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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xxx。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 

 



ZBEA/T XXXXX—XXXX 

1 

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消防安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充换电领域与消防安全直接相关的充换电设备技术要求、充电场所设置技

术要求、换电场所设置技术要求、运营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内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备和充换电场所的建设和使用。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

摩托车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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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3.5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7626.5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 18380.12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12部分:单根绝缘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 

1kW预混合型火焰试验方法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6875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440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B33/T 2477-2022 消防物联网系统技术对接规范 

ISO 8601 数据存储和交换形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浙江 e行在线平台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的对浙江省范围内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的

应用平台。 

3.2  

http://www.baidu.com/link?url=nhzxRJ2wsku_aEu2F7Q07Wzse1kZOy42jm2eHFjz8Z6Naintx4VZivEpwkBbh-W9x7BObKQln-62YPqA5XXzm2FOaSa5_TnJwW6BJDOGVkW
http://www.baidu.com/link?url=9f9qdmbM8gsLkbNMKxBBJubDeA-7rKSrFowqQkwgB0wXkKUHspAwpQ_TJ_a8EU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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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  

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建立的对浙江省范围内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直接相关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的

应用平台。 

3.3  

运营单位 

实施电动自行车和（或）蓄电池的充换电设备、充电场所、换电场所及其附属消防设施建设、维护、

管理和相关设备设施数据采集管理的单位。 

3.4  

运营平台 

运营单位使用的对服务范围内电动自行车和（或）蓄电池的充换电设备、充电场所、换电场所及其

附属消防设施有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的应用平台。 

3.5  

充换电设备 

为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组提供电能并具有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的相关设施设备的总称，包括供电动

自行车使用的充电桩（座）、供蓄电池使用的充换电柜（架）等。 

3.6  

充电场所 

运营单位管理的供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充电的场所。 

3.7  

换电场所 

运营单位管理的能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提供电能、用户自助换电的场所。蓄电池仓位总数大于75

的为集中式换电场所，蓄电池仓位总数不大于75的为零散式换电场所。 

4 充换电设备消防安全技术要求 

4.1 充电桩（座） 

4.1.1 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中的要求，其中室内用不低于IP32，室外用不低于IP54；壳体、插头、

插座应采用阻燃、耐火、耐低温性，抗冲击力强、抗老化的材质。 

4.1.2 应具备充满自停、自动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接地保护等功能。 

4.1.3 连接充电桩（座）的固定式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线，穿保护管铺设。 

4.1.4 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时，每辆电动自行车应采用单独充电回路，并应能分别调节。 

4.1.5 设置在建筑外时，应增加防雷接地装置，防雷性能应满足GB/T 17626.5中3级或以上的要求。设

置在建筑内时，所有外露导电物/设备的保护地线应与建筑物等电位连接网络做功能性等电位连接。 

4.1.6 应具备通讯功能，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与运营平台进行数据传输，数据应符合附录A表A.4、A.6、

A.9和A.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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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充换电柜（架） 

4.2.1 设置在建筑外时，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中不低于IPX4的要求。壳体、插头、插座应采用阻

燃、耐火、耐低温性，抗冲击力强、抗老化的材质。 

4.2.2 壳体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按GB/T 2423.5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性能不应降低壳体仓门的操

作和锁止点不受损坏，不会因变形而使带电部分和壳体相接触。 

4.2.3 应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过载保护、过充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等功能。 

4.2.4 应具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剩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剩余电流应不大于30 mA。 

4.2.5 电缆、电线应选用阻燃型；消防电线、电缆应选用阻燃耐火型，电线、电缆的防火阻燃要求应

满足GB 18380.12的要求。电缆耐压等级 0.6/1 kV，电线耐压等级 450/750 V；小于 50V 线路线缆可

选用 RV 电缆；线芯截面大小应满足线路载流量的要求。 

4.2.6 内部应具备高温、烟雾及电流电压超负荷的火灾探测远程报警功能，达到火灾报警触发条件时

应在自动灭火系统动作前联动切断非消防供电电源。 

4.2.7 应具备自动灭火功能，自动灭火系统宜选用气溶胶灭火装置、全氟己酮灭火装置，也可设置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系统、泡沫-水喷淋灭火系统、自动落水浸泡灭火系统，并可与内部火灾探测

