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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团体标 

《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团体标准是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文件

号中国标协【2019】5号。本标准由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提出，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江苏亨通电子线缆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南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八达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电气系统分公司、

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无锡鑫宏业特塑线缆有限公司、江苏艾立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辰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新能源电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美昱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苏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无

锡杰科塑业有限公司、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埃肯有机硅（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达胜高聚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安高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起草。 

1.2编制背景与目标 

汽车产业是个万亿计的产业，传统燃油车，我国和国外技术差距很大，“以市

场换技术”成为遗憾后，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希望改变传统汽车行业

大而不强的局面，推动本土汽车产业在该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标准制定订工作，工信部在 2018年先后发布《2018年

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加快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出发，突出抓好重

点标准领域和关键标准项目，着力优化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标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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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参与和协调，支撑汽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健康可

持续发展。 

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应用的特殊要求，现有的电缆标准不能有效的满足

系统应用需求，必须建立新的标准，以满足电动汽车整车生产厂商、电缆供应商等

多方的需求，同时可以规范社会的生产活动，规范市场行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建立最佳秩序，促进相关产品在技术上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这就必须通过制定

和执行新能源电动汽车车内用高压电缆的技术标准、使各生产部门和企业内部各生

产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以保证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 

1.3主要工作过程 

自 2018年 6月以来，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认真钻研了当前

国内外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的标准并进行实践。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中心对于国

内外现行的各个相关标准，对于汽车高压线的使用环境，性能要求与实验方法等因

素有了详尽的了解。基于数百组的试验数据及多个国内外现行标准的研究学习，中

心提出了本标准。并于 2018年 5月至 12月进行了标准编写工作；2019 年 1月份对

标准进行了申报、修改及讨论。预计 2019年 4月底之前完成标准的公布工作。 

立项标准原名《新能源汽车车内用高压电缆》，后经编制单位一致讨论决定变

更为《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和标准内容表述更为贴切。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时充分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的标准，

同时参考了国际 ISO 6722/14572、日本 JASO D 624、美国 SAE J 1654 、欧洲 LV 216

等标准，其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先进性。本标准对电缆的额定工作电压、温度、屏

蔽效率及柔韧性指标进行了要求，确保此标准适用于新能源汽车高压电缆的实际使

用环境，并且保证后续线束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 

2.1.1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所有新能源电动汽车车内使用的高压电缆，对于不同国家标

准如美标、日标、德标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2.1.2指导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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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的选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统

一各个主机厂对于线束的不同要求。而本标准的提出可以实现对新能源汽车电缆的

统一工作，使电缆可以达到标准化生产的要求。 

2.1.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协调统一、相互交叉。可以适应最新的新能源汽

车高压电缆要求。 

2.1.4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电缆的一些技术指标与实验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 11章，规定了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的定义、试验方法和要求。

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代号、型号及表示方法、技术

要求、单芯无屏蔽电缆试验方法、护套电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交货长度、标志

与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及附录。 

2.3关键问题说明 

本标准对国内外的先进标准进行采标与对比，对其中的一些要求及指标进行了

修改与重新定义。 

在对电缆材料选型方面，为了提高电缆的使用寿命及使用安全性，本标准对每

种电缆材料的机械性能及老化后的机械性能要求进行了规定。例如交联聚烯烃类材

料规定其断裂伸长率≥200%，撕裂强度≥15N/mm；硅橡胶材料断裂伸长率≥400%，

撕裂强度温度等级 E≥25N/mm，温度等级 F≥20N/mm，老化试验后所有材料要求其最

小断裂伸长率≥100%。通过对材料性能的优选，能够提高电缆运行寿命，保证电缆

10年的正常运行，同时解决车内高压电缆易出现的开裂问题。 

在电缆环保性能方面，标准对其低烟无卤性能进行了要求，并推荐采用氧弹燃

烧-离子色谱法进行卤素含量的分析，提高检测准确性。 

2.4标准主要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了一些标准条款，作为此份标准的参照依据。其中包括 ASTM B33，

EN 573 等电缆用的铜或铝导体；ISO 6722等低压线标准的试验项目及方法；GB/T 

2951,GB/T 529等标准中的塑料性能测试；GB/T 17737,GB/T 3048 等标准中的电性

能测试等等。这些标准的引用对本文件是必不可少的。 

2.5标准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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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新增试验情况介绍 

1）电压 

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普遍额定电压在直流 900V以上，且在公交车和大巴

车中可能达到额定直流 1500V，传统汽车低压导线已经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本标准

