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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33002— 2018

本标准代替 NB/T33002— 2010《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与 NB/T33O02— 2010相 比,除编
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删除了原标准中
“4 总则

”一章。
——新增

“5 充电桩分类
”一章,从不同角度对充电桩进行分类。

——对原标准
“8 检验和试验项目

”
进行了修改,新增

“
到货验收

”,并删除了与试验项目和试验

方法相关的内容,此部分内容放到 NB/T33O08.2中 。
—— “3 术语和定义

”
做了修改,增加了

“
省电模式

”“
待机模式

”
和

“
待机功耗

”3个术语。
—— “4 基本构成

”
做了修改,并增加了基本构成框图。

—— “6 功能要求
”,对原标准中的

“
人机交互功能

”“
计量功能

”“
外部通信

”
进行了修改,删除

了原标准中的
“
软件升级

”;将 “
输入功能

”
改到

“
人机交互功能

”
下,并进行了修改;增加

了
“
充电控制导引

”“
充电连接装置

”“
电子锁止装置

”“
急停功能

”“
连接方式

”。
—— “7 技术要求

”,对原标准中的
“
环境条件

”“
电源要求

”“
耐环境要求

”“
电气绝缘性能

”“
电

磁兼容
”
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
温升要求

”“
防护要求

”“
保护功能要求

”“
控制导引电路要求

”
“
充电控制时序及流程

”“
待机功耗

”“
机械强度

”“
振动

”“
噪声

”“
机械开关特性要求

”“
高低

温和湿热性能
”。

—— “8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
对应原标准

“9 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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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c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能源行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NEⅣTc3)归 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 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继电源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研究
院、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网普瑞特高压输电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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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33002-2018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 (以下简称充电桩)的基本构成、分类、功能要求、技术要求、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交流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

GB″ 191 包装储

GB/T2423⒈~∶

GB/T24232—∵

GB/T24234—

循环 )

GB/T2423.16

GB/T2423.55

低温

高温

:交变湿热 (1⒛+1⒛

导则:长霉

:锤击试验

GB/T4208

GB/T4797,6—

GB/T13384

GB/T16935.1

GB/T18487.⒈—∵

GB/T18487 设备电磁兼容要求

GB T202341 电

GB T202342

GB厅 2gs69 电动汽

GB`T293I7— —2012

术语和定义

GB T18487⒈ -2015、 GB/T2931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导式充电 conduCdve ChargiⅡg

利用电传导给蓄电池进行充电的方式。

3.2

车载充电机 on~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上,将交流电能变换为直流电能,采用传导方式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充电的

专用装置。

33
交流充电桩 AC chargiⅡ g叩 ot

1

〈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

等级 (IP代码 )

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

内设各的绝缘配合 第 1部分:原理、要求

1部分:通用要求

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镡醐嘲魍溆 腽车载

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1部分 :

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2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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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导方式为具有车载充电装置的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源的专用供电装置。
34

省电模式 power saving mode

当车辆己连接充电桩但未处于充电状态,充 电桩为降低损耗而关闭部分电路 (如 PWM输出信号 )

的状态。

在省电模式下车辆 s2开关闭合将无法唤醒充电功能。
35

待机模式 staIldby mode

当无车辆充电和人员操作时,充电桩仅保留后台通信、状态指示等基本功能的状态。
3,6

待机功耗 standby power

充电桩处于待机模式时的交流输入有功功率。

4 基本构成

充电桩的基本构成包括桩体和交流充电连接装置。桩体包含但不限于主电源回路、控制单元、人机
交互单元,计量计费单元 (可选)等,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参见图 1。

注 :

QF——具备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断路器,或同类装置 ;

WH——交流电能表 ;

KM——控制交流充电桩输出的接触器或同类装置。

图 1 充电桩基本构成框图

5 充电桩分类

51 按使用环境条件

511 正常使用环境

——户内型充电桩 ;

——户外型充电桩。

51,2 特殊使用环境

可根据 GB/T184871—2o15中 14.2规定的特殊使用条件进行分类。
2

人机交互巾元

L2     |
-ˉ -ˉ △~'
L3     |
-— -̄ˉ

犭冫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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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按使用对象

充电桩按照使用对象进行分类 :

——公用型充电桩 :

对普通公众开放,使用运营商的支付方式进行充电;

——专用型充电桩 :

只对特定车主提供充电服务,不对普通公众开放。

按安装方式

充电桩按照安装方式进行分类 :

——落地式充电桩,见图 2;

——壁挂式充电桩,见图 3。

按充电接口数量

充电桩按照输出充电接口数量进行分类 :

