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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制定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规定了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提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 

——明确了本文件适用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明确了应用环境条件的标示（见第 4 章）； 

——提出了环境适应性要求（见第 5 章）； 

——提出了试验方法（见第 6 章） 

——明确了试验报告应包含的信息（见第 7 章）； 

——提出了检验规则（见第 8 章）； 

——明确了环境适应性标志和随机文件应包含的信息（见第 9 章）； 

——给出了导则（见附录 A）。 

——提供了我国的气候类型（见附录 B）。 

本标准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城市供电标准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和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白广路二条 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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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应用环境条件的标示、环境适应性要求、试验方法、试验报告应包

含的信息、检验规则、环境适应性标志和随机文件应包含的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户外或极端户内环境条件的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接入交流或直流配电网、采

用传导或无线方式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类似用途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 

本标准涉及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以下简称充电设备）在不同应用环境下的适应性要求，不涉及在贮

存或运输期间的环境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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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1.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 

GB/T 2422  环境试验 试验方法编写导则 术语和定义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7-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和导则：倾跌与翻倒（主

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J及导则：长霉 

GB/T 2423.18-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 2423.19-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c：接触点和连接件的二氧化硫试验 

GB/T 2423.24-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Sa：模拟地面上的太阳辐射及其试验导则 

GB/T 2423.2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Z/AM：低温/低气压综合试

验 

GB/T 2423.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L：沙尘试验 

GB/T 2423.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423.41-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风压 

GB/T 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 

GB/T 2423.6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

度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180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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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38-2006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 

GB/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22、GB/T 11804和GB/T 293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

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2422、GB/T 11804和GB/T 29317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户外充电设备 outdoor charging equipment 
为电动汽车或车内的动力蓄电池提供电能的户外设备，一般包括交流充电桩、非车载充电机等。 

3.2  

    环境条件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产品在贮存、运输和使用时所经受的外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 

3.3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 
单独或组合地形成一种环境条件（如热、振动）的一种物理、化学或生物的影响。 

3.4  

    环境参数 environmental parameter 
描述环境因素的一个或多个物理、化学或生物的特征（如温度、加速度）。 

3.5  

    环境参数的严酷程度 severity of environmental parameter 
表征每个环境参数的量值。 

3.6  

    环境适应性 environmental suitability 
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和预定的寿命期间，产品服务于预定目的的适应能力。 

3.7  

    充电用连接装置 connection set for charging 
电动汽车充电时，连接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组件，除电缆外，还可能包括供电接口、车

辆接口、缆上控制保护装置和帽盖等部件。 

3.8  

    连接方式 C case C connection 
将电动汽车和交流电网连接时，使用了和供电设备永久连接在一起的充电电缆和车辆插头。 

3.9  

    试验 test 
试验是指一系列完整的操作过程，如需要通常包括：预处理、初始检测、条件试验、中间检测、恢

复、最后检测。 

3.10  

    预处理 preconditioning 
为消除或部分抵消试验样品以前经历的各种效应，在条件试验前对试验样品所作的处理。 

3.11  

    条件试验 conditioning 
把试验样品暴露在试验环境中，以确定这些条件对试验样品的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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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恢复 recovery 
在条件试验之后最后检测之前，对试验样品的处理，为使试验样品的性能稳定所做的处理。 

3.13  

    试验样品 specimen 
进行环境试验的产品的样本，包括使该产品功能完整的任何辅助部件和防护部件，如气候防护的附

件（冷却器、加热器等）和防止异物进入的阻挡物（门封、孔封等）。 

3.14  

    综合试验 combined test 
两种或多种试验环境同时作用于试验样品的试验。 

3.15  

    试验顺序 sequence of tests 
试验样品被依次暴露到两种或两种以上试验环境中的顺序，各次暴露之间通常要进行预处理和恢

复，前一项暴露的最后检测就是下项暴露的初始检测。 

4 应用环境条件的标示 

4.1 总则 

充电设备的应用环境条件通过环境类别代码标示。 

4.2 环境类别 

4.2.1 概述 

充电设备的环境类别分为以下三种： 

a) 安装场所； 

b) 周边环境； 

c) 气候类型。 

4.2.2 安装场所 

安装场所分为以下三种： 

a) 极端环境条件的室内场所（例如，地下停车库和立体停车库）； 

b) 有直接淋雨防护和日晒防护的遮蔽场所（例如，棚架下）； 

c) 一般意义上的室外场所（例如，露天）。 

4.2.3 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分为以下三种： 

a) 乡村或有少量工业污染的城市及交通不繁忙的场所； 

b) 有工业污染或交通繁忙的城市及位于乡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c) 高浓度化学污染的工业区。 

