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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车载充电机和无线充电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第３部分：特殊要求；

———第４部分：电磁环境限值与测试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７７５的第４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兴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惠创智无线供

电技术有限公司、许继电源有限公司、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冀北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南瑞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天津工业大学、东南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妮、王延召、刘永东、万保权、葛得辉、翟学锋、张建功、魏斌、马建伟、王阳、

王成亮、胡超、王传琪、仲恺、王文彬、刘向立、陈锋、徐宝华、徐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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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第６章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

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厦门新页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新页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金山路８号和盛大厦１１层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

利的责任。

Ⅱ

犌犅／犜３８７７５．４—２０２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４部分：电磁环境限值与测试方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的本部分规定了在对电动汽车进行无线充电时，电动汽车内、外的电磁环境限值和测

试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电动汽车静态磁耦合无线充电系统，其供电电源额定电压最大值为１０００ＶＡＣ或

１５００ＶＤＣ，额定输出电压最大值为１０００ＶＡＣ或１５００ＶＤＣ，原边设备采用地埋安装或地上安装的

方式。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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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００．６０—２００２　电工术语　电磁学

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３—２０２０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第３部分：特殊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０—２００２和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１—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职业曝露　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狆狅狊狌狉犲

个人因从事固定或指定的职业活动而受到的所有电磁场曝露。在接受适当的指示和培训的条件

下，工作者已知且自愿经历电磁场的影响。

３．２　

公众曝露　狆狌犫犾犻犮犲狓狆狅狊狌狉犲

公众受到的所有电磁场曝露，不包括职业曝露和医疗曝露。一般情况下，公众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曝露于电磁场。

３．３　

医疗曝露　犿犲犱犻犮犪犾犲狓狆狅狊狌狉犲

接受医疗诊断或认可的医疗治疗的病人或作为医疗研究的志愿者受到的电磁场曝露。

３．４　

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　犪犮狋犻狏犲犻犿狆犾犪狀狋犪犫犾犲犿犲犱犻犮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植入人体内的有源医疗器械。通过外科手术或内科方法，部分或整体地植入人体体内的；或通过医

疗侵入手段进入自然腔口的，并且术后仍留在体内的有源医疗器械。

注１：本部分指的是植入式心脏起搏器、植入式心脏除颤器和心脏再同步设备。

注２：改写ＧＢ１６１７４．１—２０１５，定义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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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接触电流　狋狅狌犮犺犮狌狉狉犲狀狋

当人体或动物接触一个或多个装置的或设备的可触及零部件时，流过他们身体的电流。

［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定义３．１］

３．６　

基本限值　犫犪狊犻犮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

针对可能引起有害健康影响的人体组织确定的限值，其严格符合所有已知生物物理相互作用机制，

通常难以测量。只要不超出基本限值，就可确认不会发生已知的急性有害健康影响。

３．７　

参考水平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犾犲狏犲犾

为便于实际曝露评估而引入的便于实际测量的物理量，用以确定是否可能超出基本限值。超出参

考水平不表示一定超出基本限值，但要确定是否符合基本限值。

４　概述

４．１　保护区域

定义如下四个保护区域，见图１：

ａ）　保护区域１：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操作运行区域，保证无线电能传输的正常工作，同时并不曝露

给使用者，保护区域１为原边设备和副边设备的外形轮廓所构成的空间；

ｂ） 保护区域２：过渡区域，保护区域２为介于保护区域１和保护区域３之间的区域；

ｃ） 保护区域３：电动汽车的周围区域，即汽车停靠位置的前后左右；

ｄ） 保护区域４：电动汽车的内部（车舱）。

保护区域３又分为以下两部分：

———保护区域３ａ：距离地面高度为７０ｃｍ以下的区域；

———保护区域３ｂ：距离地面高度为７０ｃｍ及以上的区域。

图１　保护区域示意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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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限值符合性要求

应遵守如下限值符合性要求：

———保护区域１和保护区域２：制造商宜采取合理措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 控制主动或被动进入保护区域；

● 在进入可能发生这种曝露的区域之前进行检测和关闭；

● 使曝露符合保护区域３ａ的电磁场限值。

———保护区域３、保护区域４和非车载功率组件：接触电流应符合表４的限值，电磁场应符合以下

两种限值组合之一：

● 表１的基本限值及表３的磁场限值；

● 表２的参考水平及表３的磁场限值。

５　限值

５．１　电磁场限值

５．１．１　人体曝露限值

人体曝露的电磁场限值包括基本限值和参考水平，分别见表１和表２。符合表２的参考水平，可确

保符合表１的基本限值。

表１　人体曝露电磁场基本限值

曝露特性 曝露特定部位 频率范围 内部电场强度犈ｉ

职业曝露

头部中枢神经系统

２０Ｈｚ≤犳＜２５Ｈｚ ０．０５Ｖ／ｍ

２５Ｈｚ≤犳＜４００Ｈｚ （２×１０－３犳）Ｖ／ｍ

４００Ｈｚ≤犳＜３ｋＨｚ ０．８Ｖ／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２．７×１０－４犳）Ｖ／ｍ

