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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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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百公里续航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自行车产品百公里续航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GB 17761的仅电驱动的两轮自行车（除特殊说明外，以下简称“电动自行车”），

本文件不适用于混合动力电动自行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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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3565 自行车安全要求（GB 3565-2005,ISO 4210:1996,IDT） 

GB/T 12742 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条件 

GB/T 24157-2017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续驶里程及残电指示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cycle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来源：GB 17761-2018，3.1，有修改] 

 

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 fully assembled electric bicycle 

为达到使用目的，配备有所必需的全部部件（含蓄电池及使用说明书中明示的所有配件，但不含非

车载充电器）的电动自行车（3.1）。 

[来源：GB 17761-2018，3.2] 

 

续驶里程 range 

从动力蓄电池完全充电状态开始，按规定方法行驶直至设定的试验终止条件，能连续正常行驶的距

离，单位为km。 

[来源：GB/T 24157-2017，3.2] 

 

百公里续航 100km range 

按照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条件，电动自行车的续航里程不低于一百公里的状态。 

4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4.1.1 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 GB 17761 中电驱动自行车的编码和安全要求，且其整车及部件（如蓄电

池、车载充电器等）还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安全要求。 

4.1.2 制造商应在随车技术文件中，提供电动自行车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主要技术参数项目

见附录 A，制造商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相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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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性能 

4.2.1 滑行性能指电动自行车在高、中、低速的滑行能力，主要影响因素有整车风阻、滚动阻力。 

4.2.2 滑行距离是指电动自行车加速至某一预定车速后加速把复位，利用电动自行车具有的动能行驶

的距离。 

4.2.3 滑行阻力是指电动自行车加速把复位、解除制动时，电动自行车由静止至开始移动所需的推力

和拉力。 

4.2.4 电动车自行车驱动系统的传动效率越高，电动自行车的滑行阻力越小，滑行距离越长，电动自

行车的滑行性能就越好。 

4.2.5 电动车自行车加速至最高车速 25km/h 后加速把复位，其滑行距离应当不低于 35m。 

蓄电池要求 

4.3.1 电池类型 

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类型宜为锂电池。 

4.3.2 电池能量密度 

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能量密度应不小于120Wh/kg。 

4.3.3 电池重量 

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装配质量应不高于10kg。 

4.3.4 电池寿命 

全新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应可完全充电放电350次以上，且容量衰减小于20%。 

电动机要求 

4.4.1 电动机样式 

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应为无刷直流电机。 

4.4.2 电动机标称功率 

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标称功率应不超过400W。 

4.4.3 电动机额定电压 

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额定电压应不超过48V。 

驱动系统效率 

电动自行车的驱动系统效率应不低于85%。 

灯具要求 

电动自行车的灯具功率应不超过18W。 

能量回收要求 

电动自行车应具备能量回收功能。 

续驶里程 

按照5.6的试验方法，电动自行车的续驶里程应大于100km。 

百公里耗电量 

按照5.7的试验方法计算，电动自行车的百公里耗电量应低于1.1 kW•h/100km。 

剩余电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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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当剩余电量低于警示值时，以声、光信号发出警告，提示尽快充电。 

4.10.2 当剩余电量警示发出后，此时的剩余电量应满足能够使电动自行车通过其自身的驱动系统使

其以不低于 15km/h 的速度行驶至少 3km。 

5 试验方法 

试验车辆 

5.1.1 试验车辆为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 

5.1.2 轮胎应当按标注在外胎上的最大推荐压力充足气，压力偏差为±10kPa。 

5.1.3 试验车辆用动力蓄电池应为生产一年内的，且充放电次数不大于 50 次。 

驾驶要求 

5.2.1 骑行者（含仪器设备）的质量应当为 75kg，不足时配重至 75kg。 

5.2.2 驾驶员应能熟练掌握驾驶技术，并熟悉试验方法；试验过程中骑行姿势应尽可能保持不变。 

动力蓄电池的放电与充电 

5.3.1 初次充电前，动力蓄电池应完全放电，放电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负载行驶至动力蓄电池达到

截止电压或管理系统切断动力。 

5.3.2 按照制造商说明书中要求的充电程序将动力蓄电池完全充电；充电结束后，电池应在 25±5℃的

温度下静置不少于 2h，并应于 4h 之内开始试验。 

试验设备的分辨率和准确度 

5.4.1 车速检测设备：准确度±2%，分辨率 0.1km/h。 

5.4.2 能量检测设备：准确度±1%，分辨率 1W·h。 

5.4.3 所用的其他检测设备和器具应当符合 GB 24157、GB/T 12742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试验终止条件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即应终止试验： 

a) 动力蓄电池达到截止电压，或管理系统切断动力； 

b) 实时车速超过规定的速度公差范围(正负 2km/h，取下偏差)，且持续 4s 以上。 

试验步骤 

5.6.1 采用等速法试验方法测量续驶里程，并计算百公里耗电量。 

5.6.2 试验只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底盘测功机的设定可参照 GB/T 24157 附录 C。 

5.6.3 试验车辆以电驱动方式，按 GB 17761 最高车速限值的 80%，即 20km/h±1km/h 的速度连续行驶；

从起步加速至稳定车速行驶的距离应不超过 200m。 

5.6.4 续驶至发生 5.4 所述情况，结束试验。记录实际总行驶里程 S（单位 km，修约到一位小数），

同时记录用的的时间（单位 min），以及记录试验期间的平均车速。 

5.6.5 在完成试验后 2h 内，按照制造商说明书中要求的充电程序再次充电，至动力蓄电池完全充电状

态；在电网与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之间连接能量检测设备，测量电网所消耗的能量 E。 

5.6.6 如果需要在试验过程对车辆进行移动，不准许使用车上动力，也不准许使用回收制动能量等方

式给车辆补充能量。 

百公里耗电量的计算 

使用下式计算百公里耗电量C，单位 kW•h/100km。一般修约到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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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100                                         （1） 

式中： 

S—试验总行驶里程，单位为km； 

E—再次充电时来自电网的能量，单位为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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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主要技术参数项目 

表A.1 主要技术参数项目表 

序号 分类 技术参数 单位 

1 

整车 

外形尺寸 mm 

2 整车质量 kg 

3 载重量 kg 

4 轮胎气压 kPa 

5 

电气部件 

电动机样式 - 

6 电动机额定电压 V 

7 电动机标称功率 W 

8 蓄电池类型 - 

9 蓄电池容量 Ah 

10 蓄电池重量 kg 

11 

主要性能指标 

最高车速 km/h 

12 续驶里程 km 

13 能量消耗率 kW•h/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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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试验记录表 

表B.1 主要技术参数项目表 

制造商名  车辆型号  整车编码  

试验编号  试验日期  试验地点  

环境温度  大气压强  平均风速  

整车质量  驾驶员质量  装载质量  

轮胎规格  轮胎气压  路况  

电池制造商  规格  型号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试验车速  最高车速  

续驶里程 S  试验用时  

电网消费能量 E  百公里耗电量 C  

驾驶员  试验者  核对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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