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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325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 号为
GB50966— zO14,自 zOl4年 lO月 1日 起实施。其中,第 3.2.4、

3.2.5、 11。 0.1、 11.0.4条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Tm城 乡建设部

2014年 1月 29日



目。昌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10 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0 J 43 号)的要求，由

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

成的 。

在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了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经验，借鉴了国内已有的相关企业

标准和国外发达工业国家的相关标准，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讨

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分 12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 总则、术语

和符号、规模及站址选择、总平面布置、充电系统、供配电系统、电

能质量、计量、监控及通信系统、土建、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节能

与环保等 。

本规施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由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 。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

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至国家电网公司(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

安街 86 号，邮政编码 :1 0003 1 )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编单位: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参编单位:北京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深圳供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胡江溢贾俊国武斌夏泉 吴尚洁

吴江蒋浩何仲余南华黄伟

徐中亚部披陈良亮胡彩娥

主要审查人:于文斌方晓松叶辛王洪彪霍伟翔

杨永娥秦建新孟样光盛学庆陈永忠

孙靖宇胡泽春姜久春田丰收王可峰

李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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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0.1 为使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

政策 ,统一技术要求 ,做 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制 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电动汽车充 电站的

设计。

1.0.3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贯彻国家法律、法规 ,符合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的要求。

2 与当地的区域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相协调。

3 符合防火安全、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

4 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促进技术创新。

1.0.4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整车充电模式  vehic1e charging mode

将电动汽车通过充电连接装置直接与充电设备相连接进行充

电的方式。

2.1.2 电动汽车充电站  EⅤ charging staton

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 ,应 包括 3台

及以上电动汽车充电设各 (至少有 1台 非车载充电机 ),以 及相关

供电设各、监控设各等配套设备。以下简称充电站。

2.1.3 充电系统   charging sy哎em

由充电站 内的所有充电设各、电缆及相关辅助设备组成 的

系统。

2.1.4 充电设备  charg1ng equipment

与电动汽车或动力蓄电池相连接 ,并为其提供电能的设各 ,包

括车载充电机、非车载充电机、交流充电桩等设备。

2.1.5 非车载充电机  off board charger

固定安装在地面 ,将 电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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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交流充电桩   AC charging pnes

采用传导方式为具备车载充电机的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能的

专用装置。

2.1.7 蓄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简 称

BMS)

可以控制动力蓄电池的输人和输出功率 ,监 视蓄电池的状态

(温度、电压、荷电状态),为 蓄电池提供通信接口的系统。

· 2·



2.I。 8 充电站监控系统  mo-toⅡ ng system of cl玎龇 sta妯n

对充电站的供电设备、充电设备运行状态、环境监视及报警等

信息进行采集 ,应用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对站内设备的监

视、控制和管理的系统。

2.2 符  号

2.2.1 充电机输出电压 :

彳——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串联电池单体数量 ;

Ku——充电机输出电压裕度系数 ;

σm——单体电池最高电压(V)。

2.2.2 充电机输出直流额定电流 :

Kc——充电机输出电流裕度系数 ;

rm——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最大允许持续充电电流(A)。

· 3·



3 规模及站址选择

3.1 规  模

3.1.1 充电站的布局宜结合电动汽车类型和保有量综合确定 ,并

充分利用供电、交通、消防、排水等公用设施。

3.1.2 充电站的规模宜结合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车辆的日均行驶

里程和单位里程能耗水平综合确定。

3.2站 址 选 择

3.2.1 充电站的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的要求 ,并

应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3.2.2 充电站站址宜靠近城市道路 ,不 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

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

3.2.3 充电站站址的选择应与城市中低压配电网的规划和建设

密切结合 ,以 满足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自动化的要求。

3.2.4 充电站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充电站的建

(构 )筑物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

站设计防火规范》GB sO229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sO016的 有

关规定。充电站内的充电区和配电室的建 (构 )筑 物与站内外建筑

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和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sO045的有关规定 ,充 电

站建 (构 )筑物相应厂房类别划分应符合表 3.2.4的 规定。

表3.2.4 充电站建(构 )筑物相应厂房类别划分

充电站建设条件 建 (构 )筑物厂房类别

当采用油浸变压器时 丙 类

当采用干式变压器时 丁 类

· 4·



纹 表 3.2.4

充电站建设条件 建(构 )筑物厂房类别

当采用低压供电时 戊 类

注 :干式变压器包括 s"气体变压器和环咬树脂浇铸变压器等。

3.2.5 充电站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地方 ,当 与有爆

炸危险的建筑物毗邻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

装置设计规范》GB sOOs8的有关规定。

3.2.6 充电站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当无法远离

时 ,不应设在污染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

3.2.7 充电站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的场所。

3.2.8 充电站的环境温度应满足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正常充

电的耍求。



4 总平面布置

4.1一 般 规 定

4.1.1 充电站包括站内建筑、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区、临时停车区

及供配电设施等。站区总布置应满足总体规划要求 ,并 应符合站

内工艺布置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交通便利和节约用地的原则。

4.1.2 总平面布置宜按最终规模进行规划设计 。

4.1.3 在保证交通组织顺畅、工艺布置合理的前提下 ,应 根据 自

然地形布置充电站 ,尽量减少土石方量。

4.1.4 充电站宜单独设置车辆出人 口。

4.2 充电设备及建筑布置

4.2.1 充电设备应靠近充电位布置 ,以 便于充电 ,设 备外廓距充

电位边缘的净距不宜小于 0.4m。 充电设备的布置不应妨碍其他

车辆的充电和通行 ,同 时应采取保护充电设备及操作人员安全的

措施。

4.2.2 在用地紧张的区域 ,充 电站内的停车位可采用立体布置。

4.2.3 充电设备的布置宜靠近上级供配电设各 ,以 缩短供电电缆

的路径。

4.2.4 充电站内建筑的布置应方便观察充电区域。

4。 2.5 充电站宜设置临时停车位置。

4.3 道 路

4.3.1 充电站内道路的设置应满足消防及服务车辆通行的要求。

充电站的出人口不宜少于 2个 ,当 充电站的车位不超过 50个 时 ,

可设置 1个出人 口。人 口和出口宜分开设置 ,并应明确指示标识。

· 6·                      ·



4.3.2 充电站内双列布置充电位时 ,中 间行车道宜按行驶车型双

车道设置 ;单列布置充电位时 ,行 车道宜按行驶车型双车道设置。

充电站内的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5m,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6m。

充电站内道路的转弯半径应按行驶车型确定 ,且不宜小于 9m,道

路坡度不应大于 6%,且宜坡向站外。充电站内道路不宜采用沥

青路面。

4.3.3 充电站的道路设计宜采用城市型道路。

4.3.4 充电站的进出站道路应与站外市政道路顺畅衔接。



5充 电 系 统

5.1 非车载充电机

5.1.1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电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充电机的最高充电电压应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特

性及电池单体串联数量确定。

2 充电机输出的直流电压范围宜优先从以下三个等级中选

择 :150V~350V、 300V~500V和 450V~700V。

3 充电机的输出电压(UF)可 按下式计算 :