报警器和场所视频监控设备进行联动。 

4.2.8 在工作时，充换电柜内温度应保持在 0 ℃~55 ℃范围内，当柜内温度超过要求时，应有散热或

制冷、 加热或制热功能。 

4.2.9 防雷和接地应符合本标准4.1.5的要求。 

4.2.10 通讯和数据传输应符合本标准4.1.6的要求。 

5 充电场所设置要求 

5.1 平面布置 

5.1.1 新建、改建、扩建厂房、仓库、民用建筑和老旧小区、工业园区等区域时，应同步规划建设充

电场所。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厂房、仓库、民用建筑和老旧小区、工业园区，应按照区域内电动自行车保

有量等实际情况建设充电场所。 

5.1.2 单独建造的、具有独立完整的建筑主体构建的充电场所与其他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 m；

与其他高层民用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9 m；与厂房、仓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2 m。每个停放充

电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5.1.3 充电场所应合理选址，选取消防救援力量便于扑救的位置，不应妨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不

应占用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不应占用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5.1.4 充电场所宜设置在建筑外，与易燃易爆场所、林地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00m。确需设置在建

筑内时，宜设置在架空层、地下一层、半地下室，不应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 

5.1.5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场所边界与建筑外墙门、窗、洞口等开口部位，以及安全出口之间

最近边缘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2.00m。 

5.1.6 充电场所不应与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的厂房、仓库贴邻或组合建造，不应设置在易燃易爆危

险品管线穿越的场所。  

5.1.7 充电场所与建筑贴邻或背靠的，贴邻或背靠一侧的墙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且不开设

门、窗、洞口的隔墙，顶棚应使用不燃材料或A级防火金属夹芯板材。 

5.2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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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含充电场所与安全出口之间、与安全出口通向室外安全区域的通道

之间），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50h 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在

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  

5.2.2 充电场所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每个防火单元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地下或半地下时，每个防火单元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00 ㎡；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地上时，每个防火单元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25 ㎡；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每个防火单元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150 ㎡。 

5.2.3 每个防火单元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2.00h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等与其他防火

单元分隔。当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84的有关规定。当防火隔墙上需开设相

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耐火等级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 

5.2.4 充电场所不应贴邻楼梯间，确有困难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楼梯间实现

完全分隔。防火隔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5.2.5 各种电缆、导管、电缆桥架等管线在穿越充电场所的楼板、隔墙时，应采用相当于建筑物构件

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  

5.2.6 建筑内充电场所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20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0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实体墙、防火挑檐的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均不应低于相应耐

火等级建筑外墙的要求。  

5.3 安全疏散 

5.3.1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所在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5.3.2 安全出口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并确保人员在火灾时易于从内部打开。 

5.3.3 设置门禁系统时，应确保断电后疏散门处于可开启状态，或设置紧急开门装置。 

5.3.4 充电场所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22m，场所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

其安全疏散距离可增加25%。 

5.4 消防设施 

5.4.1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

警器，以及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视频监控设备。 

5.4.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单独建造的、具有独立完整的建筑主体构建的充电场所，当建筑面积不大于100㎡时，可设置具备

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附设在其他建筑物内，并共用或部分共用建筑主体结构的充电场所，当所在建筑根据国家消防技术

标准不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应增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采用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

探测报警器，当设置有需要联动的消防设备时，应增设火灾联动装置； 

——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应符合GB 50116。 

5.4.3 室内消火栓系统应配置消防软管卷盘；当建筑物根据国家消防技术标准不必设置室内消防给水

系统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其布置应满足同一平面有2支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

水龙的2股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位的要求，布置间距不应大于30.00m。 

5.4.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延续时间不应小于1.00h； 

——当充电场所建筑面积大于125㎡时，火灾危险等级应按中危险级I级确定； 

——当充电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125㎡时，可设置局部应用系统，火灾危险等级应按中危险级I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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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充电场所建筑面积不大于100㎡时，可按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火灾危险

等级可按轻危险级确定。 

5.4.5 排烟设施一个防烟分区排烟量按90m³/(h·㎡)计算，且不应小于15000 m³/h，或设置有效面积

不小于该房间建筑面积3%的自然排烟窗（口）。当采用机械排烟方式时，宜在外墙或顶部设置固定窗。 

5.4.6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应安装具备通讯功能的火灾探测报警器和视频监控设备，火灾探测

报警器应选用适合室外使用的火焰探测器、热成像感温火灾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火灾探测报警

