为本文件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梅文庆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

师 
牵头组织编制、编审 

2 严志勇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编审 

3 郭维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4 唐军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5 李雪江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编审 

6 刘进程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7 吴健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编审 

8 张维戈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编审 

9 周卓敏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0 张愔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1 李端凯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编审 

12 崔宪伟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3 孙士杰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4 赵坤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5 吴冠军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6 徐国昌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7 曹长云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8 叶旭东 温州时代兰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9 连梓程 温州时代兰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20 程浩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21 周小玲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

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22 王永文 智一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23 岳严霜 智一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2021年 11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向 SC13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

通 电池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锂离子蓄电池》的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城市轨道交通 电池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工

作组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交通大学、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时

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时代兰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

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9 个单位的 18 位专家。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

对标准文本内容均达成了一致意见。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 月 26 日，形成本文件的征求意见稿（CAMET/SC13〔2022〕1 号），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在官网公开征求意见，SC13秘书处将征求意见稿发往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SC13委员单位等相关单位进行意见征集。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向更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符合行业

发展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内容，未采用强制性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暂无电池管理系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本文件参考了 GB/T 38661—2020《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和国铁集团标

准性技术文件 TJ/JW 129－2020《机车、动车组用电池管理系统暂行技术规范》，根据城

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具体使用情况，规定了电池管理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

及检验方法等。与 GB/T 38661—2020 相比，本文件善了电池管理系统的保护要求以及试



 

验要求，并对牵引系统特性曲线的设计进行规范。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如下：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4.1 海拔不超过1400 m 
参考城市轨道交通 GB/T 37863 确定海拔应符合 GB/T 32347.1-2015规定

的 G1.4级要求，即：海拔不超过 1400m。 

4.1 环境温度 

电池管理系统通常安装在柜内使用，因此，按照 GB/T25119—2021的表 1

中 T3级的规定，环境温度范围为-25℃～70℃，按 TX级的规定存放温度

范围为-40℃～85℃。 

4.2供电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的控制供电电源一般为 DC110V，考虑目前行业 BMS 的供电

电源多为 DC24V，所以供电要求标称宜为 DC110V或 DC24V。 

5 系统构成 

1） 关联关系图中实现框内包括BMS的所有构成，包括电池电子部件、电

池控制单元、绝缘检测。 

2） 关联关系图中的虚线框内表示的是除BMS以外的电路或装置，如电池、

充电机等。 

3） 数字信号指电平输入、电平输出信号，如驱动继电器、状态输出、状

态反馈、开关输入等信号。 

4） 模拟信号指系统的电压、电流、温度等信号等。 

5） 能量包括均衡控制等。 

6.5 数据采集 

1）温度和单体电压的采样区分了电池实际温度不同情况下的要求，同时

也考虑了当前行业内绝大多数产品的实际能力。 

2）由于 SOC计算主要是依靠电流采样精度来保证，电流采样精度取小于

或等于±1% FS 

6.6 状态估算 

SOC、SOP 和 SOH对电池管理系统都很重要，对提升电池使用体验、电池

的健康使用，包括对电池的检修和维护都有重要意义，因此 BMS 应具有

SOC 和 SOP 的功能，考虑到 SOH 在行业还没有合适的验证方法，故 SOH

是宜具有功能。 

结合当前的电流采集精度及估算技术水平，SOC估算精度在有定期修正的

工况，要求误差不应大于 5%，对于无定期修正工况的设备，估算误差不

应大于 10%，其能够满足实际工程需求。 

6.7 通信 

考虑到车辆制造商有些项目对通信冗余的要求，同时要求具备多种通信

方式，如以太网和 MVB，所以在通信章节要求电池管理系统应同时具有

MVB通信、以太网通信、CAN通信。 

6.8.2 数据存储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更好的数据分析，业主一般都会有要求存储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数据存储需求，由此计算，“存储容量不应小于 2 GB，实时