4.2.4 气候类型 

气候类型合并为以下四种： 

a) 寒冷和寒温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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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暖温； 

c) 亚湿热和湿热； 

d) 全国适用。 

注：“全国适用”适用于海拔4000m及以下的各种气候类型（包括：寒温Ⅱ和干热），以及与气候类型无关的

风压和低气压等特殊气候条件。我国的气候类型参见附录B。 

4.3 标示方法 

4.3.1 环境类别代码的配置 

环境类别代码的含义如图1所示 

EA  1  2  3 
 

代码字母（环境适应） 

第一位特征数字（安装场所） 

第二位特征数字（周边环境） 

第三位特征数字（气候类型） 

 

不要求规定特征数字时，由字母“X”代替（如果两个字母都省略则用“XX”表示）。 

附加字母可省略，不需代替。 

当使用一个以上的附加字母时，应按字母顺序排列。 

4.3.2 环境类别代码的各要素及含义 

环境类别代码各要素的简要说明见表1。 

表1 环境类别代码各要素的简要说明 

环境类别代码组成 数字或字母 含义 

EA EA 环境适应 

第一位特征数字 

安装场所 

1 极端环境的室内场所 

2 有防护的遮蔽场所 

3 室外场所 

第二位特征数字 

周边环境 

1 乡村或有少量工业污染的城市及交通不繁忙的场所 

2 有工业污染或交通繁忙的城市及位于乡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3 高浓度化学污染的工业区 

第三位特征数字 

气候类型 

1 寒冷和寒温Ⅰ 

2 暖温 

3 亚湿热和湿热 

4 全国适用 

 

5 环境适应性要求 

5.1 总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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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备应在其环境类别代码标示的环境条件（参见A.1）下和预定的寿命期间内正常使用。 

5.2 环境因素 

充电设备承受的环境条件较为复杂，包括以下15种环境因素： 

a) 低温； 

b) 高温； 

c) 冲击； 

d) 振动（正弦）； 

e) 风压； 

f) 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度； 

g) 交变湿热； 

h) 低温-低气压 

i) 恒定湿热； 

j) 盐雾； 

k) 二氧化硫； 

l) 砂尘； 

m) 水； 

n) 长霉； 

o) 锤击。 

5.3 低温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2。 

表2 低温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1、XX4 XX2、XX3 

温度/℃ -33 a -20 

持续时间/h 4 4 

样品状态 断电-待机 b 断电-待机 a 
a   充电设备内若无加热部件，此温度值应为-50℃。 
b   条件试验结束前 2h 转入待机，并持续 2h。 

 

注：条件试验的样品状态见6.4。 

5.4 高温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3。 

表3 高温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1 XX2 XX3、XX4 

温度/℃ +35 +50 +40 +50 +40 +55 

持续时间/h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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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状态 满载充电 待机 满载充电 待机 满载充电 待机 

 

5.5 冲击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4。 

表4 冲击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X 

脉冲波形 后峰锯齿形脉冲 

脉冲持续时间/ms 11  

峰值加速度/(m/s2) 150 

冲击轴向数 a 6 

每轴向上脉冲次数 3 

样品状态 断电 
a   三个相互垂直轴向的正、负两个方向。 

 

5.6 振动（正弦）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5。 

表5 正弦振动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X 2XX、3XX 

频率范围/Hz 10～150 10～150 

交越频率/Hz 58～62 58～62 

位移幅值/mm 0.075 0.035 

加速度幅值/(m/s2) 10 5 

响应检查 

轴向数目 3 3 

扫频速率/(oct/min) 1 1 

扫频周期数目/轴向 a 1 1 

定频耐久 持续时间/min b 10 10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 

 