其他头部和躯干所有组织
２０Ｈｚ≤犳＜３ｋＨｚ ０．８Ｖ／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２．７×１０－４犳）Ｖ／ｍ

公众曝露

头部中枢神经系统

２０Ｈｚ≤犳＜２５Ｈｚ ０．０１Ｖ／ｍ

２５Ｈｚ≤犳＜１ｋＨｚ （４×１０－４犳）Ｖ／ｍ

１ｋＨｚ≤犳＜３ｋＨｚ ０．４Ｖ／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１．３５×１０－４犳）Ｖ／ｍ

其他头部和躯干所有组织
２０Ｈｚ≤犳＜３ｋＨｚ ０．４Ｖ／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１．３５×１０－４犳）Ｖ／ｍ

注１：频率犳的单位是 Ｈｚ。

注２：所有值均为有效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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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人体曝露电磁场参考水平

曝露特性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犈 磁感应强度犅 或磁场强度犎

职业曝露

２０Ｈｚ≤犳＜２５Ｈｚ （２×１０４）Ｖ／ｍ （２．５×１０４／犳）μＴ或（２×１０
４／犳）Ａ／ｍ

２５Ｈｚ≤犳＜３００Ｈｚ （５×１０５／犳）Ｖ／ｍ （１×１０３）μＴ或（８×１０
２）Ａ／ｍ

３００Ｈｚ≤犳＜３ｋＨｚ （５×１０５／犳）Ｖ／ｍ （３×１０５／犳）μＴ或（２．４×１０
５／犳）Ａ／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１．７×１０２）Ｖ／ｍ （１×１０２）μＴ或８０Ａ／ｍ

公众曝露

２０Ｈｚ≤犳＜２５Ｈｚ （５×１０３）Ｖ／ｍ （５×１０３／犳）μＴ或（４×１０
３／犳）Ａ／ｍ

２５Ｈｚ≤犳＜５０Ｈｚ （５×１０３）Ｖ／ｍ （２×１０２）μＴ或（１．６×１０
２）Ａ／ｍ

５０Ｈｚ≤犳＜４００Ｈｚ （２．５×１０５／犳）Ｖ／ｍ （２×１０２）μＴ或（１．６×１０
２）Ａ／ｍ

４００Ｈｚ≤犳＜３ｋＨｚ （２．５×１０５／犳）Ｖ／ｍ （８×１０４／犳）μＴ或（６．４×１０
４／犳）Ａ／ｍ

３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８３Ｖ／ｍ ２７μＴ或２１Ａ／ｍ

注１：频率犳的单位是 Ｈｚ。

注２：所有值均为有效值。

５．１．２　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曝露限值

本节限值要求所对应的频率段为７９ｋＨｚ～９０ｋＨｚ。

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曝露的磁场限值见表３。

表３　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曝露磁场限值

位置
磁感应强度犅 或磁场强度犎

有效值 峰值

保护区域３ａ

非车载功率组件

２９．４μＴ或２３．４Ａ／ｍ（８５ｋＨｚ）

２７．８μＴ或２２．１Ａ／ｍ（９０ｋＨｚ）

４１．６μＴ或３３．１Ａ／ｍ（８５ｋＨｚ）

３９．３μＴ或３１．３Ａ／ｍ（９０ｋＨｚ）

保护区域３ｂ

保护区域４

１５μＴ或１１．９Ａ／ｍ

（７９ｋＨｚ≤犳≤９０ｋＨｚ）

２１．２μＴ或１６．９Ａ／ｍ

（７９ｋＨｚ≤犳≤９０ｋＨｚ）

５．２　接触电流限值

接触电流限值见表４。

表４　接触电流限值

曝露特性 频率范围 接触电流

职业曝露

犳＜２．５ｋＨｚ １．０ｍＡ

２．５ｋＨｚ≤犳＜１００ｋＨｚ （０．４犳）ｍＡ

１００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４０ｍ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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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曝露特性 频率范围 接触电流

