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 4943-2001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EC 60950;1999《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第三版。

    本标准是对GB 4943进行的第二次修订，GB 4943-1990是等效于IEC 950-1986第一版，

GB 4943-1995是等同于IEC 950-1991第二版，本标准是等同于IEC 60950第三版，第二版增加T第

6章“与通信网络的连接”，第三版较比第二版的主要变化如下：连接到通信网络的安全要求已经归并到

标准的主题中，标准的内容也重新编排，相关的主题合并在一起，这样使用更为方便；同时还针对各认证

组织在使用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技术更新。

    本标准的宗旨是要对我国信息技术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使用中的安全起到指导性作用；同时还要按

本标准实施产品安全认证，以保证产品切实符合安全要求。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4943-1995,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J、附录K、附录L、附

录M、附录N、附录P、附录U、附录V都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Q、附录R、附录w、附录T、附录W,附录X都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兰芬、王 莹、贾 真 。

    本标准首次发布时间：1990年12月28日。

    本标准第一次修订时间：199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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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943-2001

                          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IEC的目的是促进电工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除其他活动外，IEC发布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定由技术委员会承担，对所涉及内容关切的任何IEC国家委员会均可参加标准的制定工

作。与IEC有联系的任何国际、政府和非官方组织也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IEC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根据两组织间协商确定的条件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2) IEC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对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地代表了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发布，以推荐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

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认可．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IEC国家委员会有责任使其国家和地区标准尽可能采用IEC标准。

IEC标准与相应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指明。

    5) IEC不以标志的形式表示认可，对任何声明符合其标准的设备也不承担责任。

    6)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本国际标准的部分条款可能属专利．IEC不负责确认这些专利权．

    国际标准IEC 60950由IEC的第74委员会（IT设备的安全和能量效应）提出。

    第三版取消并替代1991年发行的第二版及其修正案1 (1992)＋修正案2 (1993)＋修正案3

(1993)＋修正案4 (1996)，构成一次技术修订。

    本标准的正文依据下述文件：

  一片FDIS4/498/FDIS，一 74/504/RVD州
    本标准投票表决通过的详细资料可查阅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

    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J，附录K，附录I_，附录M，附

录N，附录P，附录U和附录V构成本标准整体的一部分．

    附录Q，附录R，附录S，附录T，附录W和附录X只用于提供信息。

    在本标准中，使用下列打印字体：

    — 要求和标准的附录：正体字

    — 检查和试验规定：正体字

    — 注和其他提示的信息：小正体字

    — 表中标准条件：小正体字

    —     1.2中规定的术语：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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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4943-2001

                                                                口 ． 曰牙

                                                                    ， 1           b

0 安全的原则

    本标准制定时采用了以下原则。

    这些原则不涉及设备的性能及功能特性。

0.， 安全的总则

    为了设计出安全的设备，设计者必须了解安全要求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不能代替本标准的详细要求，只是让设计者了解这些要求所依据的原则。如果设备涉及的

技术、材料或结构方式未明确规定，那么设备的设计应至少达到本安全原则所述的安全等级。

    设计者不仅要考虑设备的正常工作条件，还要考虑可能的故障条件以及随之引起的故障，可预见的

误用以及诸如温度、海拔、污染、湿度、电网电源的过电压和通信线路的过电压等外界影响。

    在确定采用何种设计方案时，应遵守以下的优先次序：

    — 如果可能的话，规定能消除、减小危险或对危险进行防护的设计原则，

    — 如果实行以上原则将削弱设备的功能，那么应使用独立于设备的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

（本标准未作规定）；

    — 如果上述方案和其他的措施均不切实可行，那么应对残留的危险采取标识和说明的措施。

    需要考虑两类人员的安全，一类是使用人员（或操作人员），另一类是维修人员．

    使用人员是指除维修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员．安全保护要求是假定使用人员未经过如何识别危险的

培训，但不会故意制造危险状况而提出的。因而，这些要求除了为指定的使用人员提供保护外，也为卫生

清扫人员和临时来访人员提供保护．通常，应限制使用人员接触危险零部件，为此，此类零部件应仅位于

维修人员接触区域内或位于受限制接触区内的设备内．

    如果允许使用人员进人受限制接触区，则应适当予以指示。

    维修人员是指当设备中的维修接触区域或处在受限制接触区内的设备存在明显危险时，可以运用

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技能避免可能的、对自己或他人伤害的专业人员。但是，应对维修人员就意外危险进

行防护，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例如，把维修时需要接触的零部件的安置远离电气和机械危险，设置屏

蔽以避免意外接触危险零部件，用标牌或警告说明以提醒维修人员有残余的危险。

    潜在危险的信息可以根据其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在设备上标示或随设备一起提供，以使

维修人员能得到．通常，使用人员不应处于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中，因此提供给用户的信息主要在于避

免误用和可能造成危险的状况，例如错误连接电源和用型号不正确的熔断器进行替换。

    对移动式设备，由于其电源线可能会承受额外的应力，从而导致保护接地线断裂，故会增加电击的

危险．对手持式设备，其电源线受磨损的机会较多，这种危险性更大，假如设备跌落过，可能会产生更严

重的危险。可携带式设备因为其可能在任何方向使用和携带，所以又增加了危险系数。如果一个小金属

物进人外壳上的开孔，它可能在设备内活动，很可能导致危险。

0.2 危险

    应用安全标准的目的在于减少由于下列各种危险造成伤害或危害的可能性：

    — 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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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4943-2001

    —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 着火。

    — 与热有关的危险。

    — 机械危险；

    — 辐射；

    — 化学危险．

0.2.1 电击

    电击是由于电流通过人体而造成的，其引起的生理反应取决于电流值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及其通过

人体的路径。电流值取决于施加的电压以及电源的阻抗和人体的阻抗。人体的阻抗依次取决于接触区

域的湿度及施加的电压和频率。大约0. 5 mA的电流就能在健康的人体内产生反应，而且这种不知不觉

的反应可能会导致间接的危害。电流再大些，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烧伤或心室的纤维性颇动。

    在干燥条件下，相当于人的一只手的接触面积上，峰值电压高达42.4 V或直流电压高达60 V的稳

态电压，一般不认为是危险电压。但是，对使用时必须接触的或用手操作的裸露零部件，则应使其处于地

电位，或者对其采取适当的隔离．

    有些设备预定要与电话和其他外部网络连接，而有些通信网络工作时信号（如声音或振铃）叠加在

稳定的直流电压上，其总和将超过上述的稳态电压值；而电话公司的维修人员经常直接用手操作这种电

路的零部件，但并未导致严重伤害，这是因为使用的是有节奏的振铃信号，而且由维修人员用手操作的

裸露导体的接触区域通常是有限的．但是，使用人员可接触零部件的区域和接触零部件的可能性应进

一步限制（例如通过零部件的形状和放置位置）。

    为了防止使用人员遭到电击，通常要具有两级保护．因此，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单一故障（包

括随之引起的其他故障）状态下运行都不会引起电击危险。然而，附加的保护措施（如保护接地或附加绝

缘）不能用来取代设计完好的基本绝缘，或降低对基本绝缘的要求。

            可能造成危险的原因 减小危险的方法示例

    接触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 用固定的或锁紧的盖、安全联锁装置等防止使

                                              用人员接触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使可触及的带危

                                                险电压的电容器放电．

    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和可触及的 采用基本绝缘并把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和电路

导电零部件间的绝缘被击穿。 接地，这样，由于过流保护装置在规定时间内断开发

                                            生低阻抗故障的零部件，使接触危险电压的可接触

                                              性受到限制；或者在零部件间安装一个与保护地相

                                              连的金属屏蔽，或者在零部件间采用双重绝缘或加

                                              强绝缘，以便使可触及零部件间的绝缘不会被击穿。

    接触与峰值电压超过42.4 V或直流电压超 限制这种电路的可触及性和接触区域，把它们

过60 V的通信网络连接的电路。 与未接地的、接触不受限制的零部件隔离开．

    使用人员可触及绝缘被击穿。 使用人员可触及的绝缘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

                                              电气强度以减少与危险电压接触的可能性。

    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流向可触及零部件的 把接触电流限制在规定值内，或提供更可靠的

接触电流（泄漏电流），或保护接地连接失效。接 保护接地连接。

触电流可包括接在一次电路和可触及零部件之间

的电磁兼容（EMC )滤波元件所产生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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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4943-2001

0.2.2 与能，有关的危险

    大电流电源或大电容电路的相邻电极间短路时，可能导致引起下述的危险：

    — 燃烧；

    — 起弧；

    — 滋出熔融金属。

    就此而论，甚至接触带安全电压的电路也可能是危险的。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隔离；

    — 屏蔽；

    —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0.2.3 ．火

    正常工作条件下过载、元件失效、绝缘击穿或连接松动都可能产生导致危险的过高温度。但是，应保

证设备内着火点产生的火焰不会蔓延到火源近区以外，也不会对设备的周围造成损害。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提供过流保护装置；

    — 使用符合要求的适当嫌烧特性的结构材料；

    — 选择的零部件、元器件和消耗材料能避免产生可能引起着火的高温．

    — 限制易燃材料的用量；

    — 把易嫩材料与可能的点燃源屏蔽或隔离，

    — 使用防护外壳或挡板，以限制火焰只在设备内部蔓延；

    — 使用合适的材料制作外壳，以减小火焰向设备外蔓延的可能性。

0.2.4 与热有关的危险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高温可能导致引起下述的危险：

    — 接触烫热的可触及零部件引起灼伤；

    — 绝缘等级下降或安全元器件性能降低；

    — 引嫩可嫩液体。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采取措施避免可触及零部件产生高温；

    — 避免使温度高于液体的引嫩点；

    — 如果不可避免接触烫热的零部件，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0.2.5 机械危险

    可能导致危险的原因是：

    — 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 可能潜在地引起危害的运动零部件；

    — 设备的不稳定性；

    — 内爆的阴极射线管和爆裂的高压灯产生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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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4943-2001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倒圆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 配备防护装置；

    —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 使落地式设备有足够的稳定性。

    — 选择能抗内爆的阴极射线管和耐爆裂的高压灯，

    — 在不可避免接触时，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0.2.6 辐射

    设备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辐射会对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造成危险，辐射可以是声频辐射、射频辐射、

红外线辐射、紫外线和电离辐射、高强度可见光和相干光（激光）辐射．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限制潜在辐射源的能量等级；

    — 屏蔽辐射源；

    —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 如果不可避免暴露于辐射危险中，要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0.2.7 化学危险

    接触某些化学物品或吸人它们的气体和烟雾可能会造成危险。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 避免使用在预定的和正常条件下使用设备时由于接触或吸人可能造成伤害的堆积的和消耗性

的材料；

    — 避免可能产生泄漏或气化的条件；

    — 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危险。

0.3 材料和元器件

    设备结构所使用的材料和元器件应适当选择和合理配置，以便使设备在预定寿命期间安全可靠的

运行，不会产生危险，而且在出现严重着火危险时，不会加剧火焰的蔓延。选择的元器件应在正常工作条

件下保持在制造厂商设定的额定值内，在故障条件下也不会产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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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13 4943一2001
            ＿＿：＿，．‘＿＿，，一 ‘ egvIEC 60950:1999

                            －一 一－ · －－－ 一 ··· ，－ 一 代替 GB 4943-1995

                Saf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1 总则

1.1 范围

1.1.1 本标准适用的设备

    本标准适用于电网电源供电的或电池供电的、额定电压不超过600 v的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

事务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设备。

    本标准还适用于设计和预定直接连接到通信网络的信息技术设备，不考虑供电的方式。

    本标准还适用于设计使用交流电网电源作为通信传播媒介（见第6章注4)的信息技术设备。

    本标准规定的一系列要求是为了减小操作人员和可能与设备接触的外行人员遭受着火、电击或伤

害的危险。当特殊说明时，也包括维修人员．

    本标准旨在减小被安装的设备在按制造厂商所规定的方法进行安装、操作和维修时的危险．被安装

的设备可以是由若干设备单元互连而成的系统，也可以是由若干独立的设备组成的系统。

    属于本标准范围内的设备列举如下：

    记帐机，簿记机，计算器，现金出纳机，复印机，数据电路终端设备，数据预处理设备，数据处理设备，

数据终端设备，听写设备，碎纸机，复制机，电动绘图机，消磁器，传真机，按键电话系统，磁带卷绕机，

邮件处理机，显微办公设备，调制解调器，货币处理机〔包括自动出纳（现金分发）机〕，电动文卷输送机，

自动用户交换机，文件整理机，文件修整机（包括打孔机、切割机、分类机），削铅笔器，个人计算机，照片

打印设备，绘图仪，销售终端机（包括相关电子秤），邮资机，公共信息终端，订书机，电话应答机，电话机

（有线的和无线的），文本处理设备，打字机，直观显示装置，打印机，扫描仪，路由器，多媒体设备，网络终

端设备，无线电基站，中继器，通信交换设备等．

    这里所列举的设备并未包括所有的设备，因此未列出的设备并不一定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的设备就可以认为该设备能与需要信息处理的过程控制设备、自动试验设备

以及类似系统配合使用．但是，本标准不包括设备的性能或功能特性的要求。

1.1.2 附加要求

    对于下列设备，可能需要在本标准所规定的那些安全要求中附加一些要求：

    — 预定要在诸如极高或极低温度、过量粉尘、高湿度或剧烈振动、可嫩气体、腐蚀或易爆等特殊环

境条件下工作的设备；

    — 与患者人体直接连接的医用电子设备，

    — 要在车辆、船舶或飞机上使用的设备，在热带地区或在海拔2000m以上高原使用的设备；

    — 预定用在可能会进水的场合的设备，对这些设备的要求及相关的试验的导则见附录T,

    注：应该注意仅有某些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有附加要求。

1.1.3 不适用的设备

    本标准不适用于：

    — 保障设备，例如空调、火情探测或灭火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f监奋检验检疫总局2001一11一12批准 2002-05-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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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源系统，例如不与设备构成一体的电动发电机组、电池备用系统和变压器。

    — 建筑物安装配线；

    — 不需要电源的装置。

1.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在用到“电压”和“电流”这两个定义时，如无其他规定，均指有效值．

1.2.1 设备电气额定值

1.2.1.1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由制造厂商标定的电源电压（三相交流供电时，指线间电压）。

1.2.1.2额定电压范围 rated voltage range
    由制造厂商标定的电源电压范围，用上限额定电压和下限额定电压表示。

1.2.1.3额定电流 rated current
    由制造厂商标定的设备输人电流。

1.2.1.4额定频率 rated frequency

    由制造厂商标定的电源频率。

1.2.1.5额定频率范围 rated frequency range
    由制造厂商标定的电源频率范围，用该频率范围的上限额定频率和下限额定频率来表示。

1.2.2 工作条件

1.2.2.1正常负载 normal load

    尽可能接近于符合操作说明规定的正常使用时最严酷的工作方式。但是，当实际使用条件明显比推

荐的最大负载条件更严酷时，则要采用可能承受的代表最大负载条件的负载．

    注：附录L列出了某些类设备的正常负载条件。

1.2.2.2额定工作时间 rated operating time
    由制造厂商为设备规定的工作时间．

1.2.2.3连续工作 continuous operation
    在正常负载条件下不限时间的工作。

1.2.2.4短时工作 short-time operation
    正常负载条件下，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工作，这种工作是从设备处在冷态条件下开始，在每一

段工作时间之间相隔有足够的时间使设备冷却到室温。

1.2.2.5间歇工作 intermittent operation
    在规定的一连串相同的循环周期内进行工作，每一个周期由正常负载条件下的一段工作时间和紧

接着设备断电或空转的一段间歇时间组成。

1.2.3 设备移动性

1.2.3.1移动式设备 movable equipment
    指下列之一的设备：

    — 质量小于或等于18 kg且未固定的设备，或者

    — 装有滚轮、小脚轮或其他装置，便于操作人员按完成预定应用的斋要来移动的设备。

1.2.3.2 手持式设备 hand-held equipment

    在正常使用时要用手握持的移动式设备、或任何类型设备的一个部件．

1.2.3.3 可携带式设备 transportable equipment

    预定可由使用人员经常携带的可移动式设备。

    注：示例包括膝上型个人计算机，手写箱人计算机以及他们的便携式附件，如打印机和CD-ROM驱动器。

1.2.3.4驻立式设备 stationary equipment

    不能移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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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嵌装式设备 equipment for building-in
    预定安装在预先准备好的凹座内的设备，例如装在墙壁内或类似安装位置内的设备．

      注：通常，嵌装式设备并不是所有的侧面都具有外壳，因为在安装好之后．有的侧面就得到了保护。

1.2.3.6 直接插人式设备 direct plug-in equipment
    预定使用中不使用电源线，电源插头和设备外壳构成一整体、其重量是靠墙上插座来承载的设备。

1.2.4 设备的防电击保护类别

      注：有些信息技术设备不能确认为符合下列任何一种类别。

1.2.4.1  I类设备 class I equipment
    用下列方法来获得防电击保护性能的设备：

    — 采用基本绝缘，而且

    — 还要装有一种连接装置，使那些在基本绝缘一旦失效就会带危险电压的导电零部件与建筑物

配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相连。

      注：I类设备可以有带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零部件．

1.2.4.2  I类设备 class，equipment
    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采取附加安全保护措施的设备（例如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

缘的设备），这类设备既不依靠保护接地，也不依靠安装条件的保护措施。

1.2.4.3  g类设备 class II equipment
    防电击保护是依靠安全特低电压（(SELV）电路供电来实现的，且不会产生危险电压的设备。

    注：对，类设备，虽然没有防电击要求，但本标准的其他要求都适用。

1.2.5 与电源连接的方式

1.2.5.1 A型可插式设备 pluggable equipment type A
    预定要通过非工业用插头和擂座，或通过非工业用器具藕合器，或者通过这两者与建筑物安装配线

连接的设备。

1.2.5.2 B型可插式设备 pluggable equipment type B

    预定要通过符合GB/T 11918或类似的国家标准的工业用插头和擂座或通过工业用器具藕合器，

或者通过这两者与建筑物安装配线连接的设备。

1.2.5.3永久性连接式设备 permanently connected equipment
    预定要用螺钉接线端子或其他可靠方法与建筑物安装配线连接的设备。

1.2.5.4 可拆卸的电源软线 detachable power supply cord
    预定要利用适当的器具藕合器与设备连接，用以供电的软线。

1.2.5.5 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 non-detachable power supply cord
    固定在设备上的或与设备装配在一起的用以供电的软线。

    这种软线可以有：

    普通软线：无需使用特殊制备的软线或专用工具就能很容易地进行更换的软线；或者

    专用软线：特殊制备的或需使用专门设计的工具来进行更换的软线，或者不损伤设备就不能进行更

换的软线。

    “特殊制备”一词是指配有一体化软线护套，采用电缆耳片、成形环片等，但不是指在接到接线端子

之前对导线重新加以成形，也不是指为使多股导线端部紧密而对多股导线加以拧紧。

1.2.6 外壳

1.2.6.1 外壳 enclosure

    具有1.2.6.2,1.2.6.3或1.2.6.4所规定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的设备的一个部件。
      注：一种类型的外壳可以在另一种类型的外壳里面（例如：电气防护外壳在防火防护外壳里面，或防火防护外壳在

        电气防护外壳里面）。另外，一种外壳可以提供多种类型外壳的功能（例如：兼有电气防护外壳和防火防护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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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能）。

1.2.6.2防火防护外壳 fire enclosure

    用来使设备内发生的着火或火焰的蔓延减小到最低限度的设备部件。

1.2.6.3机械防护外壳 mechanical enclosure

    用来减小由机械危险和其他物理危险造成伤害的危险的设备部件。

1.2.6.4电气防护外壳 electrical enclosure

    用来限制与可能带危险电压或达到危险能量等级的零部件或TNV电路中的零部件接触的设备部

件。

1.2.6.5装饰件 decorative part

    位于外壳外部不起安全防护作用的设备零部件。

1.2.7 可触及性

1.2.7.1操作人员接触区 operator access area

    操作人员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 不使用工具就能接触的区域。或者

    — 按预定的方式接触的区域；或者

    — 按指示接触的区域，不论是否需要工具才能接触。

    在本标准中，“接触”和“可触及”这两个词如无其他规定，均按上述定义，指操作人员的接触区。

1.2.7.2 维修人员接触区 service access area

    除了操作人员接触区以外，维修人员在维修时，甚至在设备通电时所必需接触的区域。

1.2.7.3受限制接触区一restricted access location
    如下两段指定的设备的区域：

    — 仅由维修人员或知道区域接触受限制的原因及应采取的防范措施的使用人员才能接触的区

域；和

    — 使用工具、锁件和键钮或其他安全措施，并由责任机构控制才能接触的区域。

    注：预定安装在受限制接触区的设备，除满足1.7.17,2.1.3和4.5.1的要求外，与操作人员接触区的要求相同。

1.2.7.4 工具 tool

    改锥或者可用来装卸螺钉、插销或类似紧固件的其他任何器具。

1.2.7.5 机身 body

    所有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轴把、旋钮、夹子等，以及贴上金属箱后的可接触的绝缘材料的所有表

面。

1.2.7.6安全联锁装置 safety interlock

    在危险排除之前能阻止接触危险区，或者一旦接触时能自动排除危险状态的一种装置．

1.2.8 电路和电路特性

1.2.8.1 交流电网电源 AC mains supply

    给设备供电的外部交流配电系统。这些电源包括公用的或专用的装置，除本标准另行规定（如1. 4.

5）外，还包括等效电源，如电动机驱动的发电机和不间断供电电源。

    注：见附录V关于交流配电系统的典型例子．

1.2.8.2一次电路 primary circuit

    直接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电路。例如包括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装置，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电动

机及其他负载装置。

    注：互连电缆的导电零部件可能是一次电路的一部分，如1.2. 11.6所述．

1.2.8.3 二次电路 secondary circuit

    不与一次电路直接连接，而是由位于设备内的变压器、变换器或等效的隔离装置供电或由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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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电路．

      注：互连电缆的导电零部件可能是二次电路的一部分，如1.2.11. 6所述。

1.2.8.4危险电压 hazardous voltage
    存在于既不符合限流电路要求也不符合TN V电路要求的电路中，其交流峰值超过42.4 V或直流

值超过60 V的电压。

1. 2.8.5  ELV（特低电压）电路 ELV (extra-low voltage) circuit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在电路的任意两个导体之间或任一导体与地（见1.4.9)之间电压的交流峰值

不超过42.4 V或直流值不超过60 V的二次电路；使用基本绝缘与危险电压隔离，但它既不符合SELV

电路的全部要求，也不符合限流电路的全部要求。

1. 2.8.6 SELV（安全特低电压）电路 SELV (safety extra-low voltage) circuit
    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二次电路，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它的电压值均不会

超过安全值。

      注

      1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见1.4. 14)下的电压限值在 2. 2中作出规定，也见表 1A,

      2 本标准中SELV电路的定义与IEC 61140'’中所使用的术语“SEL V系统”不同．

1.2.8.7限流电路 limited current circuit
    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电路，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能从该电路流出的电流

是非危险的电流。

      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见1.4.14）下的电流限值在2.4中作出规定。

1.2.8.8危险能A等级 hazardous energy level
    储存的能量等级等于或大于201，或者在电压等于或大于2V时，可给出的持续功率等级等于或大

于240 VA,

1.2.8.9  TNV（通信网络电压）电路 TNV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voltage) circuit
    可触及接触区域受到限制的设备中的电路，该电路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和单一故障条件（见1.4.14)下，它的电压均不会超过规定的限值。

    本标准含义范围内TNV电路可认为是二次电路．

      注 1：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见 1.4. 14）下的电压限值在2. 3. 1中规定，TNV电路的可触及性要求在

          2.1.1.1中规定。

    如1.2.8.10,1.2.8.11,1.2.8.12所定义，TNV电路分为TNV-1,TNV-2和TNV-3电路。

      注2:SEI.V电路和TNV电路之间的电压关系见表IA.

      注3：互连电缆的导电零部件可能是TNV电路的一部分，如1. 2.11.6所述。

                          表1A  SELV电路和TNV电路的电压范围

3/E } i} 4} }J } F!<7 a葬瑕 !E*T-f}gFE*E SELV PHTjf4 R:d SELV PRItLLHJE TNV PRfft NTNV-1 *,M                        TNV-3 q,*SELV e$,0                        TNV-2 414
1. 2.8.10  TNV-1电路 TNV-1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不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并且

    — 在其电路上可能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1. 2.8.11 TNV-2电路 TNV-2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并且

    1)在附录Q“参考文献”中给出了资料性引用文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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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1. 2.8.12  TNV-3电路 TNV-3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并且

    — 在其电路上可能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1.2.9 绝缘

1.2.9.1功能绝缘 functional insulation

    设备正常工作仅需要的绝缘。

      注：所定义的功能绝缘并不起防电击的作用．但是，它可以用来减小引嫌和着火的危险的可能性。

1.2.9.2基本绝缘 basic insulation

    对防电击提供基本保护的绝缘。

1.2.9.3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除基本绝缘以外施加的独立的绝缘，用以减小在基本绝缘一旦失效时仍能防止电击。

1.2.9.4 双重绝缘 double insulation

    由基本绝缘加上附加绝缘构成的绝缘。

1.2.9.5加强绝缘 reinforced insulation
    一种单一的绝缘结构，在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其所提供的防电击的保护等级相当于双重绝缘。

      注：“绝缘结构”这一术语并不是指该绝缘必须是一块质地均匀的整体。这种绝缘结构可以由几个不能像附加绝缘

        或基本绝缘那样单独来试验的绝缘层组成．

1.2.9.6工作电压 working voltage

    当设备在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工作时，所考虑的绝缘或元器件上所承受到的或能够承受的最高电压。

1.2.9.7峰值工作电压 peak working voltage
    工作电压的最高峰值或直流值，包括设备内产生的重复性峰值脉冲电压，但不包括来自外部的瞬态

值。

1.2.9.8要求的耐压 required withstand voltage
    所考虑的绝缘需要承受的峰值电压．

1.2.9.9电源瞬态电压 mains transient voltage

    由交流电网电源上的外部瞬态值产生的、预计在设备的电源输人端出现的最高峰值电压。

1.2.9.10通信网络瞬态电压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transient voltage
    由通信网络上的外部瞬态值产生的、预计在设备的通信网络连接端子上出现的最高峰值电压。

1.2.10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1.2.10.1电气间隙 clearance

    在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

1.2.10.2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

1.2.10.3防护界面 bounding surface

    电气防护外壳的外表面，对于可触及绝缘材料可以认为是在材料表面上压贴了金属箔那样的表面。

1.2.11 元器件

1.2.11.1 恒温器 thermostat

    一种循环式温度敏感控制装置，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使温度保持在两个特定的温度值之间，它可以

装有供操作人员设定的装置．

1.2-11.2 限温器 temperature limiter

    一种温度敏感控制装置，在正常工作条件期间它能使温度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温度值以下或以上，它

可以装有供操作人员设定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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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限温器可以是自动复位型，也可以是手动复位型。

1.2-11.3热断路器 thermal cut-out
    在异常工作条件下能动作的一种温度敏感控制装置，它不具有可供操作人员改变温度设定值的装置。

    注：热断路器可以是自动复位型，也可以是手动复位型．

1.2-11.4 自动复位热断路器 thermal cut-out, automatic reset
    当设备的有关部分充分冷却后，能自动恢复电流通路的一种热断路器．

1.2-11.5手动复位热断路器 thermal cut-out, manual reset
    为了恢复电流通路而需要手动复位或更换某一零部件的一种热断路器。

1.2.11.6互连电缆 interconnecting cable
    设备的外部电缆，它用来将一个附件电气连接到信息技术设备的一个设备单元上，还用于连接系统

中的互连设备单元或将一个设备单元连接到通信网络上。这样的电缆可将任何形式的电路从一个设备

单元连接到另一个设备单元上。

1.2.12 可嫩性

1.2.12.1材料的可姗性分级 flamma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s

    对材料点燃后的嫩烧特性和熄灭能力的鉴别。当按附录A进行试验时，这些材料按1.2.12.2至

1.2.12.9的规定划分等级。

      注

    1 当采用本标准的要求时，对于泡沫材料，认为HF-1级优于HF-2级，HF-2级优于HBF级．

    2 同样，对于其他材料，包括硬（工程结构）泡沫材料，认为 5V级或V-。级优于V-1级，V-1级优于V-2级，V-2

        级优于HB级。

1. 2.12. 2 V-。级材料 V-0 class material
    当按第A6章进行试验时，该材料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其熄灭时间应符合有关判据。在燃烧时所释

放的灼热微粒或嫩烧滴落物不会使脱脂棉引燃。

1. 2.12. 3 V-1级材料 V-1 class material
    当按第A6章进行试验时，该材料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其熄灭时间应符合有关判据；在燃烧时所释

放的灼热微粒或燃烧滴落物不会使脱脂棉引燃。

1. 2.12. 4 V-2级材料 V-2 class material
    当按第A6章进行试验时，该材料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其熄灭时间应符合有关判据；在嫩烧时所释

放的灼热微粒或嫩烧滴落物可能会使脱脂棉引燃。

1.2.12.5 5 V级材料 5 V class material
    当按第A9章进行试验时，该材料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在规定的时间内会自动熄灭，在燃烧时所释

放的灼热微粒或燃烧滴落物不会使脱脂棉引嫩e

1. 2.12. 6 HF-1级泡沫材料 HF-1 class foamed material
    当按第A7章进行试验时，该泡沫材料可以嫩烧或灼热，但在规定的时间内会自动熄灭，在燃烧时

所释放的燃烧或灼热微粒或者燃烧滴落物不会使脱脂棉引燃。

1. 2.12. 7 HF-2级泡沫材料 HF-2 class foamed material
    当按第A7章进行试验时，该泡沫材料可以燃烧或灼热，但在规定的时间内会自动熄灭，在燃烧时

所释放的燃烧或灼热微粒或者燃烧滴落物可能会使脱脂棉引燃。

1. 2.12. 8 HB级材料 HB class material
    当按第A8章进行试验时，其燃烧速度不超过规定的最大嫩烧速度的材料。

1. 2.12.9 HBF级泡沫材料 HBF class foamed material
    当按第A7章进行试验时，其燃烧速度不超过规定的最大燃烧速度的泡沫材料。

1.2.12.10燃爆限值 explosion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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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含有任何燃气、蒸汽、烟雾或粉尘的混合物所含的可燃性物质在撤掉引燃源之后仍可使火焰继续

蔓延的最低浓度。

1.2.13 其他

1.2.13.1 型式试验 type test

    对设备有代表性的样品所进行的试验，其目的是确定所设计和制造的设备是否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1.2.13.2抽样试验 sampling test
    从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的试验．[IEV 151-04-17,修订版〕”

1.2.13.3 例行试验 routine test

    在制造期间或制造后对每个独立产品进行的试验，以检验其是否符合相关的判据。[IEV 151-04-
16，修订版］”

1.2-13.4 直流电压 DC voltage

    电压的平均值（由动圈式仪表测得），而且其纹波电压峰一峰值不超过该平均值的10%.

