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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中国自行车协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达的《关于<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

控制器>、<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团体标准立项公告》（中自协技[2020]24 号），项目

由中国自行车协会归口管理，并委托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函“关于征集《电助力自行车

用电机和控制器》等两项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成立了由八方电气（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圣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捷安特电动

车（昆山）有限公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喜德盛

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盛亿电机有限公司、海固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南京懂玫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柯

迪斯科技有限公司、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宝岛（天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

心、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组

成的《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标准制定起草工作组。 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电助力自行

车用传感器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收集和检索了国内外自行车用传

感器的技术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组长单位八方电

气（苏州）有限公司编制《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讨论稿）于 2021 年 3 月 22 至 23

日召开工作组会议，对《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讨论稿）进行研讨，逐项逐条地进行

讨论、研究与补充。会后，起草工作组成员根据会议纪要进行试验验证，并由组长单位八

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成员单位提供的验证数据和会议讨论结果进行修改整理。



期间组织专家召开视频会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形成了团体标

准《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报中国自行车协会。 

征求意见阶段：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圣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金轮自

行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捷安特电动车（昆山）有限公司、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苏

州盛亿电机有限公司、海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南京懂玫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

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柯迪斯科技有限公司、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宝岛（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协典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成员： 王清华、赵志君、张阳、曹俊、娄自成、李鑫、唐明喜、邵志宁、

曹巍、杜磊、陈文胜、强克兵、施钰峰、仓俊仪、罗奎、许根库、孙敏、蒋周建、赵帆、

杨锟、杨波、吴梅豪、倪兴楠、徐利勇、袁兴启、叶震涛、施金、李方宏。 

所做的工作：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任起草工作组组长。王清华、赵志君、

为本标准主要执笔人，张阳、曹俊、娄自成、李鑫、唐明喜、邵志宁、曹巍、杜磊、陈文

胜、强克兵、施钰峰、仓俊仪、罗奎、许根库、孙敏、蒋周建、赵帆、杨锟、杨波、吴梅

豪、倪兴楠、徐利勇、袁兴启、叶震涛、施金、李方宏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对国内

外自行车助力传感器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收集和检索国

内外自行车助力用传感器技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等工作。 

二、标准修订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的原

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 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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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进行编写。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主要参 考了以下标准： 

GB 3565-2005 自行车安全要求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1 部分：试验方法 实验 A 试验：低温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实验 B 试验：高温 

GB/T2423.22-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n：温度变化 

GB/T2423.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11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Fd:宽频带随机

振动 

GB/T2423.18-200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18 部分:试验试验 Kb: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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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GB/T 18459-2001 传感器主要静态性能指标计算方法 

QB/T 5242-2018 电动自行车用电线束 

QB/T 1884-2018 自行车中轴 

EN 15194-2017 电动助力自行车标准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确定了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的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助力驱动用传感器、输出速度信号脉冲数、输出力矩信号量程、输出力矩信号

电压、输出力矩信号、线性、符合性、分辨率、回差、线性度、零点输出漂移、满量程输

出漂移、热零点输出漂移、热满量程输出漂移。 

2.制定了传感器基础性能 

从传感器输出信号脉冲数、均匀度；输出相应时间、零点输出漂移、热零点输出漂移、



满量程输出漂移、热满量程输出漂移、回差、量程、分辨率、灵敏度、线性度、符合性、

过载等项目对传感器的基本性能进行考核评价。 

3.制定了中轴疲劳强度 

根据 GB 3565.8 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要求第 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中

曲柄组合件疲劳试验，对装有传感器的中轴进行试验，明确试验后传感器输出线性度误差

应不大于 20%。 

4.制定了传感器环境的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自行车使用环境，从低温、高温、高低温循环、高低温储存、恒定温热、防淋水

等项目考核传感器的环境要求。 

5.制定了传感器的振动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自行车骑行路面环境，对传感器的振动提出要求：振动频率 50 Hz，振幅 1.5 mm，

扫频 10次，三个相互垂直的轴线方向各振动 45 min，总共 135 min。 

6.制定了传感器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 QB/T 2946-2020 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中 5.11 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为 2 

000 h 以上，制定传感器寿命要求 2 000h 以上。 

7.制定了传感器盐雾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GB/T2423.18-200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8部分:试验试验Kb:盐雾试验方

法，传感器盐雾要求 48h。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全新项目，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

解决助力车驱动用传感器无标准，为自行车助力用传感器产品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对规范市场、指导 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要，提升我国

自主力用传感器产品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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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低温循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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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盐雾试验 

 

 



3.3  传感器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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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第一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目前我国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达到 4.2 亿辆，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超过 2 亿辆。“十

一五”期间全国自行车平均年产量、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达到 8395 万辆，5448 万辆和 

22 亿美元。“十一五”期末电动自行车的平均年产量也达到 2000 万辆以上，零部件出

口总额也达到了 14.1 亿美元。作为与自行车整车配套的自行车链轮和曲柄部件制造 行

业也早已形成了相应的产业化生产体系。 

随着国内外自行车市场快速发展，特别是作为自行车的延伸产品——电动自行车的诞

生及迅猛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各种新型零部件包驱动用助力传感器产品涌现并被广泛应用。

但由于这些电动自行车用助力传感器国内尚无标准，造成了在市场上驱动用助力传感器产

品型式规格混乱、互换性差以及无序竞争等情况， 影响到配套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驱

动系统的性能和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本次驱动助力传感器编写的内容，既涵盖目前市场上已有的驱动用助力传感器，又解

决了无标准的问题，保证标准的合理性，体现我国自行车行业技术水平的发展。同时，本

次驱动用助力传感器产品标准修订，对落实产品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指导驱动用

助力传感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提高驱动用助力传感器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安全性，促进驱

动用助力传感器产品市场规范有序的发展，满足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及保护消费者利

益的需求，推动自行车行业技术进步，提高我国轻工行业标准化水平，开拓 国际贸易市

场和扩大产品出口等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国内外没有关于单个电助力用传感器的标准，但是对这个电助力自行车整车有相

应的标准，本标准参考了 EN 15194-2017 电动助力自行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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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制定的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同时根据生产企业目前正在

执行行业标准 EN15194-2017《电动助力自行车标准》，考虑到其延续性和继承性，以及与

国家标准 GB 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和 GB 17761《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之

间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自行车行业标准体系的整体功能，获得了良好的系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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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制定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助力传感器》，填补了电助力自行车使用的传感

器标准的空白。为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由中国自行车协会组织宣贯实施。鉴于本次标准具体规定了电助力自行车

用传感器的性能指标与试验要求，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2个月实施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无替代标准需要废止。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助力传感器》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