器应与视频监控设备联动。 

5.4.7 充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宜选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水喷淋灭火系统。 

5.4.8 充电场所自动灭火系统应设置手动启动器，可独立启动灭火系统。 

5.4.9 充电场所自动灭火系统应可与火灾报警探测器联动，达到火灾报警触发条件时应在自动灭火系

统动作前联动切断非消防供电电源。 

5.4.10 充电场所消防设施应与运营平台联网，运营平台数据应按DB33/T 2477-2022的要求上传至浙江

消防安全风险平台。 

5.4.11 充电场所应按民用建筑严重危险级的标准配置灭火器，单具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应不小于3A，灭

火器宜采用能适用于A、D、E类火灾的灭火器，灭火器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规定。 

5.4.12 充电场所建筑面积大于500㎡时，应配置灭火毯5块或沙子2m³；充电场所建筑面积大于250㎡时，

应配置灭火毯不少于2块或沙子2m³。 

5.4.13 充电场所设置在多层联排自建房等环境较为复杂区域时，应提升消防安全等级，应安装具备通

讯功能的火灾探测报警器和视频监控设备及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泡沫-水喷淋灭火系统。 

5.5 电气安全 

5.5.1 充电场所应设专用配电箱，配电箱应设总开关电器，设置在便于操作的地方。安装于建筑内的

配电箱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30,安装于建筑外的配电箱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5。 

5.5.2 充电场所充电用电源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且宜采用三相进线，进线侧的上一级电源开关，应

具备发生火灾报警后，自动切断充电供电电源功能，消防供电电源应能保持。 

5.5.3 充电场所电源总分回路宜设置电气火灾监测设备，电压、电流、过载、漏电流等监测数据应能

推送至运营平台。 

5.5.4 配电箱、充电线路及充电插座等应安装在不燃烧材料上。 

5.5.5 配电线路不应直敷布线，可穿金属导管（槽）、B1级刚性塑料套管（槽）敷设，如需从地面穿

过应埋地布置。 

5.6 场所标识 

5.6.1 应在充电场所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禁止烟火”、“当心火灾-易燃物”安全警告标识。 

5.6.2 充电场所灭火器存放位置应设置“灭火器”标识。 

5.6.3 充电场所自动灭火系统位置应设置“灭火设备”标识，灭火系统的手动启动器附近应设置“灭

火手动启动器”标识。 

5.6.4 充电场所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应在地面部位设置“充电位”标识，标识应用明线划出区域。 

5.6.5 应在充电场所醒目位置设置运营单位名称、消防安全管理人姓名及电话、消防应急电话。 

5.6.6 应对充电场所内的充电桩（座）进行编号，并加贴醒目的号码标识，应在充电桩（座）上张贴

充电操作指引和安全提醒，并保持清晰。 

5.6.7 充电场所标识应符合GB 2894和GB 15630的要求。 

6 换电场所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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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平面布置 

6.1.1 换电场所选址应符合本标准的5.1.3、5.1.4、5.1.5、5.1.6和5.1.7的要求。 

6.1.2 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且充换电柜（架）操作界面朝建筑物外摆放时，充换电柜（架）其他面

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且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隔墙。 

6.1.3 换电场所不应设置在爆炸性气体、粉尘环境的危险区域、高温、易积水区域、有强磁干扰的区

域、有水雾、腐蚀性气体的区域内。 

6.1.4 换电场所不应占压无障碍设施，柜体边缘距盲道边线不得小于0.30m。 

6.1.5 换电场所不应在有自来水、污水、燃气、电力等地下设施井盖外缘1m范围内区域设置。 

6.1.6 单个换电场所的面积不宜超过125㎡。 

6.2 防火分隔 

6.2.1 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符合本标准的5.2.5和5.2.6的要求。 

6.2.2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50h 的不燃性楼板完全分隔。在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窗时，应采用甲

级防火门、窗。  

6.2.3 零散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物内（含贴邻楼梯间）时，与其他部位（含楼梯间）之间应采用耐

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完全分隔。在隔墙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隔墙上设置门、窗时，应采

用乙级防火门、窗。 

6.2.4 充换电柜（架）操作界面应朝外摆放，充换电柜（架）正面前方 1.5 m 以内不应有障碍物。  

6.3 安全疏散 

6.3.1 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满足本标准5.3.2和5.3.3的要求。 

6.3.2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满足本标准5.3.1和5.3.4的要求。 

6.4 消防设施 

6.4.1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

探测报警器，，以及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视频监控设备；集中

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应设置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自动灭火系统、视频