Ur=mK uEJcm        (5.1.D

式中 :″
——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串联电池单体数量 ;

Ku——充电机输出电压裕度系数 ,宜取 1.0~1.1;

Ucm——单体电池最高电压 (V)。

4 充电机直流输出电压范围宜从电压优选范围中选择一组

最高电压大于或等于 Ur的等级确定。

5.1.2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额定电流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根据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容量和充电速度以及供电能

力和设备性价比 ,在 确保安全 、可靠充电的情况下确定最大充电

电流。

2 充电机输 出的直流额定 电流应优先采用 以下值 :10A、

20A、 50A、 100A、 160A、 200A、 315A和 400A。

3 充电机的输出直流额定电流 (Ir)可按下式计算 :

rr = Kcrm                    (5.1.2)

式中 :Kc—— 充电机输出电流裕度系数 ,宜取 1。 00~1.25;

rm——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最大允许持续充电电流 (A)。

4 应从电流优选值中选择一个大于或等于 rr的数值确定为

· 8·



充电机直流输出额定电流。

5.1.3 非车载充电机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具有根据电池管理系统提供的数据动态调整充电参数、自

动完成充电过程的功能。

2 具有判断充电机与电动汽车是否正确连接的功能 ,当 检测

到充电接 口连接异常时 ,应立即停止充电。

3 具有待机 、充电、充满等状态的指示 ,能 够显示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电能量等信息 ,故障时应有相应的告警信息。

4 具有实现手动输人的设备。

5 具备交流输人过压保护、交流输入过流保护、直流输出过

压保护、直流输出过流保护、内部过温倮护等保护功能。

6 具备本地和远程紧急停机功能 ,紧急停机后系统不应 自动

复位。

5.1.4 非车载充电接 口应在结构上防止手轻易触及裸露带电导

体。充电连接器在不充电时应放置在人不轻易触及的位置。对于

安装在室外的非车载充电机 ,充 电接口处应采取必要的防雨 、防尘

措施。

5.1.5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备与电池管理系统通信的接 口,用 于判

断充电连接状态、获得动力蓄电池充电参数及充电实时数据。

5.1.6 非车载充电机应具备与充电站监控系统通信的功能 ,用 于

将非车载充电机状态及充电参数上传到充电站监控系统 ,并接收

来 自监控系统的指令。

5.1.7 非车载充电机的布置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充电机的布置应便于车辆充电 ,并应缩短充电机输出电缆

的长度。

2 应采用接线端子与配电系统连接 ,在 电源侧应安装空气

开关。

3 充电机保护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4 充电机应垂直安装于与地平面垂直的立面 ,偏离垂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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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方向的误差不应大于 5° 。

5 室外安装的非车载充电机基础应高出充电站地坪 0.2m

及以上。必要时可在非车载充电机附近设置防撞栏 ,其高度不应

小于 0.8m。

5.2 交流充电桩

5.2.1 交流充电桩供电电源应采用 220V交流电压 ,额定电流不

应大于 32A。

5.2.2 交流充电桩应具有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安全、可靠

的交流电源的能力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具有外部手动设置参数和实现手动控制的功能和界面。

2 能显示各状态下的相关信息 ,包 括运行状态、充电电量和

计费信息。

3 具备急停开关 ,在充电过程中可使用该装置紧急切断输出

电源。

4 具备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 ,具备 自检及

故障报警功能。

5 在充电过程中 ,当 充电连接异常时 ,交 流充电桩应立即自

动切断电源。

5.2.3 交流充电桩应具备与上级监控管理系统的通信接 口。

5.2.4 交流充电桩的安装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电源进线宜采用阻燃电缆及电缆护管 ,并应安装具有漏电

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

2 多台交流充电桩的电源接线应考虑供电电源的三相平衡。

3 可采用落地式或壁挂式等安装方式。落地式充电桩安装

基础应高出地面 0.2m及 以上 ,必要时可安装防撞栏。

4 保护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5 窒外的充电桩宜采取必要的防雨和防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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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配电系统

6.1供 电 要 求

6。 1.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

规范》GB50052的 有关规定。

6.1.2 充电站宜由中压线路供电 ;用 电设备容量在 100kW及 以

下或需用的变压器容量在 50kVA以 下的 ,可采用低压供电。

6.2 供 配 电

6.2.1 供配电装置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及以下变

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的 有关规定 ,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

则 ,便 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和调试。当建设场地受限时 ,中 、低

压开关柜可与变压器设置在同一房间内,且变压器应选用难燃型

或不燃型 ,其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X。

6.2.2 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中低压配电系统宜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 ,低压接

地系统宜采用 TN-S系统。

2 低压进出线开关、分段开关宜采用断路器。来 自不同电源

的低压进线断路器和低压分段断路器之间应设机械闭锁和电气联

锁装置 ,防止不同电源并联运行。

3 低压进线断路器宜具有短路瞬时、短路短延时、短路长延

时和接地倮护功能 ,宜设置分励脱扣装置 ,不宜设置失压脱扣装置

或低压脱扣装置。

4 非车载充电机、监控装置以及重要的用电设备宜采用放射

式供电。

6。 2.3 开关柜宜选用小型化、无油化、免维修或少维护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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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无功功率补偿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宜设置在变压器低压侧 ,补偿容量宜按

最大负荷时变压器高压侧功率因数不低于 0.95确 定。

2 当用电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满足变压器高压侧功率因数

不低于 0.95的 要求时 ,可 不加装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6.2.5 配电线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中压电力电缆宜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 ,低 压电力

电缆宜选用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 ,也可选用铜芯聚氯乙烯绝

缘类型。

2 低压三相回路宜选用五芯电缆 ,单 相 回路宜选用三芯电

缆 ,且 电缆中性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3 三相用电设备的电力电缆的外护套宜采用钢带铠装。单

芯电缆的外护套不应采用导磁性材料铠装。

4 交流单芯电缆不宜单根穿钢管敷设 ,当需要单根穿管时 ,

应采用非导磁管材 ,也可采用经过磁路分隔处理的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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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 能 质 量

7.0.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10kV(20kV)及 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应为标称 电压

的±7%。

2 220V单 相供电电压偏差应为标称电压的苎I搬 。

7.0.2 充电站设计应采取选择合理的变压器变压比和电压分接

头、降低系统阻抗、补偿无功功率、调整三相负荷平衡等减小供 电

电压偏差的措施。

7.0.3 充电站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在电网公共连接点的限

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Ⅳ T12326

的有关规定。

7.0.4 当充电站的波动负荷引起电网电压波动和闪变时 ,宜采用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或动态电压调节装置等措施进行改善 ,对 于具

有大功率充电机的充电站 ,可 由短路容量较大的电网供电。

7.0.5 充电站中的充电机等非线性用电设备接入电网产生的谐

波分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

值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 16A)》 GB17625.1和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的 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

流的限制》GB/Z17625.6的 有关规定。

7.0.6 充电站接人电网所注人的谐波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电

压的正弦畸变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49的 有关规定。当需要降低或控制接人公用电网的谐