    注：如果其纹波电压峰一峰值超过电压平均值的10写，则采用与峰值电压有关的要求．

1.2.13.5维修人员 service personnel
    指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而且具有必要经验的人员，他们能意识到在进行某项操作时可能给他们带

来危险，并能采取措施将对他们自身或其他人员的危险减至最低限度。

1.2.13.6 使用人员 user

    除维修人员以外的任何人员。在本标准中“操作人员”一词与“使用人员”具有同样的含义，所以二

者可以互换使用。

1.2.13.7操作人员 operator
    见使用人员（(1. 2. 13. 6).

1.2.13.8通信网络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预定用来进行设备间通信的金属端接传输媒体，这些设备可能位于不同的建筑设施中．

    下述情况除外：

    — 用作通信传输媒体而使用的电源供电、输电和配电的电力供电系统；

    — 使用电缆的TV分配系统；

    — 连接信息技术设备的SELV电路；

      注

    1 术语“通信网络”是根据它的功能而不是它的电气特性来定义的．通信网络本身不定义为SELV电路或TNV电

        路，仅对设备中的电路才做如此分类．

    2 通信网络可能：

        －一是公用的或专用的；

        — 承受由于大气放电和配电系统的故障而引起的瞬态过压，

        －— 承受由附近的电源线或电力线产生的纵向（共模）电压。

    3 通信网络的示例：

        — 公共电话交换网络．

        — 公共数据网络；

        — 综合业务数字网络（ISDN) ,

        －一一有类似于上述电气接口特性的专用网络。

1.2.13.9 功能接地 functional earthing

    设备或系统中用于安全目的以外的点接地。[IEV 195-O1-13 ,修订版〕
1.2.13.10保护接地导体 protective earthing conductor

    1)在附录P中给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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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把设备中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同建筑物安装接地点连接起来的建筑物安装布线中或电源线中

的导线。

    注：有些国家，用“地线”这一术语代替“保护接地导体”。

1.2.13.11保护连接导体 protective bonding conductor
    用来把电源的保护接地端子同设备中为安全目的而需要接地的部分连接起来的设备中的导线或设

备中导电零部件的组合。

1.2.13.12 接触电流 touch current

    接触一个或多个可触及件时通过人体的电流。

    注：接触电流原来包含在术语“泄诵电流”定义内。

1.2.13.13 保护导体电流 protective conductor current

    正常工作条件下流过保护接地导体的电流。

    注：保护导体电流原来包含在术语“泄漏电流”定义内．

1.3 一般要求

1.3.， 要求的适用性

    本标准列举的要求只有当涉及安全时才适用。

    为了确定是否涉及安全，应仔细研究电路和结构，并考虑可能发生失效后引起的后果。

1.3.2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使其在所有条件下，包括正常使用、异常使用或单一故障条件下（见1.4-14),

都能提供保护以减小由于电击和其他危险造成人身伤害，并能防止设备内产生火焰的蔓延。

    通过检查和相关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3.3 电源电压

    设备的设计应使其在预定要连接的任何电源电压下工作时都是安全的。

    通过检查并在本标准1.4.5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相关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3.4 未具体说明的结构

    如果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材料或结构方式未明确包含在本标准中，设备提供的安全等级应不低于本

标准及安全原则给出的等级。

    注：为适应新形势而需要补充详细要求，应马上引起有关委员会的重视。

1.3.5 等效材料

    如果标准规定了绝缘的特定等级，允许使用更高等级的绝缘。同样，如果标准要求特定燃烧等级的

材料，允许使用更优等级的材料．

1.3.6 携带和使用时的方向

    如果设备使用时的方向很明显对使用要求或试验结果可能会产生显著影响，则应考虑到安装说明

书或使用说明书中允许的所有使用方向，对可携带式设备，应考虑到携带和使用时的所有方向。

      注：上述要求适用于4. 1,4. 5,4. 6和5.3.

，．3.了 判据的选择

    如果标准允许选择不同的合格判据或不同的试验方法或条件，则由制造厂商作出选择．

1.3.8 标准中给出的实例

    本标准中列出的有关设备、零部件、结构方法、设计工艺和故障的实例，用“如”或“例如”引出，但并

不排除其他实例。

1.3.9 导电液体

    按本标准的电气要求，导电液体应视为导电零部件。

1.4 试验的一般条件

1.4.1 试验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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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涉及到安全时才进行本标准规定的试验。

    如果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已清楚表明某一试验对该设备不适用，则该试验就不应进行。

    除另有规定外，作试验结论时，不要求设备还能工作。

1.4.2 型式试验

    除另有说明外，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

1.4.3 试验样品

    除非另外说明，样品或被测样品应是用户将要接收的设备的代表性样品，或者应是准备向用户交货

的设备。

    如果对设备和电路的检查表明，在设备以外对电路、元器件或部件分别进行试验的结果就能代表对

完整设备试验的结果，则可以用这样的试验来代替对完整设备的试验。如果这种试验表明完整设备可

能不符合要求，则应在设备上重新进行试验。

    如果本标准中规定的某项试验可能是破坏性的，允许使用一个能代表被评估条件的模型样机。

      注

      1 试验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 元器件或材料预选．

        — 元器件或部件单独试验，

        — 设备不通电试验．

        — 带电试验：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在异常工作条件下。

              ·可能破坏样品的条件下。

    z 由于试验时要涉及各种资源，为了减少浪费，建议有关各方共同来商定试验大纲、试验样品和试验顺序。

1.4.4 试验用工作参数

    除非在本标准其他条款中规定了特定的试验条件，而且很明显这些特定的试验条件会对试验结果

有重大影响，否则应在制造厂商的操作说明范围内，在下列参数最不利的组合条件下进行试验：

    — 电源电压（见1. 4. 5)；

    — 电源舞率（见1.4.6)；

    — 设备的现场配置和可动零部件的位置；

    — 工作方式。

    — 调节位于操作人员可触及区内的恒温器、调节装置或类似的控制装置，如果这些控制装置是：

          ．不用工具就可以调节的，或者

          ．使用预先给操作人员配备的某种工具（例如钥匙或工具）才可以调节的。

1.4.5 试验用电源电压

    在确定给受试设备（EUT）供电的电源最不利的电源电压时，应考虑下列各种因素：

    — 多种额定电压；

    — 如下规定的额定电压容差；

    — 额定电压范围的上下限。

    如果设备预定直接与交流电网电源相连接，则除以下情况外，额定电压的容差应为＋10％和

一loyal]：

    — 制造厂商声明使用更宽的容差，这种情况下，应取此较宽值。

    采用说明：

    11  IEC 60950第三版中规定的额定电压的容差为十6肠和一10%，根据我国电网电源电压的实际情况，改为

          十10％和一10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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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备预定仅与等效的交流电源连接，如电动机驱动发电机或不间断电源（见1.2.8.1),或除交

流电网电源以外的电源，则由制造厂商规定额定电压的容差．

    如果试验设备设计仅用于直流，则应考虑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

1.4.6 试验用电源频率

    在确定给受试设备（EUT）供电的电源最不利电源频率时，应考虑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各个标称频

率（例如50H：和60Hz )，但通常不必考虑额定频率的容差（例如50士0. 5Hz).

1.4.7 电子测量仪器

    考虑到被测参数的所有谐波分量（直流、电网电源频率、高频和谐波分量），电子测量仪器应具有足

够的频带宽度，以提供准确的读数．如果测量有效值，应使用能给出和正弦波一样的非正弦波的真实有

效值读数的测量仪器。

1.4.8 正常工作电压

    为测定ELV电路、SELV电路和TNV电路的电压：

    — 应同时考虑设备内部产生的和外部产生的正常工作电压；并且

    — 除了正常工作电压以外的电压，不应考虑其他如地电位升高和电源线及电力线感应的电压．

1.4.9 对地电压的测量

    如果标准规定了导电零部件和地之间的电压，则如下所有的接地零部件均应考虑：

    — 保护接地端子（如果有的话）；和

    — 要求与保护接地连接的任何其他导电零部件（示例见2.6.1)；和

    — 设备内部为功能目的而接地的任何导电零部件。

    在使用中要通过与其他设备相连而接地、但在受试设备中并不接地的零部件，应在能得到最高电压

的那一点连接到地．如果要测量地和在预定使用时设备中不接地的电路中的导体之间的电压，应在电压

测量仪器上跨接一个5000a士10％的无感电阻器。

    电源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或其他外部配线的接地导体的电压降不在测量范围内。

1.4.10 受试设备的负载配置

    在确定输人电流时以及其他试验结果可能受到影响时，应考虑下述可变的因素，并进行调整以得到

最不利的结果：。
    — 配上制造厂商为受试设备内或和设备一起提供的选件之后引起的负载变化；

    — 按制造厂商原设计由受试设备向其他设备提供电能时引起的负载变化；

    — 设备上操作人员接触区内标准电源输出插座接上不超过1.7.5所要求的标志上所标数值的负

载后的影响。

    试验时，可以使用模拟负载来模拟受试设备的上述负载。

1.4.11 来自通信网络的能量

    对本标准而言，通信网络可给出的能量可认为不会超过15 VA.

1.4.12 温度测量条件

    如果本标准中对某些试验规定了最高温度（Tm.x）或最大温升（AT_）限值作为合格判定值，它是基

于当设备工作时，室内环境气温为25℃的假设作出的。但是，制造厂商可以规定较高的环境温度。

    在试验期间，室内环境温度（T.mb）不需要控制，但应监测和记录。

    在设备上测得的温度应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所有的温度都以℃表示：

    如规定为T。二：(T-T.mb) < (T．二一T..)

    如规定为△T．二：(T-T.mb)<(AT，二十25-T_.)

式中：T—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测得的给定零部件的温度；

    Tmr.— 制造厂商技术规范允许的最高的室内环境温度或25'C，两者中取较大者。

    试验期间，除非征得有关各方面的同意，否则室内环境温度不应超过T mr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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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温度测量方法

    如果未规定具体的测量方法，则应采用热电偶法或者电阻法（附录E）来测量绕组的温度。对除绕组

以外的零部件的温度，应采用热电偶法来测定。也允许使用不会明显地影响热平衡、而且充分准确足以

表明合格的任何其他适用的温度测量方法。选用的温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放置位It应对被试零部

件的温度影响最小。

1.4.14 模拟故障和异常条件

    如果要求施加模拟故障或异常工作条件，则应依次施加，一次模拟一个故障．对由模拟故障或异常

工作条件直接导致的故障被认为是模拟故障或异常工作条件的一部分。

    当施加模拟故障或异常工作条件时，如果零部件、电源、可消耗材料、媒质、记录材料可能对试验结

果产生影响，那么它们应各在其位。

    当设置某单一故障时，这个单一故障包括任何绝缘（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除外）或任何元器件（具有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元器件除外）的失效。

    应通过检查设备、电路图和元器件规范来确定出可以合理预计到会发生的那些故障条件，示例如

下：

    — 半导体器件和电容器的短路或开路；

    — 使设计为间断耗能的电阻器形成连续耗能的故障；

    — 使集成电路形成功耗过大的内部故障；

    — 一次电路的载流零部件和如下电路或零部件之间的基本绝缘的短路失效：

    ．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

    ·接地的导电屏蔽层；

    ．SELV电路的零部件；

        限流电路的零部件。

1.5 元器件

1.5.1 一般要求

    在涉及安全的情况下，元器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或者符合有关元器件的国家、行业标准或IEC

标准中与安全有关的要求。

    注1：只有当某一元器件明显属于某一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或IEC标准的适用范围内时，才能认为该标准是有关

            的。

    既与SELV电路连接同时又与ELV电路或危险电压部件连接的元器件，应符合2.2的要求。

    注 2：例如，当某一继电器的不同部分（线圈和接点）接上不同的电源，则该继电器就属于这样一种元器件．

1.5.2 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

    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 当元器件已被证实符合与有关的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或IEC标准相协调的某一标准时，应

检查该元器件是否按其额定值正确应用和使用。该元器件还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标准规

定的有关试验，但不承受有关的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或IEC标准中规定的那部分试验，

    — 当元器件未如上所述证实其是否符合有关标准时，应检查该元器件是否按规定的额定值正确

应用和使用。该元器件还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标准规定的有关试验，而且还要按设备中实

际存在的条件，承受该元器件标准规定的有关试验；

    注：为了检验元器件是否符合某个元器件的标准，通常单独对元器件进行有关试验．

    — 如果某元器件没有对应的国家、行业标准或IEC标准，或元器件在电路中不按它们规定的额

定值使用，则该元器件应按设备中实际存在的条件进行试验。试验所需要的样品数里通常与等效标准所

要求的数量相同；

1.5.3 控温装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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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温装置应按附录K的规定进行试验。

1.5.4 变压器

    变压器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包括附录C的要求。

1.5.5 互连电缆

    对作为设备部件提供的互连电缆，不论其是可拆卸的还是不可拆卸的，均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要

求，而且不应出现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

1.5.6 一次电路的电容器

    连接在一次电路的两根相线之间的或连接在一根相线与中线之间的电容器，应符合GB/T14472-

1998的X1类或X2类电容器的有关要求。GB/T 14472-1998中4.12规定的稳态湿热试验的持续时

间应为21d,

    连接在一次电路与保护地之间的电容器应按适用情况，符合GB/T 14472-1998中Y1类，Y2类或
Y4类电容器的有关要求。

      注：上述要求不适用于连接在带危险电压的二次电路和地之间的电容器．对这类电容器，进行5.2.2的抗电强度试

          验即可。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5.7 桥接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上的元器件

    通过检查和进行相关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1.5.7.1至1.5.7.3要求。

1.5.7.1 桥接电容器

    允许由下述电容器桥接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符合GB/T 14472-1998中单个Y1类电容器；或

    — 两个串联的电容器，每个都符合GB/T 14472-1998中Y2类或Y4类的要求。

    Y1类电容器可认为具有加强绝缘的功能。

    如果两个电容器申联使用，每个电容器标定的电压应为这两个电容器的总工作电压，而且每个电容

量应具有相同的标称电容量。

1.5.7.2 桥接电阻器

    允许用两个串联电阻器桥接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每个电阻器引出端子间应针对这两个电阻器上

的总的工作电压符合2.10.3和2.10.4的要求，它们应具有相同的标称电阻值。

1.5.7.3 可触及零部件

    如果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或电路与其他零部件是通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来隔离的，而这些绝缘

上又桥接有符合1.5.7.1或1.5.7.2要求的元器件，则这些可触及的零部件应符合2.4限流电路的要

求、在对绝缘进行抗电强度试验后，这些要求仍应适用．
1.5.8 接到IT配电系统的设备的元器件

    预定要连接到IT配电系统的设备，其连接在相线与地之间的元器件应能承受相线一相线电压。但

是，对标定有相应的相线一中线电压值的电容器，如果符合GB/T 14472-1998中Y1类，Y2类或Y4

类电容器的要求，则也允许用在此处。

      注

    1 以上的电容器要在该电容器额定电压1.7倍的试验电压下进行耐久性试验．

    2 在娜威，由于使用IT配电系统（见附录V的图V7)，因此要求电容器需要标定相应的相线一相线电压值．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6 电源接口

1.6.1 交流配电系统

    交流配电系统分为TN, TT或IT类。（见附录V)

    注：在澳大利亚，使用TN-S和其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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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输人电流

    设备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其稳态输人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10%.

    在如下条件下，通过测量带有正常负载的设备的输人电流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 如果设备具有一个以上的额定电压，输人电流应在每个额定电压下进行测量，

    — 如果设备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额定电压范围，输人电流应在每个额定电压范围的每一端电

压下测量。如果额定电流标示的是单一的值（见1.7.1)，应取在相关电压范围内测得的较高的输人电流

来进行判定。如果标示的是两个输人电流值，并用短线隔开，应取在相关电压范围内测得的两个值进行

判定。

    在每种情况下，待输人电流达到稳定时进行读数。如果该电流在正常工作周期内是变化的，则应在

一段有代表性的时间内，根据在记录有效值的电流表上所测得的电流值的平均指示，读取稳态电流。

1.6.3 手持式设备的电压限值

    手持式设备的额定电压不应超过250 V ,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6.4 中线

    中线（如果有）应如同相线那样，在整个设备内与地和机身绝缘。接在中线与地之间的元器件，其额

定值应为相线一中线的电压。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7 标记和说明

      注：对标记和说明的附加要求见下列条款：

        2.1.1.2 电池仓内的用户接触区

          2.6.1 维修人员接触区内的未接地零部件

        2.7.1依靠建筑安装的保护

        2.7.6 中线熔断器

          14. 11 多重电源

          4.1 设备的稳定性

          4.3.3 可调控制器

          4.3.5 插头和擂座的连接

        4.4.2危险的运动零部件

          4.6.2 放置在非易然表面上的驻立式设备

          5.1.7 超过 3.5 mA的接触电流

          5.1.8.2 接触电流的累积

          6.1.2.2 与通信网络连接的设备的接地

1.7.1 电源额定值

    设备应标有电源额定值，其目的是要规定电源的确切电压、频率和足够的电流承载能力。

    如果设备未装有直接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连接装置，则该设备不需要标出任何电气额定值，例如

它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或额定频率。

    对预定要由操作人员来安装的设备，该标记应在操作人员接触区易于看见的部位，包括仅在操作人

员打开门或盖之后就能直接看见的部位。如果手动电压调节装置是操作人员不可接触的，该标记应标明

制造时设定的额定电压值，因此，此标记允许使用临时标记．除了质量超过18 kg的设备的底部外，标记
可以设置在设备的任何外表面上。另外，对驻立式设备，在按正常使用安装后，仍应可以看到标记。

    对预定由维修人员安装的设备，如果标记在维修人员接触区内，则应在安装说明书或在设备的直观

标记上指明该永久性标记的位置，允许使用临时标记．

    标记应包括下列内容：

    —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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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单一的额定电压，应标示220 V；在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和最小额定电压之间应有一根横

        线“一”，额定电压范围应覆盖220 V，当给出多个额定电压或多个额定电压范围时，则应用一根

      斜线“／”将它们隔开，其中之一必须是220 V，并在出厂时设置为220 V.']

      注1:额定电压标记举例：

          — 额定电压范围：220 V-240 V。这是指该设备设计成要接到标称电压在220 V和240 V之间的交流电网

                电源上。

          — 多个倾定电压：120/220/240 V．这是指该设备设计成要接到标称电压为120 V或220 V或 240 V的交

              流电网电源上，通常要在设备内部设置好之后再与电源连接。

        如果设备连到单相、三线式配电系统的相线与相线及相线与中线上，应标示相线一中线的电压

      和相线一相线的电压，用斜线将它们隔开，并附加标志“3线＋保护地”; "3W +PE”或等效的

        语句。

    注2：上述配电系统额定值标记举例：

          120/220 V:3线 ＋PE

      120/220 V: 3W＋④(GB/T 5465.：一5019)
            100/220 V: 2W ＋ N ＋ PE

    — 电源性质的符号（仅适用于直流）二 (GB/T5465. 2-5031)，

    — 额定频率或额定频率范围（仅用直流供电的设备除外）应为50H：或包含50Hz ;' 1
    — 额定电流，mA或A,

      对使用多个额定电压的设备，应标记相应的额定电流，其标记方式是使用斜线“／’’将各电流额定

      值隔开，并能使人明显看出额定电压与相应的额定电流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使用额定电压范围的设备应标上最大的额定电流或电流范围。

      对具有一个电源连接装置的一组设备，其额定电流标记应标在直接与交流电源连接的那一台设

      备上。标在那台设备上的额定电流应是能在电路上同时可能出现的总的最大电流，而且应包括：

      该组设备中能通过直接与电源连接的那台设备同时供电并能同时运行的所用设备的组合电流。

    注3:额定电流标记举例：

          — 对多个额定电压的设备：

                120/220 V;2.4/1. 2A

          — 对具有额定电压范围的设备：

                100 V---240 V ; 2. 8A

                100 V-240 V;2.8-1. IA

                  200 V-240 V;1. 4A

    — 制造厂商名称或商标或识别标记；

    — 制造厂商规定的机型代号或型号标志；

    一 符号回（GB/T 5465. 2-5172)，仅对：类设备适用。
    允许另外增加一些标记内容，只要这些标记内容不会引起误解即可．

    当使用符号时，如果GB/T16273. 1或GB/T 5465. 2中有适用的现成符号，则应使用该符号。

1.7.2 安全说明

    应给使用人员提供足够的信息，包括所有使用条件以保证在按制造厂商的规定使用设备时不会出

现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

    如果需要提醒特别注意，以避免设备在操作、安装、维修、运输或贮存时引起危险，应提供必要的

说明。

    采用说明：

    1〕根据中国的电网要求，供电电压为220 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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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例如设备与电源的连接以及各台设备（如果有）之间的互连可能需要特别的提醒注意．

    注 2：适用时，安装说明应包括对国家布线规则的引用。

    注 3：维修说明通常只提供给维修人员．

    注4：在娜威和瑞典，预定连接到电话网络或类似的通信系统的I类可擂式设备可能要求有一个标记．说明设备必

          须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上。

    操作说明书应提供给用户，对预定要由用户安装的可插式设备，还应向用户提供安装说明书。

    当设备中不包含断接装置时（见3.4.3)，或者用电源软线上的插头当作断接装置时，在安装说明书

中应说明下列内容：

    —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应在其建筑安装布线中装上便于触及到的断接装置；

    — 对可插式设备，插座应装在设备的附近，而且应便于触及到。

    对可能产生臭氧的设备，在安装和操作说明书上应提醒用户注意，确保将臭氧浓度限制在安全值

以内。

      注5:按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计算，目前推荐长期释放臭氧的浓度限值为。. 2mg/m3 (0. lppm),奥氧比空气重，这

          一点应引起注意．

1.7.3 短时工作周期

    对预定短时工作或间断工作的设备，如果不是由结构来限制其工作时间，或者不是由其正常负载来

限制其工作时间，则该设备应分别标有额定工作时间，或者额定工作时间和额定间歇时间。

    短时工作或间断工作的标记应指正常使用的情况。

    间断工作的标记应标成使额定工作时间在前，额定间歇时间在后，这两个标记用一根斜线（／）分开。

，．7.4 电源电压调节

    对预定能与多种额定电压或频率的电源相连接的设备，其选择额定电压或频率的调节方法应在维

修手册或安装说明书中作出详细说明。除非调节装置是设置在电源额定值标记近旁的一种简单的控制

装置，而且这种控制装置的设置足够直观明显，否则应在电源额定值的标记上或其近旁，标上下列说明

语句或相类似的说明语句：

                              在与电源连接前清查看安装说明书

1.7．5 设备的电源输出插座

    如果设备上任何一个标准电源输出插座是操作人员可触及的，则在该输出插座的就近处应标有标

记，用以说明可以与该插座连接的最大允许负载．

    符合GB 1002的要求的插座是标准电源插座的实例。
1.7.6 熔断器的标识

    熔断器的标记应标在每一熔断器的邻近处、或熔断器座的邻近处、或标在熔断器座上，或标在另一

个地方，只要能明确看出该标记对应的是哪一个熔断器即可。该标记应标出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如果该

熔断器座能装上不同电压额定值的熔断器，则还应标出熔断器的额定电压．

    如果需要装上具有特殊熔断特性（例如延时或分断能力）的熔断器，则还应标明该熔断器的类型。

    对未安装在操作人员接触区的熔断器或安装在操作人员接触区的内部焊接的熔断器，允许在维修

说明书中提供一个明确的、包括有关说明的相互对照表（例如F1,F2等）。
    注：见2.7.6有关对维修人员的其他普告．

1.7.7 接线端子

1.7.7.1 保护接地和等电位连接端子

  预定要与保护接地导线相连的接线端子，应标示符号④(GB/T 5465.2-5019)。该符号不能用于
其他接地端子。

    对保护连接导线的端子不要求标示，但如果要对这样的端子进行标记，则应使用符号告
(GB/T 5465. 2 --5017）来标示。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一2001
．～．．．．．．．．．．．，．．．．～～

    上述要求对如下的情况不适用：

    — 如果电源连接端子位于部件（例如：端子盒）上或组件（例如：电源单元）上，则对保护接地端子

允许用符号告取代④；

    一 如果不会引起误解，则在组件或部件上允许使用符号④取代符号告。
    这些符号不应标在螺钉上或在接线时可能要拆卸的其他零部件上。

    本要求适用于连接保护接地导线的端子，不论该端子连接的保护接地导线是电源软线的不可分开
的一部分，还是随同电源导线一起铺设的接地线。

1.7.7.2 交流电源导线的端子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和带有普通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设备：