监控设备。 

6.4.2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

警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单独建造的、具有独立完整的建筑主体构建的集中式换电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附设在其他建筑物内，并共用或部分共用建筑主体结构的集中式换电场所，当所在建筑根据国家消

防技术标准不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应增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采用具备无线通讯功能的独立

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当设置有需要联动的消防设备时，应增设火灾联动装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数据应按GB 50440和GB/T 26875的要求接入运营平台。 

6.4.3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室内消火栓系统应配置消防软管卷盘；当建筑物根据国家消

防技术标准不必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其布置应满足同一平

面有2支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的2股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位的要求，布置间距不应大于30.00m。 

6.4.4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自动灭火系统宜选用气体灭火系统、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泡沫-水喷淋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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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应安装具备通讯功能的火灾探测报警器和视频监控设备，火

灾探测报警器应选用适合室外使用的火焰探测器、热成像感温火灾探测器、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6.4.6 集中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宜选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水喷淋灭火系统。 

6.4.7 零散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可与建筑物共用消防设施，建筑物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GB 

50016的要求，并应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6.4.8 零散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每个换电柜顶部应至少设置1只火灾探测报警器或具备无线通

讯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6.4.9 零散式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外时，应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6.4.10 换电场所火灾探测报警器应与视频监控设备联动，具备火灾视频复核功能。 

6.4.11 换电场所自动灭火系统应设置手动启动器，可独立启动灭火系统。 

6.4.12 换电场所自动灭火系统应可与火灾报警探测器联动，达到火灾报警触发条件时应在自动灭火系

统动作前联动切断非消防供电电源。 

6.4.13 换电场所和换电柜消防设施应与运营平台联网，运营平台数据应按DB33/T 2477-2022的要求上

传至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 

6.4.14 换电场所应按民用建筑中危险级的标准配置灭火器，单具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应不小于2A，灭火

器宜采用能适用于A、D、E类火灾的灭火器，灭火器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规定。 

6.4.15 换电场所建筑面积大于750㎡时，应配置灭火毯5块或沙子2m³；换电场所建筑面积大于500㎡时，

应配置灭火毯不少于2块或沙子2m³。 

6.5 电气安全 

6.5.1 地面与换电柜电池存放架应做防静电处理。 

6.5.2 换电场所电气安全应符合本标准5.5.1、5.5.4和5.5.5的要求。 

6.5.3 集中式换电场所充电用电源应符合本标准5.5.2的要求。 

6.6 场所标识 

6.6.1 换电场所标识应符合本标准5.6.2、5.6.3和5.6.7的要求。 

6.6.2 集中换电场所设置在建筑内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禁止烟火”、“禁止放易

燃物”、“当心火灾-易燃物”等安全警告标识。 

6.6.3 换电场所醒目位置或充换电柜（架）上应设置运营单位名称、消防安全管理人姓名及电话。 

6.6.4 换电场所内的充换电柜（架）应进行编号，并加贴醒目的号码标识，应在充换电柜（架）上张

贴充换电操作指引和安全提醒，并保持清晰。 

7 运营技术要求 

7.1 数字化管理要求 

7.1.1 电动自行车运营贯彻“一码统管、以芯智控”的数字化治理原则，依托浙江e行在线平台和浙江

消防安全风险平台，构建以电池安全指数为核心的数字化管理模式。 

7.1.2 运营平台应能直接或通过充换电设备获取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数据，数据应符合附录A的表A.5和

A.7的要求。 

7.1.3 运营平台应向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同步上传数据，数据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数据对接协议应

符合DB33/T 2477-2022 第6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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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应对运营平台上传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电池安全指数模型，电池

安全指数评分细则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7.1.5 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应与浙江e行在线平台实现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电池安全指数的数据共

享。公众可通过手机等终端设备在浙江e行在线平台上查看电池安全指数数据。 

7.2 运营平台技术要求 

7.2.1 运营单位应配备运营平台，其功能应满足附录A的数据采集和上传要求。运营平台应对运营管理

过程中的各项活动记录进行采集和存储，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充电、设备维护、巡查巡检、运行

日志、日常管理等。 

7.2.2 运营平台应能对充换电数据进行采集和存储，并能对充换电设备进行管理和监控，平台功能支

持数据实时上传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 蓄电池、充换电设备、充电场所、换电场所及场所消防设施