5.7 风压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6。 

表6 风压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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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4 

试验风速/(m/s) 20 

迎风面 4 

仰角 α/(°) 0 

方位角 β/(°) 0 

持续时间/min 30 

样品状态 断电 
 

5.8 引出端强度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7。 

表7 引出端强度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X 

试验部位 采用连接方式 C 的充电用连接装置 

拉力方向 充电时正常拉伸方向 

拉力/N 500 

持续时间/s 10 

样品状态 断电 
 

5.9 交变湿热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8。 

表8 交变湿热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1、XX2 XX3、XX4 

上限温度/℃ 40 55 

循环 2 2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待机 a 
a   条件试验结束前 2h 转入待机，并持续 2h。 

 

5.10 低温/低气压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9。 

表9 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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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33 

气压/kPa 61 a 

持续时间/h 4 

样品状态 断电-待机 b 
a   若对环境类别代码特殊说明，仅适用于海拔 3000m 及以下地区，此气压值可为 70kPa。 
b   条件试验结束前 2h转入待机，并持续 2h。 

 

5.11 恒定湿热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0。 

表10 恒定湿热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1、1X2、2X1、2X2 XX3、XX4 

温度/℃ 40 40 

相对湿度/％ 85 93 

持续时间/d 2 2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待机 a 
a   条件试验结束前 2h 转入待机，并持续 2h。 

 

5.12 二氧化硫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1。 

表11 二氧化硫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2X X3X 

二氧化硫浓度/(×10-6) a 25 25 

温度/℃ 25 25 

相对湿度/％ 75 75 

持续时间/d 4 10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 
a   体积浓度。 

 

5.13 沙尘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2。 

表12 沙尘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X、2XX 3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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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尘 
细尘最大尺寸/μm 75 75 

用尘量/(kg/m3) 2 2 

持续时间/h 8 8 

按 GB 4208 分级 IP5X IP5X 

样品状态 轻载充电 轻载充电 

 

5.14 水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3。 

表13 水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X、2XX 3XX 

方法 Rb1 

摆动管法 a 

摆动管类型 2 2 

喷水孔分布角度 α/(°) ±90 ±90 

喷水孔孔径/mm 0.4 0.4 

每个孔中水流量/(L/min) b 0.07 0.07 

摆动管的摆动角 β/(°) ±180 ±180 

持续时间/min 10 20 

方法 Rb2 

淋水喷头法 a 

淋水角度/(°) ±180 ±180 

水流量/(L/min) 10 10 

持续时间 1min/m2 至少 5min 2min/m2 至少 10min 

按 GB 4208 分级 IPX4 IPX4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 
a   方法任选其一。 
a   摆动管的总流量见 GB/T 2423.38-2008中表 1。 

 

5.15 盐雾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4。 

表14 盐雾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2X4 3X4 

盐雾环境 

盐（氯化钠）浓度/% a 5 5 

盐溶液 pH 值 6.5～7.2 6.5～7.2 

温度/℃ 15～35 15～35 

每个周期持续时间/h 2 2 

潮热环境 
温度/℃ 40 40 

相对湿度/％ 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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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期持续时间/h 22 22 

循环次数 1 3 

总持续时间/d 1 3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 
a   质量浓度。 

 

5.16 长霉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5。 

表15 长霉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XX4 

培养条件 
温度/℃ 28～30 

相对湿度/％ 90～100 

培养周期/d 28 

样品状态 断电 

 

5.17 锤击 

环境参数及严酷程度见表16。 

表16 锤击试验参数及严酷度 

试验参数 
环境类别代码（EA） 

1XX、2XX 3XX 

撞击能量/J 10 20 

等效质量/kg 5 5 

跌落高度/mm 200 400 

每个点的撞击次数 3 3 

按 GB/T 20138 分级 IK09 IK10 

样品状态 断电 断电 

 