    — 预定专用于连接交流电源中线的端子（如果有），应用大写字母“N”标明；和

    — 在三相设备上，如果相序不正确会引起设备过热或其他危险，则预定与交流电源相线相连的端
子应有标记，其标记方式应能保证在按任何有关的安装说明书指示下相序不会弄错。
    这些标记不应标在螺钉上或在接线时可能要拆卸的其他零部件上。

1.7.8 控制装置和指示器

1.7.8.1 标识、位置和标记

    除了明显不必要之外，凡影响到安全的指示器、开关和其他控制装置，其标记或安装位置应能明显
地表明它们所控制的是哪一种功能。

    开关和其他控制装置的标记和说明应标在：

    — 该开关或控制装置上或其就近处；或者

    — 可以很明显理解为该标记是针对哪个开关和控制器的位置。

    对用于这种目的的标记，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做到无需语言文字、国家标准等知识就能使人一目
了然。

1.7.8.2 颜色

    在涉及安全的场合，控制装置和指示器的颜色应符合IEC 60073的要求。在不涉及安全的情况下，
功能控制装置或指示器允许使用任一颜色，包括红色。

1.7.8.3 符号

    在控制装置（例如开关、按键等）上或其附近使用符号来指示“通”和“断”的状态时，应使用竖线

“】，，表示“通，，状态，应使用圆圈“①，，表示“断＂状态。(GB/T 5465. 2-500：和GB/T 5465. 2-5008),
对推推式开关，应使用符号①(GB/T 5465.2-5010),
    对任何一次电源开关或二次电源开关，包括隔离开关，均可使用符号0和｝作为“断”和“通”的标记。

    “等待”状态应使用符号山表示（GB/T 5465.2-5009),
1.7.8.4 使用数字的标记

    如果使用数字来指示任一控制装置的不同位置，则应使用数字。指示“断”位置，而较大的数字应
用来指示较大的输出、输人等。

1.7.9 多个电源供电的分断

    凡通过一个以上的连接端向设备供给危险电压或危险等级的能量，则在紧靠维修人员接触危险零
部件的地方应有明显的标记，该标记应说明哪个或哪些断接装置能完全断开设备，哪一个断接装置可以
用来断开设备中的某个部分。

1. 7.10 IT配电系统

    如果设备已设计成与IT配电系统连接，或者在需要时，经修改能与IT配电系统连接，安装说明书
应作出说明。

1.7.11 恒温器和其他调节装置

    在安装时或在正常使用时，预定要调节的恒温器和类似的调节装置应具有某种指示，以便指示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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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特性值增加或减小的调节方向，允许采用＋和一的指示符号。

1.7.12 语言

    与安全有关的说明书和设备标记应使用规范中文。

      注

    1 仅由维修人员使用的文件允许用英文书写。

    z 在德国，即使是提供给维修人员的文件，其安全内容也必须使用德文。

1.7.13 耐久性

    本标准所要求的标记应是能耐久的和醒目的。在考虑标记的耐久性时，应把正常使用时对标记的影

响考虑进去。

    通过检查和擦拭标记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擦拭标记时，应用一块蘸有水的棉布用手擦拭15s，然后

再用一块蘸有汽油的棉布用手擦拭15s，在本条款试验后，标记仍应清晰，标记铭牌应不可能轻易被揭

掉，而且不应出现卷边。

    用于试验的精制汽油的脂肪烃类己烷溶剂具有最大芳香烃含量的体积百分比为0.1％，贝壳松脂

丁醇（溶解溶液）值为29，初始沸点大致是65'C，干涸点69℃左右，单位体积的质量约为0. 7 kg/L,
1.7.14 可拆卸的零部件

    如果可拆卸的零部件在更换后会使标在上面的标记引起误解，则本标准所要求的标记不应标在这

种可拆卸的零部件上。

1.7.15 可更换电池

    如果设备配备有可更换的电池，而且，如果用不正确型号的电池替代会引起爆炸（例如，某些锉电

池），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 如果电池是安装在操作人员接触区内，则应在电池邻近处有标记或同时在操作说明书和维修

说明中说明；

    — 如果电池安装在设备的其他地方，则应在电池邻近处有标记或在维修说明中说明。

    这类标记或说明应包括下述或类似的语句：

                                                注 意

                                用错误型号电池更换会有爆炸危险

                                  务必按照说明处2用完的电池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1.7.16 操作人员使用工具接触区

    如果必须使用工具才能触到操作人员接触区域，那么在该区域内存在危险的所有其他部位，或者应

是操作人员使用相同的工具不可触及的，或者对这样的部位应作上标记以阻止操作人员接触。

    电击危险的标记是△ (ISO 3864，编号5036)0
1.7.17 受限制接触区的设备

    对于指定仅安装在受限制接触区的设备，其安装说明应包含有关受限制接触区的说明。

2 危险的防护

2.1 电击和能量危险的防护

      注：在澳大利亚，有附加要求。

2.1门 操作人员接触区的防护

    本条款对带电零部件引起电击的防护规定了要求。依据原则，允许操作人员接触：

    —     SELV电路中的裸露零部件；和

    — 限流电路中的裸露零部件；和

    —     2.1.1.1规定条件下的TNV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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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2.1.1.1的规定，限制接触其他带电零部件和它们的绝缘。

    在2.1.1.5中规定了对能量危险防护的附加要求。

2.1.1.1 接触带电零部件

    设备在构造上应有足够的保护，以防止在操作人员接触区接触下列零部件或绝缘：

    - ELV电路的裸露零部件；和

    — 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和

    — 除2.1.1.3允许的以外，ELV电路中的零部件或配线的功能绝缘或基本绝缘；和

    — 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或配线的功能绝缘或基本绝缘，和

    注1：功能绝缘包括、但不仅限于诸如清漆、有溶解基的瓷釉、普通纸、棉布、氧化膜之类的绝缘，或可替换的诸如绝

          缘珠和非自固化树脂密封绝缘棍合剂之类的绝缘．

    — 仅用功能绝缘或基本绝缘与ELV电路或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隔离的不接地的导电零部件；

和

    - TNV电路的裸露零部件，但接触到以下的零部件是允许的：

          用试验探头（图2C）触及不到的连接器的触点；

          符合2.1.1.2要求的电池仓内部裸露的导电零部件；

          按2.6.1 e )在任何一点都与保护接地端子相连的TNV-1电路的裸露导电零部件；

          按6.2.1与设备未接地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隔离的TNV-1电路连接器中的裸露导电零部

            件。

    注2：典型的应用是同轴电缆连接器的外壳．

    注3：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其他电路进人TNV-1电路和TNV-3电路也要受6.2.1的限制。

    对限流电路的接触没有限制。

    当设备按正常使用进行接线和操作时，本要求对设备所处的各种位置均适用。

    防护应采用绝缘或隔离保护的方法，或者使用联锁装置来实现。

    用下列所有方法检验其是否合格：

    a）目测检查；和

    b）用试验指（图2A）进行试验，试验时，首先将操作人员可拆卸零部件（包括熔断器座）卸掉，并使

操作人员可触及的门、盖等打开，然后，将试验指插进外壳上的开孔时，不应触及上述零部件．试验时允

许将灯保持原位。除了符合GB 1002的插头和插座外，操作人员可分离的连接器也应在断开时进行试

验，和

    。）用试验针（图2B）进行试验，当试验针插到外部电气防护外壳的开孔中时，试验针不应触及带危
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试验时，操作人员可拆卸的零部件，包括熔断器座和灯应保持就位，操作人员可接

触的门和盖应关闭着的。和

    d）如适用，用试验探头（图2C）进行试验。

    试验指和试验针应在不加明显力的情况下，在设备每一个可能的部位上进行试验，但对质量超过

40 kg、竖立在地板上的设备不应使其倾斜．
    对预定要在较大的设备上进行嵌装、机架安装或组合安装的设备，应按制造厂商规定的安装方法，

有限制的接触设备来进行试验。

    对防止试验指［试验b)〕进人的孔洞，则应进一步用一种直的无转向关节的试验指，施加30N的力

来进行试验；如果这种试验指能进人孔洞，则应重新使用试验b)的试验指进行试验，如有必要，则应将

该试验指施力至30N推人孔洞内。

    注4：为了能指示接触情况，可以使用电气接触指示装置。在这种悄况下，应注意确保在试验时不损坏电子电路中

          的元器件．

    上述关于是否触及带危险电压零部件的要求仅适用于危险电压不超过1000 V交流或1500 V直流

的情况。对于电压更高的的情况，则不但不允许触及，而且在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和处在最不利位置的

试验指（图2A）或试验针（图2B）之间应有一空气间隙．这个空气间隙应该至少具有2.10.3对基本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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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相等的长度，或能承受5.2.2(见图F12，点A）相关的抗电强度试验。

    如果零部件是能活动的（例如拉紧皮带用的零部件），则在使用试验指试验时，应使每一个零部件处

在其调节范围内的最不利的位置上，如有必要，还应拆除皮带进行本试验。

                                                                                                单位为 mm

                                            5士0.5 二 180

－分到洲严g00                B  I令         A-A B-B-AOL -mm----1 ---}--- } N -                          } -    -   -- --                  -  } }   1370  -}7-mi050                                         3          2            1                            0i                                                     Ma OL
            ＿ ． ＿把手 ，c护 、 ／ 例面c-c
              1 1一甲丫 J挡板 r- 十、产－甲‘一、r+-- rV4 _        AWbk

              ‘”“实例）祖堪 I 一所有‘，
                                                                                  后视圈

                    第3部分 第2部分 第1部分

    t--D}  -C三枣 一甸三〕－
    对未注明具体公差的尺寸，其公差为：

    一一对于140和370的角度公差：士15'

    －一一对于半径： 10. 1 mm

    一一直线尺寸公差：

    当毛15mm时： 一名；mm

    当＞15mm<25mm时： 士0. 1 mm

      当＞25mm时： 10. 3 mm

    试验指的材料：诸如经过热处理的钥

    本试验指的两个铰接点可以弯曲900+犷．但是只能沿同一方向弯曲。

    注

    I 为了使弯曲角度限于900，可以采用销钉和卡槽，所以图中未给出这些结构细节的尺寸和公差．但实际所采用的

        结构一定要保证弯曲角度900的公差在00到＋100之间。

    2 括号中的尺寸仅供参考。

    3 试验指选自IEC 1032中图2的试验探头B．在某些情况下尺寸公差是不同的．

                                      图2A 试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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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mm

                                              20 ．‘． 15 ,0,：

                                              一！ v！ I ＿＿ ．丫．1－～J ＿L ＿＿ 一L   I

        、｛一一气」 ’
    把手的尺寸体10和价20)不是关键尺寸。

    注：本试验针尺寸为IEC 61032的图8试验探头13中给出的尺寸，在某些情况下尺寸公差是不同的．

                                        图2B 试验针

                                                                                        单位为 mm

                                                                                                  不导电的材科

自R6.。‘二片下
                                      图2C 试验探头

2.1.1.2 电池仓

    如果设备能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则设备的电池仓内的TN V电路中裸露的导电零部件可以触及：

    — 电池仓有一个需要特定的方式（如使用工具或锁扣）才能打开的门，和

    — 当门关闭时不能触及TNV电路；和

    — 如果门固定在设备上，在门旁边或门上贴有指示标记以便当门打开时能保护使用者。

    注：“打开门之前，应先断开电话线”的说明认为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实例。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1.3 ELV配线的可触及性

    如果ELV电路的内部配线的绝缘符合下列条件，则该配线是操作人员可触及的：

    a)绝缘符合3.1.4对附加绝缘的要求；或

    b）下列条件全部满足：

      — 配线不需要操作人员手动处置，而且安置适当，不可能被操作人员无意拉起，或者适当固定

            使连接点免受拉力；和

      — 适当走线和固定，使其不会接触到未接地的可触及导电件，和

      — 绝缘通过了5.2.2对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和

      — 绝缘穿透距离不小于表2A给出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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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A 内部配线的绝缘穿透距离

卜才舟一）州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5.2. 2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1.4 带危险电压的电路配线的可触及性

    如果带危险电压的内部配线的绝缘是操作人员可触及的，或者未进行适当走线和固定来防止其接

触未接地的可触及导电件，则它们应满足3.1.4对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

    通过检查和测量以及在必要时通过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1.5 能量危险

    在操作人员接触区内不应有能量危险。

    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检验其是否合格。试验时，将试验指伸直，但不施加明显的作用力。

彼此之间存在危险能量等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裸露零部件（其中之一可以是接地的导电零部件）应不

会被试验指桥接起来。

2.1.1.6 手动控制

    导电的操作旋钮、把手、控制杆等不应连接到带有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上，也不应连接到ELV电路
或TNV电路上。

    另外，在正常使用时要用手驱动的、且仅通过心轴或轴承接地的导电把手、控制杆、控制旋钮等应：

    — 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隔离，或者

    — 用附加绝缘包在可触及的零部件上。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1.7 一次电路的电容器的放电

    设备在设计上应保证在交流电网电源外部断接处，尽量减小因接在一次电路中的电容器贮存有电

荷而产生的电击危险。

    通过检查设备和有关的电路图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检查时要考虑到断开电源时通／断开关可能处

于的任一位置。

    如果设备中有任何电容器，其标明的或标称的容量超过0. 1 I.F，而且接在一次电路上，但该电容器

的放电时间常数不超过下列规定值，则应认为设备是合格的：

    — 对A型可插式设备，is；和

    —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和B型可插式设备，l Os ,

    有关的时间常数是指等效电容量年F）和等效放电电阻值（Mn）的乘积。如果测定等效电容量和电

阻值有困难，则可以在外部断接点测量电压衰减。

      注：在经过一段等于一个时间常数的时间，电压将衰减到初始值的37%.

2.1.2 维修人员接触区内的防护

    在维修接触区内，如下的要求适用。

    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应作适当的安装或隔离防护，以便在对设备的其他零部件进行维修操作

时，不会发生不留神接触到这些裸露零部件的情况。

    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应适当放置或隔离防护，以避免由于维修人员所使用的工具或试验探头

造成与SELV电路或TNV电路的意外短路。

    有关接触ELV电路或TNV电路的要求不作规定。但是，涉及能量危险的裸露零部件应进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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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和隔离防护，以便维修设备的其他部件时，不会发生导电材料无意中桥接在涉及能量危险的裸露零

部件上的情况。

    如果为了维修而需要拆卸为满足2.1.2要求而设置的隔离保护件时，则这些隔离保护件应易于拆

卸和更换。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在确定是否会发生不留神接触到裸露零部件的情况时，应考虑

到维修人员为接触维修其他零部件时是否需要通过或靠近这些裸露零部件。

2.1.3 受限制接触区的保护

    安装在受限接触区的设备，除非满足下列三段要求，否则所有对操作人员接触区的要求均适用。

    如果用带危险电压的二次电路为符合 2. 3. 1 b）的振铃信号发生器供电，用图2A试验指

（见2.1.1.1)触及电路的裸露零部件是允许的．但是，这样的零部件应适当安置或隔离防护，以使得不

可能无意识触及。

    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导电材料无意中桥接在涉及能量危险的裸露零部件上，因此，对这些涉及能量

危险的裸露零部件应进行合理安置和隔离防护。

    有关接触TNV-1电路、TNV-2电路、TNV-3电路中的裸露零部件的要求不作规定。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合格性。在确定是否无意识触及时，应考虑是否需要通过或靠近这些裸露

零部件。
2.2  SELV电路

2.2.1 一般要求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出现单一故障（见1.4.14)后，SELV电路所呈现的电压应仍然是可以接触的

安全电压。

    通过检查和有关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2.2.1至2.2.4的规定。

2.2.2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电压

    在一个SELV电路内或几个互连的SELV电路中，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任何两个导体或电路之

间的电压，或任何一个这样的导体和地（见1.4. 9)之间的电压不应超过42.4 V交流峰值或60 V直

流值。

    注：满足以上要求但承受来自通信网络过电压的电路是TNV-1电路。

2.2.3 故障条件下的电压

    除2.3.2允许的以外，当出现单一故障（见1.4.14）时，SELV电路任意的两个导体间和任何一个

这样的导体与地（见1.4.9)之间的电压在经过0. 2s后不应超过42.4 V交流峰值或60 V直流值。而

且，其极限值不应超过71 V交流峰值或120 V直流值。

    注：在加拿大和美国，2.3. 2规定的例外要求是不允许的。

    除2.2.4允许的以外，应采用2.2-3.1,2.2.3.2或2. 2.3. 3规定的方法之一进行隔离．

    允许电路（例如变压器整流电路）的某些零部件符合SELV电路的所有要求，并且是操作人员可触

及的，而同一电路中的其他一些零部件不符合SELV电路的所有要求，因此也不允许操作人员触及。

2.2.3.1 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提供的隔离（方法1)

    如果仅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将SELV电路与其他电路隔离，则应使用下列之一的方法：

    — 采用隔板，按规定路径布线或使用固定件来进行永久性隔离，或

    — 对所涉及的所有相邻配线按所出现的最高工作电压来提供绝缘；或

    — 对SELV电路的配线或其他电路的配线按所出现的最高工作电压提供符合附加绝缘或加强

绝缘要求（根据适用情况）的绝缘；或

    — 如果需要，在SELV电路的配线上或其他电路的配线上包上附加的绝缘层；或

    — 提供两个单独的变压器串级连接，其中的一个变压器提供基本绝缘，另一个变压器提供附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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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或

    — 使用具有等效绝缘作用的任何其他方法。

2.2-3.2 由接地屏蔽层提供的隔离 （方法2)

    如果用接地屏蔽层或其他接地导电零部件将SELV电路与带危险电压零部件隔离，则带危险电压

的零部件至少应用基本绝缘与接地零部件隔离。接地零部件应符合2.6的要求。

2.2-3.3 由SELV电路的接地提供的保护（方法3)

    通过接地来得到保护的SELV电路的零部件应与保护接地端子采取某种适当的方式进行连接，以

便利用相应的电路阻抗或保护装置的动作，或者同时利用这两者来满足2. 2. 3的要求。除了2.3.2允

许的以外，SELV电路中的零部件还应用基本绝缘与其他非SELV电路的零部件隔离。SELV电路应具

有足够的故障载流能力，以保证保护装置（如果有的话）的动作，以及保证对地的故障电流通路不会断开

（见2-6)。

      注

    1 同一个SELV电路中不同的零部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保护，例如：

        一一 在给桥式整流器供电的电源变压器内部采用方法2;

        — 对交流二次电路采用方法 11

        — 在桥式整流器的输出端采用方法3;

    2 就正常条件而言，SELV电路的电压限值与ELV电路的电压限值是相同的，因此SELV电路可以认为是在故

        障条件下具有附加保护的ELV电路。

2. 2. 4  SELV电路与其他电路的连接

    SELV电路允许由其他电路供电或连接到其他电路，只要满足如下的所有条件：

    一一除1.5.7和2.4. 3允许的以外，SELV电路要通过基本绝缘与设备内的一次电路（包括中线）

隔离，和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SELV电路满足2. 2.2的限值要求；和

    — 除2.3.2规定以外，一旦SELV电路中或其连接的二次电路中出现单一故障时，SELV电路应

满足2. 2. 3的限值要求．

    如果SELV电路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电路连接，则应符合2. 2.2和2.2.3的要求。

    如果SELV'电路由二次电路供电，且该二次电路通过如下方法与危险电压电路隔离：

    —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或

    — 使用接地的导电屏且该导电屏通过基本绝缘与危险电压电路隔离，则应认为该SELV电路是

用相同的方法与一次电路或其他危险电压电路隔离的．

    注：对娜威的要求．见 1.7.2的注4和6.1.2.1的注 3e

2.3  TNV电路

2.3.1 限值

    在一个TNV电路内或几个互连的TNV电路中，其任何两个TNV电路的导体之间或电路之间或

任何一个这样的导体和地（见1.4.9)之间的电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TNV-1电路

        电压不超过下列值：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电压不应超过2.2. 2的SELV电压限值；

      — 当设备中出现单一故障（见1.4.14）时，跨接在50000士2％电阻器上侧得的电压不能超过

          图2D中的限值。

    注1：一旦单一绝缘或单个元器件失效时，200ms后的限值为2. 3. 1 b )中TNV-2或TNV-3电路正常工作条件下

          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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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D 单一故障后允许的最高电压

    b) TNV-2和TNV-3电路

        电压可以超过2.2.2的SELV电路的限值，但不应超过如下的限值：

        — 当出现电话振铃信号时，信号电压符合第M2章或第M3章的判据要求；

        — 如果没有电话振铃信号；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交直流电压组合应为：

                                                        U．。     U ＿＿
                                                    夭竺二＋ 于= 毯 1
                                                          70.7 ’120 ～ －

            式中：U,}— 任何频率的交流电压的峰值，V;

                  Udc— 直流电压值，V,

    注2：当Ud.为0时，U二可达70.7 V峰值。

    注3：当U.。为。时，U＊可达120 V.

          ·一旦设备内出现单一故障（见1.4.14）时，跨接在50000士2％电阻上测得的电压不能超

            过图2D中的限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注4：虽然目前的通信网络上仍会出现电报和电传信号，但认为这些信号已经快废弃不用了，因此本标准不考虑这

          些信号的特性。

2.3.2 与其他电路以及与可触及零部件的隔离

    注1：参见 6.1.2和6.2.

    SELV电路、TNV-1电路、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与TNV-2和TNV-3电路之间的隔离应使得在单一

故障（见1.4.14)时，SELV电路，TNV-1电路，可触及导电零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3.1 b )为TNV-2

和TNV-3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限值。

    注2：在加拿大和美国，一旦出现上述单一故障,2.2.3的限值适用．

    注3：在正常工作条件下，2.2.2限值始终适用于每个SELV电路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注4:2. 3. 1的限值始终适用于每个TNV电路。

    如果按表2G（见2.9.5)的要求提供基本绝缘，则可满足隔离要求，此外，不排除使用其他方法满足

要求。

    如果能满足下列所有要求，则不需要基本绝缘。

    —     SELV电路，TNV-1电路或可触及导电零部件应按2.6要求接到保护接地端子上，和

    — 对A型可插式设备，如果有电源保护接地端子（见2.6.4.1)，也应该再提供一个独立的保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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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端子。在安装说明书中应规定此独立的保护接地端子是永久性接地的；和

    — 对B型可插式设备，既应符合上述对A型可插式设备的要求，也可在设备上提供标记并在安

装说明中规定：使用人员要在断开电源前先断开通信网络连接，和

    注 5:假定永久性连接式设备有一个永久性接地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

    — 如果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NV-2和TNV-3电路预定要接收外部产生的信号或功率（如在通信

网络中），则要进行2.3. 5的试验。

    按制造厂商的选择，可以把TNV-1或TNV-2电路作为TNV-3电路处理，在这种情况下，TNV-1

和TNV-2电路应满足TNV-3电路的隔离要求。

    通过检查和测量，以及必要时模拟设备可能发生的元器件和绝缘失效来检验其是否合格。试验前，

不满足基本绝缘要求的绝缘要短路。

      注6：若使用基本绝缘而且6.2. 1适用的话，大多数情况下 6. 2.2规定的试验电压高于基本绝缘的试验电压。

      注7：娜威的要求见 6.1.2.1的注3.

    注8：在丹麦,TNV电路与任一接地的部件或电路之间的绝缘应承受 500 V交流有效值 1 min的抗电强度试验。

2.3.3 与危险电压的隔离

    除了2.3.4允许的以外，TNV电路应采用下列一种或两种方法与危险电压电路进行隔离：

    a)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b）基本绝缘和连接到保护接地端子的保护屏蔽层。

    通过检查和测量检验其是否合格。

      注

    1 在丹麦和芬兰，方法b)只适用于永久连接式设备或B型可插式设备。

    2 在娜威，不允许使用方法b),

2.3.4  TNV电路与其他电路的连接

    除了1.5.7允许的以外，如果TNV电路与设备内的任何一次电路（包括中线）是由基本绝缘隔离

开的，则允许与其他电路相连．

    注 1: 2.3.1限值始终适用于TNV电路。

    如果TNV电路与一个或多个电路相连，TNV电路作为一个部件仍应符合2.3.1的要求。

    如果TNV电路通过二次电路导电连接供电，且二次电路通过以下方法与危险电压隔离，则认为

TNV电路已采用相同的方法与危险电压电路进行了隔离：

    — 一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或

    — 使用以基本绝缘与危险电压隔离的接地导电屏。

    通过检查和模拟设备内可能发生的单一故障（见1.4.14)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模拟故障不应导致跨

接在TNV电路的任意两导体之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的5000 n士2％的电阻器上测得电压降落在图

2ll（见2.3.1)的阴影面积之外，要进行连续检测，直至达到稳定状态至少5 s,

    注2：娜威的要求见6.1.2.1的注 3,

    注3：芬兰的要求见2.3.3的注 to

2.3.5 外部产生的工作电压的试验

    本试验仅在 2.3. 2有要求时才进行。

    使用制造厂商规定的、预计能代表从外部电源获得最大正常工作电压的试验电压发生器。如果没有

规定，则使用内部阻抗为1200 fl士20o频率为50 H：或60 Hz，电压为120 V士2V交流的试验电压发

生器 。

    注：以上的试验电压发生器不是预定代表通信网络 L的实际电压，而是以可重复的方式对被试设备电路施加电压。

    将试验电压发生器连在设备的通信网络端子之间，电压发生器的一极也要接到设备的接地端子上，

见图2E。试验电压施加时间最长30 min。如很明显无进一步恶劣情况发生，则可提前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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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验过程中，SELV电路、TNV-1电路或可触及导电零部件应持续满足2.2.2要求。

    反接设备的通信网络连接端子，重复进行试验。

                                                  ，通信网络连接器

    匕户卫华少‘一
                                                          ．口～～，～～～～～～～～－ 一 一

                                    图2E 试验电压发生器

2.4 限流电路

2.4.1 一般要求

    限流电路在设计上应保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设备内出现单一故障（见1.4.14和1.5.7)时，电

流值不会超过2.4.2规定的限值。

    除了2.4. 3允许的以外，限流电路的可触及零部件与其他电路的隔离应符合2.2对SELV电路所

规定的要求。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4.2 限值

    频率不超过1 kHz时，在限流电路中的任何两个零部件之间或任何这样的零部件与地（见1.4.9)之间

接一个20000士10％的无感电阻器，流过该电阻器的稳态电流不应超过0. 7 mA峰值或2 mA直流值。

    频率高于1 kHz时，则该0. 7 mA的限值应乘以kHz为单位的频率值，但不应超过70 mA交流峰值。

    电压U不超过450 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的零部件，其电路的电容量不应超过0. 1 KF,

    电压U超过0. 45 k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但不超过15 k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的零部件，其电路的

电容量不应超过45/U nF，其中U的单位为kV.

    注1：限值 45/U相当于储存电荷量 45tLC.

