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idden danger that the 60kW off-board 
conduction DC charger of a whole station has not been insulated 
self-test in the routine evaluation test, the charging principle of 
the DC charger and the real electric vehicle test are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ilure is the control 
program defect of the DC charger main control board, and the 
treatment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charging equipment.

Keywords:off board conductive DC charger; charging 
equipment; fault analysis; insulation self inspection; hidden 
danger

摘  要：针对在例行评估测试中发现某站60kW非车载传导式

直流充电机全部出现未做绝缘自检的安全隐患，进行直流充

电机充电原理及现场实车测试分析，发现直流充电机主控板

控制程序缺陷是造成本次故障的主要原因，提出处理措施，

确保了充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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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2019年，全

球电动汽车销量突破210万辆，达到历史新高，占全

球汽车销量的2.6%[1]；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突破720
万辆，同比增长40%,相对于2010年的1.7万辆，增

长400余倍。2019年，我国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

120万辆，保有量超过380万辆，连续四年居世界首

位；充电设施保有量为121.9万台，其中公共充电设

施51.6万台，私人充电设施70.3万个；预计，2025年
我国电动汽车销量将占到当年汽车总销量的25%、超

过700万辆，保有量将超过2000万辆[2]。届时，我国

需建成200万台公共充电桩、1000万台私人充电桩，

才可有效满足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能源供给需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充电桩，推广

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3]。截

至2020年5月，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共运营1264座
充电站，15633台充电桩，其中直流充电桩10433
台，交流充电桩5200台，投运以来的充电量为2.89亿
kWh，为北京地区的电动汽车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

为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非车载传导式直流充电机（以下简称直流充电

机）属于新型电力设备，为了提高充电效率，直流

充电机采用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模式，当直流侧

漏电故障，交流侧漏电保护器无法动作以起到保护

作用。当直流系统母线的正、负接地电阻出现下降

时，人体触摸正极或者负极就会发生触电事故，严

重会导致死亡。另外，受到下雨等原因积累导致设

备进水、潮湿、电缆破损等可能性也多种多样，都

容易导致绝缘下降,正负极之间会形成负载电流，进

而发热，引发火灾事故，根据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产品风险监督抽查结果，

70%的样品存在“严重风险”[4]。针对直流充电机典

型故障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献[5]和文献[6]分
析了一种典型泄放回路故障，主要故障原因为瞬时过

电压导致监控单元与充电机模块的通信异常，从而引

起的泄放电阻损坏。我单位承担北京地区的充电设施

例行检测评估工作，通过数万台的检测总结和分析了

典型的隐性安全和运行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某型直

流充电机整站未做绝缘自检的典型安全隐患。

1	 故障概况

直流充电机是用电客户可以接触的电压最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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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最大、功率最强的电力设备。直流充电机一般额定

工作电压为500V，部分充电机为750V；一般额定工

作电流为120A，部分充电机额定电流达到240A；一

般额定功率为60kW，部分充电机为120kW，远超客

户可以接触的家用电，如果一旦出现绝缘故障，将对

充电客户及设备造成极大伤害。为了确保每次充电过

程绝缘良好，在充电前，由充电机负责充电回路绝缘

自检，绝缘自检是实现充电过程安全的重要保障。在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

设备》（GB/T 34657.1-2017）中规定了绝缘自检的标

准测试方法。

根据年度例行评估检测工作安排，我单位在某站

进行某型号500V/120A/60kW直流机检测时，在进行

绝缘故障检测时，发现为不合格，之后对该站同型号

直流充电机进行检测，发现该项目均为不合格。随后

采用横河DL350对检测过程进行录波，时序详见图1，
其中CH1-1为直流输出K1K2外侧电压，CH1-2为CC1
电压，CH2-1辅助K3K4电压。通过时序图可以看出，

该型直流充电机在自检阶段并没有升起电压，直接进

入了充电阶段，充电电压达到430V，如下图所示。

图 1 直流充电机连接控制时序录波图
Fig. 1 DC charger connection control sequence

2	控制原理

按照《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

要求》（GB/T18487.1-2015）等充电设备新国标要

求，在直流充电机与电动汽车接口完全连接后，闭合

K3、K4辅助电源开关，低压辅助供电回路电压上升

至12V，直流充电机闭合K1、K2开关，启动绝缘检

测，绝缘检测电压为直流充电机最大输出电压和电动

汽车最高允许电压中的较小值。绝缘检测完成后，将

绝缘检测装置从充电回路中分离，闭合泄放电阻控制

开关，对充电输出电压进行泄放。直流充电机完成

绝缘自检后，断开K1、K2开关。对于绝缘自检合格

的车辆，充电机发送的“充电机输出准备就绪报文”

（CRO）内容由0x00变更为0xAA，表示充电机完成充

电准备。对于绝缘自检不合格的车辆，则由充电机发

出“充电机中止充电报文”（CST），中止充电过程。

图 2 直流充电机控制原理图
Fig. 2 DC charger control principle

自检电路有平衡电桥法、不平衡电桥法和直流法

三种，一般采用不平衡电桥法进行测量，不平衡电桥

检测是由主机内部2个阻值相等的对地电阻通过电子

断路器K1、K2按照一定的开合顺序接地[6]，其原理如

图3所示。

图 3 不平衡电桥检测原理
Fig. 3 Test principle of unbalanced bridge

不平衡电桥法能够在直流电压大幅度变化的情

况下，精确测量电阻值，并且测量周期短，采用自

适应调节测量时间的方法，避免正负极对地电容的

影响。直流充电桩绝缘监测装置的工作电压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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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V ～1000V，测量电阻范围一般为1kΩ ～10MΩ。

