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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装置 发射端 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额定输出功率在5 W～50 W之间的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装置 发射端（以下简称产

品）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无线功率发射的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装置，比如：

——具有该功能的移动电源、储能电源；

——具有该功能的鼠标垫、音响、手机、电脑等可移动终端；

——通过车载电源供电的后装式无线充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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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5169.1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1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

丝可燃性试验方法(GWEPT)

GB/T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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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5590—2017 信息技术 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

SJ/T 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

IEC 62368-1:2018 音频、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要求（Audio/vide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Part 1: Safety requirements）

IEC PAS 63095-1:2017 Qi 无线电源传输系统电源等级 0 规范 第 1 和 2 部分：接口定义（The Qi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Power Class 0 Specification Parts 1 and 2:Interface Definitions）

IEC PAS 63095-2:2017 Qi 无线电源传输系统电源等级 0 规范 第 2 部分：参考设计版本 1.1.2

（The Qi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Power Class 0 Specification Part 2：Reference Design

Version.1.1.2）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线充电 wireless charging

一种基于线圈之间的近场电磁感应原理， 将电能从发射器传输到移动设备(接收器)的非接触式电

能传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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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7687—2019，3.2]

3.2

感应距离 induction distance

无线充电装置发射端线圈中心与接收端线圈中心对准，以产品最大输出功率工作时的相邻表面之间

的垂直距离。

3.3

感应位置 induction position

无线充电装置发射端上能识别接收端并能正常充电的区域范围。

3.4

待机状态 idle mode

设备通电后开机，不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的状态

3.5

稳定状态 steady state

30分钟内，温升的变化不超过3K的状态。

3.6

环保使用期限 environment-friendly use period

电子电气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不会发生外泄或突变，电子电气产品用户正常使用该电子产品不会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来源：SJ/T 11364—2014，3.3]

3.7

额定输入电压 rated input voltage

由制造商标定的输入电压值。

注：用Uin表示，单位为伏特（V）。

[来源：GB/T 35590—2017，3.2]

3.8

额定输出电压 rated output voltage

由制造商标定的输出电压值。

注：用Uout表示，单位为伏特（V）。

[来源：GB/T 35590—2017，3.4]

3.9

额定输出电流 rated output current

由制造商标定的输出电流值。

注1：用Iout表示，单位为安培（A）或毫安（mA）。

注2：输出电流为在标称输出电压条件下的最大持续输出电流。

[来源：GB/T 35590—2017，3.5]

3.10

输出最大功率 maximum output power

无线充电装置发射端针对所支持的协议的接收端进行充电时，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

3.11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由制造商标定的移动电源的有效放电容量。

注：用C表示，单位为安培小时（A·h）或毫安小时（mA·h）。

[来源：GB/T 35590—20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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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异物 foreign object

位于无线充电发射端接口表面上（或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的任何对象，但不是无线充电发射端的

一部分。

3.13

异物检测 foreign object detection

一种由无线充电发射端执行的过程，以确定接口表面上是否存在异物。

4 要求

4.1 标识

4.1.1 无线充协议标识

4.1.1.1 本要求适用于标有无线充电协议标识的产品。

4.1.1.2 无线充电协议标识应处于有效状态。

4.1.2 环保使用期限标识

4.1.2.1 本要求适用于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4.1.2.2 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应由生产者或进口者参照 SJ/Z 11364 自行确定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并

应对环保使用期限进行标识。并在产品说明书中对保证产品在环保使用期限内的使用条件、配套件特别

标识等给予详细说明。

4.1.2.3 产品的生产日期即为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起始日期。生产日期宜标识在产品或产品包装上，

标注格式可采用年、年周、年月、年月日等，也可以采用产品序列号、商品条码等包含产品生产日期信

息的企业通用的产品标注方法。采用产品序列号、商品条码等方式进行标识时，生产者或进口者应为消

费者或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生产日期查询服务。

4.1.3 产品标识

本要求适用于所有产品。

产品标识应包含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c) 额定输入电压及电流、输出最大功率；

d) 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移动电源还应包含如下标识：

1) 额定容量；

2) 电池或电池组种类及额定能量。

4.2 性能

4.2.1 兼容性

4.2.1.1 产品说明书或规格书，应声明输出最大功率模式下所对应的协议或产品。

4.2.1.2 针对支持的所有协议内的被充电产品，其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应不小于宣称的输出最大功率。