波和公共连接点电压正弦畸变率时 ,宜采取装设滤波器等措施进

行改善。

7.0.7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中 ,公共连接点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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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计 且里

8.0.1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计量宜采用直流计量。直流计量应

符合下列要求 :

1 采用电子式直流电能表 (以 下简称直流电能表 )和 分流器

时 ,应安装在非车载充电装置直流端和电动汽车之间 ,直流电能表

的准确度等级应为 1,0级 ,分流器的准确度等级应为 0.2级 。根

据充电电流的大小 ,直 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人方式

或经分流器接人方式 ,电 能计量装置的规格配置应符合表 8。 0.1

的要求。

表 8.0.1 电能计Ⅱ装置的规格配置

额定电压(V) (100〉 、350、 500、 700

额定电流(A) 10、 20、 50、 100、 150、 200、 300、 500

注 :括号中的 100V为经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规格 ,为 减少电能表规格 ,350V、

500V和 700V可 经分压器转换为 100V进 行计量 ,分压器的准确庹等级为 0.1

绉殳 。

2 直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人方式或经分流器

接人方式。经分流器接人式直流电能表的分流器额定二次电压为

75mV,直流电能表的电流采集田路应接人分流器电压信号。

3 充电机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时 ,每个接口应单独配置

直流电能表。直流电能表应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8.0.2 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的电能计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交流充电桩的充电计量装置应选用静止式交流多费率有

功电能表 (以下简称交流电能表),交流电能表应采用直接接人式 ,

其电气和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参 比电压(Un)应为 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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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电流 (Ib)应 为 10A;

3)最大电流 (I耻 x)应大于或等于 4倍的基本电流 ;

4)参 比频率应为 50Hz;

5)准确度等级应为 2。 0级 。

2 交流充电桩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 口时 ,每个接 口应单独

配备交流电能表。

3 交流电能表宜安装在交流充电桩内部 ,位于交流输出端与

车载充电机之间 ,电 能表与车载充电机之间不应接人其他与计量

无关的设各。

4 交流充电桩应能采集交流电能表数据 ,计算充电电量 ,显

示充电时间、充电电量及充电费用等信息。

5 交流充电桩应显示本次充电电量 ,并可将该项清零。

6 交流充电桩可至少记录 100次充电行为 ,记 录内容包括充

电起始时刻、起始时刻电量值、结束时刻、结束时刻电量值和充电

电量。

7 交流充电桩从交流电能表采集的数据应与其对用户的显

示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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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控及通信系统

9.1系 统 构 成

9.1.1 系统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充电站监控系统应由站控层、间隔层及网络设备构成 ,监

控系统可按照本规范附录 A进行结构设计 ,规模较小的充电站可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简化。

2 站控层应实现充电站内运行各系统的人机交互 ,实现相关

信息的收集和实时显示 、设备的远方控制以及数据的存储、查询和

统计 ,并可与相关系统通信。

3 间隔层应能采集设备运行状态及运行数据 ,实现上传至站

控层、接收和执行站控层控制命令的功能。

9.1.2 根据充电站的规模和硬件构成可选择配置以下设备 :

I 站控层设各 :服务器、工作站和打印机。

2 间隔层设备 :充 电设备测控单元、供配电设备测控单元和

安防终端。

3 网络设备 :网 络交换设备、通信网关 、光电转换设备、网络

连线、电缆和光缆。

9.1.3 系统配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

1 站控层配置应能满足整个系统的功能要求及性能指标要

求 ,主机容量应与监控系统所控制采集的设计容量相适应 ,并 留有

扩充裕度。

2 主机系统宜采用单机配置 ,规模较大的充电站可采用双机

冗余配置 ,热备用运行。

3 应设置时钟同步系统 ,其同步脉冲输出接 口及数字接口应

满是系统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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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充电监控系统

9.2.1 充电监控系统宜具各数据采集、控制调节、数据处理与存

储 、事件记录、报警处理、设各运行管理、用户管理与杈限管理、报

表管理与打印、可扩展、对时等功能。

9.2.2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数据采集功能 :

1 采集非车载充电机工作状态、温度、故障信号、功率、电压、

电流和电能量。

2 采集交流充电桩的工作状态、故障信号、电压、电流和电

能量。

9.2.3 充电监控系统应实现向充电设各下发控制命令、遥控起

停、校时、紧急停机、远方设定充电参数等控制调节功能。

9.2.4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数据处理与存储功能 :

1 充电设各的越限报警 、故障统计等数据处理功能。

2 充电过程数据统计等数据处理功能。

3 对充电设备的遥测、遥信、遥控、报警事件等实时数据和历

史数据的集中存储和查询功能。

9.2.5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各操作、系统故障、充电运行参数异常、

动力蓄电池参数异常等事件记录功能。

9.2.6 充电监控系统应提供图形、文字、语音等一种或几种报警

方式 ,并具各相应的报警处理功能。

9.2.7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对设备运行的各类参数、运行状况等

进行记录、统计和查询的设备运行管理功能。

9.2.8 充电监控系统可根据需要规定操作员对各种业务活动的

使用范围和操作杈限 ,实现用户管理和杈限管理功能。

9.2.9 充电监控系统可根据用户需要定义各类 日报、月报及年

报 ,实 现报表管理功能 ,并 实现定时或召唤打印功能。

9.2.10 充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下列可扩展性 :

1 系统应具有较强的兼容性 ,以完成不同类型充电设备的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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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应具有扩展性 ,以 满足充电站规模不断扩容的要求。
9.2。 Ⅱ 充电监控系统可以接受时钟同步系统对时 ,以 保证系统

时间的一致性。

9.3 供电监控系统

9.3.1 供电监控系统应采集充电站供电系统的开关状态、保护信

号、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和电能计量信息。
9.3.2 供电监控系统应能控制供 电系统负荷开关或断路器 的

分合。

9.3.3 规模较大的充电站供电监控系统应具备供电系统的越限

报警、事件记录和故障统计功能。

9.4 安防监控系统

9.4.1 充电站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

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的 有关规定 ,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 ,并 具有人侵报警、出人口控制设计。

9.4.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的 有关规定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 ,在充电站的充电区和营业窗口宜设置

监控摄像机。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具有与消防报警系统的联动接口。
9.4.3 人侵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人侵报警系统
工程设计规范》GB50394的 有关规定。根据充电站的安全管理要

求 ,宜在充电站内的供电区和监控室设置人侵探测器。

9.4.4 充电站出人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出人
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6的 有关规定。根据充电站的

安全管理要求 ,宜在充电站出人 口设置出入 口控制设备。
9.4.5 安防监控系统可以接受时钟同步系统对时 ,以 保证系统时

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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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  建

10.1建 筑 物

10.1.1 充电站内的建筑应按工业建筑标准设计 ,宜统一型式 ,做

好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工作。

10.1.2 建筑物宜单层布置 ,可 由监控室、配 电室等功能房间

组成。

10.1.3 充电站内建 (构 )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 有关规定。当罩棚顶棚的承重