直流充电桩绝缘监测装置通过RS485通讯将测量结果

发送至直流充电机主控板。

根据《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

求》（GB/T18487.1-2015）规定，绝缘电阻大于500Ω/
V时，为自检合格的，直流充电机向车辆发送报文进

行通信握手，启动充电流程；绝缘电阻介于500Ω/V
至100Ω/V之间时，应进行绝缘异常报警，但可以启

动充电流程；对于小于等于100Ω/V时，属于自检不

合格，直流充电机应停止充电。

3	 原因分析

3.1	 实车比对

为进一步确认故障，对电动汽车实车充电，测试

车型为北汽EV200，该车额定电压为382V，电池容量

为26kWh。检测人员按照正常方式启动直流充电机，

如果直流充电机自检功能正常，则预期过程应为： 
1）充电枪与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在车辆接口完

全连接后（CC1电压变为4V），低压辅助供电回路导

通，辅助电源电压升起至12V左右。

2）当充电机和电动汽车物理连接并完成上电，

且电压检测正常后，由充电机向BMS每隔250ms发送

一次充电机握手报文。当电动汽车受到充电机握手报

文后，向充电机返回BMS握手报文，提供车辆最高允

许充电总电压。 
3）由于北汽EV200车辆允许最高充电电压小于直

流充电机最大输出电压（500V），直流充电机充电回

路按照车辆允许最高充电电压升起自检电压。

4）自检过程持续3至5秒后，投入泄放电阻，输

出电压降至60V以下时，断开K1和K2。
5）在绝缘检测正常后，直流充电机向车辆发送

充电机辨识报文（CRM），用于确认充电机和BMS之
间通信链路正确，当车辆受到充电机辨识报文后，向

充电机发送车辆辨识报文（BRM），在双方辨识成功

后，握手阶段结束，进入参数配置阶段。

6）在参数配置阶段，充电机向车辆发送充电机

最大输出能力的报文，车辆根据充电机最大输出能力

判断是否能够进行充电；充电配置阶段完成后，充电

机和车辆进入充电阶段。

3.2	 时序分析

对该车充电过程进行录波，实际充电过程如图4

所示，其中CH1-1为直流输出K1K2外侧电压，CH1-2
为辅助K3K4电压，CH2-1为CC1电压。在车辆接口完

全连接后，CC1电压变为4.104V，低压辅助供电回路

导通，辅助电源电压升起至12V左右，之后CH1-1升
起379V电压进行充电。

图 4 车辆充电波形图
Fig. 4 Waveform of EV charging

对该阶段的通信报文进行进一步分析，直流充电

机和车辆互发“充电机握手报文”（CHM）和“车辆

握手报文”（BHM），在CHM中，充电机通知车辆当

前版本为V1.1，在BHM报文中，车辆通知充电机最高

允许充电总电压为382.1V。

表 1 握手阶段通信报文
Table 1 Handshake phase communication message

ID号 数据 解析内容

0x1826F456 x| 01 01 00 协议版本V1.1

0x182756F4 x| ED 0E 00 00 00 00 00 00
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

382.1V

按照标准要求，此时充电机应以充电机最高输出

电压（500V）和车辆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382.1V）

中的较小值进行自检，也就是应该382.1V进行自检。

但是从图4可以看出，充电机并未升起自检电压，同

时，充电机向车辆发送CRO，内容为0xAA，通知车

辆充电机就绪，可以充电，之后充电机发送“电池

充电需求”（BCL）报文，充电需求为电压379.7V,电
流109.8A，充电模式为恒流充电，通过“充电机充电

状态”（CCS）可以看出当前充电状态为电压379.0V，

充电电流为3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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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充电阶段通信报文
Table 2 Handshake phase communication message

ID号 数据 解析内容

0x181056F4 x| D5 0E 56 0B 02
电池充电需求：

379.7V 109.8A

0x1812F456 x| 36 0E 68 0D 00 00 FD
充电机充电状态：

379.0V 32.2A

此时，通过充电机的操作屏幕也可以看出，充电

机正在向车辆进行充电，当前充电电压为378.3V,充电

电流为32.2A。

图 5 直流充电机屏幕显示的当前充电状态
Fig. 5 Charging stat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Of DC charger

3.3	 原因确定

由于是整站直流充电机均出现了未做自检的情

况，所以排除了硬件故障，联合制造单位对控制程序

进行分析。发现直流充电机主控板在绝缘自检程序部

分误将电压控制部分屏蔽，且该部分程序对并未检测

K1K2外侧电压情况，默认将绝缘自检结果设置为合

格，导致出现以上情况。

4	 处理措施

联系该制造单位对直流充电机主控板程序进行修

改，程序修改后对充电站该型号充电机进行了主控板

程序更新，并按照《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

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GB/T 34657.1-2017）进

行了逐台自检阶段测试（D0.2001），模拟了车辆通信

握手报文最高允许充电总电压在充电机输出电压范围

内、超过充电机输出电压范围上限、低于充电机输出

电压范围下限三种情况进行了测试，均能够按照标准

规定的电压进行绝缘自检。

5	 结束语

直流充电机在充电过程中存在充电设备和电动

汽车的大量信息交互控制，既是一台供电设备，又

是一台信息设备。再加上充电设备点多面广，大部

分分布在室外，给运行管理带来难度，问题日积月

累，容易形成安全和运行隐患。对于充电枪损坏、

屏幕失灵、急停功能、开门保护等问题，对充电机

有基本熟悉的人员可以发现和处理；但是对于一些

隐性问题，只有通过专业的检测和分析才能发现，

加强直流充电机的安全问题总结和分析将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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