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标准化协会《关于“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规范”等两项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立

项的通知》（中国标协[2017]89 号），中国标协标准《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规范》正式立

项。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组织协调,深圳市移动通信联合会牵头起草制定。 

2、主要工作过程  

    2014 年 11 月开始筹建深圳市移动电源产业联盟，同时成立联盟标准起草工作组，标准

制定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于 2016 年 7 月最终定稿，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官网上公示，同时颁布实施。 

    联盟标准实施后在深圳市相关产业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本标准

酝酿升级为中国移动电源行业团体标准。2016 年 12 月起，多次召开专家会，对该标准逐条

进行讨论，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并于 2017 年 3 月定稿。2017 年 4 月至 5 月，依据标

准开展指标检验验证工作。2017 年 6 月 9 日正式由中国标准化协会立项,随后根据验证情况

和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修订后，于 2017 年 9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3、主要参加单位及负责事项 

执笔起草单位：  

参与起草单位：  

组织协调单位：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 根据《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和起草单位实际情况，标准研制工作遵循

以下基本原则： 

1.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与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要求编

制，提高标准的规范性，使制定的标准满足规范化、通用化的要求。 

2.在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移动电源行业企业、检测机构、科研院校、行业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基础上进行编制。 



3.本标准在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和规范性的总体原则上进行编制。 

4.通过梳理现有充电技术形态与规范，调研国内移动电源行业现状，分析移动电源发

展趋势，进一步理顺产业链上各环节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产品质量、用户需求、产品评测、

以及安全性、限用物质等方面进行规范，为普通用户、产品设计、产品制造商、质量评价

和市场监管者提供依据。 

——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移动电源（以下简称移动电源）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质量评定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标称输入电压不超过 250V，输出直流电压不大于 36V,单端口输出电流不

超过 5A,采用有线输出的移动电源。 

本标准适用于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移动电源，不包括其他类型电池（如铅酸电池）的移

动电源。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2015年第四季度，深圳市移动通信联合会、深圳市移动电源产业联盟组织策划，委托检

测机构：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完成了移动电源8个知名品牌9款产品的

星级评定工作。 

本次评定工作采用深圳市首个社会团体标准--《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技术标准》、《深圳

市移动电源分级质量测评标准》，由深圳市移动通信联合会、深圳市移动电源产业联盟主办，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支持，标准起草单位及检测机构配合，移动电

源生产企业自愿报名参与的方式，旨在通过市场化的竞争让消费者更容易辨识出产品的优劣，

督促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让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优胜劣汰。 

参加本次星级评定的产品均为国内知名品牌，分别是： 

华为AP006型、飞毛腿PA-619型、佳的美S50型、金威澎HPW033C型、品能PN-969型、品

能PN-983型、罗马仕PB10型、小米NDY-02-AM型和羽博YB-645D型（排名以字母为序）。制造

商对每款产品36只样品进行送检，检测机构对涉及产品性能、安全、用户体验等方面的20

多个项目进行检测。实测结果表明，参评样品总体性能稳定、安全可靠，总体质量较高，但

多数产品在标识方面尚待完善。 



 

图 1 测评产品 

表1 ：测试项目与权重 

 

a   指标 b   安全 c   性能 d   用户体验 e   质保 

f   测试

内容 

g   电芯安全、辐射骚扰、ESD、过

压保护、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

护、短路保护、过载保护、移动

电源系统对电池的保护、自由跌

落、振动、机械冲击、（PCB、线、

外壳)阻燃 

h   额定输出容

量比、整机输

出容量保持、

机械可靠性、

充放电线性能 

i   充电时间、充

放电温度、标识、

环保要求、消费

者体验 

j   质保期 

k   权重 l   25% m   40% n   35% o   加分项 

本次星级评定的9款移动电源样品，经实验室测试的客观数据、主观评价的数据进行综

合评价，得分在90.5-98.9分之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表2 ：首批移动电源产品星级质量总评得分 