    电压U超过15 k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的零部件，其电路的电容量不应超过700/Uz nF，其中U的

单位为kV.
      注2：限值 700/U“相当于存储350 mJ的能量。

2.4.3 限流电路与其他电路的连接

    限流电路允许由其他电路供电或连接到其他电路，只要满足如下的所有条件：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限流电路满足2.4.2的限值要求；

    一 一当限流电路中或限流电路所连接的其他电路中的任何元器件或绝缘发生单一失效时，限流电

路应持续满足2.4.2的限值要求。

    如果限流电路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电路连接，则应该符合2.4.1的要求。

z.5 受限制电源

    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受限制电源或由电池供电且在向负载供电的同时由交流电网电源充电的受限

制电源应装有隔离变压器。受限制电源应符合如下之一的要求：

    — 内在地限制输出，使其符合表2B；或

    — 使用一个阻抗限制输出，使其符合表2B；如果使用正温度系数装置，则该装置应通过

GB 14536-1998第15,17,J15,J17章的试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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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过流保护装置并按照表2C的限值限制输出，或

    — 使用一个调节网络限制输出，使之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调节网络的任何单一的故障条件（开路

或短路）（见1.4.14）下，输出均能符合表2B；或

    — 使用一个调节网络限制输出，使之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输出符合表2B；同时，在调节网络出现

任何单一故障（开路或短路）（见1.4.14)时由一个过流保护装置将输出限制在表2C规定值内。

    如果使用过流保护装置，它应是一个熔断器或是一个不能调节的非自动复位的机电装置。

    通过检查和测量以及适用时通过对电池制造厂商提供的参数进行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当依据

表2B和表2C的条件对U}和I,。进行测量时，电池应充分充电。

    表2B和2C中2)和3)注明的负载分别要调节到产生最大电流和最大功率输出。调节网络中的单
一故障就是要在这个最大电流和最大功率条件下施加的。

                                表2B 内在受限制电源的限值

台告一
                              表2C 非内在受限制电源的限值

                                    （要求有过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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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接地和连接保护措施

      注：关于连到通信网络上设备的附加接地要求，见2.3.2, 2.3.3, 6.1.1和6. 1.2.

2.6.1 保护接地

    设备的下列零部件应可靠地连接到设备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上。

    可能承载使过流保护装置动作的故障电流的零部件：

    a)单一故障（见1.4.14)时可能带危险电压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b）按2.2.3.2和2.2.3.3要求需要接地来维持SELV电路完整性的零部件；

    。）按2. 3. 3 b )要求需要接地来维持TNV电路完整性的零部件；

    d）非通信网络供电的，按2.3. 2要求需要接地的SEL V电路、TN V电路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承载其他电流的零部件：

    e)通信网络供电的，按2. 3.2要求需要接地的SELV电路、TNV电路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f)单一故障（见1.4.14）时可能不带危险电压，但为了减小可能影响绝缘的瞬态过程（例如：见

6.2.1)而需要接地的变压器屏蔽层和元器件（例如电涌抑制器），

    B）其接地用来减小或消除流到通信网络的接触电流（见5.1.8.1)的SELV电路和TNV电路。

    在维修人员接触区内，对一旦发生单一故障（见1.4.14）时可能带危险电压的导电零部件，例如电

动机机壳、电子设备底板等，应连接到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上，如果这种连接不可能或不实际，则应使用适

当的警告标牌，以告诫维修人员：这种零部件未接地，在接触前，应检查是否存在危险电压。

      注：2. 6.1的要求不适用于使用下列方法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隔离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 接地金属件，或

          — 符合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要求的固体绝缘或空气隙或以上两种组合．只要这些相关零部件进行适当固

              定，而且具有适当的刚性，以便在按4. 2. 2, 4. 2. 3和4. 2.4的有关试验要求进行施力时，仍能保持要求的

              最小距离。

    通过检查和按2.6.3适用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2 功能接地

    如果可触及的或其他导电的零部件需要功能接地，则功能接地电路应适用下列所有要求：

    — 功能接地电路应通过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与设备中的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隔离：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或

    ·至少使用基本绝缘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隔离的保护接地屏或其他的保护接地的导电零部件；

和

    — 功能接地电路可以连到保护接地端子上或保护连接导体上。

    一 仅用于功能接地的接线端子不能用“告"(GB/T 5465.2-5017）或④(GB/T 5465. 2-5019）来

标记，除非在元器件（例如：端子板）或组件上的接线端子可以使用。告”符号标记。

    注：若适用，可以使用像誊 (GB/T 5465. 2-5018）或法 (GB/T 5465. 2-5020）的其他符号作标记。
    — 不能使用绿黄双色导体作为内部功能接地导体，除非在多功能预装配的元器件中（例如多股导

体电缆,EMC滤波器）；和

    — 电源软线中如果绿黄双色绝缘导体仅用做功能接地连接时，

    ·设备上不应标记“回，"(GB/T 5465. 2-5172)；和
    ·对于设备末端的导体端接，除3.1.9外无另外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3 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

    2.6-3.1,2.6.3.2和2. 6.3.3的要求适用于符合2. 6. 1 a),b),c）和d)要求的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

连接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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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3. 3的要求适用于符合2. 6. 1 e）要求的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试验电流为从通信网

络上获得的最大电流的1. 5倍（如果已知）或2A，两者之中取较大者。

    符合2. 6. 1 f )和g）的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以及功能接地导体的载流量应满足正常工作
条件下的实际电流要求，并符合3.1.1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们不需要承载到地的故障电流。

2.6.3.1 保护接地导体的尺寸

    随设备提供的电源软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应符合表3B中（见3.2. 5 )最小导体尺寸要求。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2.6-3.2 保护连接导体的尺寸

    保护连接导体尺寸应符合下列之一要求：

    — 符合表3B中（见3.2. 5 )最小导体尺寸要求；或

    — 符合2. 6.3.3要求，而且若电路电流额定值大于16A，还应符合表2D中最小导体尺寸要求；或

    — 仅对元器件而言，不能小于为元器件供电的导体的尺寸。

    用于表2D和2. 6. 3. 3试验的电路的电流额定值取决于过流保护装置的规定和位置，应取下列值
中的最小值：

    — 设备的额定电流，或

    — 设备安装说明书中规定的安装到建筑物配线中用来保护设备的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值；或

    — 设备中用来保护电路或要求接地的零部件的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表2D 保护连接导体的最小尺寸

二
2.6-3.3 接地导体及其连接的电阻

    接地导体及其连接不应有过大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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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接地导体可认为符合要求无需进行试验。

    如果保护连接导体满足表3B（见3.2.5)最小导体尺寸和按表3E（见3.3-5)要求进行连接也认为

符合要求，无需进行试验。

    通过检查、测量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对于不符合表3B（见3.2-5)最小尺寸要求的保护连接导

体和不符合表3E（见3.3.5)的保护连接端子可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保护连接导体在下列规定时间内通过试验电流后测量其电压降。试验电流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

流。测量应在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和设备中按2.6.1条需要接地的点之间进行。保护接地导体的电阻不

应计人测量值中，但是如果保护接地导体是同设备一起提供的，就可以包括在测量电路中，但是只测量

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和需要接地的零部件之间的电压降。

    对于设备中通过同时为其供电的多芯电缆的一根芯线来实现保护接地连接的组件或独立单元，则

该电缆中的保护连接导体电阻不应计人测量值中，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有合适额定值的保护装置来

保护的连接电缆，这种保护装置考虑了导体的尺寸。

    如果SELV电路是按照2.2.3.3要求的接地来进行保护的，则电阻限值适用于SELV电路的接地

侧与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之间的连接电阻，而不适用于从SON 电路不接地侧到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之间

的电阻。

    应注意不要使测量探头的接触头与被测导电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影响试验结果。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流额定值小于或等于16A，试验电流、试验电压和试验时间应按如下确定：

    — 试验电流为被测电路电流额定值的1. 5倍；和

    — 试验电压不应超过12 V；和

    — 试验时间为60s.

    根据电压降计算出的保护连接导体电阻不应超过0.10,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流额定值超过16A，试验电流和试验时间为如下值：

    —     2倍的电路电流额定值进行2 min；或

    — 对直流供电的设备由制造厂商规定。

    保护连接导体的电压降不应超过2.5 V ,

2.6-3.4 绝缘的颜色

    随设备一起提供的电源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的绝缘应是绿黄双色．

    如果保护连接导体是带绝缘的，则该绝缘的颜色应是绿黄双色，但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 对于接地编织线，其绝缘颜色应是绿黄双色的，或者是透明的；

    — 对组装件中的保护连接导体，例如带状电缆、汇流条、印制配线等，如果在使用这种导体时不会

引起误解，则可以使用任何颜色。

    除2.6.2允许的外，绿黄双色只能用来识别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4 端子

    2.6.4.1和2.6.4.2的要求仅适用于用来满足2.6.1a),b),c）和d)要求的保护接地端子。

      注：关于端子的附加要求．见3.3.

    用来满足2. 6. le),f)和8）要求的保护接地端子，符合3.3要求就足以满足要求。
2.6.4.， 保护接地端子和保护连接端子

    需要保护接地的设备应具备一个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对于带有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设备，器具插座上

的接地端子可认为是电源保护接地端子。

    如果设备通过一个以上电源连接供电（例如不同电压或频率或作为备用电源），允许每个电源连接

有一个对应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在这种情况下端子的尺寸应与对应电源输人的额定值相适应。

    端子的设计应防止导线偶然松脱，一般来说，除了某些柱形的接线端子外，通常用来载流的端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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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有充足的余量来满足要求；对其他类型的设计应采取特殊措施，例如使用不可能无意中拆除的、

有充分余量的部件来满足要求。

    除了以下所列情况以外，所有的垫片、螺柱、螺母型保护接地端子和保护连接端子应符合表3E（见

3.3.5)中最小尺寸的要求。

    不符合表3E（见3.3.5)要求的保护连接端子，如果能满足2.6.3.3的试验要求，仍认为是可接受

的。

    对于永久性连接设备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

    — 其位置应易于进行电源连接；和

    — 如果需要连接大于7 mm' (3 mm直径）的保护接地导体，则除了工厂提供的安装柱状端子垫

片、螺柱、螺母、螺栓或类似端子外，还应有必要的固定附件．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4.2 保护接地导体与保护连接导体的分离

    对于可能位于同一个汇流条上的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应分别提供接线端子，对于保护接

地导体，应提供一个接线端子；如果使用了多根保护接地导体，则应对每一根接地导体提供一个接线端

子，对多根保护连接导体，应提供一个或多个接线端子。

    但是对配有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永久连接式设备和配有特殊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A型或B型可

插式设备，如果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的接线端仅靠一个螺母来分开，允许使用一个螺柱型或螺

钉型接线端子，对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的连接次序不作规定。

    对带有器具插座的设备也允许使用一个单独的接线端子。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 保护接地的完整性

2.6.5.1 设备的互连

    在一个由互连设备组成的系统中，不管系统中的设备是如何连接的，都应保证需要保护接地连接的

所有设备都有保护接地连接。

    为维持系统中到其他设备的保护接地电路的连续性而设有保护连接导体的设备不应标有“回”符
号（GB/T 5465. 2-5172)．

    像以上这种设备也为系统中的其他设备供电（见2.6.5.3),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2 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中的元器件

    保护接地导体和保护连接导体中不应串接开关或过流保护装置。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3 保护接地的断开

    保护接地连接应保证单元或系统中某一点的保护接地断开而不应断开系统中其他部件或单元的保

护接地，除非有关潜在危害能同时去除。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4 操作人员可拆卸的零部件

    保护接地连接在如下的每种情况下，应先于载流连接端接通，后于载流连接端断开：

    — 操作人员可拆卸部件的连接器。

    一一电源软线上的插头；

    －一 器具藕合器．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5 维修时要拆除的零部件

    在设计上，应保证在进行维修时，保护接地连接端不会被断开（除拆除被保护的零部件外），除非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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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保护接地端时，被保护的零部件上的有关的潜在危险能同时去除。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6 耐腐蚀

    与保护接地端子和连接端接触的导电零部件，在随设备提供的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工作、贮存或运输

环境条件下不应由于电化学作用而受到明显腐蚀，在附录J中，分界线以上的组合应避免采用，耐腐蚀

性可通过适当的电镀或涂覆处理来实现。

    通过检查和查阅电化学电位表 （附录J)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7 保护连接用螺钉

    注：下列要求是对 3.1.6的补充。

    可以使用自攻螺钉（切削螺纹和螺纹成形）和宽螺距螺钉（金属薄板螺钉）来提供保护接地连接，但

应保证在维修时无需变动其连接。

    在任何情况下，金属部件拧人螺钉处的厚度应不小于螺钉两个螺纹的节距，允许通过局部挤压金属

部件来增加有效厚度。

    每一个连接处至少应使用两个螺钉，但是对于螺纹成形的螺钉而言，金属部件拧入螺钉处的厚度至

少0.9 mm，以及对于切削螺纹型螺钉而言，金属部件拧人螺钉处的厚度至少1. 6mm，可以使用一个单

独的自攻螺钉。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6-5.8 对通信网络的依赖

    保护接地不应依赖通信网络来实现。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7 一次电路过流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2.7.1 基本要求

    为了对一次电路的过电流、短路和接地故障进行保护，保护装置应构成设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

分，或者构成建筑设施的一部分。

    如果B型可插式设备或永久性连接设备依靠建筑设施中的保护装置来进行保护，则应在设备的安

装说明书中说明，并且对短路保护或过电流保护，或者有必要对两者提出要求。

      注：在CENELEC成员国中，必须满足5. 3要求的保护装置．除特定的以外，必须作为设备的一部分而包括在设备

          中。

2.7.2 5.3以外的故障

    对5.3以外的故障（例如一次电源配线到保护地的短路）的防护，不需要作为设备的一个不可分割

部分配备。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7.3 短路后备保护

    除非具有适当的短路后备保护装置，否则保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分断（遮断）能力，能切断可能流过

的最大故障电流（包括短路电流）。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或B型可插式设备，允许在建筑设施中提供短路后备保护装置。

    对于A型可插式设备，可认为建筑设施提供了短路后备保护．

      注：如果在一次电路中使用符合GB 9364的熔断器，预期的短路电流超过35A或 10倍于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按其

        较大者）时．应具有较高的分断能力（1500A).

    通过检查和5.3条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7.4 保护装置的数量和安装位置

    一次电路中的保护系统或保护装置应采用适当的数量并安装在适当的位置，以便能检测和切断任

何可能的故障电流通路（例如相线与相线之间，相线与中线之间，相线与保护接地导线或相线与保护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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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导体之间中的过电流）。

    对设备的下列两种接地故障不需要提供保护：

    — 没有连接到地；或

    — 一次电路和所有接地零部件之间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注I：对提供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位，认为其对地短路是两个故障。

    在某个电源向使用一个以上相线的负载供电时，如果保护装置断开中线导体，则该保护装置也应同

时断开所有其他的供电导体，因此，对这种情况不应使用单极保护装置。

    通过检查和必要时通过模拟故障条件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注2：当保护装置是设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下表给出了在常遇到的供电系统中切断故障电流所需要的熔

          断器最少数量和安装位置实例或断路器极数，对单相设备或组件见表2E，对三相设备见表2F。这些实例对建

          筑设施中的保护装置不一定适用。

                            表2E单相设备或组件中的保护装置实例

乒拼5rc   arL1                                      WAlgRrp02                                                                                          #,1 *l IPAffs- &2                                                                                     402                                                                                    49- &
                              表2F 三相设备中的保护装置实例

口片32                     '  }'-3                                                                                                                                                              4- 4fi t3               4-IRIM3               *-*Nft
2.7.5 多个保护装置

    如果对一个给定负载供电的某一电源的多个极上使用保护装置，则那些保护装置应安装在一起。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保护装置可以组合在一个元件内。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合格性。

2.了．6 对维修人员的警告标记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应在设备上设置适当的标记或在维修手册中提供声明以便提醒维修人员注意

可能的危险：

    — 在永久性连接的或配备不可换向的插头的单相设备的中线上使用熔断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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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保护装置动作后，设备中仍然带电的零部件在维修时可能会引起危险。

    下列词语或类似语句认为是合适的：

                                              注 愈

                                        双极／中线熔断

2.8 安全联锁装置

2.8.1 一般要求

    如果操作人员操作时，会触及到一些在通常情况下存在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区域，则应装有安

全联锁装置。

2.8.2 保护要求

    安全联锁装置在设计上应使得外罩、箱门等还未处于能使图2A的试验指（见2.1.1.1)触及危险零

部件的任何位置之前，危险已先行消除。

    对防止电击和能量危险的保护而言，当外罩、箱门等在拆卸、打开或取下时，应

    — 必须使这类危险零部件先行断电，或者

    — 能自动切断这类危险零部件的供电电源，并能在2s以内使电压降低到等于或小于42.4 V交

流峰值或60 V直流值，以及使能量等级降低到小于20J.

    对因惯性而继续运动，从而继续存在危险的运动零部件（例如旋转印鼓），当拆卸、打开或取下外罩、

箱门等时，应

    — 必须迫使运动零部件的运动先行减小到允许的安全等级，或者

    — 能使运动零部件的运动自动制动，减小到允许的安全等级。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使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8.3 意外复位

    安全联锁装置在设计上应使得外罩、隔离护板、箱门等未处于关闭位置时不会产生意外复位的危

险。

    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能启动的任何可触及的联锁装置认为可能会产生意外复位的危险．

    选用安全联锁开关，应考虑到正常工作时所遇到的机械冲击和振动，以便不会造成安全联锁开关意

外切换到不安全的状态。

    通过检查，以及在必要时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进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8.4 失效保护动作

    安全联锁系统的设计和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 联锁系统在设备的正常寿命期内不可能发生失效，即使失效发生也不应引起重大危险；或

    — 如果联锁系统在设备的正常寿命期内会失效，则各种可能的失效状态均不应对设备所要求的

保护产生危害。

    通过对联锁系统、电路图和现有数据的检查，以及必要时通过模拟像半导体器件或机电元件失效的

单一故障来检查其是否合格。如果机械系统和机电系统中的运动机械部件符合2.8.5和2.8.7的要求，

则可不必模拟单一故障。

    允许使用模拟联锁系统来进行试验。

2.8.5 运动部件的联锁

    机械联锁系统和机电联锁系统中的运动机械部件应有足够的寿命。

    通过对联锁系统和现有数据的检查，以及必要时使联锁系统进行10000次循环操作而不应出现除

了安全状态以外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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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试验是用来检查除联锁开关和继电器以外的运动零部件的寿命．对于联锁开关和继电器（如果有）要符合

        2.8.7要求，如果要进行2.8.7. 3和以上试验，试验应组合进行。

2. B. 6 取消联锁装置的联锁功能

    当维修人员可能需要取消安全联锁功能时，则该取消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 需要有意加力才能动作；

    — 在维修结束时，才能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应在维修人员还未执行复原时，能防止恢

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当位于操作人员接触区时，需要用工具才能进行操作，而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是

无法进行启动的；

    －一 不会使防止重大危险的联锁装置被旁路而失去作用，除非该联锁装置在被旁路而失去作用时，

另一个可靠的安全保护装置已起作用。设备应设计成能保证在其他保护装置完全到位并起作用之前，联

锁装置不会被旁路，而失去作用。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8.7 联锁系统中的开关和继电器

    联锁系统中的开关应满足下列条件：

    — 按GB 15092. 1中7. 1.4.4进行10000次工作循环来评价是否符合GB 15092. 1的要求。或

    — 符合2.8.7.1要求，并且通过2.8.7.3和2.8.7.4的试验；或

    一一 通过2.8-7. 2,2.8.7.3和2.8.7.4的试验。

    联锁系统中的继电器应满足下列条件：

    — 符合2.8.7.1要求，并且通过2.8.7.3和2.8.7.4的试验。或

    — 通过2.8.7.2,2.8.7.3和2.8.7.4的试验。

2.8.7.1 接点间隙

    如果接点间隙位于一次电路中，则接点间隙应不小于断接装置的接点间隙（见3.4. 2 )。如果接点间

隙位于除一次电路以外的电路，则接点间隙不应小于2.10-3.3规定的二次电路中基本绝缘所要求的最

小间隙值。

    通过检查现有数据，以及必要时进行测量来检查其是否合格。

2.8-7.2 过载试验

    联锁开关或继电器的触点应承受以每分钟6至10次的速率进行50次循环过载试验，可以接通或

切断电路中流过电流值的150纬的电流。除非当触点所带负载为电动机时，试验应在电动机转子为锁定

状态时进行，试验后要求开关或继电器功能正常。

2.8.7.3 耐久性试验

    联锁开关或继电器的触点应承受每分钟以6至10次的速率进行的耐久性试验，可以接通或切断电

路中流过电流值的100％的电流。应制造厂商要求可以使用更高的循环速率，对于ELV电路、SELV电

路和TNV-1电路中的舌簧开关，应承受100 000次循环。对于其他开关和继电器，应承受10 000次循

环操作，试验后要求开关或继电器的功能正常。

2.8-7.4 抗电强度试验

    除了ELV电路、SELV电路和TNV-1电路中的舌簧开关以外，在完成2.8.7.2和2. 8. 7. 3试验

后，接点间隙间应承受5.2.2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如果触点位于一次电路，试验电压应为加强绝缘所

规定承受的电压；如果触点位于一次电路以外的电路，试验电压为一次电路基本绝缘所规定承受的电

压。

2.8.8 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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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依靠机械联锁系统的驱动零部件来保障安全，则应采取措施确保该驱动零部件不会承受过应

力。如果零部件的设计未包括这一要求，则应通过诸如安装、定位或调节把驱动部件动作位置的超越行

程限制在最大超越行程的50％以内。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9 电气绝缘

2.9.1 绝缘材料的特性

    对绝缘材料的选择和应用应考虑到电气、温度和机械强度、工作电压频率和工作环境（温度、压力、

湿度和污染）的要求。

    天然橡胶、吸湿性材料和含石棉的材料不应作为绝缘来使用。

    传动皮带和联轴器不能用来保证电气绝缘，除非其经过特殊设计能防止更换不当所引起的危险。

    通过检查和必要时对材料数据的评价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数据不能确定材料是否为吸湿性材料，则材料的吸湿性要通过对使用该绝缘的元器件或组件

进行2. 9. 2规定的潮湿处理来确定。潮湿处理后绝缘应在潮湿箱内或者能达到规定温度的房间内承受

5.2.2条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

2.9.2 潮湿处理

    如果2. 9. 1,2. 10. 6. 5或2.10.7有要求，潮湿处理应在空气相对湿度为9100̂'95％的潮湿箱或室

内进行48h。在能放置样品的所有位置上，空气温度应保持在20 C -30'C之间不会产生凝露的任一方便

的温度值t士1C范围内。在潮湿处理期间，元器件或组件不通电。

    经制造厂商同意，可以增加48h的处理时间．

    在进行潮湿处理前，样品温度应达到t'C-(t十4)̀C o

2.9.3 绝缘要求

    设备的绝缘应符合4.5.1的发热要求，以及除了2.1.1.3或2.1.1.4适用的以外，还应符合以下两

条要求：

    - 5. 2适用的抗电强度要求；和

    - 2.10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的要求。

2.9.4 绝缘参数

    为了确定某一给定绝缘的试验电压、最小电气间隙、最小爬电距离、固体绝缘等级和其他要求，应考

虑以下两个因素：

    — 应用场合（见2. 9-5);

    — 工作电压（见2.10.2和5.2),

2.9．5 绝缘分类

    绝缘应考虑是用作功能绝缘、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加强绝缘还是双重绝缘。

    在表2G和图2F中对许多常见的绝缘应用场合分别进行了描述和图解，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应用场

合和办法，这些只是提取的一些例子；在某些情况下，所需的绝缘等级可能较高或较低。如果使用与所示

例子有不同的绝缘等级或带电零部件的特殊配置，所需绝缘等级应通过考虑单一故障（见1.4. 14)影响

来确定，单一故障应对防触电保护要求无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只要绝缘能保持所需的安全等级，则可在绝缘上桥接导电通路（例如：如果1.5. 7,

2. 2. 4,2. 3. 4或2.4.3适用的话）。

    双重绝缘中的基本绝缘层和附加绝缘层可以互相交换。在使用双重绝缘的场合，如果能保持其整体

的绝缘等级，则在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之间允许有ELV电路或未接地的导电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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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G 绝缘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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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G（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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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F 绝缘应用实例

2.10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绝缘穿透距离

2.10.1 一般要求

    电气间隙的尺寸应使得进入设备的瞬态过电压和设备内部产生的峰值电压不能使其击穿，详细要

求见 2.10.3,

    爬电距离的尺寸应使得绝缘在给定的工作电压和污染等级下不会产生闪络或击穿（起痕），详细要

求见2.10.4,

    附录F给出了测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方法。

    固体绝缘应满足：

    — 其尺寸应使得进入设备的瞬态过电压和设备内部产生的峰值电压不会使其击穿；

    — 其构造应使得对于薄层绝缘上针孔重叠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详细要求见2.10.5,

    2.10所规定的绝缘要求适用于工作在频率不大于3o kH：的绝缘。对工作在频率大于30 kH：的绝

缘，在未得到另外的数据之前，可以使用相同的要求。

      注：对于绝缘性能与频率的关系见GB/T 16935. 1和IEC 60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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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功能绝缘，小于2.10规定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允许的，但必须符合第5. 3. 4b)或5. 3. 4c)

的要求。

    只要各独立间距的总和符合规定的最小要求（见图F13)，则允许用插人的、未连接的（浮地的）导电

零部件，例如连接器的未使用的接触件，把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分割开。

    不同污染等级所要求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适用范围如下：

    — 污染等级1适用于被密封或能隔绝灰尘和潮气的元器件和组件（见2.10.7).

    — 污染等级2一般适用于本标准适用范围所包括的设备。

    — 污染等级3适用于设备的局部环境受导电物污染的地方，或受干的非导电物污染的地方，这

种干的污染物在达到所预料的凝露情况下可能会导电。

2.10.2 工作电压的确定

    在确定工作电压时，下列所有要求都适用（见1.4.7):

    — 额定电压值或额定电压范围上限值应：

          ·用作一次电路和地之间的工作电压；和

            在确定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之间的工作电压时应给予考虑；和

    — 未接地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应假定其是接地的；和

    — 如果变压器绕组或其他零部件是浮地的，即不与相对于地有确定电位的电路连接，则应假定

该变压器绕组或该零部件有一点接地，由于这一点接地而产生最高工作电压；和

    — 如果使用双重绝缘，则基本绝缘上的工作电压应按假定附加绝缘为短路的状态来确定，反之

亦然。对于变压器绕组之间的双重绝缘，应假定有这样一点发生短路，由于这一点短路而在其他绝缘上

产生最高工作电压；和

    — 对变压器两个绕组之间的绝缘，除2.10.10允许的以外，在考虑到绕组可能连接的外部电压

后，应取两个绕组上任意两点之间的最高电压；和

    — 对于变压器绕组与另一个零部件之间的绝缘，除2.10.10允许的以外，应取绕组上任意一点

与该零部件之间的最高电压。

2.10.3 电气间隙

2.10.3.1 一般要求

    可以使用下列方法或附录G的替换方法来确定某一特定的元器件、组件或整个设备的电气间隙。

    注1：附录G的优势如下：

          — 电气间隙与GB/T 16935. 1基本安全标准要求一致，因而可以同其他安全标准要求协调统一（例如变压

                  器）。

          — 由于采用了比2.10.3中表2H、表2J和表2K中行与行之间插值方法更好的擂值方法，为设计者增加了

                变通方法。

          — 考虑了设备中瞬态值的衰减，包括一次电路瞬态值的衰减。

          — 考虑了表2H中不一致性的修正（4000 V（峰值）对功能绝缘要求 2. 0 mm或 2. 5mm，对基本绝缘要求

                  3. 2 mm)。

    注 2：电气间隙和抗电强度要求是根据所预计的可能从电网电源进人设备的瞬态过电压而确定的。而这些瞬态过

          电压的大小是根据GB/T 16935. 1，按正常供电电压和供电设施来确定的。根据GB/T 16935. 1，这些瞬态电

          压划分为I～    N类过电压（又称I一N类设施）。附录G覆盖了四类过电压分类，本标准的其他地方，假定设

          备的供电端是I类过压设施．

    注3：在设计固体绝缘和电气间隙时，应采用适当的绝缘配合，以保证如果在偶然性瞬态过电压超过I类过电压限

          值时，固体绝缘能比电气间隙承受较高的电压。

    对于交流供电系统，表2H、表2J和表2K中的交流电网电源电压为相线一中线的电压。

      注4：在娜威，由于使用IT配电系统（见附录V，图V7)，交流电网电压可认为等于相线一相线之间的电压，在单一

          接地故障时将仍保持为23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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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电气间隙值应满足下列最小值要求：

    — 对于落地式设备外壳上或桌面设备上部非垂直表面上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与带危险电压零

部件之间作为加强绝缘的空气间隙为10 mm;

    一一A型可插式设备外壳上的接地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与带危险电压零部件之间作为基本绝缘

的空气间隙为2 mm,

    规定的电气间隙值不适用于恒温器、热断路器、过载保护装置、微隙结构开关以及其间隙随接点变

化的类似元件的接点间的空气隙。

    注 5：对于联锁开关接点间的空气隙见2.8.7.1，对于断接开关的接点空气隙见 3.4.2.