———
桩一充式充电桩,见图 4(以落地式为例 );

———
桩多充式充电桩,见图 5(以落地式、双充电口为例 )。

图 5 一桩多充式充电桩

按输出电压等级

充电桩按照输出电压等级进行分类 :

——单相交流充电桩 ;

——三相交流充电桩。

5.4

廴
 
 
r
l
ι

⒒

图 2 落地式充电桩 图 3 璧挂式充电桩

图 4 一桩一充式充电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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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要求

6,1 充电控制导引

充电桩应具备符合 GB/T18487.1— 2015中 附录 A要求的充电控制导引功能。

6‘ 2 通信功能

充电桩宜具备与上级监控管理系统通信的功能。

63 充电连接装置

充电桩的充电连接装置应符合 GB/T⒛234,1和 GB/T2凼 34.2的规定。

64 电子锁止装置

采用 GB/T18487.1— 2015中 3.1规定的连接方式 A或连接方式 B的充电桩 ,当充电桩额定电流大于
16A时 ,供电插座应安装电子锁止装置。当电子锁止装置未可靠锁止时,充 电桩应停止充电或不启
动充电。

6,5 人机交互功能

651 显示功能

充电桩应显示下列状态 :

——充电桩的运行状态指示:待机、充电、故障。

充电桩宜显示下列信息 :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

——己充时间、己充电量、己充金额。

652 输入功能

充电桩宜具有实现手动输入和控制的功能。

66 计量功能

公用型充电桩应具有对充电电能量进行计量的功能,计量功能应符合 GB/T28569的要求。

67 急停功能

充电桩可安装急停装置。

6,8 连接方式

GB″ 18487,1— ⒛15中 31规定的连接方式 A、 连接方式 B、 连接方式 C圪适△于充电柱:当充电

桩额定电流大于 32A时 ,应采用连接方式 C。

7 技术要求

71 环境条件

711 环境温度:ˉ20°C~+50℃ (户 外型),-5℃ ~+5o℃ (户 内型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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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相对湿度:5%~95%。

713 海拔:≤⒛00m。

7,1,4 周围环境:使用地点不得有爆炸危险介质,周 围介质不含有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及导

电介质。

715 充电桩在特殊环境下使用时,购买方和厂家应协商一致。

7,2 电源要求

7,2,1 电源电压和电流

充电桩输入电压和电流要求见 额定电压的±20%。

7,2,2 电源频率

交流输入

7.3 耐环境要求

7,3,1 防护等级

充电桩外壳防护

注:不考虑连接

7,3,2 三防 (防潮湿、

充电柱内印孱刂线路板、 理。防盐雾腐蚀能力应能满

是 C】B/T4797.6—2013中 图 7

7.3.3 防锈 (防氧化)保护

乏毛t轰 贡外壳和暴露的铁质支架、 锈措施,非铁质的金属外壳也应具有防氧化

保护膜或进行防氧化处理。

7,3,4 防盗保护

充电桩应具有必要的防盗措施。

7,4 温升要求

正常实验条件下,交流输入为额定值,充电桩在额定输出功率下长期连续运行,内部各发热元器件

及各部位的温升不应超过表 2中的规定。并且发热元件的温度不应影响周围元器件的正常工作且无元器

件损坏 :

5中 31条。注:连接方式定义见

(50± 1)

内型)或 IPM(
口部分的防护等级。

防盐雾)保护

部件应进行防潮湿、防霉变

,输入电压允许波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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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防护要求

7,51 允许温度

充电桩的表面温度应满足 GB/T18487.1-2015中 11.6.3要求。

7,52 电击防护

充电桩的电击防护应符合 GB/T18487,1— 2015中 第 7章 的要求。

75,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充电桩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充电桩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7,5,4 接地要求

充电桩的接地要求应能满足以下规定 :

a) 充电桩金属壳体应设置接地螺栓,其直径不得小于 6111nl,并 立有接之f志 :

b) 所有作为隔离带电导体的金属材质的外壳、隔板、电气元件的全霉外壳以叉全唇手圬等均立有
效等电位联结,接地连续性电阻不应大于 01Ω

;

c) 充电桩金属材质的门、盖板、覆板和类似部件,应采用保护导体将这些部件和充电桩接地瑞子
连接,此保护导体的截面积不得小于 2511ul12。

表 2 充电桩各部件极限温升

部件或器件 极限温升
K

熔断器外壳

母线连接处

铜一铜

铜搪锡一铜搪锡

铜镀银一铜镀银

ο

 
ο

 
ο

额定绝缘电压 ∝
V

电气间隙
mm

爬电距离
llllll

C≤ 60

60(叱≤300

300(∝≤700

注 1:当主电路与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的额定绝缘电压不一致时,其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分别按其额定值选取。
注 2:具有不同额定值主电路或控制电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气问隙与爬电距离,应按最高额定绝缘电压选取。
注 3:小母线、汇流排或不同级的裸露的带电导体之间,以及裸露的带电导体与未经绝缘的不带电导体之间的电气间隙