构件为钢结构时 ,其耐火极限可为 0.25h,顶 棚其他部分不得采用

可燃烧体建造。

10.1.4 充电站的建筑物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体型宜规整 ,凹 凸

面不宜过多。

10.1.5 监控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监控室宜单独设置。当组成综合建筑物时 ,监控室宜设置

在地上一层。

2 监控室地面宜采取防静电措施。

10.2 给 排 水

10.2.1 充电站生活给水和排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有关规定。

10.2.2 站区雨水可通过截水沟或雨水 口收集后排人市政雨水系

统。雨水排水系统宜采用有组织排水方式。当不具备集中排水条

件时 ,站 内地面雨水可散流排出站外。

10.2.3 充电站的生活污水宜经化粪池排至市政污水管。当站区

污水不满足 自然排放要求时 ,站 内宜设置污水处理装置 ,污水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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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10.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0.3.1 充电站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的 有关规定 p

10.3.2 建筑物的房间宜采用 自然通风方式 ,有 特殊通风要求的

房间可采用机械通风。

10.3.3 位于采暖区的充电站宜采用分散电采暖方式。当采用电

采暖时 ,应满足房间用途和安全防火的要求。

10.3.4 空调房间宜采用分体式空调机 ,空调设备应符合环保和

国家能效等级标准的规定。

10.4土 建 电 气

10.4.1 充电站的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

倮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宜共用接地装置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10.4.2 充电站内的建 (构 )筑物应设置防直击雷的装置 ,并 宜采

用避雷带 (网 )作 接 闪器。当彩钢 屋 面 的金 属板厚 度不 小 于

o。 5mm、搭接长度不小于 100mm且 紧邻金属板的下方无易燃物

品时 ,彩钢屋面可直接作为接闪器。

10.4.3 充 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 的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

10.4.3规定的数值。

表 10.4.3 充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 (lx)

工作场所
照 度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般照明 事敬照明

室 内
监控室 300 o。 75m水平面

配电室 200 地 面

窒外
充电区域 地 面

主干道 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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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充电站内的照明灯具应选用配光合理、效率高、寿命长的

节能灯具。室内开启式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 75%,带格栅灯具的

效率不应低于 -0%。

10,4.5 室内照明宜采用荧光灯。室外照明宜选用金属卤化物灯

或高压钠灯。

10.4.6 室内外照明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维修。照明器与带电导

体或带电设备间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对工作时有可能损坏灯罩

的场所 ,应采用有保护罩的照明器 ,金属保护罩应与保护地线可靠

连接。

10.4.7 监控窒、配电窒宜装设事故应急照明装置。疏散通道应

设置疏散照明装置 ,疏散通道及出人口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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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1.0.1 电动汽车充电站内的建筑物满足耐火等级低于二级、体

积大于 3000m3且 火灾危险性为非戊类的 ,充 电站应设置消防给水

系统。消防水源应有可靠的保证。

Ⅱ。0.2 电动汽车充电站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 有关规定 ,同 一时间内的火灾

次数应按一次确定。

Ⅱ。0.3 电动汽车充电站内的建筑物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不设置室

内消火栓 :

1 耐火等级为一、二级且可燃物较少的丁、戊类建筑物。

2 耐火等级为三、四级且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3000m3的 丁类

建筑物和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5000m3的戊类建筑物。

3 室内没有生产、生活给水管道 ,窒外消防用水取 自贮水池

且建筑物体积不超过 5000m3的建筑物。

II。 0.4 电动汽车充电站建筑物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sO140的 有关规定。室外充电

区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时 ,充 电站应按轻危险级

配置灭火器。

2 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时 ,充 电站应按严重危险级

配置灭火器。



12 节能与环保

12.1 建筑物、设备及材料节能

12.1.1 在充电站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应 贯彻国家节能政策 ,

合理利用能源。

12.1.2 建筑物宜采用节能环倮型建筑材料 ,不应采用黏土实心
砖。设各间宜具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功能。
12· 1· 3 配电室应采用节能变压器。

12.2噪 声 控 制

12.2.1 充电站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的有关规定。
12.2.2 充电站噪声应从声源上进行控匍 ,宜 优先选用低噪声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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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反 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9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 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 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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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

《⒛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

《人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

《出入 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6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12326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1准 549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T15543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设 备每相输人电流≤

16A)》 GB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16A的 设备在低压供电系

统中产生的谐波电流的限制》GB/z17625.6



中华入禺共和国囡家标准

电动汽车充电坩设计规)范∵

条文说畹



制 订 说 明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50966—⒛14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 ⒛14年 1月 29日 以第 325号 公告批准发布。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的目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遵 循

国家建设方针、政策 ,坚持技术创新 ,适 应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

排的需要 ,满足居住环境和绿色环保要求 ,实 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本规范总结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经验 ,贯 彻国家电动

汽车及其充电设施建设的基本方针 ,落 实安全可靠、技术先进 、经

济合理 、环境友好的技术原则 ,为实规绿色环保城市的目标创造条

件。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 ,编 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 ,总结了国

内外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经验 ,借 鉴了国内已有的相关企业标

准和国外发达工业国家的相关标准 ,为 本规范的制订提供了充分、

可靠的依据。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等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编 制组按本规范的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条文说明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 ,供 国内有关部门

和单位参考。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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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0,1 明确本规范的目的是使电动汽车充电站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

1.0.2 本规范适用于电动汽车整车充电站的设计 ,不适用于电动

汽车电池更换站。

1.0.3 本条提出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2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规划建设应纳入当地的区域总体规划

和城镇规划 ,其建设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

3 从消防、人身安全和国家政策的角度 ,提 出符合防火安全、

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 ;

4 充电站所选用的设备必须是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鉴定

机构鉴定合格的产品 ,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各 、新材料 ,不

得采用国家已公布的淘汰产品。



3 规模及站址选择

3.1 规 模

3.1.1 充电站的布局规划应纳人当地的区域总体规划和城镇规

划 ,宜综合考虑电动汽车类型、保有量等困素 ,满 足当地电动汽车

发展的需要 ,为地方经济服务。

电动汽车是指全部或部分由电机驱动的汽车 ,其 关键部件主

要包括动力蓄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动力系统、车身底盘等。目前

主要有纯电动汽车(BEV〉 、混合动力汽车 (HEV)、 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 (FCEV)以 及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

电动汽车充电站采用的规划模式可以因地制宜 ,如 对满足运

营要求的示范区用车 ,以 及可利用固定停车场在夜间停运时段进

行充电的集团车队和社会车辆 ,可采用依地区
“
集中式、大规模

”
的

布点原则 ;对微型车辆可采用
“
分散式、小规模

”
的布点原则。

3.1.2 目前 ,电 动汽车的电池能量密度低 ,续 驶里程有限 ,因 此 ,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规模宜综合考虑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车辆的 日

均行驶里程和单位里程能耗水平等因素 ,以 及开展相应的商业活

动等要求。

3.2站 址 选 择

3.2.1 充电站的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的要求 ,并

应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国家电网公司《充电站建设指导意见》

的选址原则为 :