p   第一名 q   品能PN-969型 

r   总评得分 s   98.9 

t   第二名 u   小米NDY-02-AM 



v   总评得分 w   98.3 

x   第三名 y   华为AP006型 

z   总评得分 aa   98 

bb   其它样品 cc   得分在90.5-95.9之间 

（一）送检样品整体性能优异、安全可靠 

参加评定的9款样品在电芯安全、整机保护功能、整机阻燃、结构安全等绩大类检测中，

均顺利通过测试，符合检测标准的要求。从此次星级评定实测结果看来，参评样品整体安全

可靠，我国移动电源制造商完全有能力生产出质量可靠的产品。 

（二）高容量产品技术成熟 

参加此次星级评定的高容量产品较普遍，这些产品在采用高容量电芯的同时，安全性方

面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质量水平。这说明我国移动电源制造商对高容量产品的安全性控制技术

已趋于成熟。不同产品的额定输出容量比和充电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表3：参评产品规格及实际输出容量 

     额定输出容量比以及实际充电时间 

dd   品牌 ee   型号 

ff   电芯容量 

gg   （标称值） 

hh   实际输出容量

（平均值） 

ii   额定输出容量比

jj   飞毛

腿 

kk   PA-619型 ll   13000 mAh mm   8191mAh nn   63.01% 

oo   华为 pp   AP006型 qq   4800mAh rr   3408mAh ss   71.00% 

tt   佳的

美 

uu   S50型 vv   5000mAh ww   3397mAh xx   67.94% 

yy   金威

澎 

zz   HPW033C型 aaa   8000mAh bbb   5444mAh ccc   68.05% 

ddd   品能 eee   PN-969型 fff   20000mAh ggg   14386mAh hhh   71.93% 

iii   品能 jjj   PN-983型 kkk   10000mAh lll   6960mAh mmm   69.60% 

nnn   罗马

仕 

ooo   PB10型 ppp   10000mAh qqq   6972mAh rrr   69.72% 

sss   小米 ttt   NDY-02-AM型 uuu   5000mAh vvv   3466mAh www   69.32% 



xxx   羽博 yyy   YB-645D型 zzz   10400mAh aaaa   6727mAh bbbb   64.68% 

品牌 cccc   型号 

dddd   电芯容量 

eeee   （标称值）

ffff   额定充电电流 gggg   实际充电时间 

hhhh   飞毛

腿 

iiii   PA-619型 jjjj   13000 mAh kkkk   1A llll   16.98h 

mmmm   华为 nnnn   AP006型 oooo   4800mAh pppp   1A qqqq   5.38 

rrrr   佳的

美 

ssss   S50型 tttt   5000mAh uuuu   2A vvvv   2.68h 

wwww   金威

澎 

xxxx   HPW033C型 yyyy   8000mAh zzzz   2A aaaaa   4.6h 

bbbbb   品能 ccccc   PN-969型 ddddd   20000mAh eeeee   2A fffff   13.18h 

ggggg   品能 hhhhh   PN-983型 iiiii   10000mAh jjjjj   2A kkkkk   6.54h 

lllll   罗马

仕 

mmmmm   PB10型 nnnnn   10000mAh ooooo   2.1A ppppp   6.97h 

qqqqq   小米 rrrrr   NDY-02-AM型 sssss   5000mAh ttttt   2A uuuuu   3.44h 

vvvvv   羽博 wwwww   YB-645D型 xxxxx   10400mAh yyyyy   2A zzzzz   6.39h 

（三）部分产品在电磁兼容方面有待加强 

    此次星级评定检测中不合格情况集中体现在辐射骚扰和 ESD（静电放电）项目上。符合

这两个项目要求的产品仅有华为 AP006 型、佳的美 S50 型、品能 PN-969 型、小米 NDY-02-AM

型和羽博 YB-645D 型（飞毛腿 PA-619 型静电放电项目符合要求）。由于这两个项目在传统

的锂离子电池检测标准中较少涉及，对于许多由锂电池的制造商演进而来的移动电源制造商

而言，电磁兼容方面容易成为产品质量控制的盲区。 

（四）配件质量仍有提升空间 

此次星级评定性能检测中不合格率最高的项目出现在产品的配件检测—充放电线电流

通过性能上，仅有金威澎HPW033C型和小米NDY-02-AM型两个型号的产品符合标准要求。体现

