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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４１５５—２００９《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安全要求》，与ＧＢ２４１５５—２００９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调速单元”和“车载充电机”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２）；

———增加了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见４．２．１．４）；

———删除了电动机过载保护（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２．６）；

———增加了Ｂ级电压电缆应以橙色区分的要求（见４．２．２．７）；

———优化绝缘电阻要求及测试方法（见４．２．２．８、５．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４．２．３．４、５．２）；

———增加了遮栏和外壳防护等级的要求（见４．２．２．１１）；

———增加了Ｂ级电压电路断电后的安全要求（见４．２．２．１２）；

———增加了充电接口断电后的安全要求（见４．２．４．２）；

———增加了起动的安全要求（见４．３．１．２）；

———增加了动力蓄电池剩余电量行驶速度的要求（见４．３．２．３）；

———简化耐电压试验（见５．３，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３）；

———增加了电位均衡测试的豁免说明（见５．５）；

———增加了剩余电量警示试验（见５．６）。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天津摩托

车质量监督检验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本田摩托（广州）

有限公司、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金浪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新日电动车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雅迪机车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吉能电源系统有限公司、昆山巩诚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洪先建、陈戟、付俊俊、袁克忠、李彬、袁章平、付晓萱、舒国勇、钟学良、徐恒、

向龙贤、贡俊、董经贵、王春磊、张英男、吴红杰、郭锋。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４１５５—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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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纯电动摩托车、纯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的一般要求、电气安全要求、操作安全要求、标

志和警示语要求和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纯电动摩托车、纯电动轻便摩托车（除特殊说明外，以下简称“电动摩托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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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５３５９．１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１部分：车辆类型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５３６５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８３８４．１—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ＲＥＥＳＳ）

ＧＢ／Ｔ１８３８４．３—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３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　电动汽车术语

ＧＢ／Ｔ２４１５７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续驶里程及残电指示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３５９．１、ＧＢ／Ｔ１８３８４．３—２０１５和ＧＢ／Ｔ１９５９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调速单元　狊狆犲犲犱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当电动摩托车处于“可行驶模式”时，可控制其行驶速度的操作装置。

３．２

车载充电机　狅狀犫狅犪狉犱犮犺犪狉犵犲狉

固定安装在电动摩托车上，将公共电网的电能转换为直流电给车载储能装置充电的装置。

４　要求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应避免电气部件所产生的热量造成燃烧或人员烫伤。

４．１．２　电控调速单元的设计应避免由于非正常操作或无操作而引起的火灾或触电危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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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电气安全要求

４．２．１　动力蓄电池

４．２．１．１　散热和通风

动力蓄电池箱应有良好的散热和通风，同时在结构设计上应保证安装在电动摩托车上的动力蓄电

池产生的有害气体不会储存于电动摩托车内部的角落。

４．２．１．２　安装

动力蓄电池在正常安装位置条件下，表面不得有电解液渗漏或溅出。动力蓄电池的安装应保证车

辆运行受到振动时，蓄电池不能受到不正常的摩擦或应力。

４．２．１．３　电池保护

动力蓄电池、充电系统和动力电路系统应设有保护功能。该功能应能在电动摩托车制造厂规定的

过流、欠压、过充电、过热与动力蓄电池连接的电路出现短路的情况下，自动断开与动力蓄电池的连接电

路。该功能的响应时间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

４．２．１．４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动力蓄电池的爬电距离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动力蓄电池连接端子间的爬电距离犱１按式（１）计算，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１ ≥０．２５犝＋５ …………………………（１）

　　式中：

犝———动力蓄电池两个输出端子间的最大工作电压，单位为伏（Ｖ）。

ｂ）　带电部件与电平台之间的爬电距离犱２按式（２）计算，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２ ≥０．１２５犝＋５ …………………………（２）

　　式中：

犝———动力蓄电池两个输出端子间的最大工作电压，单位为伏（Ｖ）。

导电部件之间的电气间隙应不小于２．５ｍｍ。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测量见图１。

　　说明：

１———可导电表面；

２———连接端子（蓄电池模块、蓄电池包或动力蓄电池）；

３———爬电距离；

４———电气间隙。

图１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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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带电部分的触电防护