(1)充 电站和电池更换站的站址可选择在公共停车场等公共

区域 ,也可选择在公司所属营业场所或公交、邮政等集团车队的专

用停车区域 ;交流充电桩的建设可选择在公共建筑 (商场、办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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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楼等 )和住宅小区等的公共停车场或充电站内 ,也可选择在公司

营业场所停车场。

(2)充 电设施的选址应符合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的要求 ,对进

出线走廊、给排水设施、防排洪设施、站内外道路等合理布局 、统筹

安排 ,充分利用就近的交通、消防、给排水及防排洪等公用设施。
(3)选 址 中应考虑 电气安全 ,并远离易燃、易爆 、污染等危

险源。

(4)充 电设施选址应发挥电动汽车应用示范效应 ,加 快社会公

众对电动汽车的接受。

3.2.2 充电站站址宜靠近城市道路 ,便于车辆通行 ,不 宜选在城

市干道的交叉路 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

3.2.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充电站应满足环境倮护和消

防安全的要求。充电站建 (构 )筑物厂房类别根据建设条件的不同

进行划分。小型充电站可直接由低压供电 ,建 (构 )筑物厂房类别

为戊类 ;中 型充电站或大型充电站的配电变压器宜选用干式变压

器 ,此时 ,建 (构 )筑物厂房类别为丁类 ;当 选用油浸变压器时 ,建

(构 )筑物厂房类别为丙类。

3.2.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充电站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

危险的地方 ,在选址时应充分考虑。

· 37 ·



4 总平面布置

4.1一 般 规 定

4.1.1 本条明确了充电站的主要构成以及在满足总体规划的前

提下应遵循的主要设计原则。

充电站一般包括站内建筑、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区、临时停车

区及供配电设施等 ,根 据充电站的规模不同略有差异 ,充 电站的站

内外道路应在总图布置时充分考虑。

4.1.2 目前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电 动汽车的车

型、数量较少 ,因 此为电动汽车提供能源供给的充电站在布点合理

的同时 ,建设规模宜预留发展的可能性 ,充 电站的场地布局、设计

宜按最终规模整体考虑。

4.I。 3 对于选址于坡度较大地区的充电站 ,在保证车辆进出车位

时的安全顺畅以及车辆能够平稳停放的前提下 ,应根据地形进行

布置没计 ,以 减少土石方工作量。必要时可考虑台阶式分层布置

充电车位。

4.1.4 当充电站设在商场、超市停车场内或其他场地范围内时 ,

为了避免受其他场地营业时间等条件的限制 ,宜设置独立的出人

口。

4.2 充电设备及建筑布置

4.2.1 充电设备一般布置于充电车位的旁边或一端 ,考虑到充电

机周边设置防撞墩 (围 栏 )的 需要 ,同 时为保证充电时操作人员的

工作空间 ,充 电设备与充电车位边界线应保持足够的距离 ,该尺寸

不宜小于 0.4m。

4.2.2 在城市的繁华地段设置充电站时 ,为节省土地费用 ,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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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充电安全可靠性问题的前提下 ,可将充电车位设计为立体车

位 ,以 节省地面的占地面积。《国家电网公司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典

型设计》提出了 3种立体充电站的设计方案 ,供用地紧张地区建设

充电站使用。

4.2.3 供配电设备距充电设备的距离宜尽可能短 ,以方便电缆引

接 ,缩短电缆长度 ,降低投资 ,同时减少压降损耗。

4.2.4 大型充电站内可设有包含监控室、值班室、客户休息室等

功能用房的建筑物 ,宜保证有人的房间有好的朝向 ,同 时便于运行

观察 ,总 平面布置应配合建筑设计尽量满足此要求。

4.2.5 充电站除设计足够数量的充电车位以外 ,宜视情况预留一

定数量的临时停车位 ,供等待充电车辆使用。

4.3 道 路

4.3.1 为避免充电站内行驶的车辆相互干扰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的 有关规定进

行充电站出人 口的设计 ,保证车辆通行顺畅。人 口和出口分开设

置 ,能为停车场内部交通组织提供极大的方便 ,在条仵允许时应尽

可能满足此要求。

4.3.2 本条在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50156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制 定了充电站行车道的参数。双

列布置的充电车位 ,中 间设置双车道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侧车辆

进出时的干扰。

如果站内有消防车辆通行的要求 ,则 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4m,

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9m。

4.3.3 充电站一般设置在城区 ,其 道路宜采用城市型道路设计 ;

对于郊区的充电站 ,可 采用郊区型道路。

4.3.4 进出站车辆行驶顺畅是充电站建设的基本要求 ,因 此充电

站的道路设置需要充分考虑与站外市政道路的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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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 电 系 统

5.1 非车载充电机

5.1.1 充电机的输出电压优选范围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电动汽

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33001的 有关规定。充

电机的最高输出电压应大于动力蓄电池的最高端电压 ,因 此 ,根据

充电机服务车辆的动力蓄电池要求按照式 5.1.1进 行计算 ,选择

最高电压略大于该值的电压范围等级。

例如 :车辆动力蓄电池采用 104节单体串联 ,单体电池的最高

电压为 4.2V,裕 度 系数 取 1.1,则 Ur=1,1× 104× 4.2V=
480.48V,应选取的充电机输出电压等级为 300V~500V。

5,1.2 充电机的输出电流优选值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电动汽车

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33001的 有关规定。充电

机的额定输出电流应大于或等于动力蓄电池的最大允许持续充电

电流 ,因 此 ,根据充电机服务车辆的动力蓄电池要求按照式 5.l。 2

进行计算 ,选择大于或等于该值的额定电流值。

例如 :车辆动力蓄电池的最大允许持续充电电流为 120A,裕

度系数取 1.2,则 Jr=1.2× 120A=144A,应 选取的充电机额定输

出电流为 160A。

5.1.3 充电机的具体功能要求参照了现行行业标准《电动汽车非

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NB/T33001的 有关规定。为了保

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充 电机必须具备紧急停机功能。除充电机

本身具有手动急停功能外 ,还 应在充电站内建立紧急停机系统 ,实

现区域内的远程紧急停机。紧急停机后充电机不应 自动恢复充

电 ,而应该在确认危险解除后 ,手动恢复充电。

5.1.4 在选择充电机时 ,应特别注意充电接 口的安全防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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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防触电、防雨、防尘措施等。

5.1.5 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的通信是保证连接安全和充电安

全的必要措施。通信接 口采用 CAN,这 一点在业内基本形成共

识 。目前 ,一些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对通信协议作出了规定 ,但 尚

未达成完全统一 ,有 待国家标准的出台。

5.1.7 充电机的布置与安装应满足安全性和便利性的要求。除

满足本条的规定外 ,还 应根据充电站的整体布置因地制宜。

5.2 交流充电桩

5.2.1 目前 ,国 内外主流电动汽车生产厂商所生产的电动汽车车

载充电机的交流供电电源主要采用单相 220V交流电压 ,也有少

数采用三相 380V交 流电压供电 ,车 载充电机的功率一般在 3kW
左右。考虑到电动汽车目前的应用需要和发展趋势 ,以 及现行国

家标准《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2部分 :交流充电接

口》GB/T20234.2的 相关 内容,交 流充 电桩供 电电源 只采 用

220V交 流电压 ,额定电流不应大于 32A。

5.2.2 本条提出了交流充电桩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要求 :