数据本地应加密存储。 

7.2.3 对接入运营平台的蓄电池、充换电设备、充电场所、换电场所及场所消防设施数据应能进行综

合统计，并多维度可视化展示，具备快速查询指定信息、定位设备设施所在位置，视频存储、回放、查

询、消防设施远程监控等功能。 

7.2.4 运营平台应具备消防物联感知数据推送能力，在出现报警或故障时，应具备报警或故障提示及

信息推送能力，向运营平台上注册指定人员进行报警或故障提示。 

7.2.5 运营平台每月应进行一次数据库的全量备份，备份文件保存时间不低于1个月；每周对上传附件

（照片、录音、录像、图纸）进行一次增量备份，其中，照片、录音、录像文件保存时间不低于3个月。 

7.2.6 运营平台数据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数据库应具有热备份功能，必要时数据库应异地备份； 

——应有系统运行和操作日志管理功能、安全审计功能； 

——火灾报警信息、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巡检巡查信息、平台运行和操作日志记录信息等应不能修

改和删除。 

7.2.7 运营平台网络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各类系统、装置和终端接入平台时，应保证网络连接安全，传输数据应加密； 

——对平台的访问应有身份认证和授权； 

——应建立网管系统，设置防火墙，具有攻击防御和溯源安全措施； 

——应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进行等级保护定级和测评。 

7.3 运营单位要求 

7.3.1 运营单位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应制定落实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运营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

具有健全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应配备符合本标准7.2要求的运营平台。 

7.3.2 运营单位应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不得转包、分包运营服务项目。 

7.3.3 运营单位应建立充换电设备台账，从事换电运营业务的单位应建立蓄电池管理台账；应设置24

小时值守服务电话，为用户提供充换电业务咨询、报修、投诉等服务。 

7.3.4 运营单位应明确专人负责定期对充换电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建立检查巡查制度，应对电动

自行车充换电设备的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充电故障自动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功

能以及消防设施、安全标识进行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的全面巡查，发现损坏或失效应及时处置。 

7.3.5 运营单位在接收到运营平台的报警信息后，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在1min内通过视频监控设备核实

警情，确认是真实火警的，应立即拨打119电话，并通知到相关单位指定人员，其处置过程信息应同步

上报给浙江消防安全风险平台；消防安全管理人应跟进警情确认处理，直至闭环，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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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运营单位应对运营管理过程中的各项活动记录进行存档，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充电、设

备维护、设备巡检、运行日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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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数据元描述 

A.1 运营单位(servicecompany)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

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运营单位名称 companyName String M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companyCode String 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address String M 
行政区划+乡镇街道+门牌号+小区(组)+楼牌号

+单元号+户室 

行政区域编码 regionCode String M 到街道一级 

单位类型 companyType String M 
1-充电场所运营单位，2-换电场所运营单位 

【可多选】 

企业联系人电

话 
companyPhone String M 消防管理人手机号码 

消防管理人姓

名 
fireManager String M 消防管理人名称 

消防管理人联

系电话 
fireManagerTel String M 消防管理人手机号码 

消防责任人姓

名 
fireLiable String M 消防责任人名称 

消防责任人联

系电话 
fireLiableTel String M 消防责任人手机号码 

值守服务联系

电话 
dutyTel String M 值守服务联系电话号码 

成立时间 
companyFoundin

gTime 
String O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经度 lng String M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纬度 lat String M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创建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更新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2 充电场所(chargingPlace)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 据 类 是 否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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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必选 

充电场所编号 placeId String M 充电场所编号唯一编号 

充电场所名称 placeName String M 充电场所名称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场所联系人姓

名 

placeManagerNa

me 
String M 场所联系人姓名 

场所联系人手

机号 
placeManagerTel String M 手机号 

充电场所地址 address String M 充电场所地址 

充电场所面积 occaupyArea String M 单位：平方米 

位置区域编码 regionCode String M 行政区域编码精确到街道 

经度 lng String M 经度,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纬度 lat String M 纬度,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设备总功率 totalPower String O 单位 kw 

创建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更新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备注 remark String O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3 换电场所(batterySwapPlace)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 据 类

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换电场所编号 placeId String M 换电场所编号唯一编号 

换电场所名称 placeName String M 换电场所名称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场所联系人姓