存储绝对时间不应小于 3 周，故障存储数量不应少于 100条”能够满足

使用要求。 

8.1.2 测量装置需求 

测量装置按满足测量单体电压、总电流的采样精度的要求，同时结合测

量经济性给出的要求。总电压模拟设备稳压精度小于0.2%，相对

GB/T38661-2020和TJ/JW 129－2020的检验内容的模拟设备稳压精度略有

降低。 



附录 A SOC 估算精度测试方

法 

GB/T38661-2020和TJ/JW 129－2020二个标准里面提供的工况为美国

Federal Urban Driving Schedule（FUDS）工况。该工况更适合汽车行

业使用，本标准建议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可以由用户提供实际的测试工

况。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文件是结合既有运用的轨道交通用电池管理系统（如：温州 S2 线市域车、HXN6

混合动力车等）的指标要求及实际运用结果作为依据，同时结合既有新造市域车电池

管理系统技术规范作参考。对城市轨道车辆电池管理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

要求、试验检验等做响应规范，有助于指导电池管理系统统的技术设计、生产制造、试验

验证及安全运用。下图是某项目电池管理系统试验报告封面。 

  

6.2  综述报告 

本文件充分考虑了城市轨道交通锂离子蓄电池电池管理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软件发布、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使系统遵循安全

可靠、功能合理、经济适用、节能环保、节约资源的原则，更有利于凸显锂离子电池电池

管理系统的技术先进性、创新性。  

电池管理系统在保障电池安全和提高电池寿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源技术快速增长推动下，车辆对电池管理系统提出更高的系统级功能性需求及安全要



 

求，同时，城市轨道交通由于人员密集、环镜封闭（如：地铁车辆）不易撤离等原因，对

电池系统安全要求更高，因此为了推进城市轨道车辆电池管理系统的健康发展，制定相应

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BMS是动力和储能电池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其成本平均占据电池组总成本的 30%

左右。受益于汽车、新能源行业，BMS 的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全球新能源汽车带来的 BMS

市场的 CAGR为 21.1%，超过 BMS行业整体 CAGR（19.9%）。 

国内，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产能的释放，特别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微型纯电动车

的增长，BMS市场有望迎来高速发展。国内技术领先的国家 BMS企业相对较小，只有数家，

行业集中度高，技术优势明显。而我国目前涉及到 BMS企业有近百家，市场竞争激烈。从

企业分布来看，BMS 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及长三角地区，占比约 60%。技术上企业两极分

化严重，且大多数企业处于同质化竞争阶段，徘徊在中低端市场。BMS 作为新能源汽车核

心部件，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均有参与布局，总体来看，中国 BMS市场参与者主要有三类：

动力电池企业，整车企业，专业第三方 BMS企业。短期内第三方 BMS企业将仍为市场主流。

从长远来看，整车厂和电池企业将逐渐渗透，行业将会有一轮整合潮，市场集中度将会提

升。未来第三方的 BMS 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6.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经济效果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锂离子电池在城市轨道交通运用越来越多，而电池

管理是锂离子电池运用关键技术之一，其作用是对蓄电池组进行安全监控及有效管理、

提高蓄电池使用效率。随着电池电量计算精度不断提高，电池工艺技术更加先进，充

放电曲线更加平坦，电池管理芯片需要更高测量精度。此外由于锂电池的失效特性，

电池管理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国内电池管理系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储能领域、消费电子领域与新能源

汽车领域。伴随着新能源车的生产制造及其对安全性较高能驱动力电池的要求，高效

率驱动力电池 BMS 愈来愈获得重视，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BMS 行业占比提升迅速，

2020 年占比 54%，相较于 2016 年的 37%提升了 17 个百分点。 

BMS 价格与电芯的类型、电量、电压等有关，通常来讲，不计算 PACK，每辆车 BMS

价格在 3000-20000 元，轨道交通车辆电池容量大，电压等级高，BMS 较贵。乘用车和

专用车电压等级较低，价格也相关便宜。随着国内新能源车辆产销量的逐渐增长，技

术及工艺的成熟，BMS 价格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市场空间在增大的同时，企业

的利润也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 BMS 与 PACK 是密不可分，未来兼顾 BMS 与 PACK 技



术的企业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第三方 BMS 企业将会逐渐占据

较多的市场份额，整车厂及电池厂将会进一点侵蚀第三方 BMS 的市场份额。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文件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本文件，向市域快轨车辆生产方、使用方进行标准的宣

讲，深入阐述本文件对于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等所起的规范效用。 

2) 按标准实施反馈机制，收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提升规范的先

进性和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