3 为了保证充电过程中操作者的安全 ,以 及电动汽车和动力

蓄电池的安全 ,交流充电桩应具备急停开关。

5 交流充电桩是一种电气设备 ,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充电连接

异常故障时 ,交流充电桩立即自动切断电源可防止其充电连接器

端子带电 ,对操作者造成电击伤害。

5.2.3 交流充 电桩将是一种可广泛布点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交流充电桩具备与上级监控管理系统的通信接 口,可 方便上级监

控系统的集中统一管理。

5.2.4 本条提出了交流充电桩的安装和布置要求 :

1 交流充电桩是一种高压大功率的电力电子设备 ,为 了保证

使用的安全 ,电 源进线宜采用阻燃电缆及电缆护管 ,并应安装具有

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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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流充电桩采用单相 220V交 流供电电源时 ,多 台交流充

电桩的电源接线应考虑供电电源的三相平衡 ,以 免影响电网质量。

3 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基础的离地高度主要考虑充电桩的安

全要求 ,并参考加油站加油机的安装要求设定。

5 室外安装的充电桩宜采取必要的防雨和防尘措施 ,有利于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方便充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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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配电系统

6.1供 电 要 求

6.1.2 本条是根据原电力工业部令第 8号《供电营业规则》第二

章第九条的相关要求编制的。

6.2 供 配 电

6.2.2 本条是充电站配电系统的一般要求。

1 中低压配电系统一般采用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运

行经验证明 ,中 低压配电系统采用单母线接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

能够满足供电可靠性的要求。由于充电站的用电设备具有非线性

特性 ,在运行时将产生谐波分量 ,其 中 3次及其整数倍谐波电流在

通过 N线时 ,会使 N线带电位 ,所 以宜采用 TN— S系统。

2 低压断路器具有短路保护和过负荷倮护功能 ,可 以带负荷

进行投切 ,其附件能实现模拟量和开关量的输人和输出。为防止

不同电源并联运行 ,来 自不同电源的低压进线断路器和低压分段

断路器之间应设机械闭锁和电气联锁装置。

3 应选用具有三段保护功能和接地保护功能的低压进线断

路器 ,以 满足保护动作的选择性要求。低压进线断路器宜设置分

励脱扣装置 ,便 于电网企业对充电站的统一调度管理。据调查 ,近

年来由于电力系统发生瞬间失压 ,造成大面积甩负荷的事例屡有

发生 ,主要是由于配电变压器低压进线侧加装了失压脱扣装置 ,因

此低压进线侧不宜设置失压脱扣装置。

4 重要用电设备采用放射式供电 ,能保证其供电的可靠性 ,

减少其他负荷故障或检修时的影响范围。

6.2.3 开关柜选用体积小、占地少、可靠性高的产品 ,是开关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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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未来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绿色电网的理念。

6.2.4 本条规定了充电站无功功率补偿配置的一般要求。

2 当采用如有源功率因数校正装置的非车载充电机时 ,其功

率因数可达 0.99及以上 ,在 满足电网公司对功率因数的要求时 ,

可不另设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6.2.5 本条规定了配电线路设计的一般要求。

1 铜导体具有耐腐蚀、抗老化、载流量大等特点。近年来在

城网建设与改造中 ,多 采用铜芯电缆。与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相比 ,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具有线芯工作温度高、载流量大的优点。

2 考虑到充电站谐波电流和低压负荷不平衡等情况 ,基于安

全运行的要求 ,规定三相回路选用五芯电缆 ,单相回路选用三芯电

缆 ,N线与 PE线不共用。要求电缆中性线截面与相线截面相同。

3 为防止电缆在施工及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机械损伤或受到

较大的压力 ,电 力电缆宜采用钢带铠装。单芯电缆不应采用导磁

性材料铠装 ,以 避免涡流的损耗。

4 本款是为防止出现涡流损耗而采取的技术措施。



7电 能 质 量

7.0.1 根据充电站用电设备容量大小的不同 ,充 电站可选择高压
供电或低压供电。如用电设备容量在 100kW以 上的充电站可采
用高压供电 ,用 电设各容量在 100kW及 以下的可直接采用 220V
单相低压供电。供电电压必须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供
电电压偏差》GB/T12325的 要求 ,即 lOkV(2okV)及 以下三相供
电的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22o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
称电压的+7%,-1o%。
7.0.2 通过正确选择供电元件和系统结构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小电压偏差。由于电网各点的电压水平高低不一 ,合 理选择变
压器的变压 比(如 选 35± 2× 2.5%/1o.5的 变压 比或 38.5± 2×
2.5%/10.5的变压比)和 电压分接头 ,即 可将供配电系统的电压
调整在合理的水平上。但这只能改变电压水平而不能缩小偏差范
围。

供电元件的电压损失与其阻抗成正比 ,在 技术经济合理时 ,减

少变压级数、增加线路截面、采用电缆供电可以减少电压损失 ,从

而缩小电压偏差的范围。

合理补偿无功功率可以缩小电压偏差的范围 ,但过补偿也是
不合理的。在三相四线制中 ,如果三相负荷分布不均 (相线对中性
线)将产生零序电压 ,使零点移位 ,造 成一相电压降低 ,另 一相电压
升高 ,最终增大 电压偏差。由于 Y,ynO接线变压器零序阻抗较
大 ,不对称情况较严重 ,因 此应尽量使三相负荷分布均匀。同样 ,

线间负荷不平衡会引起线间电压的不平衡 ,从而增大电压偏差。
7.0.4 电动汽车充电机为非线性负荷 ,充 电站中多个充电机一起
充电所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对电网电能质量具有一定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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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充电站充电设备和用电设备的特点 ,由 于不含有大型冲击性

设备 ,因 此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变比较小。在电压波动和闪变超

过限值的情况下 ,可 以采用动态补偿或调节装置直接对波动电压

和电压闪变进行动态补偿或调节 ,以 达到快速改善电压的目的。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是在原静止无功补偿装置的基础上 ,采 用