      注6：在制造、运输和正常使用时可能遇到的由于加工、冲击或振动而产生的制造误差或变形都不应导致电气间隙

            减小。

    通过测量并依照附录F，在如下适用的条件下来检验其是否符合2.10.3的要求．不需要用抗电强

度试验来验证电气间隙。

    可动零部件应使其处在最不利的位置。

    测量绝缘材料外壳上的沟槽或开孔上的电气间隙时，应认为可触及的表面是导电的，如同图2A的

试验指（见2.1.1.1)在不需明显用力（见图F12 B点）作用时可触及的地方都覆盖有金属箔。

    在测量电气间隙时，4. 2. 2,4. 2. 3和4.2.4适用。

            表2H 一次电路绝缘以及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的绝缘最小电气间隙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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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2 一次电路的电气间隙

    一次电路的电气间隙应符合表2H以及适用时表2J的最小尺寸的要求。

                表2J 对峰值电压超过电源电压峰值的一次电路的绝缘的附加间隙

介
    表2H适用于不会承受到超过GB/T 16935. 1所规定的II类设施瞬态过电压的设备．在每个额定

电源电压栏目的括号中给出了电网电源瞬态过压值，如果预计会遇到更高的瞬态过电压，则必需在给设

备供电的电源或安装设施中提供附加的保护。

      注1：附录G给出了适用于更高瞬态过电压的替代的设计方法。

    对工作在额定电源电压不大于300 V的一次电路中，如果电路中的重复峰值电压超过了电源电压

的峰值，最小电气间隙应是如下两种数值的总和：

    — 表2H中绝缘工作电压等于电网电源电压的最小电气间隙；和

    — 表2J中适用的附加电气间隙值。

    按表2H确定一次电路电气间隙时使用的工作电压：

    －、一 应包括任何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纹波电压的峰值；

    — 不考虑非重复性瞬态电压（例如：由于天电干扰引起的）；

      注2:假定二次电路中任何这样的非重复性瞬态电压值不超过一次电路中的电网瞬态电压值。

    — 可认为任何ELV电路、SELV电路或TN V电路（包括振铃电压）的电压为零。

    当峰值工作电压超过电网电源电压时，应按表2J的规定，按适应的情况使用最高峰值工作电压。

      注3：利用表2J得到的总的电气间隙值处于均匀的电场和不均匀电场所要求的值之间，因此对于实质上属于不均

          匀电场的情况 ，该电气间隙也许不能保证符合相应的抗电强度试验要求．

      注4：确定电气间隙使用表2H和表 2J

          在表 2H中按额定电源电压和污染等级来选择合适的列，再按等于工作电压的电源电压来选择适当的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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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最小电气间隙值．

          在表2J中按额定电源电压和污染等级来选择适当的列，在这列中按实际工作电压峰值来选定相适应的行，

          读出右手边两列中的一列所需要的附加电气间隙值，并把它加到从表 2H中得到的最小电气间隙上就得到了

          所需的最小电气间隙总和。

2.10.3.3 二次电路的电气间隙

    二次电路的电气间隙应符合表2K中最小尺寸要求。

    按表2K确定二次电路电气间隙时使用的工作电压：

    — 应包括任何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纹波电压的峰值；

    — 对非正弦波的电压应使用峰值。

    如果一次电路为I类过压设施时，则通常二次电路为I类过压设施。表2K的列首列出了I类过压

设施的不同电网电源电压下的最大允许瞬态过电压值。但是对于浮地的二次电路，应满足表2H和表2J

对一次电路的要求，除非它位于带保护接地端子的设备中，并满足下列之一的条件：

    — 通过接地的金属屏蔽层与一次电路隔离；

    — 二次电路的瞬态过电压值小于I类过压设施的最大允许值（例如在二次电路和地之间连接了

诸如电容器之类的元器件而使其变小），见2.10-3.4的测量瞬态过电压电平的方法。

    注：表2K适用于为满足2.3.2要求而提供的电气间隙。

        如果不能确定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则对TNV-2电路应假设瞬态额定值为800 V峰值，对TNV-1和TNV-3

        电路，应假设瞬态额定值为1500 V峰值。

        如果己知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值，则应使用已知的瞬态电压值。

        如果已知进人设备的瞬态电压在设备内被衰减，则瞬态电压值应按2. 10. 3. 4 b)确定并使用该瞬态电压值。

2.10-3.4 瞬态电压电平的测量

    进行如下试验，仅是为了确定设备中任何电路间隙上的瞬态电压值是否由于诸如设备内滤波器的

影响而低于正常值。跨在电气间隙上的瞬态电压值按下列试验程序来确定。电气间隙根据测得的瞬态

电压值来确定。

    试验过程中，如果设备有单独的供电单元，则要连到其供电单元上，但不应连到电网电源上，也不要

连到任何通信网络上，一次电路中的电涌抑制器都要断开。

    电压测量装置要连接在被测电气间隙上。

    a)由于电网电源的过电压而引起的瞬态过压

    在测量由于电网电源的过电压引起的瞬态电压衰减级时，使用附录N要求的脉冲试验发生器产生

1. 2/50 ps的脉冲电压，U。等于表2H栏头给出的电网电源瞬态过压值。
    在下列有关部位之间施加3到6个交替极性的脉冲，脉冲间隔时间至少1 s,

    一 一相线到相线之间；

    — 所有相线连在一起和中线，

    — 所有相线连在一起和保护地；

    — 中线和保护地。

    b)通信网络过电压引起的瞬态电压

    在测量由于通信网络的过电压引起的瞬态电压衰减时，使用附录N要求的脉冲试验发一生器产生

10/700 gs的脉冲，脉冲电压U。等于通信网络瞬态电压。

    若不知道被测通信网络的瞬态过压值，则按下列要求选定瞬态电压值：

    — 如果连接到通信网络的电路是TNV-1电路或TNV-3电路，则瞬态电压值取1500 V（峰值）；

    — 如果连接到通信网络的电路是SELV电路或TNV-2电路，则瞬态电压值取800 V（峰值）。

    在下列每一个通信网络连接点之间施加3到6个交替极性的脉冲，脉冲间隔时间至少1 s:

    — 接口中的每对端子（例如A和B或触点和环路）之间；

    — 单一接口型的所有端子连在一起和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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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爬电距离

    爬电距离不应小于表2L规定的相应的最小值，但应考虑到工作电压、污染等级和材料组别。

    加强绝缘的爬电距离的数值等于表2L中基本绝缘的爬电距离数值的两倍。

    如果从表2L查得的爬电距离小于从表2H或2J或表2K（适用时）查得的相应的电气间隙值，则应

采用所查得的该电气间隙值作为最小爬电距离的数值。

    对于玻璃、云母、陶瓷或类似的材料，其最小爬电距离可以使用等于其相应的电气间隙的数值．

    确定爬电距离所使用的工作电压：

    — 应使用实际的有效值或直流值；

    — 如果使用直流值，任何叠加的纹波电压应忽略不计；

    — 不考虑短期状态（例如TNV电路中的韵律振铃信号）；

    — 不考虑短期干扰（例如：瞬态）．

    若连到通信网络上的TNV电路的电路特性不详，在确定其工作电压时，应假设正常工作电压为以

下数值：

    — 对于TNV-1电路：60 V直流。

    — 对于TNV-2电路和TNV-3电路：120 V直流。

    可按如下划分材料组：

    I组材料600<CTI(相比漏电起痕指数）

    II组材料400<CTI<600

    1Q a组材料 175簇CTI<400

    gb组材料 100<CTI<175

    材料组可通过按照GB/T 4207使用溶液A对材料进行50滴的试验而获得的试验数据来评价。

    如果不知道材料的组别，应假定材料为III b组．

    如果需要材料的CTI为175或更高，且得不到所需材料的数据，则可按GB 4207所述的耐漏电起

痕指数（PTI )试验来确定材料的组别．如果这些试验确定的PTI等于或大于某一材料组别所对应CTI

的下限值，则该材料即可划分到这一组别中。

                                    表2L 最小爬电距离 mm

贡片
    依照附录F，通过测量来检查其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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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如下适用的条件进行。

    运动零部件应使其处在最不利的位置上。

    对配有普通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设备，爬电距离应分别在安装和不安装3.3.4规定的最大截面积

的电源软线下进行测量。

    测量绝缘材料外壳上的沟槽或开孔的爬电距离时，应认为可触及的表面是导电的，如同用图2A的

试验指（见2.1.1.1)在不加相应外力（见图F12,B点）作用时可触及表面都筱盖有金属箔。

2.10.5 固体绝缘

    固体绝缘可按5.2的抗电强度试验来验证是否足够可靠．

      注

      1 术语“固体绝缘”是指在两个相对表面之间而不是沿固体外表面来提供的电气绝缘材料。所需特性即可通过实

        际最小绝缘穿透距离（见2.10.5.1)来规定，也可通过本标准中其他要求和试验来替代最小穿透距离。

      2 见 3.1.4,

2.10.5.1 最小绝缘穿透距离

    除了2.1.1.3或2.10.5适用的分条款以外，绝缘穿透距离的尺寸应根据峰值工作电压和绝缘应用

场合（见2-9)来确定，并符合如下要求：

    — 如峰值工作电压不超过71 V，则无绝缘穿透距离要求；

    — 如峰值电压超过71 V，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功能绝缘和基本绝缘，在任何峰值工作电压下都无绝缘穿透距离要求；

        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最小绝缘穿透距离为0. 4 mm。

    2.10-5.1的要求也适用于像用在某些光电藕合器上的硅胶介质。

    如果由绝缘化合物完全填充其内部而不存在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半导体元器件（例如光电藕合

器）符合下列要求，则由绝缘化合物组成的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无穿透距离要求：

    — 通过2.10.8的试验和检查判据，和

    — 在制造过程中按5.2.2规定的试验电压值进行例行的抗电强度试验。

    通过检查、测量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0-5.2 薄层材料

      注：绕制元器件的要求见2. 10. 5.4.

    如果薄层材料绝缘用在设备外壳内部，且在操作人员维护时不会受到磕碰或擦伤，且符合以下之一

的要求，则不管其厚度如何，是允许使用的：

    — 对由至少两层材料组成的附加绝缘，其中的每一层材料都能通过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

或

    — 对由三层材料构成的附加绝缘，三层中两层合并的所有的组合都能通过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

试验；或

    — 对由至少两层材料构成的加强绝缘，其中的每一层材料都能通过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

或

    — 对由三层材料构成的加强绝缘，三层中两层合并的所有组合都能通过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

验。

    不要求所有绝缘层使用相同的材料。

    浸漆的涂覆层不能认为是薄层材料的绝缘。

    通过检查和抗电强度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2.10-5.3 印制板

    对于多层印制板的内层，可以认为印制线路板同一层上两个相邻印制导线间的距离为绝缘穿透距

离（见2.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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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面单层印制板、多层印制板和金属线芯印制板上的导电层之间的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应至少

有0. 4 mm的厚度或符合表2M的要求。

                                    表 2M 印制板的绝缘

条舟行一
    通过检查、测量和抗电强度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需要进行例行试验，则试验电压为5.2.2相应的试验电压，抗电强度试验应施加到整个附加绝

缘或加强绝缘上。

2.10-5.4 绕组元件

    如果绕组之间要求为基本绝缘、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除非使用下列a),b)或。）之一的绕线结构，

否则绕组之间应通过符合2.10.5.1或2.10-5.2或这两者的衬垫绝缘来隔离。

    a）符合2.10.5.1要求的、非浸漆的绝缘导线；

    b)由符合2.10.5.2要求的多层挤压绝缘层或同轴绕制的绝缘层（薄层材料能单独进行抗电强度

试验）构成的，并能通过附录U的试验的绕组线；

    。）由多层挤压绝缘层或同轴绕制的绝缘（只有成品导线才能试验）构成的，并能通过附录U的试验

的绕线。

      注1：见 6. 2.1．

    在2.10.5.4c）中，如下给出了用于导体结构层所要求的最小层数：

    — 基本绝缘：两层缠绕层或一层挤压层；

    — 附加绝缘：两层缠绕层或挤压层；

    — 加强绝缘：三层缠绕层或挤压层。

    在2. 10. 5. 4 b)和2.10.5.4c）中，对同轴缠绕的绝缘，如果层与层之间的爬电距离小于表2L污染

等级1摹求的数值，则层与层之间的通路应按2.10.8的方法来填充密封，第U2章的型式试验的试验
电压应增加到其正常值的1.6倍。

      注2：缠绕重叠超过 50％的单层材料可认为是两层材料。

    当绕组元器件中两根绝缘导线或一根裸线和一根绝缘导线接触并相互成450̂-900角之间任一角

度，并承受绕组拉伸，则应提供机械应力防护，例如这种保护可以通过绝缘套管或片状材料或使用绝缘

要求层数的两倍来提供物理隔离。

    成品元件应通过按 5.2.2的试验电压进行的抗电强度例行试验。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适用时按照附录U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但是，如果材料数据表能表

明符合要求，则不必重复进行附录U的试验。

2.10.6 涂覆的印制板

2.10.6.1 一般要求

    对其表面导线涂覆有适当的涂层材料的印制板，如果符合下列要求，则表2N的最小间隔距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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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涂筱之前的印制导线。

    相邻导电部分中的一个或两个应有徐层，而且在导电部分之间的沿表面距离至少80％应有涂层。

在任意两个无涂层的导电部分之间，以及沿涂层的外面，应采用表2H，表2J或表2K的最小距离。

    只有在制造时执行有效的质量控制程序，以达到至少相当于附录R1的可靠等级时，才能使用表

2N的数值。特别应指出，对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应通过例行的抗电强度试验。

    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则应采用2.10.1,2.10.2,2.10. 3和2.10.4的要求。

    涂筱工艺、涂层材料和基板材料应保证其质量的一致性，而且所考虑的间隔距离应得到有效的保护。

    依照附录F中的图F11，通过测量和下列的一系列试验来检查其是否合格。

2.10-6.2 样品制备和预备试验

    需要取三块印制板样品（或者对2.10.9而言，取两个元件和一块印制板），样品上标上1号、2号和

3号。即可以使用实际的印制板，也可以采用专门制作的，有代表性涂层和最小间隔的样品板。每一个样

品应代表实际使用的最小间隔距离和涂层。每一个样品都要承受通常在设备组装过程中要承受的全部

制造工序，包括在设备组装过程中要进行的焊接和清洗工序。

    在目测检查时，印制板上的涂层不应有针孔或气泡，在拐角处不能有导电通路裸露的痕迹。

                              表2N 涂覆印制板最小间隔距离

一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s 4943一2001

2.10-6.3 热循环试验

    1号样品应承受下列顺序的温度循环10次；

    T，士2'C  68 h

    25℃士2'C   1 h

    0℃士2'C   2 h

    25℃士2℃ 不少于1h

    T1=TZ+Tm*.-T.mb+IOK 按1.4.5和1.4.13有关方法测得的温度或100'C，选其较高者。但是

如果温度是通过内置热电偶测得的，则10K的余量不加上。

    T：为4.5.1的试验期间测得的部件温度。

    Tmr．和T.m、的定义在1.4.12中给出。

    从一个温度值过渡到另一个温度值所需的一段时间未作规定，允许温度的过渡是渐变的。

2.10-6.4 热老化试验

    2号样品应放在干燥的烘箱内进行老化，老化所需的温度和时间可以通过图2G中对应涂覆印制板

最高工作温度所对应的温度指数线来选定。烘箱的温度应保持在规定温度士2'C范围以内，用来确定温

度指数线的温度为印制板上与安全有关的部位的最高温度值。

    在使用图2G时，可以在相邻的温度指数线之间使用插值法。

                                                                沮度指盆线

                a  N     S 县                   w    g 髻 尽                  Lo           O'
                                                          N  N     N 闷 ，叫 ～ ，叫 自 卜 目

                                  1000

                                    900 番斗4咔

                                      900 什十峥冲叶H呼叫叫H 叫卜十嘴一卜

                                      700

                            右 600门生到日比士到日比全」盈土士上上脸生土ii i 七全++a

                          h     500不拍苏拍阵翻阵不杯目不不不不户日

                                    400小喇H4小衬阵小卜村卜H日刁姗刁

                              3004Ell阵 "IIIl. PU4I I月  I I  I斗1_1_1斗 i . I～  RE[  1  1刁JJ‘－J．．曰‘月
                                    300  280 260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烘箱的沮度．℃

                                    图2G 热老化时间

2.10.6.5 抗电强度试验

    然后1号样品和2号样品应进行2.9.2规定的48h潮湿处理，然后印制导线之间应承受 5.2.2有

关的抗电强度试验。

2.10.6.6 耐划痕试验

    3号印制板样品应承受下列试验：

    进行划痕试验时，划痕应通过五对导电部分，包括其中间间隔，中间间隔应是试验时承受电位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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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部位。

    进行划痕试验时，使用淬硬的钢针来进行划痕，钢针的端部应呈锥形，顶角为40 C，其尖端应倒圆

抛光，倒圆半径为0. 25 mm士0. 02 mm,

    进行划痕试验时，应如图2H所示，在垂直于导体边缘的平面内，以20 mm/s士5 mm/s的速度进行

划痕。对钢针应加上适当的负载，以使该钢针沿其轴线方向能施加ION士0. 5 N的作用力，各道划痕间

隔至少应为5 mm，而且与样品的边缘也至少应相距5 mm.

    试验后，涂层不应松脱，也不应刺透，并且在导线之间应能承受5.2.2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在金属

芯印制板中，衬底应为其中一导线。

                            s尸－－－－－－－－－－－－－－－－－－－－－－一－－－－－－－－－－一，C
                                                        二

                                  ： l
                                                        l l

  升州aft。、向
        ＼一 ＼省样品

      注：钢针处在与被试样品垂直的ABCD平面内。

                                  图2H 涂层耐划痕试验

2.107 封装的和密封的零部件

    防尘和防潮封装的或气密密封的元件或部件，其内部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可以取污染等级1的数

值。

    注：上述结构的例子包括用胶或其他类似物气密密封在盒子里的部件或以浸演封装的部件。

    通过从外部检查测量和以及必要时通过试验来检查其是否合格。

    如果一个元器件或组件的样品通过了下列试验，就可认为是充分封装的。

    样品要承受下列顺序的温度循环10次：

    T,士2'C  68 h

      25 C士2'C  1 h

      O'C士2'C   2 h

    25'C士2-C 不少于1h

    T, =T +Tmr,-T．二‘＋IOK 按1.4.5和1.4.13有关方法测得的温度或85'C，选其较高者。但是如

果温度是通过内置热电偶测得的，则10K的余量不加上。

    TZ为4.5.1的试验期间测得的部件温度。

    T_,，和TA. 、符号的定义在1.4.12中给出。

    从一个温度值过渡到另一个温度值所需的一段时间未作规定，允许温度的过渡是渐变的。

    允许样品冷却到室温，经2.9.2的潮湿处理后，立即进行5.2. 2有关的抗电强度试验。

    对于绝缘有安全要求的变压器，磁藕合器和类似装置，在进行热循环处理时，绕组之间应施加频率

为50 Hz-60 Hz，电压为500 V有效值的试验电压，试验期间不应有绝缘击穿现象。

2.10.8 填充绝缘化合物的间距

    当导电部件间的距离被绝缘化合物填充，包括绝缘被绝缘化合物可靠地胶接在一起而使电气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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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爬电距离不存在时，则只需符合2.10.5.1对绝缘穿透距离的要求．

      注

    1 这种处理的实例分别有灌封、包封和真空浸渍．

    2 符合要求的结构形式包括：

    — 由绝缘化合物填充元件或部件间的空间；和

    — 多层印制板的内部绝缘。

    通过检查、测量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如果样品通过了热循环、潮湿处理和2.10.7规定的抗电

强度试验，则不需要测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具体如下：

    — 对绝缘化合物在导电件之间形成固体绝缘的元件，只对一个成品元件进行试验。试验完成后，

应进行检查，包括切片和测量。在绝缘化合物上不应有能影响其符合2.10.5.1要求的诸如裂纹或孔隙

存在。

    — 对绝缘化合物与其他绝缘部件间形成胶接接头的元件，应对3个样品直接在胶结接头处进行

抗电强度试验来检查连接的可靠性。如果元件使用漆包线绕组，则把金属箔或裸导线的线匝靠近胶接接

头放置。然后三个样品按如下进行试验：

    ·其中一个样品在热循环最后一个周期的最高温度试验后，立即进行5.2.2相关的抗电强度试

验，但试验电压值要乘1. 6,

    ·另外两个样品应在潮湿处理后承受5.2.2相关的抗电强度试验，但试验电压值也要乘1.6.

2.10.9 元件的外部接线端子

    2. 10. 1,2. 10. 2,2. 10. 3和2. 10.4条的要求适用于元件的外部接线端子之间的间距，除非这些间

距涂覆有满足2.10.6要求的涂层材料，包括满足质量控制要求，在附录R1中给出了示例。在这种情况

下，表2N的最小隔离距离（见2.10.6.1)适用于涂覆前的元件。在任意两个无涂层的导电部分之间，以

及涂层的外表面之间，应符合表2H, 2J, 2K和2L最小间隔要求。

    如果在接端上使用涂层材料，以增加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则这些接端应有合适的机械排列并有足

够的刚性，以保证在正常处置和装人设备时，以及在后续使用时，该接端不应发生变形从而造成涂层开

裂，或造成导电部分之间的间距减少到小于表2N的数值（见2.10.6-1).

    依照图F10，通过检查，以及按2. 10. 6. 2,2. 10. 6. 3,2. 10. 6. 4和2.10.6.5的试验顺序进行试验来

检查其是否合格。试验应在包括有元件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组件上进行。

    2.10.6. 6的耐划痕试验应采用专门制备的印制板样品按2.10.6.2对3号样品的规定来进行，除

非该印制板样品的导电部分之间的间隔距离应是组件中所使用的有代表性的最小间隔和最大电位差。

2.10.10 有不同尺寸要求的绝缘

    当变压器的绝缘在沿绕组长度上有不同的工作电压时，允许相应变化其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绝缘

穿透距离。

    注：上述结构的实例为一个30 kV的绕组，由多个骨架串接组成并在一个端子上接地．

3 布线、连接和供电

3.1 一般要求

3.1.1 电流额定值和过流保护

    设备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工作时，其内部布线和互连电缆的截面积应与它们预定要承载的电流相适

应，以便导线绝缘温度不会超过允许的最高温度。

    一次电源配电用的所有内部布线（包括汇流条）和互连电缆应采用额定值适当的保护装置，以防止

过流和短路．

    不直接在配电线路上使用的布线，如果表明不可能会出现本标准含义内的危险（例如：指示电路），

则不需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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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I 元件的过载保护装置也可以对相关的布线提供保护．

    2 根据减小的线径尺寸和导线的长度，连到电网电源的内部电路可能需要单独的保护。

    通过检查，以及根据适用的情况，通过4.5.1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2 机械损伤防护

    导线槽应光滑，而且应无锋利的棱角。导线应有适当保护，以保证这些导线不会接触到可能会损伤

导线绝缘的毛刺、散热片、活动零部件等。绝缘导线穿越的金属孔应具有光滑的经充分倒圆的表面，或者

装有衬套。

    如果绝缘出现任何击穿不会造成危险，或者绝缘结构具有良好的机械保护，则允许导线与绕线柱等

紧密接触。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3 内部布线的固定

    内部布线应以适当的方式连线、支撑、夹持或固定，以防止：

    — 在导线上和端接处产生过应力；

    — 端接处松动．

    一一 导线绝缘受到损伤。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4 导体的绝缘

    除2.1.1. 3 b)的要求以外，内部布线的每根导线的绝缘应满足2.10.5的要求，并能承受5.2. 2规

定的适用的抗电强度试验。

    如果电源软线的绝缘性能符合3.2.5规定的软线类绝缘性能，而该电源软线又在设备内作为外部

电源软线的延伸部分，或作为单独的电缆来使用，则就本条而言，该电源软线的护套可以认为有足够的

附加绝缘以满足3.1.4要求。

    注：关于绝缘颜色的要求见2.6.3.4.

