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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动自行车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车辆）总体要求、功能要求、功能描述、安

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GB 17761-2018标准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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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17626.2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  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T/CHINABICYCLE 12电动自行车数字化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电动自行车 Intelligent electricbicycle 

搭载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人、

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的电动自行车。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智能电动自行车应符合GB 17761及其电气安全标准的要求。 

4.2 应用平台 

车辆应将数据传输到应用平台，实现数据的交互。 

4.3 网络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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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通信在如下条件下运行： 

a）支持 GPRS、WCDMA、LTE、5G 和 NB-IOT 等一种或多种远程无线移动通信网络； 

b）可以支持蓝牙、RFID、WiFi、NFC、UWB等一种或多种近程无线通信方式。 

4.4 时间校准 

提供时间数据、并具有自动校准功能。 

5 功能要求 

车辆应具有以下六项功能： 

——报警功能； 

——操控功能； 

——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 

——数据传输； 

——人机交互。 

6 功能描述 

6.1 报警功能 

6.1.1 振动报警 

车辆感应到振动时，应产生异常振动报警，并应将报警数据发送到应用平台。 

6.1.2 姿态报警 

当车辆的姿态发生 60º变化，触发报警触发条件，应能自动产生相应的报警数据，并能

将该报警数据发送到应用平台。 

6.1.3 越界报警 

当车辆从停放点，被移出半径为300 m的警戒区域时，应能产生越界报警数据，并能将

该报警数据发送到应用平台。 

6.1.4 故障报警 

当车辆自检或者监测测到系统设置的故障报警触发条件，应能产生相应的故障报警数据，

并能将该报警数据发送到应用平台。如：电压、电流、温度等异常时。 

6.2 操控功能 

6.2.1 解锁 

通过蓝牙、NFC 等技术，实现非接触解锁车辆。 

6.2.2 远程控制 

ECU应有自检、远程查询、远程参数等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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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警戒功能 

应能通过应用平台远程或用户终端近程，将 ECU设置成设置警戒/解除警戒状态。 

6.2.4 提醒功能 

车辆发生异常（如上述报警状态）时，应通过专用 APP 推送提醒。 

6.3 数据采集 

6.3.1 采集频率 

根据车辆状态进行信息采集；动态实时数据的采集频次不应低于 2次/min，静态实时数

据的采集频次不应低于 1次/h。当车辆发生异常时，应触发动态数据采集。 

6.3.2 采集信息 

车辆采集信息应至少包含表1的信息。 

表1 

 采集信息内容 

动态实时数据 

1、 定位信息：全部内容 

2、 整车信息：车辆速度、异常姿态 

3、 电池信息：全部内容 

4、 电控信息：全部内容 

静态实时数据 

1、 定位信息：全部内容 

2、 整车信息：累计里程、本次里程、异常姿态 

3、 电池信息：全部内容 

6.3.3 定位信息 

定位信息包括经度、纬度、海拔高度数据。 

在能正常接收到卫星定位 GNSS（BDS/GPS/GLONASS/Galileo）信号的情况下，应优先使

用卫星定位；在不能接收到卫星定位信号的情况下，应能自动采用基站定位方式或其他方式

定位。 

在城市开阔场景下，动态定位精度小于 5m。 

6.3.4 整车信息 

整车信息包括累计里程、本次里程、车辆速度、异常姿态等车辆骑行数据。 

6.3.5 电池信息 

电池信息包括电池电压、电量、电流、温度信息、循环次数，异常报警等。 

6.3.6 电控信息 

电控信息包括温度信息、电机信息、控制器信息。有如下内容： 

——温度信息：包括控制器温度、ECU温度； 

——电机信息：包括转速； 

——控制器信息：输入电压、直流母线电流。 

6.4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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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最大不超过 30 s 时间间隔，将采集到的实时数据保存在内部存储介质中。报警