公众曝露

犳＜２．５ｋＨｚ ０．５ｍＡ

２．５ｋＨｚ≤犳＜１００ｋＨｚ （０．２犳）ｍＡ

１００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２０ｍＡ

注１：频率犳的单位是ｋＨｚ。

注２：所有值均为有效值。

６　测试方法

６．１　测试条件

６．１．１　温度、湿度和大气压

实验室环境要求如下：

———环境温度：１５℃～３５℃；

———相对湿度：４５％～７５％；

———大气压：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户外环境要求如下：

———环境温度：－２０℃～＋５０℃；

———相对湿度：５％～９５％。

６．１．２　测试场地

测试点周围１．５ｍ水平范围内应不存在影响测试的物体。原边设备应置于非金属地面。

环境背景值应不高于第５章中限值的５％。

６．２　测试仪器

６．２．１　电磁场测试仪器

应采用三轴各向同性低频场强探头，且其圆形传感器面积应不大于１００ｃｍ２。探头应使用峰值

检波。

测试仪器的适用范围应覆盖第５章中限值对应的频率范围，包含无线充电系统工作频率。

测试前，探头应针对无线充电系统的工作频率进行校准和定标。

使用具有频率分析功能的测试仪器时，分辨率带宽应不低于表５的要求。

表５　测试仪器分辨率带宽要求

频率范围 分辨率带宽

２０Ｈｚ≤犳≤１ｋＨｚ ≤５Ｈｚ

１ｋＨｚ＜犳≤２０ｋＨｚ ≤２５Ｈｚ

２０ｋＨｚ＜犳≤１００ｋＨｚ ≤２５０Ｈｚ

１００ｋＨｚ＜犳≤４００ｋＨｚ ≤１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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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接触电流测试仪器

６．２．２．１　概述

测试仪器由测试阻抗网络和测试电极组成，带宽宜大于１００ＭＨｚ。

６．２．２．２　测试阻抗网络

应采用图２的感知或反应电流测试阻抗网络进行测试。

说明：

　Ａ，Ｂ———测量端子；

犚Ｓ ———模拟两接触点间的皮肤电阻值为１５００Ω；

犆Ｓ ———模拟两接触点间的皮肤电容值为０．２２μＦ；

犚Ｂ ———模拟人体的内部阻抗值为５００Ω；

犚１ ———加权电阻值为１００００Ω；

犆１ ———加权电容值为０．０２２μＦ；

犝１ ———犚Ｂ 两端的电压值；

犝２ ———犆１ 两端的电压值。

图２　感知或反应电流的测试阻抗网络原理图

６．２．２．３　测试电极

除非测试仪器标准中另有规定，测试电极应为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测试夹；

———代表人手的１０ｃｍ×２０ｃｍ金属箔，用于粘合金属箔的胶合剂应是导电的。

测试电极应连接到测试网络的测量端子Ａ和Ｂ上。

６．３　无线充电系统测试状态

进行无线充电时，车辆处于静止状态，车辆无线充电系统应正常工作，除保证无线充电系统正常工

作外的其他车辆电器应正常关闭。

无线充电系统应工作在额定功率，且副边设备应安装在车上。

无线充电系统原边设备和副边设备的偏移范围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应根据ＧＢ／Ｔ３８７７５．３—２０２０

的要求和生产厂家的操作手册给出的偏移范围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范围进行测试。

应记录原边设备与副边设备的相对偏移位置、机械气隙／离地间隙和工作频率。

６．４　电磁场测试方法

６．４．１　测试范围

针对保护区域３、保护区域４和非车载功率组件进行电磁场测试。

６．４．２　保护区域３的测试点

针对车前、车后、车左和车右四个测试区域均应进行电磁场测试。

四个测试区域中的测试点虚拟面与车体前部、后部、左侧、右侧表面的水平距离为２０ｃｍ，高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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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面至车体顶部，见图３和图４中的点划线标识平面。测试点虚拟面距离车体表面的２０ｃｍ间距是

以车体边缘最突出的部分为起点，后视镜除外。场强探头的中心应处于测试点虚拟面上。

对于每个测试区域，虚拟面内的测试点应不少于２个，其中应测试的点位见表６，原边与副边设备

处于标称位置时的测试点示例见图３和图４。

表６　每个测试区域的虚拟面内应测试的点位

测试点 值／位置

ａ 虚拟面上高度范围为地面上方７０ｃｍ以下的区域，即虚拟区域Ⅰ，在此区域内扫描找到最大读数处

ｂ
虚拟面上高度范围为地面上方７０ｃｍ及以上至车顶高度之间的区域，即虚拟区域Ⅱ，在此区域内扫描找

到最大读数处

图３　原边与副边设备处于标称位置时的测试点示例（正视图）

图４　原边与副边设备处于标称位置时的测试点示例（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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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　保护区域４的测试点