    通过检查和评价有关绝缘耐压试验数据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未提供有关的试验数据，则应采用约lm长的样品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施加

相应试验电压的方法如下：

    — 对导线绝缘，采用IEC 60885-1:1987第3章给出的电压试验方法并针对所考虑的绝缘等级，

使用本标准5.2.2有关的试验电压；和

    — 对于附加绝缘（例如一组导线上的套管），试验电压应加在插人到该套管的导体与紧包在该套

管上、长度至少 100 mm的金属箔之间。

3.1.5 玻璃绝缘珠和陶瓷绝缘子

    导线上的玻璃绝缘珠和类似的陶瓷绝缘子：

    — 应适当固定或支撑，以使它们不会改变其位置而造成危险；和

    －－一 不应放置在锐利边缘或锐角＿卜。

    如果玻璃绝缘珠是处在挠性金属套管内，除非套管的安装或固定使得在正常使用时的移动不会产

生危险，否则玻璃绝缘珠应装人绝缘套管内。

    通过检查和必要时进行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将10N的力施加到绝缘子上或套管上，如果发生移动，应不会产生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

3.1.6 电气接触压力用螺钉

    如果需要电气接触压力，则螺钉与金属板、金属螺母或金属嵌装件的啮合应至少两个全螺纹。

    在涉及电气连接、包括保护接地连接的场合，或使用金属螺钉会损伤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场合，

不应使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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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会起到其他安全方面的作用，则这些螺钉应至少啮合两个全螺纹。

    注：保护接地连续性用螺钉要求见2. 6. 5. 7.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7 电气连接中的非金属材料

    如果金属零部件没有足够的弹性来弥补绝缘材料可能出现的任何收缩或变形，则电气连接包括保

护接地功能用连接（见2.6)在设计上应保证不使接触压力通过绝缘材料来传递。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8 自攻螺钉和螺距螺钉

    如果宽螺距螺钉（金属薄板螺钉）不能完全相互接触地夹紧载流零部件，又未装有适当的锁紧装置，

则该宽螺距螺钉不应用作载流零部件的电气连接。

    如果自攻螺钉（切削螺纹螺钉或挤压螺纹螺钉）不能攻出完整的标准机制螺纹，则不应用作载流零

部件的电气连接。另外，如果这种螺钉是要由用户或安装者来安装的，而且不能通过挤压作用形成螺纹

时，则也不应用作载流零部件的电气连接。

    注：保护接地连续性用螺钉要求见2. 6. 5. 7.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1.9 导体的端接

    导体应配备端接装置（例如：挡板或接头），其端接应使得导体和端接装置（如环形端子、扁型速连端

子等）在正常使用时不能发生位移而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到2.10规定值以下。

    可以使用锡焊、熔焊、压接、无螺纹（推人）或类似端接方法来连接导体，对于锡焊接端，导线应定位

或固紧，而不能单靠锡焊来保证导线固定在位。

    对于多路插头和插座，以及短路可能在不同情况发生处，应采取措施防止SELV电路或TNV电路

的零部件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接触，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是由于端子的松动或导线在端接处断裂而

造成的。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必要时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在其端接点附近的导线上施加ION的力，导线不应松开或在连接端子处转动而使所要求的爬电距

离或电气间隙降低到低于2.10要求的数值。

    就确认是否符合要求而言：

    — 假设两个独立的固定不会同时出现松动；

    — 用配有自锁垫圈或不可能松动的其他锁定装置的螺母或螺栓来紧固部件；

    注：弹簧垫圈或类似装置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锁定。

    满足要求的结构实例包括：

    — 导线和连接端子的紧缩安装套管（例如：热收缩套管，或合成橡胶套管）；

    — 对焊接的导线，除了焊接以外在端接处固定就位；

    — 对焊接的导线，只要导线穿过的孔不过大，在焊接前将导线钩在孔中；

    — 导线连接到螺钉端子上，并在压接端子附近进行附加固定，在多股导线情况下，这种附加固定

应能将导体和绝缘同时夹紧。

    — 导线连接到螺钉端子上，并提供不可能松动的端接装置〔例如压在导线上的环形接线耳），应

考虑这种端接装置的转动．

    — 当端接螺钉松动时，短硬导体仍固定在位。

3.1.10 布线上的套管

    如果在内部布线上使用套管作为附加绝缘，则应采用可靠的方法将套管固定在位。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认为符合本条要求的结构实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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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有将套管弄破或切开才能将套管取下；

    — 套管在两端均被夹紧；

    — 与导线绝缘紧密接触的热缩性套管；

    — 套管的长度选择不会使套管滑脱。

3.2 与交流电网电源的连接

3.2.， 连接装置

    为了安全和可靠地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设备应具有下列之一的连接装置：

    — 能与电源作永久性连接的接线端子；

    — 能与电源作永久性连接的，或能利用插头与电源连接的不可拆卸的电源线。

    注：在英国，某些设备的电源软线要求配备符合BS1363要求的插头。

    — 能连接可拆卸电源软线的器具插座；

    — 作为直插式设备一部分的电源插头．

    设备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插头应符合GB 1002的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2.2 多种电源连接

    如果设备具有多种电源的连接装置（例如不同电压／频率的电源，或作为备用的电源），则这种连接

装置的设计应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 对不同的电路，装有独自的连接装置；和

    — 各电源插头连接装置（如果有的话）如果误插会引起危险时，则它们应不能互换；和

    — 当一个或多个连接器断开时，能防止操作人员接触到ELV电路的裸露零部件或带危险电压

的零部件，例如插头接触件。

    通过检查，以及必要时使用图2A所示试验指（见2.1.1.1)进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2.3 永久性连接式设备

    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应具有下列任何一种连接装置：

    一一 符合3.3条规定的一组连接端子；或者

    — 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

    具有一组连接端子的永久性连接式设备：

    — 应在其安装位置上固定好后才能连接电源线；和

    －一 具有电缆人口、导管人口、敲落孔或密封盖，使其能连接各种相应类型的电缆和导管。

    对额定电流不超过16A的设备，其电缆人口应能适用于最大外径如表3A所示的电缆和导管。

                          表3A 额定电流簇16A的电缆和导管的尺寸

一(}lll}c})2345片士川
      注1：在一些国家要求使用括号中的尺寸。

      注2：在澳大利亚，有附加要求。

    供电源连接线用的导管人口，电缆人口和敲落孔的设计或位置应合理，以便装人导管或电缆后不会

    采用说明：

    1〕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连接设备到电源的插头应符合GB 100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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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防电击保护，或者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小到小于2.10的规定值。

    通过检查、实际安装试验以及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2.4 器具插座

    器具插座应符合下列所有要求：

    — 其安装固定或密封应保证在插入或拔出连接器（满足GB/T 11918,GB/T 11919或GB 17465
要求的器具插座可认为符合本条要求）时不可能触及到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

    — 其安装位置应保证连接器能毫无困难地插人；

    — 其安装位置应保证在插人连接器后，当设备置于平坦表面上处于正常使用的任何位置时，不

会依托在该连接器上。

    通过检查以及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来检查可触及性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2.5 电源软线

    连到交流电网电源上的电源软线应符合下列适用的要求：

    — 如果电源软线是橡皮绝缘，则应是合成橡胶的，而且该电源软线不应轻于GB 5023规定的通

用橡套软电缆（227 IEC 53);

    — 如果电源软线是聚氯乙烯绝缘的，则：

    ·对质量不超过3 kg使用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设备，该电源软线不应轻于GB 5023规定的轻型

聚氯乙烯护套软线（227 IEC 52);

    ·对质量超过3 kg使用不可拆卸电源线的设备，该电源软线不应轻于普通的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227 IEC 53)；

    ·对于使用可拆卸电源线的设备，该电源软线不应轻于GB 5023规定的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227 IEC 52)。

    注1：指定使用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设备，对设备重量未作限制。

    — 对于需要保护接地的设备，应包括使用绿黄双色绝缘的保护接地导体；和

    －— 电源软线的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表3B的规定值。

      注2：在澳大利亚有附加要求。

    通过检查、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对护套软线，要进行类似于GB 5023所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

否合格。但是，其中的曲挠试验，只对预定在正常使用时要移动的移动式设备的电源软线才需进行。

    注3：虽然护套软线不在GB 5023筱盖范围内，但进行GB 5023的有关试验。

    如果属于下列情况，则护套损伤是允许的：

    — 在曲挠试验时，护套未与任何导线接触，以及

    — 在曲挠试验后，样品能承受在护套与所有其他导线之间进行的抗电强度试验。

3.2.6 软线固紧装置和应力消除

    对使用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设备应装有软线固紧装置，以保证：

    — 导线的连接点不承受应力；和

    — 导线的外套不受磨损。

    将软线从后面推人设备，应不会达到可能使该软线或其导体或这两者受损的程度，或者使设备内部

零部件发生位移。

    对具有保护接地线的不可拆卸电源软线，其结构上应保证，如果电源线在其固紧装置中滑动，致使

导线承受拉力，则最后受力的应是保护接地导线。

    软线固紧装置应由绝缘材料制成或由具有符合附加绝缘要求的绝缘材料的衬套制成。但是，如果软

线固紧装置是一个电气连接到屏蔽电源软线的屏蔽层上的衬套，则该要求应不适用。电源软线的固紧装

置在结构上应保证：

    — 软线更换不会损害设备的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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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换软线时，消除应力的方法能一目了然；和

    — 不采用螺钉直接压在软线上来夹紧软线，除非软线固紧装置，包括由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而

且螺钉的尺寸与要夹紧的软线的直径尺寸相匹配；和

    — 不采用在软线上打结或用线将软线扎在一起；和

    — 软线相对于设备本身不能旋转到使机械应力施加到电气连接点上。

                                    表3B 导线规格

二
    通过检查以及连同给设备供电的电源软线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该软线应承受表3C规定的稳定拉力25次，拉力沿最不利的方向施加，每次施加时间为1 s,

    试验期间，软线不应受到损伤，可通过外观检查，以及在电源软线导体和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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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电强度试验来检验，试验电压对应于加强绝缘。

    试验后，软线的纵向位移量不应超过2 mm，该软线的连接处也不应有明显的形变。爬电距离和电

气间隙不应减小到小于2.10的规定值。

                                  表 3C 电源软线的物理试验

卜**MAI  MkgM< 11<M<4M>4十一一jiN3060100川
3.2.7 机械损伤的保护

    在设备内部或设备外表面上，或者在人口开孔或入口套管处，电源软线不应直接接触尖锐部位和切

割棱缘。

    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整个护套应穿过任何人口衬套或软线人口护套，一直伸人设备内，并应延伸

到超过软线固紧装置夹持件至少半个软线直径的距离。

    如果使用人口衬套，则应：

    — 可靠地固定；和

    — 不使用工具就不能拆卸。

    非金属外壳上的人口衬套应用绝缘材料制成。

    固定在非保护接地零部件上的入口衬套或软线人口护套应符合附加绝缘的要求。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2.8 软线护套

    对手持的或预定在操作时要移动的并使用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设备，在其电源软线人口开孔上

应装有软线人口护套，或者，软线人口或衬套应具有光滑圆形的喇叭口，喇叭口的曲率半径至少等于所

连接的最大截面积的软线外径的1.5倍。

    软线入口护套应：

    — 设计成能防止软线在进入设备的人口处的过份弯曲；和

    — 用绝缘材料制成；和

    — 采用可靠的方法固定；和

    — 伸出设备外超过人口开孔的距离至少为该软线外径的5倍，或者对扁平软线，至少为该软线

外形截面长边尺寸的5倍。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在必要时，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设备应与制造厂提供的软线一起

试验。

    设备的放置应使软线在不受应力时，该软线离开其软线套处的护套轴线450角。然后将质量等于

IOXD2 g的重物固定在软线的自由端，D（单位为mm）是随同设备一起提供的软线的外径，或者是随同

设备一起提供的扁平软线外形截面的短边尺寸。

    如果软线人口护套是由对温度敏感的材料制成的，则试验应在23士2̀C的温度下进行。

    对扁平软线，应使其在抗弯力最小的平面内承受弯曲。

    重物一经挂好，软线任何一处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1. 5 D,

3.2.9 电源布线空间

    在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内或使用普通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连接的设备内提供的电源布线空间，或者

构成这些设备一部分的电源布线空间应设计成：

    — 使导线能容易装人和连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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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保证导线无绝缘端不会从其接线端子脱开，或者万一脱开也不会与下列部件接触：

          ·未屏蔽接地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或

          ·手持式设备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和

    — 在装上盖子（如果有的话）前，能检验导线连接和布线位置是否正确；和

    — 在装上盖子（如果有的话）时，能保证不会出现损伤电源导线或其绝缘的危险；和

    — 当要接触接线端子时，盖子（如果有的话）无需使用专用工具就能打开．

    通过检查，以及使用3. 3.4规定的相应范围中截面积最大的软线进行安装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 外部导线用的接线端子

    3.3规定了交流电网电源导体和保护接地导体与设备连接的接线端子的要求。

3.3.1 接线端子

    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和使用普通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设备应装有利用螺钉、螺母或等效装置（见

2.6.4)来实现连接的端子。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2 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连接

    对使用专用的、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的设备，应采用具有可靠的电气和机械连接性能的、且设备在

正常负载条件下不超过允许的温度限值的任何一种方法，来实现电源软线的各导线与设备内部导线的

连接（见3.1.9),

    通过检查、以及测量连接处的温升（不应超过4.5.1的规定值）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3 螺钉端接

    夹紧外部电源导线的螺钉和螺母应具有符合ISO 261或ISO 262规定的螺纹，或应具有螺距和机

械强度与其相当的螺纹。（例如：统一标准的螺纹）。这些螺钉和螺母不应用来固定任何其他元件，但如

果内部导线作了适当安排，在固定电源导线时，不可能使这些内部导线错位，则这些螺钉和螺母也可以

用来夹紧内部导线，对于保护接地端子，见2.6.4.10

    如果装人设备的一个元件（例如开关）的端子符合3.3的要求，则该端子也可以作为外部电源导线

的接线端子来使用．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4 连接的导线的尺寸

    接线端子应能连接标称截面积符合表3D规定的导线。

    如果使用更大线规的导线，接线端子的规定应相应加大。

    通过检查、测量以及安装表3D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的截面积最小和最大的软线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表3D 接线端子能连接的导线的规格范围

一一;}   ,mm,1-2.51-2.51-2.51. 5--41. 5̂-42. 5--64̂-106̂-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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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接线端子的尺寸

    接线端子应符合表3E规定的最小尺寸的规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表3E 交流电网电源导线和保护接地导线的接线端子的规格

二口训
3.3.6 接线端子的设计

    接线端子在设计上应使其能以足够的接触压力将导线夹持在金属表面之间而不会损伤导线。

    接线端子的设计或配置应使夹持导线的螺钉或螺母在拧紧时，导线不会滑脱。

    接线端子应配置适当的固定导线的附件（例如螺母和垫圈）。

    接线端子的固定应使夹持导线的附件在拧紧或拧松时：

    — 接线端子本身不会松脱；和

    — 内部布线不承受应力；和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会减小到小于2.10的规定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7 接线端子的装配

    对普通不可拆卸的电源软线和永久性连接式设备的所有相关的交流电网电源端子，应相互就近固

定，并固定在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如果有的话）附近。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3.8 多股导线

    如果夹紧方法在设计上不能避免由于焊锡冷变形所造成接触不良的危险，则多股导线的端部不应

用软锡料，在导线承受接触压力的部位焊固。

    能弥补冷变形的弹簧接线端子认为符合本要求。

    仅防止夹紧螺钉转动认为不符合本要求。

    接线端子的设置、隔离保护或绝缘应保证在安装导线时，万一多股导线中的一根线脱开时，也不会

出现这根导线与下列零部件发生意外接触的危险：

    — 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或者

    — 与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仅用附加绝缘隔离的不接地的导电零部件。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但如果不是采用防止线束脱开的方法制备专用软线，则还要通过下列

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从具有适当标称截面积的软导线的端部剥去约8 mm长的绝缘层，使该多股导线中的一根线悬空，

然后将其余线束完全嵌人并夹紧在接线端子内．

    在不向后撕裂绝缘层的条件下，这根悬空的线应沿每一个可能的方向弯曲，但不要围绕隔离保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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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弯．

    如果导线带危险电压，则这根悬空线不应触及到可触及的任何导电零部件或与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连接的任何导电零部件，或者在双重绝缘设备的情况下，这根悬空线不应触及到仅用附加绝缘与可触及

导电零部件隔离的任何导电零部件。

    如果导线接在接地端子上，则这根悬空线不应接触任何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

3.4 交流电网电源的断接

3.4.1 一般要求

    设备应提供一个或多个断接装置，以便维修时能将设备与交流电网电源断开。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3.4.2 断接装置

    断接装置接触件的分开距离应至少为3 mm，当断接装置装在设备内时，应尽可能地靠近电源人

口处。

    如果功能开关能满足所有对断接装置的所有要求，则允许功能开关用来作为断接装置。但是，断接

装置的这些要求不适用于采取其他隔离措施的功能开关。

    允许使用的断接装置的例子有：

    — 电源软线上的插头；

    — 作为直插式设备部件的电源插头；

    — 器具藕合器；

    — 隔离开关；

    — 电路断路器；

    — 任何等效装置。

    注：符合GB 15092. 1要求的一些断接装置，可以作为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断接装置实例。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3 永久性连接式设备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除非按1.7.2规定附有安装说明书，说明相应的断接装置应作为建筑设施的

一部分来配置，否则断接装置应装在设备的内部。

    注：外部断接装置不要求随设备一起提供。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4 持续带电的零部件

      如果设备内断接装置电源侧的零部件在该断接装置断开时仍然带电，则该零部件应加隔离保护，

以防止维修人员意外接触。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5 软线上的开关

    隔离开关不应安装在软线上。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6 单相设备

    对于单相设备，断接装置应能同时断开两个极。但当可以借助标识辨认电网电源中线时，也可以使

用单极断接装置来断开相线。

    对于提供单极断接装置的设备，在安装说明书应说明如果使用设备的场所的电网电源不能分辨出

中线，则应在建筑设施中提供附加的双极断接装置。

    注：需要使用双极断接装置的三个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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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r 配电系统供电的设备．

        — 通过可正反接插的器具悯合器或可以正反接插的插头供电的可插式设备（本身用来作为断接装置的器具

              辐合器或插头除外）；

        — 由无极性的电源插座供电的设备．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7 三相设备

    对于三相设备，断接装置应能同时断开电网电源的所有相线。

    对于需要中线与IT配电系统连接的设备，其断接装置应是一个四极断接装置，并且可以断开所有

相线和中线。如果设备中未提供这个四极断接装置，则安装说明书中应规定必须把它作为建筑设施的一

个部分提供这种装置。

    如果断接装置断开中线，则同时也应断开所有的相线。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8 作为断接装置的开关

    如果断接装置是安装在设备内的开关，则应按1.7.8的要求，标出该开关的“通”和“断”位置．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9 作为断接装置的插头

    如果电源软线上的插头用来作为断接装置，则安装说明书应符合1.7.2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10 互连设备

    如果各自具有电源连接端的一组设备互连，其连接方式有可能在这些设备之间传递危险电压或危

险等级的能量时，则应装有断接装置，以便在对所考虑的设备进行维修时，能断开可能被触及到的危险

零部件，否则对这些零部件应具有隔离保护，并加上适当的警告标签。另外，在每台设备上应设置明显的

标牌，就如何断开设备的各个电源作相应的说明。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4.11 多个电源

    如果设备是从一个以上的电源 （例如，不同电压频率的电源或者作为备用的电源）来供电的，则应

在每一个断接装置上提供明显的标记，就如何断开设备的所有电源作相应的说明。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5 设备的互连

3.5.1 一般要求

    在设备预定要电气连接到其他设备时，应选择这样的互连电路，即在进行设备之间的连接后，能继

续符合2. 2对SELV电路的要求，以及2. 3对TNV电路的要求。

      注

    1 通常是通过SELV电路到SELV电路的连接以及TNV电路到TNV电路的连接来实现的。

    2 只要互连电路是按本标准要求相互隔离的，则允许用一根互连电缆来控制一种类型以上的电路（(SELV电路、

        限流电路、TNV电路、ELV电路或危险电压电路）．

3.5.2 互连电路的类型

    每个互连电路应是如下类型之一：

    — SELV电路或限流电路；或

    — TNV-1,TNV-2,TNV-3电路；或

    — 危险电压电路。

    除了3.5.3允许的以外，互连电路不应是ELV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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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3.5.3 作为互连电路的ELV电路

    如果附加设备是专门附加到主（基本）设备（例如复印机的分页器）上的，则在这些设备之间允许

ELV电路作为互连电路，只要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仍能继续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 结构要求

4．1 稳定性

    在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各设备单元和设备结构上引起的不稳定性不应达到会给操作人员和维修人

员带来危险的程度．

    如果各设备单元设计成要在现场固定在一起的，而且不单独使用，单个设备单元的稳定性可从4.1

的要求中免除。

    当某个设备单元的安装说明书中规定，整个设备在工作前要固定在建筑物构件上，则4.1的要求不

适用。

    在操作人员使用的条件下，如果需要，该稳定装置应随着抽屉、门等的打开自动起稳定作用。

    在维修人员执行操作期间，如果需要，该稳定装置应自动起稳定作用或提供一个标记以告诫维修人

员使用稳定装置。

    在适用的情况下，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每一项试验应单独进行。试验时，设备的各箱

柜应在其额定容积范围内装人能产生最不利条件的定量物件．如果在正常操作设备时要使用脚轮和支

撑装置，则应使各脚轮和支撑装置处在最不利的位置上，使轮子和类似装置锁定或被阻。但是，如果脚轮

只用来搬运设备以及安装说明书要求支撑装置在安装后放低，则试验中，使用该支撑装置（不使用脚

轮），并将该支撑装置置于最不利位置，与设备的自然水平一致。

    — 当使设备相对于其正常垂直位置倾斜100时，该设备不应翻倒。在进行本试验时，门、抽屉等应

关紧。

    — 对质量等于或大于25kg的落地设备，在距离地面不超过2m的高度上，沿任意方向（除向上

的方向外）对设备施加一大小等于设备重量20％的力，但不大于250N，同时操作人员或维修人员预定

要打开的所有门、抽屉等应按照安装说明将其处于最不利位置，该落地设备不应翻倒。

    — 对落地设备，在距离地面最高可达lm的高度上，将一800N恒定向下的力施加到能产生最大

力矩点的长宽尺寸至少分别为12. 5cm X 20cm的任何水平表面上，该设备不应翻倒。在进行本试验时，

门、抽屉等应关紧。该800N的力可通过一个具有大约12. 5cm X 20cm平面的适当的试验工具施加，将

试验工具的完整平面与EUT接触来施加向下的力。试验工具不需要完全接触不平坦的表面，例如：有

槽的或弧形表面。

4.2 机械强度

4.2.1 一般要求

    设备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而且在结构上应能保证在承受可以预料到的操作时维持本标准含义

范围内的安全。

    如果外壳提供了机械防护，对于为满足4. 6.2要求而提供的内部档板、罩或类似物则不要求进行机

械强度试验。

    机械防护外壳应做得十分完备，使得由于发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而可能从运动零部件上松脱、分离或

甩出的零部件能被挡住或使其转变方向。

    通过结构检查和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必要时通过4.2.2至4.2.7规定的有关试验来检验其合格性。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一2001

    对手柄、操纵杆、旋钮、阴极射线管的屏面（见4.2-8)或对指示装置或测量装置的透明或半透明罩

子，如果卸下手柄、操纵杆、旋钮或这种罩子，用图2A的试验指（(2.1.1.1)不会触及到带危险电压的零

部件，则不进行本试验。

    在进行4.2.2, 4. 2. 3和4.2.4试验期间，接地的或不接地的导电外壳不应桥接那些之间存在危险

能量等级的零部件，还不应和可能带有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接触．在带有危险电压的零部件和外壳之

间，如果电压超过1000 V交流或1500 V直流，接触是不允许的，应具有空气间隙。该空气间隙应具有的

最小尺寸等于2.10.3规定的基本绝缘的最小间隙或者承受5. 2.2相关的抗电强度试验。

    在进行4. 2.2到4.2.7的试验后，样品应连续符合2.1.1,2.6.1,2.10,3.2.6和4.4.1的要求，而

且不应出现会影响安全装置（例如热断路器、过流保护装置或联锁装置）正常工作的迹象。如有怀疑，则

还应对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按 5.2. 2的规定进行抗电强度试验。

    不影响安全或防水性能的修饰层出现损伤、龟裂、凹痕和掉落碎片，以及纤维增强的模压件表面的

裂纹等应忽略不计。

    注：如果单独采用一个外壳或采用一个外壳的一部分进行试验，则可能需要将这些部件重新装到设备上，以便检

        验其是否合格。

4.2.2 10 N的恒定作用力试验

    除了作为外壳（见4. 2. 3和4. 2. 4 )用的零部件以外的元件和零部件应承受ION土IN的恒定作

用力。

    合格判据按4.2.1,

4.2. 3 30 N的恒定作用力试验

    安装在操作人员接触区内的并由满足4.2.4要求的罩或门来保护的外壳零部件应承受30N士3N

的恒定作用力持续5s。该作用力通过图2A（见2.1.1.1)的无关节直式试验指施加到设备上的或内部的

零部件上。

    合格判据按4.2.1,

4.2.4 250 N的恒定作用力试验

    外部防护罩应承受250 N士10 N的恒定作用力持续5s，该作用力通过一直径为30 mm的圆形平

面的试验工具依次施加到已安装在设备上的防护外壳的顶部、底部和侧面上。但是，该试验不施加到质

量超过18 kg的设备外壳的底部。

    合格判据按4.2.1,

4.2.5 冲击试验

    除4. 2. 6规定的设备外，如果设备外壳的外表面损坏会触及危险零部件，则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

    样品可取完整的外壳或能代表其中未加强的、面积最大的部分，该样品应以其正常的位置支撑好。

用一个直径约50 mm、质量500g士25g、光滑的实心钢球，使其从距样品垂直距离为1. 3 m（见图4A）处

自由落到样品上。（垂直表面不做本试验）。

    此外，为了施加水平冲击力，将该钢球用线绳悬吊起来，并使其象钟摆一样，从垂直距离为1. 3 m

处摆落下来（见图4A) ,（水平表面不做本试验）。另一种方法是将样品相对于该样品每个水平轴面转角

90,，用钢球跌落作为垂直冲击试验。

    试验不应施加到设备的平板显示屏或平板玻璃上（例如：复印机）。

    合格判据按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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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球起始位皿 一口一

  三默赢
                                  图4A 钢球冲击试验

4.2.6 跌落试验

    如下的设备应承受跌落试验：

    — 手持式设备；

    — 直插式设备；

    — 可携带式设备；

    — 质量等于或小于5 kg并预定和如下任一种附件一同使用的台式设备：

    ·软线连接的电话听筒；

    ·其他手持的有传音功能的有线附件；或

      ·耳机。

    用一完整设备样品，以可能对其会造成最不利结果的位置跌落到水平表面试验台上，样品应承受二

次这样的冲击。

    跌落的高度应为：

    一一对于r_述的台式设备为750 mm士10 mm;

    — 对手持式设备，直插式设备和可携带式的设备为1 000 mm士10 mm,

    水平表面试验台应是由至少13 mm厚的硬木安装在两层胶合板上组成，每一层胶合板的厚度为

19̂-20 mm，然后放在一水泥基座上或等效的无弹性的地面上。

    合格判据按4.2-1.

