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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典型测试案例分析 

朱洋洋，贺 春，陈 卓，冯瑾涛，曹元威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2016 年度互操作测试中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可以对新国标 GB/T 18487.1
的控制导引部分有较为透彻的理解，同时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设计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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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ypical test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 transmission charging inter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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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typical examples of interoperability tests in 2016. Through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se case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ol guidance part of the new National Standard GB/T18487.1 
and have a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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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充电桩控制导引功能是一个使充电桩与电动汽

车建立充电连接的功能，充电桩与电动汽车在启动

充电前、充电中和充电结束过程中需要兼顾充电连

接的安全可靠以及稳定运行，因此分析充电桩控制

导引功能的标准化以及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就成为了充电系统建设的重点，本文就互操作测

试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案例进行分析，以讨论充电控

制导引功能的各项细节。 

1   交流充电桩停止充电逻辑  

1.1 正常条件下交流充电桩停止充电 

充电桩可以设定充电方式，若设定充电金额或

充电时限，当该充电桩内部的充电结束条件达到时，

充电桩需要将 CP 信号从 PWM 波形状态转化为电

平状态停止充电的信息传递给电动汽车，当电动汽

车在时限内回馈可以停止充电的信息时，交流充电

桩才可以断开输出接触器。 

 

图 1 交流充电桩控制导引电路原理图 
Fig.1 Principle diagram of control guidance circuit for AC charging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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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流充电控制导引电路原理 

Fig.2 Principle diagram of control guidance circuit for DC charging pile

假定充电桩未按照标准规定的方式进行结束充

电，而是在达到充电结束的条件时立刻断开输出接

触器，则会出现充电桩带载断电的情况，同时也在

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使车载充电机断电，具体实

验波形如图 3 所示。 

 
图 3 交流充电桩主动停止充电错误做法波形 

Fig.3 Error behavior waveform of AC charging pile 
 actively stop charging 

在图 3 中，CP 信号以 PWM 波形变电平波形的

方式(在控制导引电路中的动作是将 S1 开关从

PWM 波形状态切换到电平状态)代表充电过程已达

到所设定的结束条件，输出电压的有无代表输出接

触器的闭合和断开，输出电流的有无代表车载充电

机是否在工作，三个信号在条件达到的同一时间动

作，而标准中规定的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结束充电逻

辑。此种不符合标准的断开充电连接的方式，在使

用过程中会影响交流充电桩和车载充电机的寿命。 

正常的断开连接时序如图 4 所示。 

 
图 4 交流充电桩主动停止充电正确做法波形 

Fig.4 Correct method waveform of AC charging pile  
actively stop charging 

图 4 左图中是使用在控制导引电路中带 S2 开

关的电动汽车正常结束充电，在车载充电机检测到

CP 信号由 PWM 波形状态切换为电平状态时，先停

止充电，后将 S2 开关断开使 CP 信号的高电平变为

9 V 状态，此时交流充电桩就在 100 ms 内将输出接

触器断开。 

右图中是使用在控制导引电路中不带 S2 开关

的电动汽车正常结束充电，在车载充电机检测到 CP
信号由 PWM 波形状态切换为电平状态时，停止充

电，此时交流充电桩无法检测到 CP 信号的高电平

会转换为 9 V 状态，便可以在 3 s 后强制断开输出

接触器。 

1.2 正常条件下电动汽车停止充电 

当电动汽车达到充满条件时，或者当电动汽车

被人为设定停止充电时，会将 S2 开关断开，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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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P 信号高电平会变为 9 V，而交流充电桩此时需

要做的动作是在 100 ms 内断开接触器，并保持 CP
波形为 PWM 波形状态，此处保持 CP 波形为 PWM
波形状态的原因是交流充电桩需要保持等待可以启

动充电的状态，当 CP 信号高电平从 9 V 再变回到

6 V 的状态时，交流充电桩需要重新启动充电。 

在测试中遇到的案例是，充电桩在检测到 CP
波形高电平变为 9 V 时，断开输出接触器的同时也

将 CP 信号从 PWM 波形的状态切换为电平波形状

态，如图 5 所示。 

 

图 5 交流充电桩被动停止充电错误做法波形 

Fig.5 Error behavior waveform of AC charging 
pile passively stop charging 

虽然这样的设计并不影响充电安全性能，但是

却不符合标准，而如果按照标准加入这一个功能，

对于车载充电机的充电设计将会提升开发空间，电

动汽车在出现需要停止充电的需求后还可以重新自

动启动充电，因此该功能对于交流桩这样的慢速充

电模式是非常必要的。此功能的测试波形图如图 6
所示。 

左图中，充电桩在检测到 CP 信号高电平变化

为 9 V 时立刻停止充电；右图中，充电桩在检测到

CP 信号高电平从 9 V 重新变回 6 V 时，而重新启动

充电。 

 
图 6 交流充电桩被动停止充电正确做法波形 
Fig.6 Correct method waveform of AC charging  

pile passively stop charging 

2   直流充电桩预启动充电 

直流充电桩是一个高压直流充电系统，需要将

充电正负极直接搭接到电池正负极的，两个电源系

统的相接势必会造成瞬间极大的冲击，特别是电动

汽车上的动力蓄电池，容性极大，如果出现了电压

比充电系统低的情况，两系统搭接瞬间该冲击电流

会非常大，可能会影响充电接触器 K1 和 K2 以及电

池的寿命，因此直流充电桩的控制导引设计需要考

虑在搭接瞬间的预充电过程。 

按照标准要求，充电桩在绝缘自检之后需要进

入配置阶段，在配置阶段获取电池电压后等待车辆

端接触器 K5 和 K6 闭合，在确认电池电压无误后进

入预充电阶段。预充电过程需要达到的要求是，充

电桩输出接触器K1和K2闭合前输出电压需要比电

池电压低 1~10 V。 

实验过程中(试验中所用的电池模拟装置是恒

压拉载的电子负载)遇到的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如

图 7 所示。 

 
图 7 直流充电桩输出冲击电流超标波形 

Fig.7 Overpass waveform of output shock current  
overpass of DC charging pile 

由图 7 可见冲击电流已经达到了 41 A，远超标

准规定的 20 A。红色标记处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接

触器吸合时车辆端电池电压瞬间上升高了，该现象

就是充电桩没有进行预充过程，而直接进入充电阶

段产生的，充电桩在闭合接触器 K1 和 K2 的瞬间输

出电压是 BMS 的需求电压，而该电压高于电池电

压,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标准,也就造成了冲击电流高

于标准规定值的情况发生。 

按照标准做预充电启动的充电桩被测波形如图

8 所示，冲击电流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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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直流充电桩输出冲击电流正常波形 

Fig. 8 Normal waveform of output shock  
current of DC charging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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