成熟、可靠的晶闸管控制电抗器和固定电容器组 (即 TCR+FC的

典型结构),准确迅速地跟踪电网或负荷的动态波动 ,对 变化的无

功功率进行动态补偿。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克服了传统的静态无功

补偿装置响应速度慢及机械触点经常烧损等缺点 ,动 态响应速度

快 (小 于 ⒛ms),控制灵活 ,能进行连续 、分相和近似线性的无功功

率调节 ,具有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损耗、稳定负载电压、增加变压器

带载能力及抑制谐波等优点。动态电压调节装置(DVR,Dynamic

Voltage Regulator)也 称作动态电压恢复装置 (Dynamic Voltage

Reβ torer),是 一种基于柔性交流输 电技术 (Flexible Alternating

Current Transmis蚯 on Systems,简称 FACTS)原理的新型电能质

量调节装置 ,主要用于补偿供电电网产生的电压跌落、闪变和谐波

等 ,能有效抑制电网电压波动对敏感负载的影响 ,从而保证电网的

供电质量。

另外 ,由 于充电站用电容量过高 ,电 压波动不能满足限制要求

时 ,宜选用更高电压等级的电网供电 ,但在电压波动能满足限制要

求时 ,应选用一次电压较低的变压器 ,这 样有利于发挥断路器的频

繁操作性能。

7.0.5 电动汽车充电机的充电过程为非线性的负荷变化过程 ,充

电站中的充电设备由数个非车载充电机 、充电桩等组成 ,现有研究

表明 ,充 电站对电网最主要的电能质量影响即为造成谐波和引起

电网功率因数的下降。谐波对电网造成极大的危害 ,为 了抑制谐

波以保证较好的电能质量 ,必须对充电站产生的谐波进行限制◇

7.0.6 传统的线性负载电流/电 压只含有基波 (50Hz),没有或只

有极少的谐波成分 ,而非线性负载会在电力系统中产生可观的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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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谐波与电力系统中的基波叠加会造成波形的畸变 ,畸 变的程

度取决于谐波电流的频率和幅值。非线性负载会产生陡峭的脉冲

型电流 ,而不是平滑的正弦波电流 ,这种脉冲中的谐波电流会引起

电网电压畸变形成谐波分量 ,进而导致与电网相连的其他负载产

生更多的谐波电流。非线性负载产生的谐波电流会影响电力系统

的多个工作环节 ,包括变压器、中性线、电动机、发 电机和电容器

等。谐波电流会导致变压器、电动机和备用发电机的运行温度 (K

参数 )严重升高。中性线上的过电流 (由 谐波和不平衡引起 )不 仅

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 ,而且会在三相变压器线圈中产

生环流导致变压器过热。无功补偿电容器会因电网电压谐波畸变

而过热 ,谐波将导致严重过流。另外 ,电 容器还会与电力系统中的

电感性元件形成谐振电路 ,这将导致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明显升高 ,

引致严重故障。照明装置的启辉电容器对由高频电流引起的过热

也是十分敏感的 ,启辉电容器的频繁损坏表明电网中存在谐波的

影响。谐波还会引起配电线路的传输效率下降、损耗增大 ,并 干扰

电力载波通信系统的工作 ,如 电能管理系统 (EMS)和 时钟系统。

谐波还会使电力测量表计 、有功需量表和电度表的计量误差增大。

在电力系统中 ,对谐波的抑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

(1)降低谐波源的谐波含量。如增加整流器的脉动数、脉宽调

制法、三相整流变压器采用 Y/△ 或 △/Y接线法。

(2)在谐波源处吸收谐波电流。如采用无源滤波器、有源滤波

器、静止无功补偿装置或采取限制电容器投人量等措施。
(3)改善供电环境。如确保三相平衡、采用专门线路供电等。

在充电站中 ,可 以采取以下若干措施来改善谐波 :

(1)通过增大单台充电机的滤波电感降低单台充电机电流谐

波的总畸变率。

(2)采用功率因数校正手段(PFC)抑 制或消除谐波电流。
(3)采用 PWM整 流器获得直流母线电压 ,为一台或多台充电

机提供直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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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装滤波器以抑制谐波电流。

(5)根据负荷特点合理配置无功补偿装置 ,在用户高峰负荷时

使变压器高压侧功率因数不低于 0.95。

7.0.7 充电站中的用电设各大多为三相用电,预计其对公用电网

产生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度比较小 ,通 常均可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的

限值要求。但对于一些采用低压单相充电机的小容量充电站 ,可

能会产生三相电压不平衡度超过限值的问题 ,可 以考虑采用对三

相负荷进行调整的办法使之平衡 ,如将不对称负荷尽可能分散地

接到不同供电点 ,避免集中连接造成不平衡度超标 ,或将不对称负

荷接到更高电压等级上供电,使连接点的短路容量足够大 ,或采用

三相平衡化装置提高分相调节能力。



8计 量

8.0.1 本条参考电力行业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448以 及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直流计量技术要求》、《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计量技术要求》的相关
规定 ?根据充电方式的不同,对 计量系统的配置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包括电能表的准确度、规格以及安装位置等的要求。
8.0.2 本条参考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充放电计费装
置技术规范》Q/GDW400的 相关内容,对计量系统的功能迸行了
规定 ,其 中功能不一定要全部真备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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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控及通信系统

9.1系 统 构 成

9.1.1 本条参考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池

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Q/GDW488的相关内容 ,对监控系统的

系统结构、硬件构成、网络通信结构以及系统配置原则进行了规定。

对于大中型充电站 ,监控系统由站控层、间隔层及网络设备构成。

小型充电站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简化 ,网络结构可以简化为单网。

由于充电站监控系统的上级监控管理系统可能涉及运营、调

度等层面 ,目 前尚没有相关文件对其给出明确规定 ,因 此 ,本规范

将监控系统定义为站级监控系统 ,整个监控系统由站控层、间隔层

及网络设备构成。

充电站监控后台主要完成采集、处理、存储来 自充电机及配电

系统的监控数据 ,提供图形化人机界面及语音报警功能 ,并完成系

统的数据展现及下发控制命令 ,用 以监控充电机及配电系统的运

行 ,除配电站具有监控 sCADA的功能外 ,还提供针对充电站的诸

如智能负荷调控等高级应用功能 ,为 充电站的安全、可靠 、经济运

行提供保障。

9.2 充电监控系统         ·

9.2.1 本条参考了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

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Q/GDW488的 相关内容。

9.3 供电监控系统

9.3.1 本条参考了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

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Q/GDW488的 相关内容 ,供 电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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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除应满是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 应符合现有的变配电自动化系

统的相关标准。

9.3.2 配电系统监控分为保护和测控两个部分。根据配电系统

一次方案的不同和对配电系统 自动化程度要求的不同 ,推荐两个

典型的配置方案。

方案一 :主要用于 10kV侧 开关为真空断路器且对 自动化程

度要求较高的充电站。

保护部分 :进线变配微机保护具备三段式过流保护、过负荷保

护、低压侧零序电流保护、超温告警或跳闸、低压保护等保护功能 ,

0.4kV开关采用开关 自带的过流保护功能。

测控部分 :具备配电系统各间隔的电流电压等电气参数的遥

测功能、开关位置的遥信功能以及重要开关 (10kV开关、0.4kV

进线开关和联络线开关 )的遥控功能。

另外 ,为 了提高配电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实现配电站无人或少

人值班 ,在 0.4kV侧 配置分段备 自投装置。在其中一路电源失电

的情况下 ,备 自投装置可以快速地将联络开关合上 ,提高了充电站

供电的可靠性。

方案二 :主要用于 10kV侧 开关为负荷开关且造价较低的充

电站。

保护部分 :进线变开关用熔断器保护 ,0.4kV开 关采用开关

自带的过流倮护功能。

测控部分 :具备配电系统各间隔的电流电压等电气参数的遥

测功能、开关位置的遥信功能以及重要开关 (10kV开关 、0.4kV

进线开关和联络线开关 )的遥控功能。

o。 4kV侧不配置分段备 自投装置。在其 中一路电源失电的

情况下 ,需要人工将联络开关合上。

9.4 安防监控系统

9.4.1 本条参考了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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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更换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Q/GDW488的 相关内容 ,安全防范