6 试验方法 

6.1 总则 

除非另有规定，环境试验（参见A.2）应采用GB/T2423中的试验方法。 
试验室内的大气条件应符合GB/T 2421.1-2008 中5.3.1规定的测量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 

6.2 样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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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外壳样式、配置及布局选择典型产品进行试验，外壳样式、配置及布局存在尺寸差异的不同样

品仅进行差异性试验。 

6.3 样品的配置 

样品应按正常使用配置齐全，包括适当长度的电缆、使该产品功能完整的辅助部件和防护部件。 

6.4 条件试验的样品状态 

6.4.1 概述 

充电设备的状态分为以下三种： 

a) 轻载充电； 

b) 满载充电； 
c) 待机； 
d) 断电。 

6.4.2 轻载充电状态 

在轻载充电状态，充电设备内全部电路工作，充电设备向负载供电，以使风扇转动的最低功率输出。 

6.4.3 满载充电状态 

在满载充电状态，充电设备内全部电路工作，充电设备向负载供电，以满功率输出。 

6.4.4 待机状态 

在待机状态，充电设备暂停内部不必要的电路工作，只保留后台通讯、充电唤醒、状态指示灯、气

候防护等功能。 

6.4.5 断电状态 

在断电状态，充电设备停止工作，充电设备内的断路器闭合，接触器短接，可以进行绝缘试验。 

6.5 性能判据 

性能判据见表17。 

表17 性能判据的简要说明 

性能判据代码 含义 

A 样品的充电、通信、显示及保护功能应正常，无有功能丧失。 

B 样品稳流精度符合要求。a 

C 样品额定功率输出时工作正常，各元器件的温升符合要求。 

D 样品外壳平整，无明显凹凸、变形等缺陷，零部件紧固可靠，门的开启、锁止正常。 

E 样品无元器件松动或脱落 

F 样品无碎裂，门的操作和锁止不受影响，变形不造成带电部分和外壳相接触。 

G 样品电气绝缘性能试验合格，其中绝缘电阻不小于 10 MΩ，介电强度按规定值的 100％。 

H 样品降额的电气绝缘性能试验合格，其中绝缘电阻不小于 1 MΩ，介电强度按规定值的 75％。a 

I 积尘部位不影响设备正常操作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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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件试验结束前测试。 

 

6.6 气候试验 

气候试验的要求见表18。 

表18 气候试验的要求 

环境因素 工作状态 试验方法引用标准 严酷等级 初始检测判据 中间检测判据 最后检测判据 

低温 断电-待机 GB/T 2423.1-2008 a 5.3 A A、B A 

高温 满载充电 GB/T 2423.2-2008 b 5.4 A A、C A 

高温 待机 GB/T 2423.2-2008 b 5.4 A A、B A 

恒定湿热 断电 GB/T 2423.3-2006 5.11 A、G H A 

恒定湿热 断电-待机 GB/T 2423.3-2006 5.11 A、G A、H A 

交变湿热 断电 GB/T 2423.4-2008 5.9 A、G H A 

交变湿热 断电-待机 GB/T 2423.4-2008 5.9 A、G A、H A 

低温/低气压 断电-待机 GB/T 2423.25-2008 5.10 A A A 

水 断电 GB/T 2423.38-2008 c 5.15 A 无中间检测 A、G 

风压 断电 GB/T 2423.41-2013 5.7 A、D 无中间检测 A、D 
a   GB/T 2423.1-2008 中 Ad。 
b   GB/T 2423.2-2008 中 Bd。 
c   GB/T 2423.38-2008 中 Rb。 

 

6.7 机械活性物质及机械试验 

机械活性物质及机械试验的要求见表19。 

表19 机械活性物质及机械试验的要求 

环境因素 工作状态 试验方法引用标准 严酷等级 初始检测判据 中间检测判据 最后检测判据 

冲击 断电 GB/T 2423.5-1995 5.5 A、D 无中间检测 A、E 

振动（正弦） 断电 GB/T 2423.10-2008 5.6 A、D 无中间检测 A、E 

沙尘 轻载充电 GB/T 2423.37-2006 a 5.14 A 无中间检测 A、I 

锤击 断电 GB/T 2423.55-2006 b 5.19 A、D 无中间检测 A、F 

引出端强度 断电 GB/T 2423.60-2008 c 5.8 A、D 无中间检测 A、 E 
a   GB/T 2423.37-2006 中 La2。 
b   GB/T 2423.55-2006 中 Eha。 
c   GB/T 2423.60-2008 中 Ua1。 