4.2.1.3 针对其他协议的产品（说明书中已明确不支持的协议除外），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应不小于 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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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产品支持的输出功率及实际最大输出功率还应满足表 1 的要求。

表 1 产品输出功率限值

输出最大功率（P）
要求

应支持的输出功率 实际最大输出功率

P = 5W 5W ≥ 4.5W

P ＞ 5W

5W ≥ 4.5W

P ≥ P × 90%

宣称支持的其他输出功率 不低于支持功率的90%

4.2.2 充电时间

4.2.2.1 本要求适用于在说明书或宣传册等公开宣传资料中含有“在 xx 小时内可充 xx 电量”等类似

宣传语的产品。

4.2.2.2 在最优充电位置进行的实测充电时间应低于所宣称充电时间的 110%。

4.2.2.3 宣传语应包含如下内容：

a) 被充电产品的名称、品牌、型号；

b) 被充电产品的关机、待机或其他具体工作状态；

c) 测试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若无特别说明，则默认温度为 21 ℃～25 ℃，相对湿度

为 25 %～75 %；

d) 被充电产品的初始电量和截至电量，初始电量若无特别说明，则默认为 2 %。

4.2.3 感应距离

制造商应在产品说明中给出感应距离的范围，在该范围内都应不小于所宣称的输出最大功率的90%；

若未给出感应距离范围，应在垂直3 mm处不小于产品所宣称的输出最大功率的90%。

4.2.4 感应位置

制造商应通过产品本体或说明书提供最佳充电区域的相关说明或标识，针对单一无线充电功能的产

品，可默认最佳充电区域为物理中心。

4.3 安全

4.3.1 充电保护

被充电产品（产品支持的协议类产品）在充满电并进入待机状态后，无线充电产品应进入低功耗状

态，该状态下的功耗应低于2W。

注：针对多线圈的产品，只需单一个线圈满足该要求即可。

4.3.2 异物检测

4.3.2.1 产品应支持异物警示功能。

4.3.2.2 产品附近或者上面放置金属等导电异物时，导电异物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70 ℃。

4.3.2.3 产品说明书应有明确的警示语，提醒消费者无线充电产品上不能放置导电类异物。

4.3.3 发热要求

在正常充电状态下，产品人手可碰触区域的表面温度应满足表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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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充电状态表面温度限值

产品类型 材质 最高温度

便携式 -- 48 ℃

其他

金属 51 ℃

玻璃或陶瓷材质 56 ℃

塑料、硅胶或木质材料 60 ℃

4.3.4 高温存储

4.3.4.1 适用于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移动电源产品。

4.3.4.2 产品在 70℃环境下保持 16h。实验中及试验后其外观应无明显变形，且不应出现爆炸、泄气、

起火、漏液、破裂等故障。

4.3.5 材料阻燃

4.3.5.1 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移动电源和由车载 12V 电源供电的产品的外壳材料阻燃等级应满足 V-1

或以上防火等级要求。

4.3.5.2 其他无线充电产品的外壳材料阻燃等级应满足 HB 防火等级要求。

4.4 电磁兼容性

4.4.1 辐射骚扰

无线充电产品应满足GB/T 9254 中B级设备的要求。

4.4.2 静电放电抗扰度

产品应满足GB/T 17626.2的要求。其中接触放电满足±4 kV，空气放电满足±8 kV，并满足CLASS B

等级。

4.5 电池性能

本要求适用于容量在20000 mAh（含20000 mAh）以下的电池或电池组的无线充电装置。

4.5.1 有效输出容量

常温下有效输出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测试过程中外观应无明显变形，且不应出现爆炸、泄气、

起火、漏液、破裂等故障。

4.5.2 自由跌落

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爆炸、泄气、起火、漏液、破裂等故障。试验后产品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各项功

能应正常工作，测量输出电压偏差应在±5%范围内。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除非另有规定，本文件中各项实验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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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21 ℃～25 ℃ ；

