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及控制器》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2017] 106 号文），计划项

目编号 2017-1420T-QB，项目名称《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

位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晶

汇电子有限公司，计划完成年限为 2019 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2017 年，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晶汇电子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共同着手开展标准调研，对标准进行修订，完成标准草案；

5月 26 日，在电动自行车分标委年会期间，邀请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马洪杰介绍“电动

自行车电机发展趋势”，邀请原起草单位（安乃达公司）技术总监欧成硕介绍“电动自行车

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修订方案，听取分标委委员意见。而后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 

2017 年 12 月，电动自行车分标委秘书处在无锡锡山区召开于召开标准启动会暨标准工作

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全国自行车标准化中心领导，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的电动自行

车整车制造企业、电动机或控制器制造企业的 30 多位技术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确定了

第一批起草单位，成立标准制定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起草组），建立标准修订微信群，并

对标准的立项背景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对各标准的名称、范围、框架、要求等内容等作了

深入讨论提出增加定义、中置电机的规格及要求，完善电动机效率等内容。 

期间起草组拟订了该项目研究工作的程序： 

1) 了解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汽车行业标准； 

2) 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电动自行车制造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使用需求，以及使用中存在

的问题； 

3) 调研部分电动自行车电动机、控制器的制造企业，了解产品的性能、结构工艺要求； 

4) 标准修订项目的验证试验； 

5) 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6) 进行意见汇总处理。 



2018 年 1 月，根据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委托电动自行车分标委，发出行业标准修订调

研函，对修订稿件涉及的 9项内容开展调研（详见附件 1）。 

2018 年 3 月，根据回函内容，委托电动自行车分标委，继续调研中置电机的规格选型；

利用台州电动车展会企业，走访电机企业，听取企业相关建议。 

2018 年 3 月到 4 月，起草组根据调研回函，到新日公司、八方公司、国家轻型电动车中

心，召开三次小规模起草组会议，共同商榷标准相关内容调整；通过微信群对标准中个别项

目研讨；邀请有能力的起草单位分别对标准中修改内容进行试验验证。�

2018 年 4 月 24 日，起草组再次召开起草组全员会议，到会近 30 位技术专家。根据前期

整理的标准文本，及验证试验数据，进一步完善标准，商讨机座号、性能参数代号、效率、

高低温循环、电机浸水等技术指标；会后，整理会议内容，补充验证试验数据，修改标准，

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晶汇电子有限公司；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单位有八方电气（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无锡市星伟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台州市金宇机电

有限公司、无锡赛盈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高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凌博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新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中检西部

检测有限公司、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台州市全顺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

易尔通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叶震涛、高利明、阮立、杨振荣、傅世军、许丰、杨云峰、廖伟圆、

丁伟、王伟、邹梦园、谈正言、黄洪岳、陈凯建、张力伟、阮送良、徐良、林彦、顾纯清、

葛伟民、王赟聪。 

所做的工作：叶震涛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叶震涛、高利明、林彦为本标

准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傅世军、杨振荣、阮立、许丰、杨云峰、廖伟圆、

丁伟、王伟、邹梦园、谈正言、黄洪岳负责对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技术的现状与

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电机技术资料，陈凯建、张力伟、顾纯清、

葛伟民、王赟聪、阮送良、徐良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及标准验证试验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是依据 QB/T 2946-2008 标准，同时结合国情，跟踪本行业的发展

情况，参考相关标准，注重与其它电动自行车相关标准的配套性和先进性，使标准尽可能完

整、合理地引导和规范市场。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及控制器》行业标准属于修订标准。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标准修订过程中，

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GB/T 755—2008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171.1-2014     小功率电动机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4023-2011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

方法 

GB/T 18488.1-2015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1部分：技术条件 

GB/T 18488.2-2015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GB/T 26846-2011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引出线及接插件 

JB/T 10888-2008 电动自行车及类似用途电动机技术要求标准 

QC/T 792-2007 电动摩托车用电机控制器技术条件 

QB/T 1802-2017  自行车 轮辋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包括含减速器的电机）及控制器的型号命名、一般规

定、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QB/T 1714 中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用电机（以下简称“电机”）及控制器。 

（1）型号命名 

删除原先的转矩信息，增加功率信息；并重新编排结构。 



因《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5.3 电动机编码规定：“电动机编码至少应当包括电动