名 

placeManagerNa

me 
String M 场所联系人 

场所联系人手

机号 
placeManagerTel String M 手机号 

换电场所位置 address String M 换电场所位置 

蓄电池仓位数

量 
batteryBinsNum String M 蓄电池仓位数量 

位置区域编码 regionCode String M 行政区域编码精确到街道 

经度 lng String M 经度,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纬度 lat String M 纬度, 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ZBEA/T XXXXX—XXXX 

12 

设备总功率 totalPower String O 单位 kw 

创建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更新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备注 remark String O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4 充换电设备（chargingSwapDevice)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设备唯一编号 deviceId String M 设备的唯一性编码 

设备名称 deviceName String M 设备名称 

设备类型 deviceType String M 设备类型：1-充电桩（座），2-充换电柜（架） 

关联场所类型 relationType String M 关联场所类型 1-充电场所，2-换电场所 

关联场所编号 relationId String M 关联场所的编号 

紧急联系人手

机号 
warningPhone String M 设备紧急联系人 

设备安装位置 address String M 安装位置 

经度 lng String M 经度 

纬度 lat String M 纬度 

设备使用状态 
cabinetUseStat

e 
Integer M 0 停用 1 使用 

充电接口数量 portNum Integer C 
充电接口数量，当设备类型为充电桩（座）时，

必填 

蓄电池仓位数

量 

batteryBinsNu

m 
String C 

蓄电池仓位数量，当设备类型为充换电柜（架）

时，必填 

总电源状态 powerState Integer M 0-关闭【断开】，1-闭合【连接】 

设备生产厂商

名称 
manufacturer String M 设备生产厂商名称 

设备生产厂商

信用代码 

manufacturerC

ode 
String M 设备生产厂商信用代码 

设备浙品码 deviceCode String O   

额定功率 ratedPower String M 单位 W 

额定电压 ratedVoltage String M 单位 V 

充电电压 voltage String M 单位 V 

充电电流 electric String M 单位 A 

创建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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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备注 remark String O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C 符合说明中条件必选。 

 

A.5 电池(battery)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电池唯一编号 batteryId String M 设备的唯一编号 

电池类型 batteryType Integer M 1-民用电池；1-商用电池； 

设备数据采集

方式 
commType String M 1-RS485；2-4G；9-其他 

电池生产厂商

名称 
manufacturer String M 电池生产厂商名称 

电池生产厂商

信用代码 

manufacturerC

ode 
String M 电池生产厂商信用代码 

归属运营单位

编码 
serviceId String O 当电池类型为商用电池时需要填写 

电池使用者姓

名 
userName String O 当电池类型为民用电池时需要填写 

电池使用者身

份证 
userIdCard String O 当电池类型为民用电池时需要填写 

电池所有人联

系手机号 
notifyTel String M 设备报警通知号码 

电池 BMS 编码 bmsCode String M 电池 BMS 编码 

出厂时间 produceTime Stirng M 符合 ISO8601 格式： 

电池容量 batterCapacity String M 电池容量 

电池材料 batterMaterial String M 电池材料 

充电截止电压 
chargingCutVol

tage 
String M 充电截止电压 

建议充电电流 
chargingCurren

t 
String M 建议充电电流 

最大使用循环

次数 
maxUseNum Integer M 最大使用循环次数 

电池状态 batteryState Integer M 设备状态 

浙品码 deviceCode String O   

电池规格 batterySpeci String M  

创建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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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备注 remark String O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6 充换电设备状态(monitorChargingDevice)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事件唯一编码 eventId String M 状态事件的唯一编码 

充换电设备编

号 
deviceId String M 充换电设备编号 

事件发生时间 event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监测数据集 monitorValues String M 应符合状态数据集表要求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A.7 状态数据集表(monitorValues)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监测值类型 monitortypeCode Integer M 监测值类型应符合表 C.1 

监测值 monitorValue String M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8 电池状态（monitorBattery）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事件唯一编码 eventId String M 状态事件的唯一编码 

电池编号 batteryId String M 电池的唯一性编号 

充换电设备编

号 
deviceId String O 

电池设备通过充换电设备传输数据时需要填

写充换电设备编号 

充电端口编号 portId String O 
电池设备通过充换电设备传输数据时需要填

写具体的充电端口编号 

事件发生时间 eventTime String M 
应符合 ISO 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当前时区 