——相对湿度：25%～75% ；

——大气压：86 kPa～106 kPa 。

5.1.2 除非说明书有特别说明，需要选择被充电设备进行测试时，应分别选取安卓平台、IOS、鸿蒙和

其他支持平台的被充电设备进行测试，并都需要满足标准的要求。

5.2 标识

5.2.1 无线充协议标识检查

检查无线充电协议标识的证明材料或文件，确保处于有效状态。

5.2.2 环保使用期限标识检查

依据 SJ/T 11364 的要求进行检查。

5.2.3 产品标识检查

用目测的方法对产品标识进行检查。

5.3 性能试验

5.3.1 兼容性

5.3.1.1 针对支持的协议内的产品，按如下步骤进行：

a) 通过说明书或规格书，确认产品宣称的输出最大功率；

b) 测量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记为��；

c) 记录产品将负载由初始状态充电至结束状态过程中的所有输入功率，并选取最大值，记为��；

d) 负载初始状态；

1) 电子负载：应将电子负载的功率调整为需要的输出最大功率；

2) 手机等非电子负载类产品：应将电量放电至 10%或以下。

e) 负载结束状态：

1) 电子负载：输入功率处于稳定状态；

2) 手机等非电子负载类产品：将电量充电至 80%或以上。

f) 实际输出功率按照公式（1）计算得出：

�� = �� - ��, …………………………（1）

式中：

��：产品的实际输出功率；

��：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

��：产品在负载由初始状态充电至结束状态过程中的所有输入功率中的最大值。

g) 实际输出功率应满足 4.2.1 的要求。

5.3.1.2 针对其他协议的产品，按如下步骤进行：

a) 测量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记为��；

b) 记录产品将负载由初始状态充电至结束状态过程中的所有输入功率，并选取最大值，记为��；

c) 负载初始状态：

1) 电子负载：应将电子负载的功率调整为 5 W；

2) 手机等非电子负载类产品：选择额定功率为 5 W 的负载，并将电量放电至 10%或以下。

d) 负载结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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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负载：输入功率处于稳定状态；

2) 手机等非电子负载类产品：将电量充电至 80%或以上。

e) 实际输出功率��按照如公式（1）计算得出；

f) 实际输出功率应满足 4.2.1 的要求。

5.3.2 充电时间

5.3.2.1 宣传语检查：按照 4.2.2 中针对宣传语的要求检查说明书或宣传册等公开宣传资料。

5.3.2.2 充电时间测量：

a) 选择宣称中的被充电产品，按照宣称内容调节其工作状态和初始电量；

b) 将被充电产品放置于被测产品上进行充电，并开始计时；

c) 当被充电产品的电量达到截至电量时，停止计时；

d) 实际所用时间应满足4.2.2的要求。

5.3.3 感应距离

感应距离的测试按如下步骤进行：

a) 检查说明书，明确感应距离的范围，并记录范围最大值S；若未给出感应距离的范围，则感应

距离S为3 mm；

b) 测量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记为��；

c) 确认产品的线圈中心；

d) 选取所支持的协议内的被充电产品或负载；

e) 找到被充电产品的接收线圈中心（若无法明确其线圈中心位置，以物理中心为参考）；

f) 将被测产品的接收线圈中心(或物理中心)置于测试产品线圈中心正上方S处；

g) 记录产品将负载由初始状态充电至结束状态过程中的所有输入功率，并选取最大值，记为Pm；

1) 负载初始状态：将电量放电至 10%或以下；

2) 负载结束状态：将电量充电至 80%或以上。

h) 实际输出功率��按照如下公式（1）计算得出；

i) 实际输出功率应满足4.2.3的要求。

5.3.4 感应位置

感应位置的测试按如下步骤进行：

a) 检查产品及说明书，通过目测的方法检查其标识或标记；

b) 选取所支持的协议内的被充电产品作为负载；

c) 找到被充电产品的接收线圈中心（若无法明确其线圈中心位置，以物理中心为参考）；

d) 在产品宣称的能进行充电的区域范围内，选取线圈中心前后左右四个最远的位置 M1～M4；

e) 将被测产品的接收线圈中心(或物理中心)置于测试产品能进行充电的区域范围的四个测试位

置 M1～M4；

f) 检查被充电产品是否能进行正常充电。

5.4 安全实验

5.4.1 充电保护

充电保护按如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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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取所支持的协议内的被充电产品作为负载，该负载的额定输入功率应不小于待测产品的额定