机功率和电压的信息，并应当永久性地刻制在电动机外壳上。”电机功率是电机的关键指标；

对辐条电机而言，需根据额定转速选择钢圈规格；转矩可根据功率和转速折算。 

删除了淘汰的有刷直流电机和控制器代号、尚未开发的开关磁阻电机和控制器代号。 

（2）一般规定 

增加了该章节，将原标准的使用环境条件、额定电压、外形及安装尺寸、引出线及接插

件移入该章，用于企业产品控制或进货检验控制。 

——环境温度：考虑到在室外骑行电动自行车，电机和控制器均需要正常工作。环境温

度就是电动自行车工作环境温度；夏天高温下可达 60℃，冬季在极寒气温下达到-20 ℃；而

调整该指标。 

——内转子电机：在修订过程中，拟定选择某款内转子电机进行示范，并规定相关安装

尺寸，实现该类产品能够标准化制造。为此调研了四款内转子电机；但其中三款属于电动摩

托车电机的范畴，未采用；还有一款电机，具备脚踏骑行结构，更符合电动自行车的特征，

由八方制造（见图1），但该公司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并得到授权（专利号：ZL201520131592.0，

专利名称：用于电动自行车的中置电机连接架和中置电机），并对结构和安装尺寸申请了权

利要求。调研中发现这类电机无通用结构，如在标准中引用，极其容易涉及企业授权专利，

为此没有将结构图和尺寸要求补充到标准中。 

     

图 1 

——引出线及接插件：在 2011 年制定了《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引出线及接插件》

标准，详细规范了引出线及接插件的要求，为此将原标准中相关内容删除，引用 GB/T 21486

标准。 

（3）要求和试验方法 

① 调整了部分项目。 



——防溅水、防喷水：原防淋水要求过低；因控制器在塑料壳体内安装，安装位置不完

全一致，可能有通过车轮的滚动，造成雨水的入侵，将控制器防护等级提高到防溅水要求；

因电机裸露在外，既有雨淋、车轮上雨水的飞溅，还可能有洗车时的喷水，为此将电机防护

等级提高到防喷水要求。 

——低温、高温：随着电动自行车的广泛应用，用户可能在各种环境下使用电动自行车，

对应电机和控制器也应满足多工况，为此提高了高温、低温试验的环境要求。 

——电机效率：因产品质量稳步提升，通过验证试验证明，提升效率指标；并详细规定

了三段效率的指标。因功率分析仪价格昂贵，不便于企业自控质量，增加“带控制器电机效

率”测试方法；但原“电机效率”作为仲裁试验方法。考虑到在试验过程中，电机温度会不

断上升，进而导致电机效率指标的变化，为保证在同一尺度下考评，规定在热稳定状态下进

行试验。 

——电机短时过载：为满足电机能在过载情况下正常工作，提高载荷要求（由 2 倍额定

转矩，提高到 2.5 倍额定转矩）。 

——电机温升：参考 GB/T 5171.1-2014 标准，表 1的规定，选择 B级电机绕组温升要求，

调整了原标准中“符合企业标准或产品技术条件”的内容；并引用该标准温度计法、电阻法

的两类试验方法。 

——寿命：原标准仅列出了寿命试验的时间和试验方法，无具体考评要求。为此参考 QB/T 

792 标准中“寿命试验后电机额定参数仍应能满足 5.13 的要求”，该标准 5.13 条是电机额

定参数和效率项目。因 QB/T 792 标准与原标准要求类似，根据参与起草单位提供的数据，考

虑到电机寿命试验后，效率会降低；规定寿命试验后，电机效率应不低于 5.2.2 规定值的 5%。 

电机 

类型 

电压（V）/

额定功率（W） 

试验前电机效率（%） 试验后电机效率 

50% 

额定转矩 

100% 

额定转矩

160% 

额定转矩

50% 

额定转矩

100% 

额定转矩 

160% 

额定转矩

轮毂 

电机 

60/1200 72.8 83.8 83.1 70.3 76.4 79.3 

60/1200 73.1 84.1 83.5 71.1 77.3 80.1 

内转子 

电机 

60/1500 72.3 77.4 82.6 70.4 75.2 79.8 

60/1500 71.2 79.2 81.3 70.1 75.8 77.1 

72/1800 71.4 78.4 81.2 70.3 75.7 76.9 

60/1500 72.4 78.7 82.5 70.7 75.4 79.1 

 