４．２．２．１　除特殊说明外，标称电压不高于３６Ｖ（ｄ．ｃ．）和１２Ｖ（ａ．ｃ．）（ｒｍｓ）的带电部分本标准不做要求。

注：使用脉冲电压时，取１０ｍｓ以上的最大电压值为工作电压，若峰值持续时间均小于１０ｍｓ时则取其均方根值。

４．２．２．２　标称电压高于３６Ｖ（ｄ．ｃ．）和１２Ｖ（ａ．ｃ．）（ｒｍｓ）的带电部分应使用绝缘包覆即基本绝缘或加以

隔离密封以防止直接接触。

４．２．２．３　带电部分的绝缘材料应能满足标称电压及温度的要求。带电部件的绝缘包覆应只能通过毁坏

才能被拆除。绝缘油漆、涂料、胶水、瓷釉等类似材料都不应用作绝缘包覆（基本绝缘）。

４．２．２．４　带电部分的隔离密封应使用具有适当强度的护板、护盖、保护架等以防止直接接触。其中人员

乘坐及放置物品的空间的隔离防护装置不可以在不使用工具或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打开、拆除；其他不使

用工具能够打开的部位应标示警告符号，警告符号见图２。

４．２．２．５　不得含有裸露的导线、接线端、连接单元。车上布线应加以保护，不得接触毛刺、散热片等，以

免损坏布线绝缘；通过绝缘导线的金属孔其表面要光滑、圆整且配有套管。

４．２．２．６　各电气部件之间的连接导线，不应受到过度的拉力；方向把与车架之间的连接不应因正常转动

而损坏导线的绝缘，同时应有效防止电线与运动部件的接触。

４．２．２．７　Ｂ级电压电路中的电缆及电路中的外皮（可以是线缆护管）应用橙色加以区分，外壳里面或遮

栏后面的除外。

４．２．２．８　Ｂ级电路的绝缘电阻应大于１０００Ω／Ｖ，绝缘电阻测量方法按照５．２进行。

４．２．２．９　对于安装有车载充电机的电动摩托车，应对其车载充电机的输入端与电平台之间进行耐电压

试验。试验后，车载充电机的输入端与电平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符合４．２．２．８的要求。

４．２．２．１０　按照５．４进行各项防水试验后，均应按照５．２立即测量电路的绝缘电阻（电动摩托车仍是湿

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５００Ω／Ｖ；静置２４ｈ后再次测试应大于１０００Ω／Ｖ。

４．２．２．１１　遮栏／外壳的防护等级应至少能满足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ＸＢ的要求：

ａ）　客舱和行李舱中的遮栏／外壳的防护等级应至少能满足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ＸＤ的要求；

ｂ）　对于不用工具可以断开且未接合时带Ｂ级电压的连接器，在未连接状态下应至少能满足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ＸＢ的要求。

４．２．２．１２　出现故障的Ｂ级电压电路可采用断电的方式进行保护。切断供电的电路应在车辆制造商规

定的时间内达到下列要求之一：

———交流电路应降到３０Ｖ（ａ．ｃ．）（ｒｍｓ）以下，直流电路应降到６０Ｖ（ｄ．ｃ．）以下；

———电路存储的总能量小于０．２Ｊ。

４．２．３　外露可导电部分的触电保护

４．２．３．１　Ａ级电压外露可导电部分本标准不做要求。

４．２．３．２　外露可导电部件全部连接以维持电位均衡。其连接方式可以为：

ａ）　以电线连接；

ｂ）　经由螺丝与金属车架连接。

４．２．３．３　外露可导电部分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任何两个外露可导电部件之间的电阻值不超过０．１Ω；

———外露可导电部件通过绝缘材料与Ｂ级电压系统进行隔离，且与Ｂ级电压系统之间的绝缘电阻

大于２０ＭΩ，试验电压为１０００Ｖ。

４．２．４　电动摩托车与充电电源连接要求

４．２．４．１　电动摩托车与充电电源进行物理连接时不可通过电动摩托车自身的驱动系统使其移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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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使用的元件应具有可终止连接以中断电流，而不会造成任何物体损坏的功能。