4.2.7 应力消除

    模压或注塑成形的热塑性塑料外壳的结构，应能保证外壳材料在释放由模压或注塑成形所产生的

内应力时，该外壳材料的任何收缩或变形均不会暴露出危险零部件，也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小

到低于所要求的最小值。

    通过第A10章的应力消除处理，或者检查外壳的结构和检查所提供的试验数据来检验其是否合

格。

    如果进行应力消除处理，4.2.1的合格判据适用。

4.2.8 阴极射线管的机械强度

    如果装在设备上的阴极射线管最大屏面尺寸超过160 mm，则该阴极射线管或该设备，或者这两者

应符合GB 8898中对阴极射线管机械强度和内爆防护的要求。

    通过检查、测量和按GB 8898规定的有关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2.9 高压灯

    高压灯的机械防护外壳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能挡住高压灯的爆炸物，以便在正常使用或操作人员维

修时，减少对设备附近的操作人员或其他人员造成危险的可能。

    就本标准而言，高压灯是指在冷态时其灯内压力超过0. 2 MPa，或者在工作时其灯内压力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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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MPa的一种灯。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2-10 墙上或天花板上安装的设备

    预定安装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的设备，其安装装置应是可靠的。

    通过检查结构和检查所提供的数据，或者必要时通过如下的试验来检验其合格性。

    设备应按制造厂商的安装说明进行安装。然后用除设备重量外的一个力通过设备的几何中心向下

施加1 min。该附加的力应等于3倍设备的重量但不小于5O N，设备和它相关的安装装置在试验期间应

保持在位。

4.3 结构设计

4.3.1 棱缘和拐角

    如果设备上的棱缘和拐角因安置或使用设备时可能会给操作人员带来危险时，应将这些棱缘或拐

角倒圆和磨光

    该要求不适用于设备的正常功能所要求的棱缘或拐角。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3.2 把手和手动控制装置

    如果把手、旋钮、夹具、操纵杆等松动会引起危险时，则应以可靠的方式固定，以便使它们在正常使

用时不会松动。除了自固化的树脂外，使用灌封胶和类似的化合物来防止转动被认为是不符合要求的。

    如果把手、旋钮等是用来指示开关或类似元件转换位置的，而且如果它们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会引起

危险时，则应保证使他们不可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

    通过检查、手动试验和施加下列规定的轴向作用力1 min，试图拉脱把手、旋钮、夹具或操纵杆来检

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这些零部件的形状能使其在正常使用时不可能受到轴向拉力，则试验时的轴向作用力应为：

      对电气元件的操纵装置，15N；和

    其他情况下，20 N o
      如果这些零部件的形状可能使其承受拉力，则试验时的轴向作用力应为：

      对电气元件的操纵装置，30 N；和

    其他情况下，50 N,
  4.3.3 可调节的控制装置

      对选择不同交流电源电压的控制装置的手动调节，如果不正确的设定或无意的调节会引起危险，则

  该设备在构造上应确保使用工具才能手动调节。

      注：有关电源电压调节的标记要求见 1.7.4,

      通过手动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3.4 零件的固定

      如果螺钉、螺母、垫圈、弹簧或类似零件的松动会引起危险，或跨越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电气间隙

  或爬电距离减小到小于2.10规定的值，则它们应充分固定以承受正常使用所产生的机械应力。

      注1：有关导线固定的要求见 3.1.9,

      通过检查、测量和手动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在评定其是否合格时：

      — 假定两个独立的紧固件不会同时发生松动；和

      — 假定零部件是用装有自锁垫圈或其他锁定装置的螺钉或螺母紧固的，而且是不易发生松动的。

      注2：弹簧垫圈等可以起到符合要求的锁紧作用。

  4.3.5 插头和插座的连接
      系统内由制造厂商生产的单元或要由操作人员或维修人员来使用的插头和插座，不应以误插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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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产生危险的方式来使用。尤其是对于SELV电路或TNV电路，不应使用符合GB 1002或
GB 174“的连接器。为了满足本要求，可以采用锁键、定位销，或者将只能由维修人员接触的连接器标
上清晰的标记。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3.6 直插式设备

    直插式设备不应使插座承受过大的应力，电源插头部分应符合有关电源插头的标准。
    通过检查，以及必要时，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设备应按正常使用情况，插人到一个已固定好的按制造厂指定形状的插座上，该插座可以围绕位于
插座啮合面后面8 mm的距离处与管形接触件中心线相交的水平轴线转动。为保持啮合面处于垂直平
面内而必须加到插座上的附加力矩不应超过0.25N"m,

      注

    1在澳大利亚，按照AS/ NZS3112来检验其合格性。

      2 在英国：

        — 使用符合BS 1363要求并带有接地接触件的插座进行转矩试验；

      一 对直插式设备插头部分的评价，除了12.17的试验在小于125℃下进行以外，均按照BS 1363第1部分：
            12.1,12.2,12.3,12.9,12.11,12.16和12.17进行。

4.3.7 接地设备中的发热元件

    为了安全而接地的设备中的发热元件应进行保护，以便在发生接地故障的情况下，能防止因发热元
件过热而产生着火危险。在这种设备内，如果有温度敏感装置，则应安装在给发热元件供电的所有相
线中。

    温度敏感装置还应能断开下列每个设备的中线：

    a)由IT配电系统供电的设备；

    b)通过可正反接插的电器连接器或可正反接插的插头供电的可插式设备；
    。）由无确定极性插座供电的设备。

    在b）和“）的情况下，在一根导线上接恒温器，而在另一根导线上接热断路器就可以满足要求。
    不要求同时断开相线。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合格性。

4.3.8 电池

    注1：标记或说明的要求在1.7.15中给出。

    使用电池的设备在设计上应保证在正常条件下和设备中出现单一的故障（见1.4.14)、包括设备电
池组件内电路的故障后，能减少着火、爆炸和化学泄漏的危险。对使用者可更换的电池，如果极性接反可
能导致危险，则在设计上应减少极性接反的可能。
    电池电路在设计上应保证：

    — 电池充电电路的输出特性与它的可再充电的电池特性相一致；和

    一 对不可再充电的电池，应防止以超出制造厂商推荐的速率放电和无意识的充电；和
    一 对于可再充电的电池，应防止以超出制造厂商推荐的速率充电和放电，以及反极性充电。
    注2,当充电电路的极性接反时就会出现可充电电池的反极性充电，结果助长了电池放电。

    通过检查以及通过对由设备制造厂商和电池制造厂商提供的有关充放电速率的数据的测定来检验
其合格性。

    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数据，通过试验来检验其合格性。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本来就安全的电池不按照
这些条件进行试验。对于消费类、不可再充电的碳锌或碱性电池被认为在短路情况下是安全的，因此不
进行放电试验，这样的电池在贮存条件下也不进行泄漏试验。

  设备中提供的、或制造厂推荐用于设备的新的不可再充电的电池或充满电的可充电电池应用来进
行如下的每一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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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评定可充电电池的过充电时，电池应依次在如下每一条件下充电一个周期（(7 h)

    ·电池充电电路调节到它的最大充电速率（如果这样的调节存在）；紧接着

    ·在充电电路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单一元器件失效会导致电池的过充电。和

    — 在评定不可再充电电池的无意间充电时，电池应在任何单一元器件失效的情况下充电7h，这

种可能发生的元器件失效将会导致电池的无意间充电；和

    — 在评定可充电电池的反极性充电时，电池应在任何单一元器件失效的情况下充电7h，可能发

生的这种元器件失效将会导致电池的反极性充电，和

    — 在评定任何电池的超放电速率时，电池应在受试电池的负载电路中开路或短路任何限流或限

压元器件的情况下承受快速放电。

    注3：规定的某些试验对在进行这些试验的人来说可能是有危险的，应针对可能的化学或爆炸危险采取各种相应的

          措施以保护试验人员。

    这些试验不应导致如下的任一情况：

    — 由于电池盒（盖）的龟裂、断裂或爆裂引起的化学泄漏，而严重地影响要求的绝缘；或

    — 由于电池爆炸而导致人身伤害；或

    — 火焰蔓延到或熔融的金属掉落到设备外壳的外侧。

    在完成这些试验后，设备应承受5.3.8. 2的抗电强度试验。

4.3.9 油液和滑脂

    如果内部布线、绕组、整流子、滑环等零部件和一般的绝缘是暴露在油液、滑脂或类似物质中的，则

这类绝缘应能在这些条件下有足够抗劣变的性能。

    通过检查以及对绝缘材料数据的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3.10 灰屑、粉末、液体和气体

    会产生灰屑（例如纸屑）的设备，或者使用粉末、液体或气体的设备，在构造上应使这些物质不会形

成危险浓度，也不会在正常工作、贮存、加料或排放时，由于凝结、蒸发、泄漏、溢流或腐蚀而引起本标准

含义范围内的危险。特别是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减小到小于2.10的要求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如果在添加液体时，该液体溢流会影响到电气绝缘，则应通过

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而对可燃液体，则还应进行4.3.12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按设备安装说明书的规定，将设备准备好待用，但不通电．

    设备的贮液容器应完全加满制造厂规定的液体，然后再以不少于1 min的时间，平稳地加入等于贮

液容器容量15写的液体。对容量不超过250 mL的贮液容器，以及对无排放装置和加人液体时不能从外

面观察的贮液容器，则应以不少于1 min的时间，平稳地再加人等于贮液容器容量的液体。

    经本处理后，应针对可能已溢流有液体的任何绝缘，立即使设备承受5.2.2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

然后进行检查，其结果应表明溢流的液体未引起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

    在进行后面的任何电气试验之前，设备允许在试验室正常环境中放置24 h,

4.3.们 液体或气体的容器

    对正常使用时装有液体或气体的设备，应装有能防止压力过大的适当的安全保护装置．

    通过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当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3.12 可燃液体

    如果设备中使用可燃液体，除了设备工作所需限量的可燃液体外，应将可燃液体保存在密封的储

液箱内。设备中储存的可燃液体的最大容量一般不应超过5L。但是，如果8h消耗的液体大于5L，则

贮存的容量允许增加到8h工作所需的容量。

    对用来润滑的或者用于液压系统的油液或等效液体，其闪燃点应不小于149'C，而且其液箱应做成

密封结构。液压系统应装有油液膨胀装置，而且还应装有压力泄放装置。本要求不适用于加人摩擦部位

的、油量不足以助长燃烧的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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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以下给定的条件下，对如印刷油墨等可添加的液体，其闪燃点应等于或大于60'C，而且不应

处于足以引起气化的过压状态。

    如果可添加的可燃液体，其闪燃点低于60℃或处于足以引起气化的过压状态，但经过检验证明，该

液体不会产生液雾，或者不会形成可能引起爆炸或着火危险的可然气化物与空气的混合物，则这种可添

加的可燃液体可以使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如果使用可燃液体的设备在点燃源附近产生可燃气化物与

空气的混合物，则该可燃气化物与空气的混合物的浓度，不应超过爆炸限值的25 0o，如果设备不在点燃

源附近产生可燃气化物与空气的混合物，则该混合物的浓度不应超过爆炸限值的50%。检验时，还应注

意检查液体输送系统的完整性。液体输送系统应装有适当的罩子或做成适当的结构，以便即使承受

4.2.5规定的试验条件也能避免引起着火或爆炸的危险。

    通过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设备应按4.5.1的规定工作，直到其温度达到稳定为止。在这一条件下，应按制造厂商操作说明书

规定的正常方式对设备进行操作，然后从电气元件附近和设备周围的大气环境中取样，以便测定存在于

该大气环境中的可嫩气化物浓度。

    各次大气取样应每隔4 min进行一次，在正常工作时应进行四次取样，在设备停止工作后进行七次

取样。

    如果设备停止工作后，可燃气化物的浓度在增加，则应继续每隔4 min进行一次取样，直到检测表

明浓度在减小为止。

    如果设备中的任何一个风扇停止运转，从而可能会使设备处在异常工作时，则在进行可燃气化物浓

度合格试验时，应模拟这一情况。

4.3-13 辐射

    能产生电离辐射或紫外线的、或使用激光的设备，或者会出现类似危险的设备，在设计上应能防止

人体受到有害的影响，以及能防止起安全作用的材料受到损坏。

    对电离辐射，通过附录H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对使用激光的设备，应按照GB 7247. 1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对其他型式的辐射，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注：对紫外线辐射的要求正在考虑之中．

4.4 危险的运动部件的防护

4.4.， 一般要求

    设备的危险运动部件，例如具有潜在危害的运动部件，其安置、封罩或隔挡应能提供足够的防护以

防止人身伤害。

    自动复位热断路器或过流保护装置、自动定时起动器等，如果它们意外复位会引起危险时，则不应

安装这种装置。

    通过检查以及按照4. 4. 2,4. 4. 3和4.4.4进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4.2 操作人员接触区的防护

    在操作人员接触区内，应通过适当的结构来提供保护以减少接触危险运动部件的可能，或者将运动

部件安装在具有机械的或电气的安全联锁装置的外壳中，当接触时，危险将消除。

    如果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的接触要求，那么允许设备按预定功能使用，只要是如下几种情况，接触

是允许的：

    — 在工作过程中直接涉及的危险的运动部件（例如：切纸机的移动部件）；和

    －－一运动部件涉及的危险对操作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和

    — 按如下进行附加的措施：

    ·应在操作说明书中提供声明，并将标记固定到设备上，声明和标记均含有如下的或类似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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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告

                                        危险的运动部件

                                    手指和人体不要靠近

    ·对可能造成手指、饰物、衣服等卷入运动部件的地方，则应装有某种装置能使操作人员停止这些

        运动部件。

    警告标签、以及在适用时所采用的运动部件的终止装置应设置在从伤害危险最大的地方能易于看

到的和接触到的明显位置上。

    通过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通过图2A的试验指（见2.1.1.1)在拆下操作人员可拆卸的零部件，将操作

人员可触及的门和罩打开后进行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除了按上述规定采取附加措施以外，用试验指试验时，在不加明显外力的情况下，从各个可能的方

向都应不可能接触到危险的运动部件。

    对防止图2A的试验指（见2.1.1.1)进人的孔洞，则应进一步用一种直的无转向关节的试验指施加

30 N的力来进行试验，如果这种试验指能进人孔洞，则重新使用图2A的试验指（见 2.1.1.1)进行试

验，但此时要用不大于30 N的力将试验指推入孔洞。

4.4.3 受限制接触区的保护

    对安装在受限接触区的设备，4.4.2中的要求和合格判据也适用。

4.4.4 维修接触区的保护

    在维修接触区内，应提供保护以使得在对设备的其他零部件进行维修操作期间，不可能无意识地触

及危险的运动部件。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5 发热要求

    4. 5规定的要求能防止：

    — 可触及零部件超过某一规定的温度；和

    — 元器件、零部件、绝缘和塑料材料超过可能会降低设备预期寿命的正常使用期间的电气、机械

或其他性能的温度。

    应考虑长期使用时某些绝缘材料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可能会长期受到不利的影响（例如受到低

于正常软化点的温度下挥发的软化剂的影响），见2.9.1,

4.5.1 温升

    应选择适用于元器件和设备的材料，使得在正常负载下工作时，温度不会超过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

安全值。

    对工作在高温下的元器件应有效地屏蔽或隔离，以避免其周围的材料和元器件过热。

    通过对材料数据表的检查以及按照1.4.12和1.4.13测量和记录温升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按1.4.5要求的条件，设备或设备的零部件应在正常负载条件下按下列规定工作：

    — 连续工作，直到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和

    — 间断工作，直到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通”和“断”的时间间隔应为额定值；

    一一 短时工作，工作时间为额定工作时间。

    只要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试验条件与设备的使用条件一致，可单独进行试验。

    嵌人安装、台架安装的设备或者组装在较大设备中的设备，应在制造厂安装说明书中所允许的最不

利的实际条件或模拟条件下进行试验．

    如果电气绝缘（除绕组绝缘以外，见1.4.13)失效会引起危险，则应在该绝缘的表面靠近热源的某

一点上测量其温升，见表4A。在试验期间：

    — 热断路器和过流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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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恒温器可以动作，但不能中断设备的正常工作；

    — 限温器允许动作；

    — 密封化合物（如果有的话）不应流溢。

    温升不应超过表4A中第1和第2部分的规定值。

                                表4A 温升限值 第1部分

乡二一
                                表4A 温升限值 第2部分

誉}}}3},K4X9}afl7  J}   J}tJ J}}h#L  ,*6,a*                       35              45              6030              40              5071t**mmlqj 0J***Aw"                                      45              55              70}A}}      l} J h ; P4 AM"                                45              55              70A 4A(jO 1 %5},JO 214S}):i110 K,2) P-*#$}OftK(A,E,B,F N H fR)rcf GB/T 11021 1}]Xjjf,3) FJ1-T                                                                          4.5.2 MUZo4) } 'f }}fT7A} i b'c JFJ,RJ"T     50 mm                              75 Ke5) Rf  - 'JYf  .J    t  h '%I}}h   ( '  VA 1WOZAAMIR0gi3l.6) }ti}Bfg;d Mfg 09$J 4 }L"        kJtATAif'#:-Av**el iE0**lP 4,Avie.mf ft $I4AAA09. Rfa w q viz, tw*mn(GB/T 5465.2-5041).一
    指定安装在受限接触区的设备，除了外部金属件明显设计为散热片或者带有可见的警告标记，允许

65K的温升外，表4A第1和第2部分的温升限值均适用。

4.5.2 耐异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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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安装上带危险电压零部件的热塑性塑料件应能耐异常热。

    使该塑料件按照IEC 60695-10-2承受球压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如果根据对该材料物理特性的

检查已清楚表明该材料能满足本试验的要求，则本试验不必进行。

    试验应在加热箱内进行，试验温度要比在进行4.5.1试验时所测得的该塑料件的最高温升高

40士2K．但是，支撑一次电路零部件的热塑性塑料件应在至少为125'C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4.6 外壳的开孔

    预定多于一个方向使用的设备（见1.3.6)4.6.1和4.6.2的要求在每个适当的方位上均适用。

    注：涉及外壳开孔的附加要求见2.1.1.

4.6.1 顶部和侧面开孔

    除可携带式设备的外壳（见4.6.4)以外，外壳顶部和侧面的开孔的配置和构造应使得外来物进人

开孔不可能接触裸露零部件而产生危险。

    注1：危险包括能量危险以及由于桥接绝缘或由操作人员触及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例如通过金属饰物）而产生的

          危险。

    如果设备的开孔在门、面板、盖关闭或就位时满足要求，那么安置在操作人员能开启或移开的门、面

板、盖等后面的开孔则不要求满足上述要求。

    如果防火防护外壳侧面的某一部分是在按图4E以5-夹角投影出的面积内，则4. 6.2关于防火防

护外壳底部开孔的尺寸限制也适用于防火防护外壳侧面上的这一部分．

    通过检查和测量检验其是否合格，除了防火防护外壳侧面部分要符合4.6.2要求（见上一段）外，如

下的任一条均认为满足要求（不排除其他结构）：

    — 在任何方向上的尺寸不大于5 mm的开孔；

    — 宽度不超过1 mm（不管多长）的开孔；

    — 防止垂直进人的顶部开孔（见图4B的示例），

    — 提供的百叶窗形状的侧面开孔使外部垂直掉落物向外偏离（见图4C的示例）；

  一＼ 广＼ 广＼／一－一－ 门 曰 门 「

    ＼习＼对＼灯 口山山
                                      栩斜开孔 垂直开孔

                        图4B 防止垂直进人的开孔截面结构设计实例

          I，’ 书、s0
                                rbr ， bL． 内侧 ．’ 外翻                  内． I 洲                             raio      I ‘’－

                                  I                    I

                                月 1 1

                                II                    I  I

            、廿／’ 。‘｝
                                      向外凸出 向内凸出

                              图4C 百叶窗结构实例
    — 顶部或侧面开孔如图4D所示非垂直安置，或在开孔L的尺寸范围内以50角垂直投影所限定

的体积内、裸露的导电零部件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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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危险电压；或

    ·防止2.1.1.5含义范围内的能量危险．

    注2：图4B,4C,4D和4E的示例不指定用于制图，但仅用图示说明这些要求的内容。

Aa CcI 外侧

外’嵘 ／．
    注：图4D中个符号表示为：

        A— 外壳侧面开孔；

        B— 侧面开孔边缘的垂直投影；

        C— 倾斜线，它以偏离侧面开孔的边缘 50的方向投影到距B为E的点上；

        D一 是在与外壳侧壁为同一个平面中直接向下的投影线；

        E— 开孔投影（不大于L);

        L— 外壳侧面开孔的最大尺寸．

        V— 容积，在其内应不存在带有危险电压的裸露部件或能量危险（见 4.6.1).

                                    图4D 外壳的开孔

4.6.2 防火防护外壳底部

    防火防护外壳底部或独立的挡板应能在所有那些在故障条件下可能会喷出一些物质引燃支撑表面

的内部零部件（包括仅作了局部密封的元器件或组件）的下面具有防护作用。

    注：不要求防火防护外壳的零部件见4.7.2.2,

    防火防护外壳的底部或挡板的安装位置应符合图4E的规定，其面积不应小于图4E的规定，而且

应该是水平板、鱼鳞板或做成能具有等效防护作用的其他形状。

    底部开孔应装有防护板、屏网等来加以防护，以便使熔融的金属、燃烧的物质等不能掉落在防火防

护外壳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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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OOOOO}_                                         OOOO50                     50̂                            \
    注：图4E中各符号表示为：

        A— 元件部分，在该部分的下方（例如在可能掉出嫩烧颗粒的元器件或组件上那些开孔的下方）需要装有防火

              防护外壳。如果元器件或组件本身无防火防护外壳，则需要受保护的区域应是该元器件或组件所占据的

              整个区域．

        B- A所占据的区域在防火防护外壳最低点的水平面上垂直投影的轮廓线。

        C－一 用以在与B同一平面上划出轮廓线D的斜线。当斜线在围绕轮廓线B移动时，要使该斜线与沿A的各开

              孔周边每一点的垂线方向成50夹角来划轮廓线，而且该斜线的方向应取能划出最大面积的方向。

        D— 防火防护外壳底部的最小轮廓线．防火防护外壳侧面的某一部分，如果处在由50角斜线划出的范围内，则

              这一部分也认为是防火防护外壳底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4E 局部封装元件或组件的防火防护外壳底部实例

    4.6.2的要求不适用于：

    — 包含在4.6.4中的可携带式的设备；或

    — 预足仅在受限接触区使用、并安装在混凝土地面或其他不易燃表面上的驻立式设备。这样的设

备应作如下的标记：

                              仅适宜安装在混凝土或不易姗的表面上

    通过检查，以及在必要时通过第A5章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下列结构被认为满足本要求，不需要进行试验：

    — 防火防护外壳的底部不开孔；

    — 其本身符合防火防护外壳（见4.2.1)要求的内挡板、屏网或相似的隔挡物下面的任何尺寸的

底部开孔；

    — 在用可燃性等级为V-1级或HF-1级材料制造的元器件和零部件下面的底部开孔，每个孔的

面积不大于40 mm';
    — 挡板结构符合图4F的规定；

    — 防火防护外壳金属底部符合表4B中任何一行的尺寸限值，

    — 金属底部屏网的中心线间距不大于2 mm，而且金属丝直径不小于。.4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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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板（可以位于防火肺护外

                                                    防火防护外壳的底部产

                                    图4F 挡板结构

                      表4B 防火防护外壳金属底部开孔的尺寸和间距

了一下
4.6.3 防火防护外壳上的门或盖

    防火防护外壳包含有能通向操作人员接触区的门或盖，它们应符合下列a), b)或。）之一的要求：

    a)门或盖应装有联锁装置，以便能符合2.8的要求；或

    b)预定日常由操作人员来打开的门或盖，应同时符合下列两个条件：

      ·门或盖应是操作人员无法从防火防护外壳上拆下的；和

      ·门或盖应装有能在正常工作时使其关紧的装置；

    。）预定操作人员仅偶然使用的门或罩，例如为安装附属件，应允许折下，但是设备使用说明应包括

正确拆卸和更换门或罩的方法。

    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6.4 可携带式设备的开孔

    对由于小的金属物，如钢纸夹或钉书钉在可携带式设备携带期间在其内部活动而引起着火的危险，

应采取措施将这样的物体进人设备并桥接未按照2.5加以限制的电源供电的裸露零部件的可能性减至

最小。

    可接受的措施包括：

    — 提供宽度不超过1 mm（不管多长）的开孔；或

    — 提供屏网，其网眼的中心线间距不大于2 mm，而且金属线或丝的直径不小于0. 45 mm，或

    — 提供内部挡板．

    此外，如果塑料挡板或外壳上的金属零部件是处于距离有效功率大于15VA的电路零部件13 mm

范围内，如下之一的要求适用：

    — 既使有效功率满足2. 5的限值，也应按照以上可接受的措施限制外来金属物进人；或

    — 在裸露的导电零部件和外壳之间应有挡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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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裸露的导电零部件和距离裸露零部件13 mm的挡板或外壳邻近的金属件之间桥接一个直

接通路来进行模拟故障试验。

    注：金属化的塑料挡板或外壳的示例包括那些由导电的组合材料组成或它们是电镀的、真空涂覆的、喷漆的或金属

        贴面的。

    通过检查和测量以及适用时通过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在检验期间，所有的门或罩应关闭或就

位，外围装置或组件，例如磁盘驱动器、电池组等应按规定安装（见1.3.6),

    如果进行模拟故障试验，不应引燃金属化的挡板或外壳。

4.6.5 结构用的粘合剂

    如果符合4.6.1,4.6.2或4.6.4条件的挡板或隔屏是靠粘合剂粘附于外壳内侧或外壳内的其他零
部件上的，则粘合剂在设备的寿命期间应具有足够的粘合特性。

    通过检查结构和有关数据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如果没有可参照的数据，则通过以下试验来检验其是

否合格。

    设备或带有挡板或隔屏的外壳部件的样品在进行测定时，应将挡板或隔屏朝下放置。

    按照规定的时间周期在下述之一的温度下在恒温箱内处理样品：

                                100℃士2'C              7 d；或

                              90 0C士2'C              21 d；或

                                  82℃士2'C              5 6 d。

    当温度处理完成后：

    从恒温箱内取出置于200C-30℃之间任一温度下1 ho

    将样品放置于一40℃士2℃的冷冻箱内4 h,

    从冷冻箱内取出使其恢复到200C -30℃之间任一温度下8 h,

    将样品放置于910o-95％相对湿度的潮湿箱内72 h,

    取出样品置于20̀C-30℃之间任一温度下1 h,
    将样品放置在恒温箱中在所使用的温度下处理4 h,

    取出样品在20̀C-30℃之间的任一温度下恢复8 h,

    在这些处理后，样品应立即承受4.2适用的试验。试验后挡板或隔屏不应出现脱落或局部缺陷。

4.7 防火

    本条款规定了在设备内部和设备外侧，通过使用适当的材料和元器件以及采用适当的结构以期减

小引燃危险和火焰蔓延的要求。

    注

    1 通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的故障（见 1. 4. 14)后限制元器件的最高温度或限制电路的有效功率来减小引燃

        的危险。

    2 通过使用阻嫩材料和绝缘或者提供足够的隔离将万一引燃的火焰蔓延减小。

    3 有关材料的可燃性等级参见1.2.12.1的注。

    金属、陶瓷材料和玻璃可认为符合要求无需试验。

4.7门 减小引燃和火焰蔓延的危险

    对设备或设备的一部分，防止引燃和火焰蔓延有两种保护方法，这两种方法可能会涉及材料、配线，

绕制的元件和电子元器件，例如集成电路、晶体管、可控硅、二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

    可以采用如下的任一种方法：

    方法1— 选择和使用能将引燃危险和火焰蔓延的可能性减小的元器件、配线和材料，以及必要时

通过使用防火防护外壳。相应的要求在4.7.2和4.7.3中详述。当使用这个方法时，除5. 3. 6 c)外，

5.3. 6的要求也适用。

    注1：对于具有较大数量的元器件的设备，可推荐使用方法1,

    方法2— 按照5.3. 6进行所有的模拟故障试验。如果只使用这个方法就不要求防火防护外壳。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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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5. 3. 6 c）适用的话，它包括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中所有相关元器件的试验。

    注2：对具有少量电子元器件的设备，可推荐使用方法2.

4.7.2 防火防护外壳的条件

    当故障条件下零部件的温度足以能引燃时，则要求防火防护外壳。

4.7-2.1 要求防火防护外壳的零部件

    除了仅使用4.7.1的方法2或4.7-2.2允许的以外，如下的零部件可认为具有着火的危险，因此，

要求防火防护外壳：

    — 一次电路的元器件；

    — 由超过 2.5规定限值的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中的元器件；

    — 由按 2.5规定的受限制电源供电，但未安装在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上的二次电路中的

元器件；

    — 按照2. 5规定限制功率输出的电源或组件内的元器件，包括过流保护装置，限制阻抗，调整网

络和达到满足受限制电源输出判据点的配线；

    — 具有未封装的起弧零部件，例如开放式开关和继电器接点以及整流器，带有危险电压或危险能

量等级的电路中的元器件；

    — 绝缘配线。

4.7.2.2 不要求防火防护外壳的零部件

    如下的零部件不要求防火防护外壳：

    — 带有聚氯乙烯（PVC)、四氟乙烯（TFE),聚四氟乙烯(PTFE),氟化乙丙烯（(FEP）和抓丁橡胶或

聚酞亚胺绝缘的导线和电缆；

    — 满足4.7.3.2要求，装塞在防火防护外壳中的元器件，包括连接器；

    — 由在设备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见1.4.14)后被限制到最大输出为15VA（见1.4.11)

          的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的连接器；

    — 由符合2.5要求的受限制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中的连接器；

    — 由符合2.5要求的受限制电源供电，安装在可燃性等级为V-1级材料上的二次电路中的其他

元器件；

    — 构成电源软线或互连电缆部件的插头和连接器；

    — 电动机；

    — 由内部或外部电源供电的并安装在可燃性等级为HB级材料上的二次电路中的其他元器件，

这些电源在设备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见1.4.14)后被限制到最大输出为15VA（见1.4-11).