② 增加了 3个项目。 

——高低温循环：电机和控制器长期使用，涉及室内室外的环境温度变化、四季的温度

变化，均可能导致电机性能变化；通过循环试验，考核产品的稳定性；参考汽车 QC/T 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 3.10.3 耐温度变化性能要求，制订本项目。 



——控制器老化：验证控制器是否存在残余应力，导致产品工艺或元器件失效引起的早

期故障，通过老化试验验证其可靠性。 

——无线电骚扰：《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电动自行车应符合 GB 14023 的要求；

而电动自行车工作原理是通过霍尔传感调节，控制器以 PWM 脉宽调制等方式驱动电机，将对

外界带来电磁干扰，影响外界敏感设备的正常工作；霍尔和电池电源管理系统也极易受到外

界干扰导致电动自行车出现工作异常；为保证执行标准的一致性，为此作出规定。 

3、修订前后标准差异 

（1）型号命名：删除原先的转矩信息，增加功率信息；删除了有刷直流电机和控制器代

号、开关磁阻电机和控制器代号。 

（2）一般规定：增加了该章节，将原标准的使用环境条件、额定电压、外形及安装尺寸、

引出线及接插件移入该章；补充了电动自行车轮辋执行标准。 

（3）要求和试验方法 

① 删除了部分项目。有：额定转矩、定子电阻、定子电感、空载电流、质量、噪声。 

② 调整了部分项目。有防溅水、防喷水、低温、高温、电机效率、电机短时过载、控制

器主要功能。 

③ 增加了 3个项目。高低温循环、控制器老化、无线电骚扰。 

4、解决主要问题 

原标准实施至今，已有 10 年，该标准的出台对行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近十年的

行业快速发展，产量超过 3 千万台，其产品也紧跟市场不断更新，如：有刷电机淡出市场，

无刷电机、矢量控制器成为主流，质量性能显著提高。修订过程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 

——框架格式规范：将属于电机和控制器成品需要控制的质量，属于零部件进厂、生产

过程的控制质量要求进行区分，标准重点关注成品控制，兼顾相关要求，并引用关联部件标

准，便于控制产品整体质量。 

——质量得到提高：随着产品性能的提高，原标准规定的部分性能指标落后于产品，提

高了这部分指标要求，有：效率、防溅水、防喷水、低温、高温等；为产品体质升级提供了

技术保障，有利于产业良性发展； 

——标准容易实施：原标准是首次制订，存在部分指标不合理，部分指标需要由企业标

准或产品技术条件提供，不便于操作等情况；删除了部分不合理项目。如属于检验依据的项

目（额定转矩）；属于企业用于设计制造，且只有符合企业标准或产品技术条件的项目（定

子电阻、定子电感、空载电流、质量）；能够保障质量、无批量不合格可能性的项目（噪声）

等；修订解决标准潜在问题。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在编制过程中，由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

有限公司、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广州高标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新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分别对调

整或增加的要求项目进行验证（详见附件 2“验证试验”）。经过验证试验。确认了征求意

见稿规定的项目和指标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项目未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电动自行车以其轻巧、快捷、环保、节能等优点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成为广大市民

出行首选的短途交通工具。近十年来，电动自行车产业得到迅猛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

重要的民生产业，现社会保有量达 2 亿辆，年产销量超过为三千万辆，从业人员达 200 万人

之多，年产值超过 1000 亿元。随着国家对新能源车扶持力度的加大，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转型

升级步伐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日趋活跃，新品种、新款式不断涌现，轻便化、智能化、产业

国际化的速度不断加快。 

本标准的修订，力求既涵盖目前市场上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的实际生产和应

用情况，又能体现其技术水平的发展，对规范企业生产，推动电动自行车行业技术进步，将

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本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

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1。 

本标准属于自行车标准体系“电动自行车”中类，“电器部件” 小类，“电动机及控制器”

系列。本标准在自行车标准体系中的编号为 071550102020201002CP。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不矛盾。 

图 1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标准由电动自行车分标委组织宣贯实施；企业可按照行业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

业内部标准进行修订，或根据行业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定企业整改过渡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废止QB/T 2946-2008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及控制器。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标准名称变更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在修订过程起草阶段中，有起草组

成员提出将“电动机”调整为“电机”；会后整理理由如下： 

（1）在 GB 14711‐2006《中小型旋转电机安全要求》中将电动机和发电机统称为电机；

在 GBT2900.25‐2008《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中将发电机（411‐32‐01）定义为“将机械能转化为

电能的电机”，电动机（411‐33‐01）定义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电机”；而电动自行车用电