４．２．４．２　固定安装在电动摩托车上的充电接口在断开时应至少满足下述一种要求：

———使传导连接到电网的电路在１ｓ内断电，断电电路应满足４．２．２．１２的要求；

———满足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ＸＢ的要求，并能在制造商规定的时间内断电。

４．２．５　过流保护装置

若电动摩托车的设计功能在辅助装置（例如充电器、电力转换器）损坏时无法控制由电池流往该装

置的电流，则应在电路的任一端设置过流保护装置。

４．３　操作安全要求

４．３．１　起动

４．３．１．１　应通过一个钥匙开关起动电动摩托车，该钥匙可以采用机械式、数字式、生物识别等各类解锁

方式。

４．３．１．２　电动摩托车从驱动系统电源切断状态到“可行驶模式”，应至少经历两次有意识的不同动作。

４．３．１．３　若电动摩托车使用机械解锁的钥匙进行起动，驱动系统运转时或电动摩托车处于“可行驶模

式”时，钥匙应不能被取下。

４．３．２　行驶和停车

４．３．２．１　电动摩托车应通过ＧＢ１５３６５中的“运行准备”符号提示驾驶员电动摩托车可以起步行驶。

４．３．２．２　当驾驶员离开时，如果驱动系统仍处于“可行驶模式”，或只通过一个操作动作就可使电动摩托

车处于“可行驶模式”时，则应通过一个明显的声学或光学信号提醒驾驶员或自动切换到“不可行驶模

式”。

４．３．２．３　电动摩托车应安装符合ＧＢ／Ｔ２４１５７要求的剩余电量指示装置及警示装置。

４．３．２．４　当动力蓄电池低电量影响到电动摩托车的行驶，应通过一个明显的声或光信号装置进行提示，

且此时的剩余电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能够使电动摩托车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使其以不低于１５ｋｍ／ｈ的速度行驶至少３ｋｍ；

ｂ）　如果动力蓄电池作为辅助电路的直接电源时，其最小的剩余电量应满足ＧＢ７２５８规定的照明

及光信号装置的发光强度。

４．３．２．５　如果电动摩托车装有为保护ＲＥＥＳＳ（可充电储能系统）或驱动系统而启动的功率限制装置，当

功率的限制或降低达到设定值以下时，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通知摩托车使用者。

４．３．２．６　仅当电动摩托车速度为０时，才能切换其驱动方向。

４．４　标志和警示语要求

４．４．１　动力蓄电池及容易接触的Ｂ级电压部件的防护罩应在易见的位置标注图２规定的标志，标志应

清晰牢固。

注：底色为黄色，边框和符号为黑色。

图２　高压警告／电击危险标志

４

犌犅２４１５５—２０２０



４．４．２　动力蓄电池上应清晰可见地注明其化学类型、标称电压、额定容量，以便识别。

４．４．３　分体式动力蓄电池充电器应标明“谨防雨淋！”的警示语。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试验一般要求

５．１．１　除另有规定，试验均应按出厂时的状态尽可能在同一样车上进行，该样车应能承受全部有关

试验。

５．１．２　对任何可运动部件的试验，应将其置于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的位置。

５．１．３　所有测试仪器的准确度应满足表１要求。

表１　试验设备准确度要求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要　　求

１ 温度表 ±２％

２ 湿度表 ±２％

３ 低电阻测试仪 ±０．２％

４ 绝缘电阻测试仪 ５级

５ 耐压测试仪 ±５％

６ 流量计 １．０级

７ 直流电流表 １．５级

５．２　绝缘电阻的测量

５．２．１　绝缘电阻测量前应先将电动摩托车放置在下列环境中８ｈ：

———温度：１８℃～２８℃；

———相对湿度：８５％～１００％；

———气压：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２．２　动力蓄电池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依据ＧＢ／Ｔ１８３８４．１—２０１５中的５．１．３进行。