系统一般包括人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等。电动汽车充电站应设置包括以上三种子系统的安防监控系

统 ,但 防护级别、防护深度 ,如 监控摄像机的监控 目标、监控区域 ,

人侵探测器的安装位置、探测范围、探测手段、报警方式 ,以 及出人

口控制设各的安装位置、通行对象、通行时间等应根据充电站的重

要等级以及安全管理要求进行设置。中小型充电站可简化安防监

控系统设计 ,采用物防、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在住宅小

区或商业大厦内建设的小型充电站 ,监控系统中可不配置安防监

控系统及配电监控系统 ,且 网络结构可以简化为单网。

9.4.2 出于对安全管理的考虑 ,在 充电站的充电区、营业窗 口等

位置宜设置监控摄像机。

9.4.3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 ,在 充电站的供电区、监控室等位置宜

设置人侵探测器 ,小 型充电站可以不设置。

9.4.4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 ,在充电站出人口等位置宜设置出人 口

控制设备 ,小 型充电站可以不设置。

9.5通 信 系 统

9.5.3 为实现与各类上级监控管理系统交换数据的需要 ,充 电站

监控系统应预留以太网或无线公网接 口,以 利于监控系统的扩充

并预留数据传送通道。



10  土 建

10.1建 筑 物

10.1.1 本条阐述 了充电站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 ,即 将
“
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
”
落实到每一项工程中 ,做好建筑节能、节地、节水 、节

材工作。考虑到充电站的普遍性和易于标识 ,充 电站内的建筑应
按工业建筑标准设计 ,并宜统一型式。

IO。 1.2 由于充电站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较少 ,功 能比较简单 ,出

于经济性、安全性、便利性的考虑 ,规定建筑物宜单层布置。
10.1.3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
范》GB50156对 充电站内的钢结构罩棚顶棚进行了规定 ,罩棚四

周 (或 三面)开敞有利于人员的撤离和消防 ,其 安全性优于房间式
建筑物 ,因此规定

“
当罩棚顶棚的承重构件为钢结构时 ,其 耐火极

限可为 0.25h” 。

10.1.5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监控室值班人员的安全疏散和
改善操作环境、减少噪声影响。

10.2 给  排  水

10.2.2、 IO。 2.3 规定 了充电站内雨水、污水排水系统的设计原
则。有站外市政排水条件时 ,应优先采用通过截水沟或雨水 口收
集后排人市政雨水系统方式。由于充电站范围不大 ,当不具备集
中排水条件时 ,站 内地面雨水先期可散流排出站外 ,同 时建议预留
站区排水市政接 口。

10.3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IO。 3.2 本条规定充电站内的建筑物应采取通风措施 ,以 改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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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环境 ,同 时防止发生电池燃烧可能引起的中毒和爆炸事故。出

于经济性的考虑 ,建议采用 自然通风方式。对于配电室、动力蓄电

池临时存储房间等有特殊通风要求的房间可采用机械通风。采用

自然或机械通风时 ,通风 口的设置除满足面积和个数的要求外 ,还

需要考虑通风口的位置。布置排风口时尽可能均匀 ,不 留死角 ,以

便于气体的迅速扩散。

10.3.3、 10.3.4 根据建筑采暖、空调的一般要求 ,确 定充电站内

建筑物采暖、空调的基本原则。由于充电站内有人值班的房间较

少 ,市政采暖接 口的费用较高 ,出 于经济性的考虑 ,建议位于采暖

区的充电站采用分散电采暖方式 ,其 他采暖方式如燃气、燃油、热

水锅炉等的运行费用较高 ,不推荐采用。

10.4土 建 电 气

10.4.1 充电站建筑物的体量较小、低压配电装置较少 ,接地装置

没有必要分开设置 ,在满足电力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DL/T621— 1997中 7.2节要求时 ,尽 可能共用接地装置 ,接地电

阻值也应符合电力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621~

1997中 ?。 2条的规定。

10.4.2 避雷带 (网 )是小型建筑物常用的较为经济的防雷措施。

当充电站内设置的彩钢屋面满足条文规定的技术要求时 ,屋 面本

身就可作为接闪器 ,省 去了重新铺设避雷带 (网 )的工作量。

10.4.3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中对照度的要求值 ,并 结合实际情况制订。

10.4.4 本条规定是为了满足节能的要求。

IO。 4.5 本条按照灯具的使用场所规定了选用的节能型灯具。

10.4.6 本条对灯具的安装、使用作出了一般性要求。

10.4.7 在事故停电时 ,监控室、配电室作为重要工作场所 ,需 要

继续工作 ,宜配置应急照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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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1.0.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

规范》GB50016的 规定确定了电动汽车充电站消防给水系统设计

的基本原则。

11.0.2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占地面积较小 ,同 时进入的人员也有

限 ,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2006第
8.2.1条 的规定 ,确 定其同一时间的火灾次数为一次。

1I。 0.3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筑物一般比较简单 ,而且布置的电

气设备较多 ,由 于电气设备房间不能用水灭火 ,因 此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zO06第 8.3.1条 的注释 ,当

建筑物满足该条规定的条件之一时 ,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

11.0.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小型灭火器是控制初期火灾和扑灭

小型火灾的最有效设备 ,充 电站内建筑物的灭火器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进 行配置。

充电站室外充电区灭火器的配置应考虑是否有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进人。室外充电区属于室外场所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对建筑物危险性等级的划分原

则 ,规定不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人充电站时 ,窒外充电区应

按轻危险级配置灭火器 ;当 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入充电站

时 ,室 外充电区应参考汽车加油站的标准配置 ,按严重危险级配置

灭火器。



12 节能与环保

12.1 建筑物 、设备及材料节能

12.1.1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充 电站 ,在规划 、设计和

建设 中 ,应贯彻 国家节能政策 ,合理利用能源 ,节 约土地资源 。

12.2噪 声 控 制

12.2.1 充 电站的环境噪声限值见表 1。

表 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注:0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 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

1类声环境功能区 :指 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

主要功能 ,需 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 ,或者居住、商业、工业

混杂 ,需 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 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 ,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

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 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 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

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包括 4a类 相 4b类两种类型。座a类 为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 )、 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 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 56 ·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6:00~22:00〉 夜间(22:00~6:00)

0类

l类

2类

3类

4类
厶a类

厶b类



濑
电洛 :‘oo-θ 70-0sO0
陛 m泗,mOs0s硼

s/NH580242 ·

aOo
"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
2

"
"
"
"
Η

"
"
"
Η

4

"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2

统一书号:15sO⒛ 2· sGo

定  价 :1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