机其工作原理不仅仅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在制动状态下，其机械能可以转化为电能，实现

充电或电子制动功能； 

（2）QCT  792‐2007《电摩用电机控制器技术条件》、GBT  18488.1‐2015《电动汽车用驱

动电机系统 第 1  部分：技术条件》，均称“电机”；且 GBT 18488.1‐2015  中将“驱动电机”

定义为：“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为车辆行驶提供驱动力的电气装置，该装置也可具备机械能

转成电能的功能”。 

并委托电动自行车分标委，面向分标委委员、起草组、微信公众平台发出行业标准修订

调研函（SAC/TC155/SC1【2018】1 号），收到 10 份回函，有 6个单位名称应该变更，无一

单位不统一变更；而后在起草组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均认同标准名称变更。 

 

 

 

 

《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及控制器》行业标准制定起草工作组 

                                                            2018 年 4 月 27 日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自行车分技术委员会文件 
SAC/TC155/SC1【2018】1 号 

 

行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修订调研函(1) 

各相关单位： 

行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已立项修订，为使标准适应当前生

产、使用的需要及技术发展需要，现向各厂家就标准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调研。 

1、 标准名称 

调整  □            不调整  □ 

2、 辐条孔中心圆直径规格 

机座号(直径规格) 130 □ 164 □ 181 □ 224 □ 

如需要增加，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电机产品名称代号定义 

□ 仅保留：ZW——无刷直流电动机；YX——三相异步电动机。 

□ 保留：    ZW ——无刷直流电动机；YX ——三相异步电动机；_____________ 

另增加其他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带辐条孔轮毂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 

机座号 N(个) d(mm) L1(mm) L2(mm) L3(mm) S(mm) 

130 

28  □ 

36  □ 

4.0
08.2 

  
□ 

4.0
01.3 

 
□ 

4.0
05.3 

  
□ 

130 □ 

145 □ 

160 □ 

30  □ 

43  □ 

64  □ 

40   □ 

47.5 □ 

55   □ 

M12×1.26-6g  □

M14×1.26-6g  □

164 

181 

224 

       

       

注：如符合，“□”内打“√”，如不符合，“□”内打“×”；如有尺寸不同，可填写。 

附件1



附件1



附件: 

QB/T2946标准修订相关问题调研汇总（电动机、控制器） 

 

1、 标准名称 

QB/T2946‐2008（以下简称“原标准”）名称为“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会议期

间有代表提出将“电动机”调整为“电机” 

调整的理由： 

（1）在 GB 14711‐2006《中小型旋转电机安全要求》中将电动机和发电机统称为电机；在

GBT2900.25‐2008《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中将发电机（411‐32‐01）定义为“将机械能转化

为电能的电机”，电动机（411‐33‐01）定义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电机”；而电动自行

车用电机其工作原理不仅仅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在制动状态下，其机械能可以转化为电

能，实现充电或电子制动功能； 

（2）QCT  792‐2007《电摩用电机控制器技术条件》、GBT  18488.1‐2015《电动汽车用驱动

电机系统  第 1部分：技术条件》，均称“电机”；且 GBT  18488.1‐2015中将“驱动电机”

定义为：“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为车辆行驶提供驱动力的电气装置，该装置也可具备机械

能转成电能的功能”。 

不调整的理由： 

（1）与 2008版一致，名称不做变化； 

（2）制动能转化为电能占比较小，几乎可以忽略。 

2、 辐条孔中心圆直径规格 

原标准 3.1.1机座号，推荐 4种辐条孔中心圆直径规格，见下表 

 

3、 电机产品名称代号定义 

原标准基本产品名称代号定义为： 

Z   ——有刷直流电动机；     ZW  ——无刷直流电动机；   KC ——开关磁阻电动机； 

YC ——永磁同步电动机；      YX  ——三相异步电动机。 

扩展产品名称代号定义为：     J   ——带减速器。 

现：有刷直流电动机几乎淘汰，是否删除；GB/T 10405《控制电机型号命名方法》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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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标准名称不一致，部分截屏如下： 

 

产品类别有：永磁无刷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磁滞同步电动机、力矩电动机、步

进电动机、伺服电动机；相关联的只有永磁无刷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将不同分

类删除。 

4、 带辐条孔轮毂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 

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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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体轮轮毂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 

原标准： 

 

 

注：拟删除 560、610、660、685、710 四种一体车轮规格，因为目前不存在；如今后可能有，今后再

修订标准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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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 