输出功率；

b) 将负载充电至100%；

c) 测量负载在有线充电模式下的待机功率，记为��；

d) 测量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记为��；

e) 将负载放置在待测产品上，并测量负载100%电量状态下时产品的功率，记为��。

f) 产品在低功耗状态下的功耗，通过公式（2）计算：

�� = ��-��-�� ………………………………（2）

式中：

�� ：被充电产品（产品支持的协议类产品）在充满电并进入待机状态后，产品进入低功耗状态

下的功耗；

��：产品对100%电量的负载进行充电时的功耗；

��：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

��：产品在待机状态下时的输入功率。

g) 产品在待机状态的功耗应满足4.3.1的要求。

5.4.2 异物检测

5.4.2.1 使用一元硬币（人民币）置于无线充电产品中心位置，检查其是否有异物警示提醒（视觉、

听觉、触觉等）。

5.4.2.2 异物识别测试要求：

a) 被充电产品应能支持无线充电产品的最大功率，如果市面上没有支持最大功率的产品，可以选

择市面上可获得的最大功率产品；

b) 应先放异物，再放置被充电产品进行测试；

c) 异物的放置位置，应选取5个点，包括：物理中心（客户定义的线圈中心），物理中心的左右

以及上下各1.5cm处四个点，如图1所示；

图 1 异物放置位置图

d) 其他应按 IEC 62368-1: 2018的9.6章节的规定进行。

5.4.3 发热要求

按 IEC 62368-1: 2018的9.3章节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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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高温存储

按 GB/T 2423.2-2008 规定进行，试验步骤如下：

a) 试验样品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达到温度稳定；

b) 试验样品应确保完好；

c) 将试验样品放置到高温箱（室）内，试验样品不工作，以不大于 1 ℃／min 的温度变化速率将

试验箱（室）内温度升高至高温贮存温度，保持此温度 1h 直至温度稳定，使试验样品在此温

度下再保持 16 h，实验前及试验后（恢复常温状态后）应满足 4.3.4 的要求。

5.4.5 材料阻燃

5.4.5.1 通过检查相应的材料数据单或试验来检验是否合格。

5.4.5.2 针对 HB 级材料时，可依据 GB/T 5169.11 进行 550℃灼热丝试验。

5.4.5.3 针对 V-1 级材料时，可依据 GB 4943.1-2011 附录 A.2 进行试验。

5.5 电磁兼容性实验

5.5.1 辐射骚扰测试

按 GB/T 9254-2008 的规定进行。

5.5.2 静电抗扰度测试

试验的环境条件及方法按 GB/T 17626.2-2018 的规定进行。

5.6 电池性能实验

5.6.1 预处理

在环境温度23℃±2℃的条件下，通过有线输出端口以1.0Iout电流放电至截止电压，再以移动电源

要求的额定输入电压Uin充电，直到状态指示显示充满。

5.6.2 有效输出容量

按5.6.1规定充电后，搁置0.5 h～1 h，在环境温度23℃士2℃的条件下，通过有线输出端口以1.0Iout

放电至截止电压所用的时间(T，单位:h)乘以电流1.0Iout(单位:A或mA)所得容量即为有效输出容量(C，

单位:A·h或mA·h)。上述试验可以重复循环3次，当有一次循环的有效输出容量符合4.5.1 的规定时，

试验即可停止。该试验结束后，将其搁置2 h，然后目测外观。

5.6.3 自由跌落

按5.6.1规定充电结束后，搁置0.5 h～1 h，将移动电源样品由高度(最低点高度)为1 000 mm的位

置自由跌落体于混凝土板上，从X、Y、Z正负方向(六个方向)每个方向各自由跌落1次。试验结束后，测

量有线输出端口的输出电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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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异物规格

进行异物检测的标准异物，包含了钢片、铝环和铝箔，详细参数要求见图1，图A.1、图A.2、图

A.3。

图A.1 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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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铝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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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铝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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