不小于 12mm,爬 电距离不小于⒛mm。
注 4:印刷电路板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参考 GⅣT16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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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电气绝缘性能

7,61 绝缘电阻

充电桩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 (金属外壳)之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MΩ 。

762 介电强度

丨        充电桩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 (金属外壳)之间,按其I作 电压应能

|      承受表 4所规定历时 1min的 工频交流电压。试验过程中,试验部位不应出现绝缘击穿和闪络现象。

7,6,3 冲击耐压

充电桩各带电回路、各带电电路对地 (金属外壳)之间,按其工作电压应能承受表 4所规定标准雷

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试验过程中,试验部位不应出现击穿放电。

表 4 绝缘试验的试验等级

额定绝缘电压 ⒋

V
绝缘电阻测试仪器的电压等级

V
介电强度试验 电压

kV
冲击耐压试验电压

kV

≤60 250 ±10

60<<乙亏≤≤300 500 ±25

300(矶≤700 1000 +
_

注:出厂试验时,介 电强度试验允许试验电压高于表屮规定值的 10%,试验时问 1s。

7,7 保护功能要求

7,7,1 充电桩应具备输出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过载和短路保护应符合GB/T18487.1—⒛ 15中 12章 的

要求。

7,72 当充电桩额定电流大于 16A且采用 GB/T18487.1— 2015中 3.1规定的连接方式 A或连接方式 B

时,充电桩供电插座应设置温度监控装置,充 电桩应具备温度监测和过温保护功能。

773 在充电过程中,当达到设置的结束条件,或操作人员对充电桩实施了停止充电指令,充 电桩应控

制开关 S1切换到丬2V,并在检测到 S2开关断开后,在 100ms内 切断交流供电回路;超过 3s仍未检测

.      至刂S2断开时,则强÷刂切断交流供电回路c如供电接口带有电子锁,应在交流回路切断 100ms后解锁。

‘          注:SI、 S2开大仁置参见图6:

∫      774 具各急停功能的充电桩启动急停装置时,充 电桩应在100ms内 切断交流供电回路。

775 当充电桩与电动汽车之间的保护接地连续性丢失,充电桩应控制开关S1切换到+12V,并在100ms

内切断交流供电回路。

776 当充电桩检测到检测点1电压幅值为12V(状态1)或其他非6V(状态3)、 非9V(状态2)状态时 ,

充电桩应控制开关S1切换到+12V,并在100ms内 切断交流供电回路 ;

当检测到供电接口由完全连接变为断开 [检测点 4由完全连接变为断开 (状态 A)]时 ,充电桩应控

制开关 S1切换到+12V连接状态,并在 100ms内 断开交流供电回路 ;

当捡测点 1的 电压幅值由6V变为 9V时 ,充电桩应在 100ms内 切断交流供电回路 ,并持续输出 PⅥ~【

信号:兰车圬再}0t吁 合 S2时 ,充 电桩应再次接通交流供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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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备 供电接口 车辆接口 电动汽车

俨旒唧 :′丨

图 6 控制导引原理图 (以 充电模式 3连接方式 B为例 )

7,7,7 当充电桩PWWI信号对应的充电电流限值≤⒛A,且充电桩实际输出电流超过充电电流限值2A并保

持5s时 ,或充 电桩PWM信 号对应的充电电流限值 )⒛A,且充电桩实际输 出电流超过充电电流限值的

110%并保持5s时 ,充电桩应在5s内 切断交流供电回路并控制s1切换到H2V。

注:s1、 s2开关位置参见图 6。

778 充电桩应具备交流接触器 (或同类装置)粘连检测功能。当接触器触点粘连时,充电桩应发出告

警提示,并不能启动充电。

7,79 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桩应具有明显的状态指示或文字提示,防止人员误操作。

