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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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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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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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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甘韦韦、郭维、石东山、刘鑫剑、周含宇、林文彪、田庆、周卓敏、刘铭、陈

勇、吴美玲、杜霏、吕婷婷、崔宪伟、孙士杰、朱忠超、张晓玲、胡晓春、綦芳、黄河、刘进程、徐国

昌、郭军团、赵江峰、吴冠军、刘明章、彭秋、项文敏、彭建辉、王怀忠、叶旭东、杨新、程浩、周小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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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蓄电池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关键系统，产业规模大，种类较多，规格繁多，产品冗余高，急

需制定相关标准，指导产品研发、制造，避免重复工作和浪费。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蓄电池》旨在规定车辆用蓄电池相关使用条件、技术要求、安全要求、试

验方法、运输存储等，拟由五个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不同种类的蓄电池的通用要求。 

—— 第 2部分：锂离子电池。目的在于规定锂离子电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 第 3部分：镍氢蓄电池。目的在于规定镍氢蓄电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 第 4部分：铅酸蓄电池。目的在于规定铅酸蓄电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 第 5部分：镉镍蓄电池。目的在于规定镉镍蓄电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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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用蓄电池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蓄电池的环境条件、系统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蓄电池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包括铅酸蓄电池、镉镍蓄电池、镍

氢蓄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其他类型蓄电池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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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31523.1—2015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第1部分：标志 

GB/T 32350.1  轨道交通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电工电子设备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GB/T 3457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IEC 62485-2  二次电池和电池装置的安全要求  第2部分：固定电池(Safety requirements for 

secondary batteries and battery installations—Part 2: Stationary batteries) 

EN 15085(所有部分)  铁路应用 轨道车辆及其零部件的焊接(Railway applications—Welding of 

railway vehicles and compon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蓄电池单体  secondary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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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38031，3.1，有修改] 

3.2  

蓄电池模组  battery module 

将一个以上蓄电池单体以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可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来源：GB/T 38031，3.2，有修改] 

 

3.3  

蓄电池包  battery pack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53C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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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电能（充电和放电）的单元。 

注： 通常由蓄电池单体或蓄电池模组、蓄电池管理模块、结构外壳及相应附件组成。 

[来源：GB/T 38031，3.3，有修改] 

3.4  

蓄电池系统  battery system 

由一个及以上的蓄电池单体/蓄电池模组/蓄电池包，及其他相应附件组成的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协同

工作的能量存储装置。 

[来源：GB/T 38031，3.4，有修改] 

3.5  

蓄电池托盘  battery tray 

用于容纳电池或电池组且具有底座和侧壁的容器。 

3.6  

蓄电池箱  battery box 

用来装蓄电池包/蓄电池模组/蓄电池单体、蓄电池托盘、蓄电池管理系统、电气器件及其他附件的

装置。 

3.7  

蓄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用于监视电池的温度、电压、荷电状态等状态，为电池提供通信、均衡管理等控制的系统。 

[来源：GB/T 19596，3.3，有修改] 

3.8  

蓄电池热管理系统  battery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通过制冷或强迫通风、制热等方式控制蓄电池系统中蓄电池单体的温度和温度梯度的系统。 

4 环境条件 

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蓄电池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a) 海拔不超过 1400 m； 

b)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为-25℃～40℃； 

c) 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d) 正常运行时的风、沙、雨、雪天气和偶尔发生盐雾、酸雨、沙尘暴等现象。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 系统组成 

蓄电池系统主要由蓄电池包/蓄电池模组/蓄电池单体、蓄电池托盘（如有）、蓄电池箱、BMS（如

有）、牵引回路器件（如有）、蓄电池热管理系统（如有）、电气器件及其他附件组成，组成示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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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蓄电池系统组成示意图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外观、外形尺寸、重量应满足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图纸要求。 

6.1.2 紧固件应有防松标记。 

6.1.3 电线电缆、接线端子的布线规则应符合 GB/T 34571的规定。 

6.1.4 非金属材料应采用阻燃型材料，电线电缆应为低烟、无卤和阻燃型产品。蓄电池系统的防火要

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1.5 非金属材料不应采用对人体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和环境具有危害或潜在危险的禁用物质，禁