测试前，应打开车门，将座椅调整至中间位置，见图５。若座椅无法调整至此位置，则按照生产厂家

声明的座椅位置进行调整。

图５　座椅位置调整

对于７座及以下的车辆，测试点应覆盖所有的座椅。对于７座以上的车辆，测试点应覆盖副边设备

正上方区域，包括距离副边设备最近的４个座椅（如有）。每个座椅的测试点位置示意图见图６。分别

在头部（Ａ）、胸部（Ｂ）、坐垫处（Ｃ）和脚部（Ｄ）四个区域，测试点位置为座椅表面上方垂直距离１０ｃｍ、平

行于座椅表面移动测试设备扫描测得的最大读数处。

图６　座椅测试点位置示意图

６．４．４　非车载功率组件的测试点

仅选取人可能触及的非车载功率组件表面进行电磁场测试。

测试点位置为组件表面上方垂直距离２０ｃｍ、平行于组件表面移动测试设备扫描测得的最大读

数处。

６．４．５　测试程序

电磁场测试步骤如下：

ａ）　设置初始偏移量及机械气隙／离地间隙均为最大值；

ｂ） 按６．４．２和６．４．４设置保护区域３和非车载功率组件的测试点；

ｃ） 对各测试点进行电场强度测试，记录测试值并标记出测得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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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对各测试点进行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测试，记录测试值并标记出测得的最大值；

ｅ） 按６．４．３设置保护区域４的测试点；

ｆ） 对各测试点进行电场强度测试，记录测试值并标记出测得的最大值；

ｇ） 对各测试点进行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测试，记录测试值并标记出测得的最大值；

ｈ） 设置其他偏移量或机械气隙／离地间隙；

ｉ） 重复步骤ｂ）至步骤ｈ）。

电磁场测试记录表格见附录Ａ。表Ａ．３为偏移量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的最小组合系列。如果测

试数据高于限值的５０％，则应增加偏移量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的组合，重复步骤ｂ）至步骤ｈ）进行

测试。

６．５　接触电流测试方法

６．５．１　测试布置

如果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连接至三相电源系统，其具体接线形式见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可根据

实际的电源选择接线形式。

图７和图８为不同电源接线形式时的接触电流测试系统示意图，应使用感知或反应接触电流的测

试阻抗网络。

说明：

　犚Ｓ ———模拟两接触点间的皮肤电阻值为１５００Ω；

犆Ｓ ———模拟两接触点间的皮肤电容值为０．２２μＦ；

犚Ｂ ———模拟人体的内部阻抗值为５００Ω；

犚１ ———加权电阻值为１００００Ω；

犆１ ———加权电容值为０．０２２μＦ；

犝１ ———犚Ｂ 两端的电压值；

Ｌ，Ｎ———相线和中线；

ＰＥ ———保护接地；

ＳＷ１———投切开关；

ｅ ———接地开关；

Ａ，Ｂ———测量端子；

犝２ ———犆１ 两端的电压值。

图７　单相接线形式时感知或反应接触电流测试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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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Ｔ　　 　　———变压器；

Ｌ１，Ｌ２，Ｌ３，Ｎ———相线和中线；

ＰＥ ———保护接地；

ＥＵＴ ———受试设备；

ｌ１，ｌ２，ｌ３，ｎ ———投切开关；

ｅ ———接地开关；

Ａ，Ｂ ———测量端子。

图８　三相星形带中性点接线形式时接触电流测试系统示意图

６．５．２　测试程序

接触电流应在地面设施连接至交流电网的情况下，按照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进行测试。

测试应在金属接地平面上进行。测试时，宜将无线充电系统（和车辆，如有）抬升必要的最小高度

（例如１０ｃｍ），减少接地平面对无线充电系统运行的影响，使无线充电系统达到正常运行条件。

测试应在不同可触及部分之间进行。可触及部分的测试组合参见表７所列。

表７　接触电流测试点

测试组合
接触电流测量网络连接点

测量端子Ａ 测量端子Ｂ

１ 车体（例如门闩） 测量端子Ａ下方的接地平面

２ 无线充电系统控制／显示装置的金属外壳 测量端子Ａ下方的接地平面

３ 车体（例如门闩） 无线充电系统控制／显示装置的金属外壳

…… 其他暴露在外的无线充电系统金属部件 其他暴露在外的无线充电系统金属部件

　无线充电系统金属部件、车体以及接地平面的所有在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人可能同时触及的组合，