规定了额定电压 AC 600V/DC 900V 和 AC 1000V/DC 1500V 两种电压等级的电缆，满

足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需求。 

2）温度 

    采用大电流传输的结果将导致高功耗和组件的发热，因此高压电缆必须设计承

受更高的温度范围。相比之下，常规的燃油驱动车辆通常使用电缆的额定温度限值

到 105℃，除非电缆应用在发动机舱或其它耐较高的温度的区域。电动汽车高压电

缆通常要高于通用燃油汽车的限值温度，达到 125℃或 150℃。电动汽车内如果通过

的环路有其他影响因素，甚至会提出更高的耐高温要求。本标准规定了额定温度

125℃、150 ℃ 、175 ℃ 、200 ℃、225℃、250℃ 六个温度等级的电缆，满足新

能源电动汽车的使用需求。 

3）屏蔽效率 

 和燃料驱动的车辆不同，控制电动汽车的电机的多采用三相交流电，携带能

量的电压由不同频率的信号符合而成，由于高频率的脉冲具有陡峭的沿，所以会产

生能量有很强的谐波发射到周边区域。通过使用适当的屏蔽方法完全可以解决 EMI

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为满足屏蔽效果的不同要求需要采用不同屏蔽类型的组合。本

标准规定了编织屏蔽和复合屏蔽两种形式的电缆，以及对其屏蔽性能做出了规定，

满足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使用需求。 

4）柔韧性 

电动汽车的开发在许多情况下纳入了更多的电气组件，即使不考虑布线，空间

的限制也必须综合考虑。同时，电缆和连接器通过路径也需要空间。通常的后果是

出现紧张的弯曲半径，由于常规电缆固有的设计，高弯曲力难以克服。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高压电缆高柔韧性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比较柔韧的设计，通过电动汽车内

部紧张的路径才可以容易实现。本标准规定了判定电缆柔韧性的试验方法，由供需

双方针对具体设计要求选型，满足新能源电动汽车的使用需求。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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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通过团体标准的建立，实现了国内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标准的有效统一，

规范了整个电缆的性能要求。我国在标准领域的成熟也意味着产业的成熟，当前我

国任何一家技术企业都难以和世界领袖级企业抗衡，但是一旦在标准之上形成产业

链，就能推动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同时，需要积极引导标准环境和机制的建立。衡

量一个标准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产业链的积极性，企业不仅要把技术纳入标准体

系，更要推动产业竞争，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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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标准 
ISO 6722 

ISO 14572 
LV 216 JASO D624 差异化说明 

常

规 

导体 
铜、铝、铝

合金 
铜、铝 铜 铜 

本标准中新增

明确了铝和铝

合金电缆的要

求 

额定

电压 

AC600V/DC 

900V 

AC1000V/D

C 1500V 

60V 

600V 

600V AC 

1000V DC 

600V AC 

750V DC 

本标准中明确

了两种额定电

压的电缆 

温度

等级 
125-250℃ 

85-250℃ 

 

180℃ 

 

120℃ 

150℃ 

 

本标准中规定

了六个温度等

级的电缆，更

符合现有新能

源汽车的使用

要求。 

型号

命名 
有 无 有 有 

本标准中规定

了高压电缆的

命名，规范化

产品型号 

电

气

性

能 

成品

耐压 

900V 3kV 

1500V 4kV 
无 无 无 

本标准中新增

成品耐压试

验，保障电缆

出厂时的电气

性能 

绝缘

体积

电阻

率 

额定工作

温度时 

900V 1011 

1500V 1012 

70℃时 

109 

70℃时 

1013 

70℃时 

109 

以额定工作温

度时体积电阻

率衡量更符合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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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

效率 

屏蔽层电

阻、转移阻

抗、屏蔽衰

减 

有（无要求） 有（无要求） 无 

本标准中明确

了屏蔽性能的

要求 

机

械

性

能 

柔韧

性 
有 无 无 无 

本标准中新增

明确了电缆柔

韧性的要求 

 

环

保

要

求 

低烟

无卤 

卤素含量、

PH值、烟

密度 

无 无 无 

本标准中明确

了低烟无卤的

要求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

持协调一致。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缆这块属于较先进的标准，性能方面基本

上涵盖 ISO 6722的性能试验，同时适当提高试验参数，增加试验项目，使产品性能

更高于国际先进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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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本标准提出的试验方法与技术指标要求新能源电动汽车高压电缆，提

高新能源电动汽车用电缆的规范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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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 

2019 年 4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