５．２．３　测量动力系统电路的绝缘电阻时，应断开动力电池的连接，在动力系统母线与金属车架之间施

加表２所示的测试电压，持续一段时间，至获得稳定的读数为止；如在６０ｓ内不能获得稳定读数，则选

取６０ｓ内的最小读数。

表２　绝缘电阻测试电压

测量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犝ｍａｘ／Ｖ

（对于交流电路，犝ｍａｘ为ｒｍｓ值）
测试电压／Ｖ

≤１６０ ２５０

１６０～３３０ ５００

＞３３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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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耐电压试验

５．３．１　在车载充电机的输入端与电底盘之间施加５０Ｈｚ～６０Ｈｚ、２（犝０＋１２００）Ｖ的交流电压，持续

１ｍｉｎ，并记录试验的漏电流值，犝０为车载充电机输入端最大有效电压值。

５．３．２　试验过程中，断开动力电池，保持车辆的其余电路完整连接。若测试电路中有无法承受测试电

压的电子元件，可将其摘除。

５．３．３　可用１．４倍的直流电压代替交流电压进行测试。

５．４　防水试验

５．４．１　洗车测试

使用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５的软管喷嘴，见图３，使用清水，以１２．５Ｌ／ｍｉｎ的流量沿车身各接

缝喷水，喷嘴与车身接缝距离为２．５ｍ～３ｍ，尽量保证移动速度接近０．１ｍ／ｓ，冲洗一个循环。

单位为毫米

图３　软管喷头结构尺寸

５．４．２　雨淋测试

使用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３的喷头，见图４，使用清水，按照图中的距离以１０Ｌ／ｍｉｎ流量，尽

可能通过喷头有规则的移动，喷淋电动摩托车５ｍｉ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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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０．５的孔１２１个，其中一个在中央里面２圈每圈１２个孔，间距３０°；

外面４圈每圈２４孔，间距１５°；

活动挡板：铝；

喷头：黄铜。

图４　喷头结构尺寸

５．４．３　涉水测试

电动摩托车以２０ｋｍ／ｈ的速度，在水深１０ｃｍ的水池中，行驶５００ｍ。如果水池长度小于５００ｍ，

可往返进行，但总的时间（包括在水池外的时间）应小于１０ｍｉｎ。

５．４．４　试验结束

各项防水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应满足４．２．２．９的要求。

５．５　电位均衡测试

用一个０．２Ａ以上的电流通过任意两个外露可导电部件，至少５ｓ，测其电压降。根据电流和电压

降计算得到的电阻值应不超过０．１Ω。

注１：测量时注意避免测量试具的触点与外露可导电部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否则会影响试验结果。

注２：对于表面有镀层的导电部件，可破坏镀层后进行测试。

注３：通过金属焊接连接的部件，在此项测试中认为是属于同一导电部件。

５．６　剩余电量警示试验

５．６．１　试验条件应满足ＧＢ／Ｔ２４１５７中对试验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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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ａ）　试验开始前应保证车辆的剩余电量在警示值以上。

ｂ）　放电：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将车辆放电至剩余电量警示值。

ｃ）　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全程开启近光灯，使车辆按照１５ｋｍ／ｈ±１ｋｍ／ｈ的速度匀速行驶，直

至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结束：

———行驶里程达到３ｋｍ；

———车速不能达到１５ｋｍ／ｈ（判定为不合格，终止试验）。

ｄ）　完成３ｋｍ行驶试验后，对于动力蓄电池作为辅助电路直接电源的车辆，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

光照强度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要求。

６　说明书

每辆车应附有用户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上应特别注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维护等特殊的要求，至少

包括：

ａ）　应在说明书首页注明“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未了解电动摩托车的特性前，请不要使用”；

ｂ）　特别说明“如果电源损坏或充电系统出故障，应到制造厂指定的维修店更换和维修”；

ｃ）　电动机、控制器、动力蓄电池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方法；

ｄ）　充电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ｅ）　驾驶人员的要求；

ｆ）　特殊清洗条件的要求（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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