 

6.8 生物及化学活性物质试验 

生物及化学活性物质试验的要求见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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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生物及化学活性物质试验的要求 

环境因素 工作状态 试验方法引用标准 严酷等级 初始检测判据 中间检测判据 最后检测判据 

长霉 断电 GB/T 2423.16-2008 a 5.16 A 无中间检测 A、G 

盐雾 断电 GB/T 2423.18-2008 5.12 A 无中间检测 A 

二氧化硫 断电 GB/T 2423.19-2013 5.13 A 无中间检测 A 
a   GB/T 2423.16-2008 中试验方法 2。 

 

7 试验报告应包含的信息 

试验报告应包含能够重现测试的所有必要信息。尤其是以下信息应该被记录并报告： 
——试验程序和试验顺序； 

——试验样品的抽取，试验项目在样品之间的分配； 

——试验样品的描述，样品的尺寸，功能部件、辅助部件和防护部件，任何有关样品的标识，包括：

产品名称，商标，产品型号，序列号； 
——试验样品的安装和预处理； 

——试验样品的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包含辅助部件）在条件试验期间的工作状态； 
——条件试验的严酷等级； 
——条件试验期间的测量或负载； 
——试验样品的中间检测； 
——试验样品的恢复（如果是非标准条件）； 
——试验样品的最后检测； 
——所采用的性能判据； 
——条件试验期间试验样品上观察到的任何效应和该效应的持续时间； 
——恢复后试验样品外部和内部可见的永久性损伤； 
——恢复后试验样品内部水的积聚和尘的沉积； 
——对试验样品的调整，易损件和易耗件的更换； 
——供需双方同意的对试验程序的任何偏离和所需的特殊说明； 
——所使用测试设备的类型，以及供电设备、测量设备和负载； 
——测试设备的标识，包括：设备名称，商标，设备型号，序列号。 

8 检验规则 

8.1 依据本标准的型式试验 

8.1.1 在下列情况下，产品为获得环境类别代码，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 新投产的产品（包括转厂生产的产品），应在生产鉴定前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试验； 

b) 连续生产的产品，应每五年对出厂验收合格的产品，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试验； 

c)  当设计变更，工艺或主要元器件改变，影响产品性能时，应在投入生产前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

试验； 

d) 停产两年以上的产品，应在再次投入生产前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试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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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型式试验合格，可以使用本标准规定的环境类别代码。型式试验不合格，应停止使用环境类别

代码，直至查明并消除不合格的原因，再次型式试验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环境类别代码。 

8.2 依据产品标准的型式试验 

依据本标准型式试验合格并不代表依据产品标准型式试验合格，只有依据产品标准型式试验合格

后，方可批量生产。 

8.3 出厂检验和到货验收 

可不将本标准规定的项目用于出厂检验或到货验收。 

8.4 检验项目及样品数量 

8.4.1 检验项目见表 21。 

表2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受检样品 试验顺序 试验方法 试验参数及严酷程度 

1 低温试验 A √ GB/T 2423.1-2008 5.3 

2 高温试验 A √ GB/T 2423.2-2008 5.4 

3 冲击试验 A √ GB/T 2423.5-1995 5.5 

4 正弦振动试验 A √ GB/T 2423.10-2008 5.6 

5 风压试验 A √ GB/T 2423.41-2013 5.7 

6 引出端强度试验 A √ GB/T 2423.60-2008 5.8 

7 交变湿热试验 A √ GB/T 2423.4-2008 5.9 

8 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 A √ GB/T 2423.25-2008 5.10 