出我们的产品在配件质量方面还有待提高。 

（五）产品标识有待完善 

产品标识是此次星级评定中通过率最低的项目，参与评测产品的标识均未能完全符合评



测标准。目前市面上流行的移动电源，多端口输出的设计较为普遍。标识在产品上的端口最

大输出电流，通常仅对应于该端口单路输出的情形。若同时使用多个端口输出，则每个端口

的输出电流值较最大标称值会有显著下降。 

参评产品往往忽略了对这一情况的说明。此外，参见本次评定的别产品依然没有标注出有效

输出容量。 

   （六）消费者体验评价较均衡 

在消费者体验评价方面，评委对上述产品接受度普遍较高，各款产品得分也比较均衡。

其中，飞毛腿PA-619型和罗马仕PB10型获评最高。 

表5. 消费者体验评分结果 

aaaaaa   品牌 bbbbbb   型号 cccccc   消费者体验评分 

dddddd   飞毛腿 eeeeee   PA-619型 ffffff   12.5 

gggggg   华为 hhhhhh   AP006型 iiiiii   11 

jjjjjj   佳的美 kkkkkk   S50型 llllll   12 

mmmmmm   金威澎 nnnnnn   HPW033C型 oooooo   10 

pppppp   品能 qqqqqq   PN-969型 rrrrrr   12.5 

ssssss   品能 tttttt   PN-983型 uuuuuu   11 

vvvvvv   罗马仕 wwwwww   PB10型 xxxxxx   11.5 

yyyyyy   小米 zzzzzz   NDY-02-AM型 aaaaaaa   11 

bbbbbbb   羽博 ccccccc   YB-645D型 ddddddd   12 

 

（七）质保期限与用户期望值尚有差距 

    本次参评的产品质保期均为6个月至1年，而参加测评的消费者代表普遍希望制造商能够

提供1-2年的质保服务。对此，有厂家表示，移动电源性能较大程度受电芯寿命的影响，而

电芯寿命也和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有关，频繁充电将显著影响移动电源的使用寿命。 

特别说明： 

（1）所有样品同一试验项目/指标均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进行。 

（2）本次比星级评定旨在提供约定测试项目的综合评价分析，评分只在约定测试项目中

进行，并不能覆盖移动电源的所有方面，比如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可靠性，品牌喜好，个人



特殊感受等。 

（3）本次星级评定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不代表该品牌其他型号、批次的产品性能与

质量；任何单位和企业未经深圳市移动通信和深圳市移动电源产业联盟书面允许，不得利用

本次比较试验结果进行商业宣传、或作为广告内容，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

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充电技术和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移动通讯设备、

便携式计算机、便携式播放器、数码相机等各式便携式数字设备，其自带电源往往不能满足

用户需求。移动充电技术可作为一种重要解决方案，我国在该领域较活跃，尽管有一定积累，

仅有极少数区域有地方标准，行业内尚无标准、准入门槛低，山寨仿冒的问题不容忽视，更

为严重的是，关于充电宝引发的爆炸等安全事故频发，给用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

这些因素也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考验。 

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的发布解决了移动

电源所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问题。但在此基础上，移动电源作为电池和电路转换

的结合体，其超薄、袖珍的特点使得结构越来越紧密，如果电路板设计存在缺陷，外壳、接

口材料使用不当，同样会导致移动电源产品功能异常、存在安全风险。同时电子零件各种失

效模式也更容易产生安全危险的失效。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定移动电源产品的相关标准，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响应国家的标准改革推动团体标准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

关键性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规范》是国内首个移动电源团体标准，多项指标高于国家标准。