修订调研函信息整理 

感谢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根据前阶段发出 SAC/TC155/SC1【2018】1 号、2号“行

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修订调研函”，收到 10 份回函，对涉及到

的相关内容提出反馈意见，再次将调研内容整理如下，供各位代表参考。 

 

项目 内容 调研函反馈信息 
拟定结

论 

标准名称 

  “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

器”，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将“电

动机”调整为“电机” 

同意调整 ：6 家 

不同意调整：无 
调整 

辐条孔中心圆

直径规格 

机座号(直径规

格) 

130 2 家 保留 

164 2 家 保留 

181 2 家 保留 

224 2 家 保留 

增加规格 191、198、232、238、252、286、288 讨论 

电机产品名称

代号定义 

ZW——无刷直流电动机 4 家 保留 

YX——三相异步电动机 4 家 保留 

另增加其他规格 
5 家建议：增永磁同步电机 讨论 

1 家建议：增开关磁阻电机 讨论 

带辐条孔轮毂

电动机的外形

和安装尺寸 

N(个) 
28 3 家 保留 

36 4 家 保留 

d(mm) 

4.0
08.2   2 家 讨论 

4.0
01.3   4 家 保留 

4.0
05.3   4 家 保留 

增加规格 1 家建议：5 mm 讨论 

L1(mm) 

130 3 家 保留 

145 3 家 保留 

160 4 家 保留 

L2(mm) 

30 4 家 保留 

43 3 家 保留 

64 3 家 保留 

L3(mm) 

40 3 家 保留 

47.5 4 家 保留 

55 3 家 保留 

S(mm) 

M12×1.25-6g 3 家 保留 

M14×1.25-6g 3 家 讨论,两

者留一 增加规格 1 家建议：M14×1.5-6g 

一体轮轮毂电

动机的外形和

安装尺寸 

L1(mm) 

130 3 家 保留 

145 3 家 保留 

160 4 家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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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mm) 

40 5 家 保留 

47.5 4 家 保留 

55 3 家 保留 

S(mm) 

M12×1.25-6g 3 家 保留 

M14×1.25-6g 3 家 讨论,两

者留一增加规格 1 家建议：M14×1.5-6g 

内转子电动机 

要求和建议 

安装方式是否要定义：轮毂式、中置

式、侧挂式； 

传动方式定义：直驱、齿轮、同步带

传动、链传动等  

建议以定子内径区分及参考来命名

 加入内传子（中置）电机的细化要求 

内转子电机一般用作减速电机，可作

为派生 

讨论 

外形和安装尺寸 
140、160、180、200 

90、120、138、180、205 
讨论 

欠压保护功能 
欠压保护值为额定

电压 87.5 % 

铅酸 适用：6 家 调整 

锂电 
适用：2 家 

不适用：4 家 
讨论 

建议 保护值为额定电压 87.5%±1V 讨论 

过流保护功能 

名称调整为“限流保护功能” 
同意调整 ：6 家 

不同意调整：无 
调整 

拟规定限流保护功能指标 

1、限流保护值应不大于控制器最大

输入电流，限流保护值因控制器功率

大小，或客户需求不同而不同，无法

规格一个准确值  

2、额定功率 250W，额定电压 36V，

限流值 13A,额定电压 43V，限流值

11A,额定电压 48V，限流值 10A,

 限流指标±3%（小于 0.5A,取±

0.5A） 

3、无定量  

4、根据产品技术要求 

5、推荐指标建议经过充分验证试验

后确定，根据大量电摩电机的测试经

验，若按照额定点电机效率不低于

80%的要求，大部分的控制器限流值

在 1～2 倍之间。 

保留原

标准内

容 

 

另附：中置电机图样，供各位专家参考，建议选择一种图样，写入标准。 

 

20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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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自行车分技术委员会文件 
SAC/TC155/SC1【2018】3 号 

 

行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修订调研函（3） 

各相关单位： 

行业标准《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已立项修订，为使标准适应当前生产、

使用及技术发展需要，现向各厂家就相关内容进行调研。原标准中无中置电机的图示,

现拟增加中置电机规格外形及安装尺寸，为此前期收集了四种类型图 ，请您在如下类

型中选取一种，并于 3月 31 日前反馈至秘书处（fenbiaowei@wxzjs.com） ： 

厂家：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1  □                                     图 2   □    

 

 

 

 

 

 

 

图 3  □                                    图 4   □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自行车分技术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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