时，车载终端应按照最大不超过 1 s 时间间隔将采集到的实时数据保存在内部存储介质中。 

车辆内部存储介质具有故障与报警的实时数据存储功能。内部存储介质存储容量满时，

应具备存储数据的自动循环覆盖功能。 

车辆内部存储的数据应具有可读性。 

车辆断电停止工作时，应完整保存断电前已经保存在内部介质中的数据。 

6.5 数据传输 

6.5.1 握手和传输内容 

应符合T/CHINABICYCLE 12 的规定。 

6.5.2 平台上报 

车辆应具有将采集到数据上报到应用平台的功能；按应用平台规定的上报周期将数据上

报到应用平台。 

动态实时数据上报周期间隔不应大于 60s； 

静态实时数据上报周期间隔不应大于 12h。 

注：动态实时数据指车辆行驶过程的实时数据；静态实时数据指车辆停车、充电过程的实时数据。 

6.5.3 指令接收 

车辆应能接收应用平台和用户终端下发的指令。 

6.5.4 数据补发 

当通信异常时，车辆可将采集的实时数据存储到本地存储介质中；远程无线通信恢复正

常后，补发存储数据到应用平台。 

6.6 人机交互 

通过手机互联等方式，实现对车辆远程、中程、近程的数据交互、车辆操控等能力。 

7 安全要求 

7.1 稳定性试验 

车辆的数据通信和卫星定位功开启，且每 1min上报一次数据的状态下，连续工作 168 h。

试验后，车辆的各项功能正常。 

7.2 静电放电抗扰度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按照 GB/T 17626.2 的要求，对受试设备施加 4kV 的接触放电和 8kV

的空气放电，应满足性能判据 B 的要求。 

7.3 环境适应性 

7.3.1 高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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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和程序按照 GB/T 2423.2—2008试验 B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受试车辆在无包装的状态下，尽可能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受试样品的任何部分和

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同时受试车辆开机、通信和定位功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 试验箱温度按（0.7～1.0） ℃/min的平均速度上升至（55±2）℃。当达到温度稳

定后，持续 2 h； 

c) 试验结束后，试验箱温度按（0.7～1.0）℃/min 的平均速度降低至常温，取出车辆，

断开其电源，恢复 2 h后进行功能试验。 

试验后，车辆按功能描述，逐项检测，无异常情况。 

7.3.2 低温试验 

试验设备和程序按照 GB/T 2423.1—2008 试验 A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受试车辆在无包装的状态下，尽可能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受试样品的任何部分和

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同时受试车辆开机、通信和定位功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 试验箱温度按（0.7～1.0） ℃/min 的平均速度下降至（-20±2）℃。当达到温度

稳定后，态持续 2h。 

c) 试验结束后，试验箱温度按（0.7～1.0）℃/min 的平均速度上升至常温 ，取出车

辆，断开其电源，恢复 2 h 后进行功能试验。 

试验后，车辆按功能描述，逐项检测，无异常情况。 

7.3.3 恒定湿热试验 

试验设备和程序按照 GB/T 2423.3的规定及以下程序进行: 

a) 受试车辆应在无包装和不开机的状态下，放入试验箱内； 

b) 试验箱温度达到（40±2）℃、相对湿度为(93±3)%后，持续 48h； 

c) 试验结束后，取出车辆，在室温环境下静置 2h后进行功能试验。 

试验后，车辆按功能描述，逐项检测，无异常情况。 

7.4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机装有 2个滚轮，滚轮可以同步转动；滚轮与车辆前后轮同时接触；前后滚轮

直径均大于 500 mm，并在滚轮上安装至少一个高度为 20 mm凸台。 

试验时轮胎的充气压力为标称充气压力，若标称充气压力是范围值，则以其最大值为准。 

将车辆垂直置于整车振动试验机上，在鞍座位置加载 55 kg、踏板（或脚蹬）位置加载

20kg。 

通过工装使整车能正常在振动试验机上运转，振动试验机以 25 km/h的速度拖带车辆转

动，行驶 2 h。 

试验后，车辆不应产生永久性变形和机械损伤，电动自行车应不丧失其原有行驶功能；

车辆按功能描述，逐项检测，无异常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