77,10 充电桩的接触电流应满足GB/T18487.1—⒛15中 11.2要求。

77,11 充电桩应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78 控制导引电路要求

充电桩的控制导引电路应满足 GB/T18487.1— 2015中 附录 A的要求。

当充电桩自身无故障且供电接口己完全连接 (对充电模式 3的连接方式 A或 B),且充电桩己做好

充电准备时,则开关 S1从连接 1zV+状态切换至 PWM连接状态,供电控制装置发出PWM信号。供电

控制装置通过测量检测点 1的 电压和检测点 4来判断充电连接装置是否完全连接。具备省电模式的充电

桩,进入省电模式的时间不宜低于 叨h。

79 充电控制时序及流程

充电控制时序及流程应满足 GB/T184871—2015中 附录 A。 3、 附录 A.4及附录 A5的规定。

7,10 待机功耗

在额定输入电压下,充电桩 (一桩双充及以下)的待机功耗不应大于 15W=

7,11 机械强度

充电桩包装完好,按 GB/T以23.55—200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外壳应能承受豇烈冲击能量为 ⒛J

(5kg,0,4m)。 试验结束后性能不应降低,充电桩的 IP防护等级不受影响,门的操作和锁止点不受损坏 ,

不会因变形而使带电部分和外壳相接触,并满足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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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噪声

充电桩在额定输出功率下稳定运行,在周围环境噪声不大于 40dB的条件下,距离充电桩水平位置

lm处 ,测得噪声最大值应不超过 55dB。

713 机械开关的特性要求

7131 开关

充电桩内开关应符合 GB/T18487.

7.13.2 接触器

充电桩内接触器应符合

7,13.3 断路器

充电桩内断路器

7.13.4 继电器

充电桩内继电

7,13,5 剩余电流

每台充电桩均 保护器应符合 GB/T

1gzI四 ,1—2015中

7,14 环境要求

7.141 低温性能

按 GB/T昭”,1= 的下限值 , 充电桩应

能正常启动。试验前、

7142 高温性能

按 GB/T2绲 3.2—⒛Og中 7.1.1规 定的上限值,待达到试

廴三
=I=廴

△ 乏t,tt△ -i∶ 前、试验期间、试验后,充电桩应

能正常工作。

7.i0.3 湿热性能

按 GB/T彳23.4—2008中 试验 Db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温度为 (40± 2)℃ ,循环次数为 2次 ;

在试验结束前 ⒛ 进行介电强度试验和测试绝缘电阻,其中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MΩ ,介电强度按表 4规

定值的 75%施加测量电压。试验结束后,恢复至正常大气条件,通电后充电桩应能正常工作。

715 电磁兼容要求

7151 通用试验条件

充电拄的设备配置参见 GB∷T18487.2—2017中 的第 4章 ;

.卜 2015中 10,2.2的

的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 Ad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

、试验后,充 电桩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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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的试验负载条件参见 GB/T18487.2— 2017中 的第 5章 ;

测试过程的操作条件参见 GB/T18487.2— 2017的 第 6章。

7,15,2 抗扰度要求

71521 抗扰度性能判据

充电桩抗扰度性能判据见 GB/T18487.2—⒛17中的7.1节。

7,1522 抗扰度试验要求

在不同环境中使用的充电桩,其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

度、浪涌抗扰度、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应满足 GB/T184872~⒛ 17

中 7.2的 要求。

7,15,3 发射要求

充电桩射频骚扰试验应满足 GB/T18487.2—⒛17中 83的要求。

8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81 标志

8,1,1 充电桩应具有铭牌,并安装在明显位置,铭牌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

——生产厂家 ;

——产品名称 ;

——产品型号 ;

——额定输出电压 ;

——额定输出电流 ;

——出厂编号 ;

——生产日期 ;

——室内或室外使用 (IP等级 )。

注:如有多路输出时,标明电流最大值和每路值。

8,1.2 充电桩上各种开关、指示灯、接线端子、接地端子处等应有相应的文字符号作为标志,并与接线

图上的文字符号一致。相应位置上应具有接线、接地及安全标志,要求字迹清晰易辨、不褪色、不脱落、

布置均匀、便于观察。

8,2 包装

821 充电桩的包装应采取防潮、防振措施,且符合GB/T13384的 规定和712的 要求。产品随带文件及

附件包括:装箱清单、出厂试验报告、合格证、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安装使甲说 E厅 书、睫枧跗件及各

件清单。

822 产品外包装上应有清晰、耐久的包装贮运图示标志,图示标志应符台GB T191:∶ 乏乏 :

8.3 运输

充电桩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振动冲击、曝晒雨淋、倾倒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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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储存

充电桩在储存期间,应放在空气流通、温度在一25℃ ~+55℃之间、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无

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的仓库内,在储存期间不应淋雨、曝晒、凝露和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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