用物质种类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1.6 蓄电池应符合相关安全要求，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应有起火、爆炸等现象。 

6.1.7 蓄电池系统应具有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且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在指定温度范围内的最大容差

为±2℃。温度数据采集、传输总误差不应大于±2.5℃。 

6.1.8 蓄电池系统的充放电深度、工作温度和老化因素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蓄电池系统容量应根据

以上参数进行计算。 

6.1.9 蓄电池的出厂荷电状态设置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1.10 蓄电池箱的焊接应符合 EN 15085(所有部分)的规定。 

6.1.11 蓄电池箱和金属材质的蓄电池托盘应可靠接地。 

6.1.12 蓄电池箱的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2017 中 IP54 的规定。外部连接器部分应符合 GB/T 

4208—2017中 IP67的规定。 

6.1.13 蓄电池包和蓄电池箱的正负极应标志正确且耐腐蚀。 

6.1.14 蓄电池托盘应能盛装电解液，并能承受电解液的腐蚀。 

6.1.15 锂离子电池包、锂离子电池系统和密封式镍氢蓄电池系统应配置防爆装置。 

6.1.16 锂离子电池系统宜配置灭火装置。 

6.1.17 铅酸蓄电池系统、镍镉蓄电池系统和镍氢电池系统应具有通风功能，通风面积应符合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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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85-2的规定。密封式镍氢蓄电池在蓄电池包或蓄电池箱设有防爆装置的，可不设通风结构。 

6.2 充电要求                     

6.2.1 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系统应不过充，且不超过技术条件规定的工作温度。 

6.2.2 蓄电池充电方法包括恒流充电、恒压充电、浮充等，具体充电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2.3 蓄电池充电宜采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充电系统进行充电。具有温度补偿的充电系统充电电压

稳态控制公差不应大于±1.5％，无温度补偿的充电系统充电电压稳态控制公差不应大于±1％。 

6.2.4 充电电流应为直流电，其交流含量应符合 IEC 62485-2的规定，充电电压纹波因数不宜大于 5％。 

6.2.5 充电电压检测和调节的精度不应低于 1％。 

6.2.6 系统集成商应考虑电源电缆中的电压降以及对充电电压进行修正。 

6.3 放电要求    

6.3.1 蓄电池系统的负载放电能力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3.2 在紧急情况下，蓄电池系统应具备延长放电时间的功能，在规定的延长放电时间内放电应不会

造成永久性损坏，延长放电负载的大小和放电时间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3.3 蓄电池系统荷电保持能力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因自放电而导致的可用容量损失，应可通过规

定的充电方式来恢复。 

6.3.4 蓄电池系统的控制电源宜从外部电源供电。如采用自供电，自供电功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且蓄电池系统应具有过放电保护功能。 

6.4 热管理 

当发热功率高或环境温度不适用时，蓄电池系统应配置蓄电池热管理系统，以确保工作在允许温度

范围之内。 

6.5 BMS 

锂离子电池应配置BMS，密封式镍氢蓄电池宜配置BMS。 

6.6 绝缘性能 

蓄电池包或蓄电池系统绝缘电阻不应低于1 MΩ。 

蓄电池包或蓄电池系统在安全试验前后均应进行绝缘电阻测试。 

6.7 耐压性能 

应符合GB/T 32350.1的规定。 

6.8 保护功能 

蓄电池系统应具备过温、过/欠压和过流等保护功能。 

注： 保护功能也可由车辆提供。 

6.9 电气接口要求 

电气接口包括主电路接口、控制接口（如有）、蓄电池托盘接口（如有）、蓄电池接口（蓄电池单

体、蓄电池模组或蓄电池包）、外部充电接口等，典型的电气接口见图2。 

主电路接口宜采用螺栓连接或插入式连接器，并具备防插错功能。 

外部充电接口应采用插入式连接器，且具备防插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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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元件或接口可不设置。 