其中，该标准的多项安全指标具有创新性，填补了国内外移动电源标准的空白。 

（1）与国际标准相比，本社团标准的安全指标设置更全面。 

目前，国外移动电源的相关标准共6个，其中有5个均是针对移动电源电池提出的标准，

只有美国的 UL 2056 标准是当今国际上正式发布的唯一针对移动电源产品的标准。UL 2056



提及的安全指标，本社团标准均满足，此外本社会团体标准还包括了 UL 2056 未提及的安全

指标，如 EMC（电磁兼容性测试）、ESD（静电释放）等。中国、美国、欧盟、国际关于“移

动电源、锂电池、信息设备、电池组”标准，详见表一 

表 1：中国、美国、欧盟、国际关于“移动电源、锂电池、信息设备、电池组”标准 

国家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中国 

GB 31241-2014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要求 

GB/T 

18287-2013 
移动电话用锂离子蓄电池及蓄电池组总规范 

GB 4943.1- 

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第1 部分：通用要求 

GB8898- 

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 

CQC 3306-2013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认证技术规范 

DB 35/T 

1314-2013 
便携式移动电源 

DB 44/T 

1662-2015 
USB接口类移动电源 技术要求 

CIAPS 

0001-2014 
USB 接口类移动电源 

美国 

UL 1642-2012 锂蓄电池组 

UL 2054-2004 家用和商用蓄电池组 

UL SUBJECT 

2056-2015 
移动电源安全性能研究概述 

欧盟 EN 62133-2013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

封蓄电池和蓄电池组的安全要 

求 

国际 IEC62133-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



2012 封蓄电池和蓄电池组的安全性 

要求 

IEC 62368-1 
音频/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 

安全要求 

注：国内外移动电源相关标准共 14 个，其中：中国 8 个，美国 3 个，欧盟 1 个，国际

2 个 

（资料来源：《深圳标准信息服务网》） 

（2）、与国内标准相比，本社团标准完全满足目前锂电池相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根据搜集整理，目前国内移动电源相关标准共有 8 个，其中，涉及到锂离子电池的国家

强制性标准有 4 个，本社团标准完全满足目前锂电池相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如，本社

团标准 4.1.3 电池/电池组的要求中，除说明了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 31241 便携式电

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的相关要求外，还说明了应有防反接接口设计，并

防止在移动电源制造、维修过程中电池反接造成漏液、泄气、破裂、起火、爆炸等问题。 

 （3）、本社团标准的部分安全指标填补了国内外移动电源产品标准的空白。 

与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1662-2015 USB 接口类移动电源 技术要求》相比，该社

团标准在性能要求、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环保要求、附件等 5 个方面均有所突破，其中，

快充、TYPE C（USB 接口的一种连接介面）、动态负载三项指标填补了国内外移动电源产品

标准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创新性。 

除安全性外，本社团标准最明显的优势在于，标准制定的全程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采

用国际先进的分级评价法对移动电源产品进行分级评定，并用星级进行标识，最高五颗星。

让消费者可以不必详细了解移动电源的专业知识，而只根据星级标识就可选购到满意的移动

电源。 

总之，本社团标准不仅满足了目前国内外移动电源相关标准中的安全性要求，而且还增

加了部分填补空白、对性能有显著提升的新指标，对提升整个移动电源行业的产品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调性 

    据统计表明，目前中国85%以上的移动电源的都集中在深圳研发生产制造，参加本标准



起草和制定的华为、飞利浦、紫米、锤子、飞毛腿、罗马仕、羽博、品能、倍斯特、金威澎、

佳的美、比亚迪、比克、力神、迪比科、格林德、易能微以及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消费者委员会、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等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知名的品

牌企业和机构，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标准参照了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

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组安全要求》，并结合了深圳及中国移动电源行业的实际，历经两年多

时间，20多家企业按照该标准检测验证，数十次修订，终成正果。在快充技术等三项标准指

标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并得到了业界的认同。该标准是中国首家发布的移动电源行业的社会

团体标准，符合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是切实可行的推荐性中国移动电源行业 

标准团体标准，可以供行业协会会员和业内相关单位自愿采用。 

本社团标准是在满足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制定

的，如： 

a) 团体标准 4.1.3 电池/电池组的要求中，除说明了应符合《GB 31241 便携式电子产

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的相关要求外，还说明了应有防反接接口设

计，并防止在移动电源制造、维修过程中电池反接造成漏液、泄气、破裂、起火、

爆炸等问题； 

b) 团体标准 4.1.7.2AC 输入的移动电源的要求中，满足 GB 4943.1-2011 的要求； 

c) 团体标准 4.2.2 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要求中，除输出应满足 GB 4943.1-2011,2.5 受