监测数据集 monitor_values Object[] M 应符合状态数据集表要求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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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状态数据集表(monitorValues)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监测值类型 monitortypeCode Integer M 监测值类型应符合表 C.2 

监测值 monitorValue String M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C 符合说明中条件必选。 

 

A.10 充换电异常状态上报(batteryWarning)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据类

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异常事件唯一

编码 
eventId String M  

设备编码 deviceId String C 
充换电设备的编号，如果通过充换电设备上报的异

常，该项必填 

充电器端口编

号 
portId String C 

充换电设备具体端口编号，如果通过充换电设备上

报的异常，该项必填 

电池编号 batteryId String C 
电池的唯一性编号，如果通过电池设备上报的异常，

该项必填 

异常类型 alarmType String M 异常类型应符合 C.3 

事件发生时间 eventTime String M 
符合 ISO8601 格式：yyyy-MM-ddTHH:mm:ss.SSS+当前

时区 

异常原因 reason String O 填写异常原因或者填写异常的具体数值 

异常图片信息 imageUrls String O 如果有可以上报 

异常视频信息 videoUrls String O 如果有可以上报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A.11 充换电异常状态处置(batteryAlarmProcess) 

中文名称 英文字段名 
数 据 类

型 

是 否

必选 
说明 

异常事件唯一

编码 
eventId String M  

异常确认时间 checkTime String M 
符合 ISO8601 格式：yyyy-MM-ddTHH:mm:ss.SSS+

当前时区 

处理完成时间 handleTime String M 
符合 ISO8601 格式：yyyy-MM-ddTHH:mm:ss.SSS+

当前时区 

异常处理方式 processType String M   

异常处置人员

姓名 

handleUser

Name 
String O   

处理结果 handleStatu Str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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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异常处理内容 
handleCont

ext 
String O   

现场处理图片

信息 

handleImag

eUrls 
String O 如果有可以上报 

现场处理视频

信息 

handleVide

oUrls 
String O 如果有可以上报 

复核结果  
handleStatu

s 
String M 0-真实火灾，1-误报，2-测试，3-设备报警 

火灾处理记录 
handleCont

ext 
String O 

如果复核为“真实火灾”需要记录火灾的处理记

录 

运营单位唯一

编号 
parentId String M 运营单位唯一编号规则 

注：M 为必选，O 为非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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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B 

（规范性） 

电池安全指数 

 

B.1 电池评分 

电池安全指数以蓄电池评分为基础，单块蓄电池的评分构成该蓄电池的电池安全指数。蓄电池评分

总分为 100分，80 至 100分为绿色安全区，60至 80分为黄色预警区，60分以下为红色警示区。 

B.2 电池评分指标 

B.2.1 电池安全指数的分值扣减与日常使用指标相关，包括以下 5项内容： 

（1）生产厂商确定电池充放循环总次数，电池已完成的充放循环次数=满电状态-完全放电-充满为

一次充放循环；如果多次充电数值累计超过 60%可认为完成一次充放循环。 

每一次充放循环扣除值=20/电池充放循环总次数 

根据每一次充放循环扣除值，确定电池异常扣除分基数，异常扣除分基数（x）= 每一次充放循环

扣除值*50%。 

当电池剩余充放循环次数低于 10 次时，运营平台应对用户发起提醒。 

当电池剩余充放循环次数为 0 时，运营平台应对用户发起充电警示。 

（2）充放电过流保护异常是指超过蓄电池 BMS设计的电流值和单体电芯的电流值。 

每一完全充放循环内发生充/放电过流保护现象，蓄电池扣除（x*30%）。 

（3）充放电过温保护异常是指蓄电池使用过程中温度超过设定值。 

每发生一次充/放电过温保护，蓄电池扣除（x*80%）。  

（4）单体电压保护异常是指成组蓄电池中单个电芯的电压超过最高或最低电压值范围。 

每一完全充放循环发生过压或欠压保护现象，蓄电池扣除（x*15%）。 

（5）单体压差保护异常是指成组电池中单个电芯最高和最低电压差。 

每一完全充放循环发生压差达到单芯电压 15%的现象，蓄电池扣除（x*15%）。 

B.2.2 当蓄电池出现以下异常状况时，运营平台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 

（1）电池评分已低于 60分； 

（2）每一完全充放循环连续出现 3次充放电过流异常； 

（3）每一完全充放循环只要出现充放电过温现象； 

（4）每一完全充放循环连续出现 30次单体电压保护； 

（5）每一完全充放循环连续出现 20次单体压差保护； 

（6）蓄电池充放电温度超 BMS限制温度(60℃)，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触发 BMS熔断机制（80℃），