图2 蓄电池系统典型电气接口示意图 

6.10 冲击和振动 

蓄电池托盘、蓄电池包或蓄电池模组的冲击和振动应满足GB/T 21563—2018中1类B级规定。 

蓄电池系统或蓄电池箱的冲击和振动应满足GB/T 21563—2018中1类A级规范定。 

6.11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GB/T 24338.4的规定。 

7 检验方法 

7.1 外观、尺寸、重量检查 

目视检查外观。 

根据图纸要求用卷尺、游标卡尺、千分尺、直尺、塞尺和专用检具等检查外形尺寸。 

用称重仪进行称重。 

7.2 极性检查 

用电压表或示波器等仪器检测电池系统极性。 

7.3 绝缘电阻 

使用兆欧表测量主回路、控制回路、辅助回路的绝缘电阻。 

7.4 介电强度 

按照 GB/T 32350.1的规定进行。 

7.5 容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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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7.6 负载放电 

将蓄电池系统充电至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状态，再按照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负载曲线进行放电，

记录放电容量和放电能量。 

7.7 冲击和振动 

按照GB/T 21563—2018的规定进行。 

7.8 电磁兼容 

按照GB/T 24338.4的规定进行。 

7.9 防护等级 

蓄电池箱按照GB/T 4208—2017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8.2 型式检验 

8.2.1 型式检验应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进行。 

8.2.2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 

8.2.3 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发现任意一项不合

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8.2.4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b)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材料的变更影响到其他功能和操作方法时，应部分或全部检验； 

c) 对装置进行了改进而可能影响其功能和操作方法时；  

d) 转场生产或停产 3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每连续生产 5年时。 

8.3 出厂检验 

每套出厂的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 

在出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该产品不合格。 

8.4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T/CAMET XXXXX—XXXX 

10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点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外观、尺寸、重量检查 √ √ 6.1.1、第9章、第10章 7.1 

2 极性检查 √ √ 6.1.13 7.2 

3 绝缘电阻 √ √ 6.6 7.3 

4 介电强度 √ √ 6.7 7.4 

5 容量测试 √ √ 6.1.8 7.5 

6 负载放电 √ — 6.3.1 7.6 

7 冲击和振动 √ — 6.10 7.7 

8 电磁兼容 √
a
 — 6.11 7.8 

9 防护等级 √ — 6.1.12 7.9 

注： 标有“√”号的为应做的项目，标有“—”号为不需要做的项目。 

a
 配置 BMS 的蓄电池系统应进行。 

 

9 标志 

9.1 一般标志 

9.1.1 蓄电池系统正负极总接口应标识总正、总负。 

9.1.2 蓄电池包的标识应包含正极、负极、电池包号等。 

9.2 安全标志 

9.2.1 至少应在蓄电池箱外部设置以下符合 GB/T 31523.1—2015的安全标志： 

a) 警告标志：当心触电、当心电池充电； 

b) 禁止标志：禁止触碰、禁止烟火； 

c) 指令标识：必须接地。 

9.2.2 蓄电池包的安全标志应至少包含高压危险、注意事项等。 

9.3 铭牌 

蓄电池箱应在明显的部位固定铭牌，安装应牢固可靠。铭牌上应至少标明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或标识；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蓄电池参数 

d) 产品出厂编号； 

e) 出厂年月； 

f) 重量。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53C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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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装 

10.1 蓄电池组、箱体、 BMS 及其附件产品包装由供需双方协商规定，产品包装应符合防水、防潮、

防震的要求。 

10.2 随箱文件应防潮密封，并放在箱内明显位置。 

10.3 包装箱应清晰地标出：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 数量、重量（毛重）； 

c) 外型尺寸（长×宽×高）； 

d) 制造厂名称。 

e) 收货单位、名称、地址。 

f) “小心轻放”、“向上”、“怕雨”及堆码层数极限等有关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1 运输和储存 

11.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倒放，并不得有剧烈振动、撞击、雨淋，运输过程中不允许对产品造成

任何损伤。 

11.2 产品应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干燥、洁净、无霜仓库中，周围应无腐蚀性气体。 

11.3 超过储存期或在储存有效期内的产品，因储存环境影响对其使用性能有异议时，应按出厂规定逐

件进行整修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11.4 蓄电池制造商应提供蓄电池运输和储存指导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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