9 恒定湿热试验 A √ GB/T 2423.3-2006 5.11 

10 二氧化硫试验 A √ GB/T 2423.19-2013 5.12 

11 沙尘试验 A √ GB/T 2423.37-2006 5.13 

12 水试验 A √ GB/T 2423.38-2008 5.14 

13 盐雾试验 A 或 B  GB/T 2423.18-2008 5.15 

14 长霉试验 A 或 B  GB/T 2423.16-2008 5.16 

15 锤击试验 A 或 B  GB/T 2423.55-2006 5.17 

注1： “A”和“B”代表2个检验样品 

注2：“√”表示宜按序号的顺序进行试验。 

 

8.4.2 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检验样品。 

8.4.3 检验应最多在 2 台样品上进行。表 21 中序号为 1～12 的检验项目宜在一台样品上进行，序号为

13～15 的检验项目可在另一台样品上进行。 

8.4.4 检验可按试验顺序进行。表 23 中序号为 1～12 的检验项目可按序号的顺序进行试验，各项试验

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3d，但序号为 7 的交变湿热试验与序号为 8的低温/低气压综合试验之间的间

隔（包括恢复时间在内）不宜大于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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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按照试验顺序进行的全部测试或不按照试验顺序进行的某项测试结束后，允许对可调部位进行

调整，对易损件和易耗件进行更换。 

8.5 合格判定 

8.5.1 若有样品的测试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加倍复测，若另一台样品相同试验项目的测试结

果仍达不到要求，则判定检验不合格。 

8.5.2 在按照试验顺序进行的测试中，若某项测试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再次进行复测时，宜重复

整个试验顺序。 

9 环境适应性标志和随机文件应包含的信息 

9.1 环境适应性标志 

产品的明显位置应安装铭牌，铭牌上应标注产品的环境类别代码。 

9.2 随机文件应包含的信息 

随机文件应给出产品的环境类别代码，并说明产品应用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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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导   则 

A.1 环境条件 

A.1.1 概述 

产品暴露的环境条件通常是比较复杂的，包括多个环境因素及相应的参数。因此当确定某一产品应

用的环境条件时，必须考虑以下两点： 

a) 列出涉及的环境因素； 

b) 对环境因素的每一参数选择合适的严酷等级。 

为某种产品的应用条件而选择环境因素和参数，必须检查当这些条件出现时单个、组合、顺序出现

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A.1.2 对产品的影响 

所有的产品必须设计为能够承受或多或少的严酷条件并能正常工作。环境对产品的影响基本上有两

种方式： 

a) 受短时极端环境条件的影响，会直接导致产品不能工作或损坏； 

b) 受长期非极端环境应力的影响，会导致产品缓慢劣化，最终导致产品不能工作或损坏。 

短时极端环境条件可能会出现在产品寿命中的任何时间，产品较新时可能不受极端环境条件的影

响，但是长时间使用后由于老化的影响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则可能失效。 

只在产品处于运行状态时，极端环境条件可能会影响产品。 

对于产品标准，应规定产品在该等级环境条件下暴露时，是要求能够运行，还是要求仅仅没有永久

破坏。 

A.1.3 应用 

环境条件等级可以作为设计和试验等级选择的基础，但并不表明等级限值应用于设计和试验等级，

也不应要求在等级限值处的失效率为零。设计和试验等级应根据可接受的失效风险具体进行选择，即严

酷程度的高低取决于预期的失效后果。 

产品的制造商和用户可以通过对产品采取防护措施降低环境参数的严酷等级。 

制造商和用户也可以规定产品在使用时的限制，使其满足较低的严酷等级。 

从下面选取最佳方案是经济的，技术上来说也很重要： 

a) 未加防护时产品的环境承受力； 

b) 对产品的防护措施； 

c) 产品在使用时的限制。 

A.2 环境试验 

A.2.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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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模拟真实的环境条件或再现环境条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样品在特定