应全部列入表７中进行测试。

接触电流测试记录表格参见附录Ａ。

７　测试结果评定

７．１　电磁场测试结果评定

对于保护区域３ａ、保护区域３ｂ、保护区域４和非车载功率组件四个测试测试区域，对电磁场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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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别进行评定，评定步骤如下：

ａ）　取按照６．４不同偏移量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组合下得到的测试数据中的最大值为该测试区

域中最终的电磁场测试结果。

ｂ） 将最终的磁场最大值与表３的磁场峰值限值进行比较：

● 如果前者低于或等于表３限值，则根据步骤ｃ）评定电场和磁场结果；

● 如果前者高于表３限值，则磁场不符合本部分要求，根据步骤ｃ）评定电场结果。

ｃ） 将最终的电场和／或磁场最大值除以１．４１４，再与表２的参考水平进行比较：

● 如果前者低于或等于表２参考水平，则符合本部分要求；

● 如果前者高于表２参考水平，则采用合适的方法进一步确定前者是否符合表１的电磁场基

本限值，如果低于或等于基本限值，则符合本部分要求。

注：确定是否符合电磁场基本限值的方法正在研究中。

７．２　接触电流测试结果评定

对接触电流测试结果进行评定的步骤如下：

ａ）　取按照６．５不同偏移量和机械气隙／离地间隙组合下得到的犝２ 峰值的最大值为最终的犝２ 峰

值测试结果。

ｂ） 将最终的犝２ 峰值测试结果除以５００Ω电阻值，得到感知或反应电流的最大值。

ｃ） 将此电流最大值除以１．４１４，再与表４的接触电流限值进行比较：

● 如果前者低于或等于表４限值，则符合本部分要求；

● 如果前者高于表４限值，则不符合本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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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测试记录表格

犃．１　坐标系

描述原边、副边设备的三维坐标系见图Ａ．１，犡 轴为车辆行驶方向，＋犡 表示车尾方向，犢 轴为垂直

于行驶方向，犣轴为高度。

图犃．１　坐标系方向定义

犃．２　偏移量

犡、犢 方向上的偏移量为副边中心点与零点之间的偏差，如图Ａ．２所示，其参数说明见表Ａ．１。

图犃．２　犡 方向和犢方向的最大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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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偏移量

偏移量 方向
偏移距离

ｍｍ
坐标轴

ｄ犡 行驶方向 ±狓 犡

ｄ犢 行驶方向的横向 ±狔 犢

犃．３　机械气隙／离地间隙

机械气隙／离地间隙测量见表Ａ．２。

表犃．２　机械气隙／离地间隙

机械气隙／离地间隙 方向
参数值

ｍｍ
坐标轴

ｄ犣 高度方向 狕 犣

犃．４　电磁场测试记录表格

电磁场测试记录表格示例参见表Ａ．３。

表犃．３　电磁场测试记录表格示例

偏移量及机械气隙／离地

间隙组合

ｄ犡

ｍｍ

ｄ犢

ｍｍ

ｄ犣

ｍｍ

测试点位置

电场测试数据
磁场测试数据

（两者任选其一）

电场强度犈

Ｖ／ｍ

磁感应强度犅

μＴ

磁场强度犎

Ａ／ｍ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ａｘ

　根据相应车型，记录不同测试位置测得的最大电磁场水平，记录表格示例参见表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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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最大场强记录表格示例

测试位置 最大场强值Ｖ／ｍ或μＴ或Ａ／ｍ 测试位置 最大场强值Ｖ／ｍ或μＴ或Ａ／ｍ

大／中巴车内部 乘用车／商务车内部

司机座椅 司机座椅

副边设备正上方区域

（包括副边设备最近座椅）

副边设备正上方区域

（包括副边设备最近座椅）

车前门座椅 后排座椅

车后门座椅 最后排座椅（７座）

车尾座椅

大／中巴车外部 乘用车／商务车外部

车头前方 车头前方

车身左侧 车身左侧

车身右侧 车身右侧

车尾位置 车尾位置

非车载功率组件 非车载功率组件

犃．５　接触电流测试记录表格

接触电流测试记录表格示例参见表Ａ．５。

表犃．５　接触电流测试记录表格示例

偏移量及机械气隙／离地间隙

组合

ｄ犡

ｍｍ

ｄ犢

ｍｍ

ｄ犣

ｍｍ

测试点位置

输出电压

测试数据

犝２

ｍＶ

０ ０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ａｘ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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