限制电源的要求外，还对空载端口电压或标称输出电压、标称输出电流等做了相

关要求； 

d) 团体标准 4.3.6 阻燃性能的要求中，要求移动电源外壳材料防火等级应按 GB/T 

5169.16-2008 归类为 V-2 级或通过 GB 4943.1-2011 中的附录 A2 试验； 

e) 团体标准 4.6.1 无线电骚扰的要求中，要求移动电源应符合 GB 9254 的规定； 

f) 团体标准 4.6.2 电磁抗扰度的要求中，要求移动电源应符合 GB/T 17626 的规定； 

g) 团体标准 4.10 环保要求中，要求移动电源可接触部分应符合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

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26572 标准，也就是 RoHS 的要求。 

本社团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1662-2015 USB 接口类移动电源 技术

要求》的差异，见表 2： 



表 2：深圳市移动电源社团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T 1662-2015 USB 接口类移动

电源 技术要求》的差异  

编号 项目 
深圳市 

社会团体标准 

广东省 

地方标准 

1 

性能要求 

快充 具有快充功能（5.5.4） 无说明 

2 USB TYPE C 端口 有测试要求（4.1.4.1，c） 无测试要求 

3 动态负载响应 有（4.2.3） 无 

4 循环寿命 强调整机产品（4.8） 无 

5 
安全性 

温度保护 有（4.3.3） 无 

6 温升 有（4.1.6） 无 

7 环境适应性 盐雾测试 有（4.5.5） 无 

8 环保要求 卤素 有环保要求（4.1.4.1，d） 无环保要求 

9 附件 对充电线的要求 有阻燃要求（4.1.4.2，a） 无阻燃要求 

 

    本社团标准不仅满足了目前国内外移动电源相关标准中的安全性要求，而且还增加了部

分填补空白、对性能有显著提升的新指标，对提升整个移动电源行业的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协调一致，无抵触现象；技术内容符合安全、合理、先进的要求并具有可操作性，符

合行业发展方向。本标准的部分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关于移动电源快充 18W 标准指标中的快放参数指标，自高通公司发布快放参数指标要求

以来，主要有 QC2.0 和 QC3.0。以 9V/2A 和 12V/1.5A 为特征值，由于发布之初，未给出允

差，业界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一种意见认为，快充指标 18W 的输出为最低要求，不应该考虑偏差的存在，持这类观点

的公司，其移动电源的输出功率往往远大于 18W； 

另一种意见认为，移动电源的输出电压允许一定的波动幅度，如 5V 允许有百分之五的

偏差。18W 是一个标称值，应该允许上下有百分之五的偏差。持这种观点的公司，其移动电

源产品输出功率均能达到 17.1W,大多数能达到 17.5W。 

本团体标准参照高通快充设计方案 QC2.0 和 QC3.09V/2A 和 12V/1.5A 的标准参数，结合

本会委托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的 12 家企业 17 款快充产品，该检测中心



检测报告数据显示:华为等 8 家企业 10 款产品达到快充标准的指标（快充指标在 17.5w -18 

w 之间,其中紫米 QB820 两万 MHA 样品输出功率达到 45W,输入功率不小于 40 W），不合格率

达到 35%（快充指标在 17.5w 以下），即 35%的快充移动电源达不到新标准 18W 指标。这个

快充新标准的指标说明，要达到快充移动电源的新标准指标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根据对部分厂商快充检测产品检测数据以及品牌厂商快充移动电源研发生产的实际情

况出发，同时参照高通及其它快充芯片方案设计厂商的情况，本团体标准核心起草小组决定：

快充标称值定为 18W,允许上下有百分之五的偏差。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是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在快充技术、TEYP-C 接口技术、动态负载技术三项技术以及相关标准技术填补

了国内外空白，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对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建

议在全国范围内会员单位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推广使用该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机构

也可以将该标准作为检测验证的参考。本标准经批准发布后即开始实施，将首先选定在深圳

市及珠三角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移动电源研发生产制造企业率先推广实施，同时按照该标准

的技术创新指标进行检测验证。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便携式移动电源通用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2017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