环境条件下保持完好和正常工作。 

在多数情况下为了较快获得结果，环境试验一般都采用加大实际应力的加速试验。在选用加速因子

时应避免引入与实际不符合的失效机理。 

A.2.2 基本要求 

需要进行环境试验时，除非GB/T2423无适用的试验方法，通常应毫无例外地采用GB/T2423中的试验

方法，其理由如下： 

a) 需要达到预期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b) 不同实验室得到的试验结果可以进行比较； 

c) 可以避免细微差别的试验和试验设备的增多； 

d) 使用同一试验方法可将获得的结果与试验样品早期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以获得样品使用性能

的资料。 

A.2.3 试验顺序 

如果一个试验参数对样品的作用受到前一个暴露条件的影响时，则必须将试验样品按规定顺序暴露

到不同的试验环境中。 

只要有可能，应以使用条件的资料为基础确定试验顺序。如果没有使用条件的资料，建议采用能给

出最严酷影响的试验顺序。 

适用于大多数设备的试验顺序的例子：低温、高温和温度剧变试验可产生机械应力，这种应力使试

验样品对其后的试验更为敏感；冲击和振动试验产生机械应力，这种应力可使试验样品立即损坏或使它

对其后的试验更为敏感；气压、交变湿热、恒定湿热和腐蚀试验会揭示上述热和机械应力试验的影响；

沙尘试验可加重上述热和机械应力试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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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我国的气候类型 

我国的气候类型分为寒冷、寒温、暖温、干热、亚湿热和湿热，共6种。其中寒温气候类型又分为

寒温Ⅰ和寒温Ⅱ。 
图B.1给出了我国6种气候类型的区域分布，不同气候类型之间用实线分隔，其中的寒温Ⅰ和寒温Ⅱ

之间用虚线分隔。 
 

 

图B.1 中国 6种气候类型的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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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印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2016年标准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电机综【2017】20 号）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标准项目任务安排制定的。 

2 编制主要原则 

本标准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参照GB/T 4798.4-2007《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4部分：无气候防护场所固定使用》

（IEC 60721-3-4-1995，MOD）进行环境类别的分类。 
本标准依据NB/T 33001-xxxx《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和NB/T 33002-xxxx《电动

汽车交流充电桩技术条件》确定充电设备应用环境条件的环境因素。 
本标准依据GB/T 4796-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第1部分：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IEC 

60721-1-2002，IDT）确定环境因素的参数及严酷程度。 
本标准依据GB/T 2421.2-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规范编制者用信息 试验概要》（IEC 

60068-4-1987，IDT）和GB/T 20001.4-2005《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编制试验方法。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2.1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如下： 

GB/T 2421.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 
GB/T 2422-2012  环境试验 试验方法编写导则 术语和定义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7-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c和导则：倾跌与翻倒（主

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J及导则：长霉 
GB/T 2423.18-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 2423.19-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c：接触点和连接件的二氧化硫试验 
GB/T 2423.24-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Sa：模拟地面上的太阳辐射及其试验导则 
GB/T 2423.2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Z/AM：低温/低气压综合试

验 
GB/T 2423.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L：沙尘试验 
GB/T 2423.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423.41-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风压 

 



 

GB/T 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h：锤击试验 
GB/T 2423.6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

度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1804-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 术语 
GB/T 20138-2006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 
GB/T 29317-2012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2.2 参考文献 

本标准参考文献如下： 

GB/T 2421.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规范编制者用信息 试验概要 
GB/T 2424.1-2015  环境试验 第3部分：支持文件及导则 低温和高温试验 
GB/T 2424.2-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湿热试验导则 
GB/T 2424.11-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c：接触点和连接件的二氧化硫试验导则 
GB/T 2424.1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导则 
GB/T 479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第1部分：环境参数及其严酷程度 
GB/T 4797.1-2005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 
GB/T 4797.2-2005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第2部分：海拔与气压、水深与水压 
GB/T 4797.3-2014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生物 
GB/T 4797.4-2006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太阳辐射与温度 
GB/T 4797.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降水和风 
GB/T 4797.6-2013  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尘、沙、盐雾 
GB/T 4797.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地震振动和冲击 
GB/T 4798.4-2007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4部分：无气候防护场所固定使用 
GB/T 4798.10-2006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导言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7年3月，由第一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牵头，会同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运营单位、制造