向管理方推送报警信息； 

（7）过流（充放电流值达到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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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压（超过最高电压值）。 

上述情形中超过极限值，触发 BMS熔断机制的蓄电池，将蓄电池置为异常状态（蓄电池断电），并

提示用户检修。 

B.3 电池安全指数维度 

电池安全指数分三个维度，分别为单一用户指数、供货企业指数、区域总体指数。 

B.3.1 单一用户指数。由每块电池的电池评分构成，与浙江 e 行在线平台的“浙品码”二维码互

相匹配，实现以芯智控与一码统管的互相融合。企业和个人用户可通过浙江 e行在线平台查看用户名下

匹配的浙品码二维码电池安全指数，并接收浙江 e行在线平台发送的安全提示。 

B.3.2 供货企业指数。由生产蓄电池的供货企业匹配的所有蓄电池评分构成，与浙江 e 行在线平

台的蓄电池溯源管理功能相匹配。供货企业可以通过浙江 e行在线平台查看本单位生产的所有的蓄电池

安全指数，浙江 e行在线平台定期向社会公布供货企业的电池安全指数排行榜。 

B.3.3 区域总体指数。由省、设区市、县（市、区）辖区内，所有抓取的蓄电池评分构成，各级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浙江 e行在线平台查阅本区域区域整体指数，针对性实时风险研判、动态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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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数据字典 

C.1 充换电设备状态类型 

C.1 状态类型表 

代码  名称 单位 说明 

1 充电箱环境温度 ℃  

2 总电源状态  正常：1，异常：0 

3 充电过程充电器温度 ℃  

4 充电过程充电器电流 mA  

5 充电过程充电器电压 mV  

6 充电器充电状态  正常：1，异常：0 

7 故障状态  正常：1，异常：0 

8 充电开始时间  

符合 ISO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

当前时区 

9 充电结束时间  

符合 ISO8601 格式：

yyyy-MM-ddTHH:mm:ss.SSS+

当前时区 

10 单仓环境温度 ℃  

11 单仓灭火触发装置  启动：1，未启动：0 

 

C.2 电池状态类型 

C.2 监测值类型表 

代码  名称 单位 

1 电池电流 mA 

2 电池温度 ℃ 

3 电池电压 mV 

4 循环次数  

5 电池充放电状态  

6 上一循环充电最高温度 ℃ 

7 上一循环放电最高温度 ℃ 

8 上一循环充电最大电流 mA 

9 上一循环放电最大电流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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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一循环最高电压 mV 

11 总压过压保护  

12 总压欠压保护  

13 单体过压保护  

14 单体欠压保护  

15 充电过流保护  

16 放电过流保护  

17 充电低温保护  

18 充电高温保护  

19 累计充电温度保护次数  

20 电池短路保护  

21 充电时间间隔 min 

22 放电低温保护  

23 单体压差过大保护  

24 放电高温保护  

25 累计放电温度保护次数  

26 累计过充保护次数  

27 累计过放保护次数  

28 电池安全指数  

29 电量 SOC  

30 电池健康度 SOH  

 

C.3 充换电异常类型 

C.3 异常类型表 

代码 名称 说明 

1 最高温度异常，温度≥55℃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55℃但小于 60℃时 

2 最高温度异常，温度≥60℃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60℃但小于 70℃时 

3 最高温度异常，温度≥70℃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70℃ 

4 实时电压异常-过压状态  

5 实时电压异常-欠压状态  

6 单体压差异常-过压状态  

7 单体压差异常-欠压状态  

8 实时电流异常-过流  

9 实时电流异常-短路  

10 充电箱环境温度异常，温度≥50℃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50℃但小于 55℃时 

11 充电箱环境温度异常，温度≥55℃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55℃但小于 6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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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充电箱环境温度异常，温度≥65℃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65℃ 

13 充电过程充电器温度异常，温度≥50℃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50℃但小于 55℃时 

14 充电过程充电器温度异常，温度≥55℃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55℃但小于 65℃时 

15 充电过程充电器温度异常，温度≥65℃ 最高温度大于或等于 65℃ 

16 充电过程充电器电流异常-过流  

17 充电过程充电器电流异常-短路  

99 其他异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