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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装置 发射端通

用规范》湾区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无线充电产品是目前市场上的热点产品，市场潜力巨

大，深圳是全球主要产业集中地，相邻的珠三角地区也有

不少企业分布；而珠三角地区现正处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协

同发展的阶段，产业也在逐渐转型升级；正需要与港澳地

区联动，获得更多的优化发展机会。无线充电产品现阶段

主要应用于手机、智能穿戴和便携式消费类产品等，是常

用的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补能应用产品，前景广阔。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首创“比较试验+团体标准”工作

机制。通过一个比较试验、组织一次消费体察、研制一个

团体标准、引领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团体标准发展之

路。2021 年 5 月，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结合了无线充产品

的比较试验结果，并为了能有进一步地规范无线充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消费者使用的相关问题制定相应

的测试标准规范。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定义的性能测试要

求及试验方法将是此团体标准的关键和创新点。

二、编制目的和意义



2

为了能实施提高无线充电产品的质量，以标准来衡量产

品质量，使其在满足相关标准和顾客需求的前提下，也能

够最大程度降低产品的成本；同时，能够进一步规范了市

场上产品的技术规格，填补了市场技术覆盖率的不足，可

有效满足当前国内无线充电产品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而制

定该标准。

本粤港澳大湾区团体标准，是首个由深圳、香港、澳

门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牵头发起，该标准组织了检测机

构、标准机构、网络购物平台、业内龙头企业、上游制造

商等共同参与编制。该标准积极践行“同一个湾区，同一

个标准”发展理念，服务湾区消费一体化，更好地保护湾

区内消费者合法权益，以标准作为先导推动商品“联通、

贯通、融通”，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以及在共同营造放

心消费环境先行示范上具有重大意义。

三、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主要遵从以下原则：

1.先进性原则

无线充电产品暂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且在国际范围

内，也没有相应的产品标准，已经列为国标或更早之前出

台的团体标准在技术层面上无法覆盖现在产品的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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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本标准针对以上的一系列空缺，从无线充产品的制造

生产到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实际环境和条件为基础，全

方位、系统化考虑来制定相应的项目。

2.科学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过，充分调研了解了无线充电产品产业和

行业相关情况和品牌商于制造商的实际生产情况，并邀请

无线充产品相关领域专家对标准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经

过反复讨论，确保标准制定的科学性。

3.安全性原则

本标准不限定于无线充产品制造和销售的上市要求，而

是在考虑到消费者购买后使用时的安全性。产品的安全性

包括：产品的使用兼容性、异物检测警告、产品发热等可

能威胁到人身安全的指标。以保证消费者能有越来越健康

的消费环境下购买到质量足够优质安全的产品。

四、编制过程

1、2021 年 5 月中旬，预研阶段。标准技术分析及初定

标准框架。汇总整理关于的国内外相关标准，结合国家的

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参考了 GB/T 35590 《信息技术便携式

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GB/T37687《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产品用低功率无线充电器通用规范》、GB 4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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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IEC

62368-1《音频/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

全要求》等标准。

2、2021 年 6 月上旬，会议讨论阶段。由深圳市消委

会、深圳市钛和巴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品质消费

研究院、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四家单位组成标准编写小组。

标准编写小组在深圳市钛和巴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

线上讨论会议，确立了标准编写工作方案，各方发挥各自

优势，全力推动标准编制。

3、2021 年 6 月中旬，团标立项阶段。编写小组根据标

准的编制工作方案，初步确定标准名称为“移动式和便携

是无线充电装置 发射端通用规范”，拟定了标准大纲。

4、2021 年 5 月—7 月，查阅国内国外相关材料。查找现

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现

有无线充电设备相关技术内容，为标准文本的撰写准备。

5、2021 年 7 月下旬，形成草案阶段。编写小组经过多

次分析研究、内部讨论，形成标准草案。

6、2021 年 6-7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起草单位组织专

家和各相关方对本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进行内部研讨会，

与会专家对标准的条款内容逐项提出意见，并建议标准起

草小组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完善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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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 年 7 月，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阶段。标准编写

小组汇总整理研讨会上的修改意见，并根据采纳的修改意

见对标准进行逐条理解、反复推敲，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并完成本稿的编制说明。

8.2021 年 8 月，开展标准征求意见工作。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汇总整理征求意见。

9.2021 年 9 月，形成标准送审稿。汇总整理各单位和专

家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调整，形成标准送

审稿。

10.2021 年 9 月，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对标准进行逐

条审阅并修改。完成标准的技术审查工作。

五、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额定输出功率在 5W～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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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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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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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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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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列出的“无线充电”、“额定输入电压”等术

语均参照 GB/T 中规定给出的定义和“感应距离”、“感应

位置”等术语根据实际标准要求作出了新的定义。

(四) 标准要求

本标准第四章从四个方面规定产品要求作出规定，1.

标识，2.性能，3.安全，4.电磁兼容性等相关技术要求内

容。

（五）试验方法

本标准第五章针对第四章的测试要求项目进行了试验

实施的环境和方法要求等相关内容。

六、其他

（一）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二）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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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规范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电装置发射端通

用规范标准，本标准的实施为提升移动式和便携式无线充

电装置发射端的生产制造到销售整链条的产业水平提供指

导。在贯彻标准时，建议首先针对销售平台和品牌方企业

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同时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改进建

议及时进行收集和记录，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标准

进行修订。

标准编制组

202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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