单位和专业检测机构组成了标准编写工作组。 
2017年4月，标准编写工作组经过认真讨论、不断修改，制定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境适应性要

求和试验方法》标准大纲。 
2017年5月至10月，标准编写工作组开展了标准初稿的编制工作，通过向国内知名运营单位、制造

单位和检测机构调研，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并对部分环境因素及参数进行了试验验证。 
2017年10月，标准编写工作组召开了工作组会，商讨相关细节，编制完成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

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分为9章和2个资料性附录： 

——适用范围（第 1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2 章）； 

——适用的术语和定义（第 3 章）； 

 



 

——应用环境条件的标示（第 4 章）； 

——环境适应性要求（第 5 章）； 

——试验方法（第 6 章） 

——试验报告应包含的信息（第 7章）； 

——检验规则（第 8 章）； 

——环境适应性标志和随机文件应包含的信息（第 9 章）； 

——导则（附录 A）； 

——我国的气候类型（附录 B）。 

6 条文说明 

充电设备暴露的环境条件通常比较复杂的，例如：大城市的闹市区或高速公路旁，存在PM10和PM2.5

等可悬浮颗粒物；在重工业区，存在化学污染物；在汛区或城市内涝区，存在潮气；在滨海地区，存在

盐雾；在北方地区，有冬季的严寒低温，等等。 

环境条件包括多个环境因素及相应的参数。因此制定环境适应性标准时，必须确定以下两点： 

a) 环境因素； 

b) 环境因素的每一个参数及严酷等级。 

充电设备承受的环境因素包括以下15种： 

a) 低温； 

b) 高温； 

c) 冲击； 

d) 振动（正弦）； 

e) 风压； 

f) 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度； 

g) 交变湿热； 

h) 低温-低气压 

i) 恒定湿热； 

j) 盐雾； 

k) 二氧化硫； 

l) 砂尘； 

m) 水； 

n) 长霉； 

o) 锤击。 

充电设备应在其应用环境条件下和预定的寿命期间内正常使用。 

这些环境因素都将侵蚀电动汽车户外充电设备，造成设备故障，严重时还将引发充电事故，导致车

桩俱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环境适应能力差，故障率高

的问题，导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巨大的后期维护费用。 
本标准通过环境类别代码，规范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环境适应能力。 

环境类别代码可以作为设计和试验等级选择的基础，但并不表明等级限值应用于设计和试验等级，

也不要求在等级限值处的失效率为零。设计和试验等级应根据可接受的失效风险具体进行选择，严酷程

度的高低取决于预期的失效后果。 

充电设备的制造单位和运营单位可以通过对充电设备采取防护措施降低环境参数的严酷等级。 

充电设备的制造单位和运营单位也可以规定充电设备在使用时的限制，使其满足较低的严酷等级。 

 



 

总体来说，从下面选取最佳方案是经济的，技术上来说也很重要： 

a) 未加防护时产品的环境承受力； 

b) 对产品的防护措施； 

c) 产品在使用时的限制。 

本标准通过确立试验方法，验证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环境适应能力，以求延长充电设备的使用寿命，

降低故障率，减少运行维护开支。 

环境试验的目的在于通过模拟真实的环境条件或再现环境条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充电设备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保持完好和正常工作。 

环境试验为了较快获得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通常都采用加大实际应力的加速试验。在选用加速因子

时应避免引入与实际不符合的失效机理。 

在进行环境试验时，除非GB/T2423无适用的试验方法，通常应毫无例外地采用GB/T2423中的试验

方法，其理由如下： 

a) 需要达到预期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b) 不同实验室得到的试验结果可以进行比较； 

c) 可以避免细微差别的试验和试验设备的增多； 

d) 使用同一试验方法可将获得的结果与试验样品早期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以获得样品使用性能

的资料。 

在进行多项试验时，如果一个环境试验参数对检验样品的作用受到前一个暴露条件的影响时，则必

须将检验样品按规定顺序暴露到不同的试验环境中。 

只要有可能，应以使用条件的资料为基础确定试验顺序。如果没有使用条件的资料，建议采用能给

出最严酷影响的试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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