    注：在加拿大和美国，过压保护的附加要求适用于TNV电路。

    通过检查和对制造厂提供的数据的评价来检验4.7-2.1和4.7-2.2是否合格。对于在4.7.2没有

规定情况下引燃危险的确定，可通过4.7.1的方法2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 材料

4.7.3.1 一般要求

    外壳、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的结构或所使用的材料，应能限制火焰的蔓延。

    如果要求材料的可燃性等级为HB级或HBF级，那么按照GB/T 5169. 11在550℃下通过灼热丝

试验的材料作为替换是可接受的。

    如果无法防止元器件在故障条件下过热，则这些元器件应安装在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上，

而且应与低于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见1.2.12.1，注 2)相隔至少 13 mm的空气间隙，或用可燃

性等级为V-1级的实心挡板隔开。

    注

    1 见 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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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加拿大和美国，附加到4.7.3.2和4. 7. 3. 3的要求适用于外壳和具有外露区域大于0. 9m,或单向尺寸大于

        1. 8 m的外表面的装饰件。

    3 在考虑如何将火焰芡延减小以及在考虑哪些零件是“小零件”时，应考虑到这些小零件互相靠近时的累积效应，

        而且还要考虑火焰从一个零件蔓延到另一个零件的可能性。

    4  4.7.3的材料可嫩性要求在表 4C中概述。

    通过检查和对制造厂提供的有关数据的评定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2 防火防护外壳的材料

    按适用的情况采用如下的要求。

    质量18 kg的判据适用于单独的完整设备。既使它们使用时相互非常靠近（例如：一个设备在另一

个设备的顶上），但是，如果防火防护外壳的一个部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拆除（在同一示例中，顶部设备

的底盖），设备的组合质量是适用的，为了确定设备总的质量，不应考虑设备使用的输电线、消耗材料、介

质和记录材料。

    对总质量不超过18 kg的移动式设备，其防火防护外壳所使用的最薄有效壁厚的材料的可燃性等

级为V-1级，或应通过第A2章的试验。

    对总质量超过18 kg的移动式设备以及所有驻立式设备，其防火防护外壳所使用的最薄有效壁厚

的材料的可燃性等级为5V级或应通过第A1章的试验．

    距离起弧零部件（例如非密封整流子和未封装的开关接点）小于13 mm空气间隙的防火防护外壳

的材料应通过第A3章的试验。这个要求适用于设备的外壳，不适用于元器件罩．

    当一些零部件在任何正常或异常工作条件下可能会达到足以引燃外壳材料的温度，则距这些零部

件小于13 mm空气间隙的防火防护外壳的材料应通过第A4章的试验。

    装塞在防火防护外壳开孔中的，以及指定安装在该开孔中的元器件的材料应：

    — 是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或

    — 通过第A2章的试验；或

    — 符合有关的元器件国家标准中的可燃性要求。

    注：这些元器件的例子是熔断器座、开关、指示灯、连接器和器具插座。

    通过检查设备和材料数据表，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用的试验或附录A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3 防火防护外壳外侧的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的材料

    除下面的注另有说明以外，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外侧的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包括机械防护外壳、

电气防护外壳和装饰件）的材料，其可燃性等级应为HB或HBF级。

    注：如果机械的或电气的防护外壳也用作防火防护外壳，那么防火防护外壳的要求适用．

    空气过滤装置的材料要求在4. 7.3.5中规定，高压元器件的材料要求在4.7.3.6中规定．

    连接器应符合如下之一的要求：

    — 由可燃性等级为V-2级的材料构成；或

    — 通过了第A2章的试验；或

    — 符合有关元器件国家标准中的可燃性要求；或

    — 安装在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上并且尺寸小；或

    — 安装在由这样一种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中，这种电源在设备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见

1.4.14)后被限制到最大输出为15VA（见1.4-11).

    对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的材料为可燃性等级为HB或HBF级的要求不适用于下述任何一种情况。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按照5.3.6试验不存在着火危险的元器件；

    — 对装在体积等于或小于0. 06 m3、全部由金属材料制成、且无通风孔的外壳内的材料和元器

件，或者对装在充有惰性气体的密封单元内的材料和元器件；

    — 仪表外壳（如果已确定为适合于安装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仪表盘面以及指示灯或指示灯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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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饰件，

    — 符合有关元器件国家标准（包括可嫩性要求）的可燃性要求的元器件，

    — 电子元器件，例如集成电路封装件，光报合器封装件、电容器和其他小零件是：

    ·安装在可嫩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上；或

    ·由在设备正常工作条件下或单一故障后（见1.4.14)不大于15 VA（见1.4.11)的电源供电并安

      装在可姗性等级为HB级的材料上，

    — 带有PVC,TFE,PTFE,FEP和抓丁橡胶或聚酞亚胺绝缘的导线、电缆和连接器，

    — 用于线束的各种夹持件（不包括螺旋缠绕形式的或其他连续形式的夹持件），带、细绳和电缆捆

绑材料；

    — 作为燃烧物质可忽略不计的齿轮、凸轮、皮带、轴承和其他小零部件，包括装饰件、标鉴、安装脚

轮、键帽、把手等；

    — 输电线，消耗材料，介质和记录材料；

    — 为了完成预定功能要求具有特殊性能的部件，例如：收集和输送纸的橡皮滚轴以及墨水管；

    通过检查设备和材料数据表，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用的试验或附录A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4 防火防护外壳内的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的材料

    空气过滤装置的材料要求在4.7.3.5中规定，高压元器件的材料要求在4.7.3.6中规定。

    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元器件和其他零部件（包括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机械防护外壳和电气防

护外壳）的材料应符合如下之一的要求：

    — 其可燃性等级应是V-2或HF-2级，或

    — 通过第A2章所述的试验；或

    — 符合有关元器件国家标准（包括可燃性要求）的可嫩性要求。

    以上的要求不适用于下述任一种情况：

    — 在异常工作条件下，按照5.3. 6试验不存在着火危险的电子元器件；

    — 对装在体积等于或小于0. 06 m3，全部由金属材料制成且无通风孔的外壳内的材料和元器件，

或者对装在充有惰性气体的密封单元内的材料和元器件；

    — 直接用于防火防护外壳内的任何表面（包括载流零部件表面）的一层或多层的薄层绝缘材料

（诸如胶带），如果薄层绝缘材料和应用表面的组合符合可燃性等级V-2或HF-2级的要求；

    注：如果上述例外所指的薄层绝缘材料是在防火防护外壳本身的内表面，那么4.6.2的要求仍旧适用于防火防护

        外壳。

    — 仪表外壳（如果已确定为适合于安装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仪表盘面以及指示灯或指示灯镶

嵌饰件；

    — 电子元器件，例如集成电路封装件、光sip合器封装件、电容器和其他小零部件安装在可燃性等

级为V-1级的材料上；

    — 带有PVC,TFE,PTFE,FEP和氛丁橡胶或聚酞亚胺绝缘的导线、电缆和连接器；

    一一用于线束的各种夹持件（不包括螺旋缠绕式的或其他连续形式的夹持件）、带、细绳和电缆捆绑

材料；

    — 如下的零部件，如果它们与在故障条件下可能产生引燃温度的电气零部件（绝缘导线和电缆除

外）之间相隔的空间距离至少有13 mm，或者相互之间用可燃性等级为V-1级的材料做成的实心挡板

隔开：

    ·作为嫩烧物质可忽略不计的齿轮、凸轮、皮带、轴承和其他小零部件，包括装饰件、标签、安装脚

轮、键帽、把手等；

      ·输电线、消耗材料、介质和记录材料；

      ·为了完成预定功能要求具有特殊性能的部件，例如：收集和输送纸的橡皮滚轴以及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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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动或液压系统的管道，粉末或液体的容器和泡沫塑料零部件，如果它们是用可燃性等级为HB

或HBF级的材料做成。

    通过检查设备和材料数据表，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用的试验或附录A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5 空气过滤装置的材料

    空气过滤装置应用可燃性等级为V-2或者HF-2级的材料做成。

    该要求不适用于如下的结构：

    — 不向防火防护外壳外面排风的空气循环系统中的空气过滤装置（不管它是否气密）；

    — 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内侧或外侧的空气过滤装置，如果它与可能产生引燃温度的电气零部件

之间是通过金属屏隔离的，则屏上可以打孔，但是要满足4. 6.2对防火防护外壳底板的要求；

    — 由可燃性等级为HB的材料构成的空气过滤器构件，该构件与在故障条件下可能产生引燃温

度的电气零部件（绝缘导线和电缆除外）之间，相隔的空间距离至少有13 mm，或者相互之间用可燃性

等级为V-1级的材料做成的实心挡板隔开；

    — 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外侧的、用可燃性等级为HB或者HBF级材料做成的空气过滤装置．

    通过检查设备和材料数据表，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用的试验或附录A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4.7.3.6 高压元器件的材料

    对工作在峰一峰值电压超过4 kV的高压元器件，其材料的可燃性等级应为V-2或HF-2级或符合

GB 8898的14.4的要求．

    通过检查设备和材料数据表，以及在必要时，通过适用的试验或附录A的试验或通过GB 8898所

述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表 4C 材料的可燃性要求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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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C（完）

一二一一！
5 电气要求和模拟异常条件

5.1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

    本条款通过模拟人体阻抗的网络对电流的测量方法作为接触电流的测量方法。

5．，．， 一般要求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保证接触电流或保护导体电流均不可能产生电击危险。

    按照5.1.2至5.1.7以及5.1.8适用的（见1.4.4)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然而，对具有保护接地导体的永久性连接式设备或B型可插式设备，如果由其电路分析，可以明显

看出接触电流会超过3.5 mA，但保护导体电流不会超过输人电流的500，则不必进行5.1.5,5.1.6和

5.1.7的试验。

5.1.2 受试设备 （EUT )

    由各自连接到交流电源的设备互连而成的系统，应单独对每一台设备进行试验。由共有同一交流电

源的设备互连而成的系统，应作为一台设备来进行试验，见1.4.10有关选件的考虑。

    注：互连设备的系统在GB/T 12113的附录A中有更详细地规定。

    对设计成由多种电源连接的但同时仅要求一种电源（例如备用电源）的设备仅应接上一种电源进行

试验。

    要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电源同时供电的设备应连接上所有的电源进行试验。

5.1.3 试验电路

    设备应使用图5A的试验电路（对仅连接到星形TN或TT配电系统的单相设备）或图5B的试验

电路（对仅连接到星形TN或TT配电系统的三相设备）或适用时，GB/T 12113--1996的图7,9,10,

12,13或者14的其他试验电路。

    隔离型试验变压器的使用是可选择的。为了充分保证安全，应使用隔离试验变压器（图5A和5B中

的T)，并将EUT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接地，此时对变压器的任何容性漏电流均应给予考虑。作为EUT

接地的替换，试验变压器的次级和EUT保持浮动（不接地），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考虑变压器的容性

漏电流。

    如果不使用变压器，设备应安置在绝缘台架上，这样由于设备的机身可能带危险电压，因此应采取

适当的安全警告标记。

    对连接到IT配电系统的设备应按照GB/T 12113-1996的图9,10和12来进行试验。这样的设备

也可以连接到TN或TT配电系统。

    对预定接在两根相导线之间工作的单相设备，可使用三相试验电路，例如图5B,

    如果在最不利的电源电压（见1.4.5)下试验不太方便，则可以在额定的电压范围内或额定电压的

容差范围内任何能获得的电压下进行试验，然后再计算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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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电翔连接点
                                          （极性）

， 1 二 1 11 ！ 1 ’ 1 11 日 1 1 与通信网络连
  尹、‘ 1 ．． ． 1 11 I ． 1 11 11 1 1 ～ ～ ’H’一～ “二一 叮‘未·

                                                                                                              极性

    PE e 一PE
    — T ．一 － 一～个－－ －－叫》口一‘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EUT

            可选的试脸 ！ ＿ 一 ，
            而离变压侣 t u， 、几 ，二 -

                                火一／ － ．一一－一一 一－J
                                              侧A网络 （试脸开关）

    注：本图来自GB/T 12113-1996，图6,

              图5A 接到星形TN或TT配电系统的单相设备接触电流试验电路

                                                      AC电翻连接点

＿L1 (sit)L2                        pi止捆裕蕊网。
  ～ 一洲刁 口卞一一－一～卜曰寸一卜一一一一一尸一一门 ｝日 ｝ it石．花*羲)

                                                                ～ 一＿二“ 俄拔分天 ，
                                                  翻量网络 ’一一‘’‘、－

    注：本图来自GB/T 12113-1996，图11,

                图5B 接到星形TN或TT配电系统的三相设备接触电流试验电路

5.1.4 测量仪器的使用

    试验要使用附录D规定的测量仪器，或者用能得出相同试验结果的任何其他电路来进行。

    测量仪器的B端可连接到电源的地（中线）（见图5A或5B),

    测量仪器的A端可按5.1.5的规定连接。

    对可触及的非导电零部件，应对贴在该零部件上面积为10 cm X 20 cm的金属箔进行试验。如果金

属箔的面积小于被试表面，则应移动金属箔，以便能对被试表面的所有部分进行试验，如果使用胶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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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箔，则胶合剂应是导电的。应注意避免该金属箔影响设备的散热。

    注 1：该金属箱试验模拟手接触。

    偶然连接到其他零部件的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应在连接和断开其他零部件的两种情况下进行试验。

    注2:偶然连接的零部件在GB/T 12113-1996的附录C中详述．

5.1.5 测量程序

    对有保护接地连接或功能接地连接的设备，测量仪器的A端应通过测量开关“s”连接到EUT的设

备接地端子上，接地导体开关“e”打开。

    试验还应在所有的设备上进行，测量网络的A端应通过测量开关“s”依次连接到每个不接地的或

非导电的可触及零部件上和每个不接地的可触及电路上，接地导体的开关“e”关闭。

    此外：

    — 对单相设备，试验应倒换极性（开关“P1"）重复进行；

    — 对三相设备，除非设备对相序敏感以外，试验应倒换极性（开关“P1"）重复进行。

    当对三相设备进行试验时，用于EMC并接在相线和地之间的任何元器件每次断开一个；为此，通

过一个独立连接的并行连接的元器件组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元器件来处理。每次按顺序重复开关操作以

断开一个线到地的元器件。

    注：如果滤波器正常情况下是密封的，必须提供一个不密封的单元进行试验或者模拟滤波器网络．

    对测量仪器的每种状态，一次电路中的和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动作的任何开关应以所有可能的组合

打开和关闭。

    在施加每个试验条件后，设备应恢复到它的初始状态，例如：没有故障或随之发生的损坏。

5.1.6 试验测量值

    使用图D1的测量仪器测量电压U：的有效值或者使用图D2的测量仪器测量电流的有效值。

    如果波形是非正弦波，谐波频率超过100 Hz,DI测量仪器能给出比D2测量仪器更精确的测量值．

    换一种方法，使用第D1章所述的测量仪器测量电压U：的峰值。

    如果使用第D1章所述的测量仪表测量电压UZ，可使用下述公式计算：

                                                                        U
                                          接触电流(A)＝ 三最                                              ．，，二，．．、一 500

    注：尽管传统上已经测t了接触电流的有效值，对非正弦电流波形，提供峰值电流相对于人体阻抗更准确。

    按照5.1.6测量的值不应超过表5A所规定的相关限值，5.1.7所允许的除外。

                                    表5A 最大电流

盆介日
5.1.7 接触电流超过3.5 mA的设备

    对带有电源保护接地端子的驻立式永久连接的设备或驻立式B型可插式设备，当测量的接触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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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5 mA时，如下的所有条件均适用：

    — 保护导体电流的有效值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应超过每相输人电流的5％。如果负载不平衡，则

应采用三个相电流中的最大值来计算。测量保护导体电流可使用测量接触电流的程序，但测量仪器可使

用忽略阻抗影响的安培表来代替，和

    — 保护连接导体的截面积不应小于表3B中规定的导体的截面积（见3.2.5)，在大保护导体电流

通路上，截面积至少为1. 0 mm,；和

    — 在靠近设备的交流电源连接端处，应设置如下之一的标牌，或带有类似词句的标牌：

                          ． 告 ． 告

                          大漏电流 大接触电流

                在接通电源之前必须先接地 在接通电源之前必须先接地

    注：警告语句引自IEC 60364-7-707,

5.1.8 传人通信网络和来自通信网络的接触电流

    注：在本条献中，对“通信网络连接端口”（或通信端口）的参考基准是指定包括那些预定附装到通信网络上的连接

        点。这些参考基准不包括其他数据口，例如那些普通标识的申口、并口、键盘口、游戏口、操纵杆口等的接口．

5.1.8.1 传人通信网络的接触电流限值

    交流电源供电的设备传人通信网络的接触电流应加以限制。

    使用5.1.3所述的试验电路检验其是否合格。

    该试验不适用于其连到通信网络上的电路与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或功能接地端子相连的设备，从

EUT到通信网络的电流可认为是零．

    对于有一个以上电路与通信网络连接的设备，试验在每种电路代表类型上进行。

    对于没有保护接地端子的设备，接地导体开关“e”如果连接到EUT的功能接地端子上，则处于打

开状态，否则是关闭状态。

    测量仪器的B端应连接到电源的接地（中性）导体上。A端应通过测量开关“s”和极性开关“P2”连

接到通信网络的连接口。

    对于单相设备，试验应在极性开关“p1"和“P2”的所有组合下进行。

    对于三相设备，试验应在极性开关“P2”的两种状态下进行。

    在施加每个试验条件后，设备应恢复到它的初始工作状态。

    按照5.1.6所述使用附录D的某一测量仪器进行测量．

    按照5.1.8.1测量的值不应超过0. 25 mA有效值。

5.1.8.2 来自通信网络的接触电流的总和

    注：附录w解释了5.1.8.2的背景。

    为连接多路其他设备而提供通信网络连接端口的EUT，不应由于接触电流的累积，而对使用人员

和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产生危险。

    在这些要求中，缩写词具有如下的含意：

    —     I，是在EUT的通信端口处借助通信网络从其他设备接收的接触电流；

    — 名I，是在EUT所有这样的通信端口处，从其他设备接收的接触电流的总和；

    - I：是由于EUT的交流电源所造成的接触电流。

    除非已知来自其他设备的实际电流较小，应假定每个通信端口从其他设备接收的电流（(I,）为0. 25 mA,

    如下的要求，如果a)或b)适用，则应满足：

    a）带有接地通信端口的EUT

    对每个通信端口连接到EUT的电源保护接地端子上的EUT，如下的条款1),2)和3)应给予考虑：

    1)如果F, I,（不含IZ）超过 3.5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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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永久性连接到保护地的设备，除了A型或B型可插式设备的电源线中保护接地导体外，还

        应具有保护措施。和

    — 安装说明应规定永久连接到保护地的具体措施，即如果有机械防护接地线的截面积不小于

        2.5 mm'，否则应为4. 0 mm'；和

    — 在靠近永久接地连接端处，应设置如下之一的标牌或标有类似语句的标牌：

                            ． 告 ， 告

                          大漏电流 大接触电流

                    在连接通信网络之前 在连接通信网络之前

                          必须先接地 必须先接地

    允许该标牌与5.1.7中的标牌组合使用。

    2)习I．加上I：应符合表5A的限值（见5.1.6).

    3)如果相关的话，这样的设备应符合5.1.7要求，I：的值是用来按照5.1.7的规定，计算每相50o

的输人电流的限值。

    通过检查以及必要时通过试验来检验条款。）是否合格。

    如果设备对永久的保护地连接按照以上的条款1)提供保护措施，除了I：应符合5.1的有关要求

外，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测试。

    如果有必要进行接触电流试验，应使用附录D规定的相关的测量仪器或者用能得出相同试验结果

的任何其他仪器来进行。按照交流电源相同的频率和相位的容性藕合交流电源施加到每个通信端口上，

以使得流入通信端口的电流为0. 25 mA，或者如果已知来自其他设备的电流较低，这时应测量流过接

地导体的电流。

    b）通信端口不接保护地的EUT

    如果EUT的通信端口没有公共连接端，每个通信端口应符合5.1.8.1的要求。

    如果所有的通信端口或任意组这样的端口具有公共连接端，来自每个公共连接端的总的接触电流

不应超过3.5 mA,

    通过检查和必要时通过5.1.8.1的试验，或者如果有公共连接点，通过如下的试验来检验条款b)

是否合格。

    与交流电源相同的频率和相位的容性藕合交流电源施加到每个通信端口上，以使得流入通信端口

的电流为0. 25 mA，或者如果已知来自其他设备的电流较低，那么应按照5.1对公共连接点进行试验，

不管这些点是否可触及。

5.2 抗电强度

    注：对按照5.2进行抗电强度试验的具体条款列在本标准的其他部分，即指定抗电强度试验是在设备按照 5.2.1

        处于充分发热状态下进行．

        按照 5.2.2进行抗电强度试验的具体条款列在本标准的其他部分，即指定抗电强度试验是在设备按照5.2.1

        役有预热的条件下进行．

5.2.， 一般要求

    设备中使用的固体绝缘应具有足够的抗电强度。

    当按4.5.1的规定进行发热试验后，在设备仍处于充分发热状态时，应立即按照5.2. 2的规定对设

备进行试验，以此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一些元器件或组件在设备外单独进行抗电强度试验，通过进行发热试验的部件（例如：将它们

放置在烘箱中），使这些元器件或组件达到一定的温度。但是，对用作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薄层绝缘材

料的抗电强度试验，允许在室温下按照2.10.5.2进行。

5.2.2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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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应承受的试验电压，或者是波形基本上为正弦波形、频率为50H：或60H：的交流电压，或者是

等于规定的交流试验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除了在本标准的其他地方另有规定以外，试验电压值应按表

5B的规定针对相应的绝缘等级（功能绝缘、基本绝缘、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以及绝缘两端的工作电压

(U) (按2.10.2的规定）选取。对于直流电压，应使用工作电压的直流值，对其他电压，则使用工作电压

的峰值。

    加到被试绝缘上的试验电压应从零逐渐升高到规定的电压值，然后在该电压值上保持60 s.

    注 1：对在本标准的其他地方规定的例行试验，抗电强度的持续时间可以减小到 1 S.

    试验期间，绝缘不应击穿。

    当由于加上试验电压而引起的电流以失控的方式迅速增大，即绝缘无法限制电流时，则认为已发生

绝缘击穿。电晕放电或单次瞬间闪络不认为是绝缘击穿。

    绝缘涂层应连同与绝缘表面接触在一起的金属箔一同试验。这种试验方法应限于绝缘可能是薄弱

的部位，例如在绝缘体下面有尖锐的金属棱边的部位。如果实际可行，则绝缘衬里应单独进行试验。应

注意金属箱要放置得当，以保证不使绝缘的边缘发生闪络。如果使用背胶的金属箔，该胶应是导电的。

    为了避免损坏与本试验无关的元器件或绝缘，可将集成电路或类似的电路断开，或者采用等电位连接。

    对加强绝缘和较低等级的绝缘两者并用的设备，应注意加到加强绝缘上的电压不要使基本绝缘或

附加绝缘承受超过规定的电压应力。

    注2：如果被试绝缘上跨接有电容器（例如：射频滤波电容器），则建议采用直流试验电压。

    注3：与被试绝缘并联提供直流通路的元件（例如滤波电容器的放电电阻器和限压装置）应断开。

    如果变压器绕组的绝缘按2.10.10随绕组的宽度而改变，应使用抗电强度试验的方法对绝缘施加

相应的应力。

    注4：试验方法的示例如：在频率足够高（要避免变压器的磁饱和）的情况下施加的感应电压试验。输人电压应上升

          到能感应出所要求试验电压的输出电压。

    除了5. 3.4的选项b)，对于功能绝缘不进行耐压试验。

                          表 5B 抗电强度试验的试验电压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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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B 抗电强度试验的试验电压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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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异常工作和故障条件

5.3.1 过载和异常工作的防护

    设备的设计应能尽可能地限制因机械、电气过载或失效、或异常工作或使用不当而造成着火或电击

危险。

    设备在出现异常工作或单一故障（见1.4.14)后，对操作人员安全的影响仍保持在本标准的含义范

围内，但不要求设备仍处于完好的工作状态。可以使用熔断器、热断路器、过流保护装置和类似装置来提

供充分的保护。

    通过检查和5.3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在开始进行每一项试验前，该设备都应是正常工

作的。

    如果某种元件或部件是密封好的，以致无法按5.3的规定来进行短路或开路，或者不损坏设备就难

以进行短路或开路，则可以用装上专用连接引线的样品零部件进行试验。如果这种做法不可能或无法实

现，则应将该元件或部件作为一个整体来承受试验。

    使设备在可以预计到的正常使用和误用时的任何状况下进行试验。

    另外，对装有保护罩的设备，应在该保护罩在位时，在设备正常空转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直到建立起

稳定状态为止。

5.3.2 电动机

    电动机在过载、转子堵转和其他异常条件下，不应出现由于温度过高引起的危险。

    注：能达到这一要求的方法包括下列几种：

        — 使用在转子堵转条件下不会过热的电动机（由内在阻抗或外部阻抗来进行保护）．

        一 一在二次电路中，使用其温度可能会超过允许的温度限值，但不会产生危险的电动机．

        — 使用对电动机电流敏感的装置，

        — 使用与电动机构成一体的热断路器；

        — 使用敏感电路，例如，如果电动机出现故障而不能执行其预定的功能，则该敏感电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切

            断电动机的供电电源，从而防止电动机发生过热。

    通过附录B规定的有关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5.3.3 变压器

    变压器应有防止过载的保护措施，例如采用：

    — 过流保护装置；

    — 内部热断路器；

    — 使用限流变压器。

    通过第Cl章规定的有关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5.3.4 功能绝缘

    就功能绝缘而言，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下列可供选择的a),b)或。）的要求之一。

    对于二次电路和为了功能目的而接地的不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之间的绝缘，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也应符合a),b）或c)。

    a)符合2.10对功能绝缘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或

    b）承受住5.2. 2规定的功能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由于短路而引起如下情况时可被短路：

    ．可能使材料过热而引起着火的危险，但材料的可燃性等级为V-1级者除外；或

    ·可能使基本绝缘，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受到热破坏而引起电击。

    合格性判据见5. 3. 4 c）和5.3.8,
5.3.5 机电元件

    当二次电路中除电动机以外的机电元件可能会产生某种危险时，则应施加如下的条件，以此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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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电元件是否符合5. 3. 1的要求：

    — 当对该机电元件正常通电时，应将其机械动作锁定在最不利的位置上；和

    — 如果某个机电元件通常是间断通电的，则应在驱动电路上模拟故障，使该机电元件连续通电。

    每一试验的持续时间应按下列规定：

    — 对出现故障停止工作时不易被操作人员觉察的设备或机电元件：如有必要，持续到建立起稳定

状态，或者持续到由所模拟的故障条件引起其他后果造成电路断开为止，取其中较短的时间；

    — 对其他设备或机电元件：持续5 min，或者持续到因该机电元件失效（例如烧毁）而造成电路断

开，或由所模拟的故障条件引起其他原因造成电路断开为止，取其中较短的时间。

    合格性判据见5.3.8,
5．3.6 模拟故障

    对除5. 3. 2,5. 3. 3和5.3.5规定以外的元件和电路，通过模拟单一的故障条件（见1.4.14）来检验

其是否合格。

    可模拟下列故障条件：

    a）一次电路中任何元件的失效；和

    b）其失效可能对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会有不利影响的任何元件的失效；和

    。）对不符合4.7.3要求的元件和部件，所有相关的元件和部件的失效，包括过载，和

    d）在设备输出功率或信号的连接端子和连接器（电网电源插座除外）上，接上最不利的负载阻抗后

所引起的故障。

    如果设备有多个插座连有同一个内部电路，则只需对一个样品插座进行试验。

    与电源输人有关的一次电路的元器件，例如电源线，器具祸合器,EMC滤波元件，开关和它们的互

连导线不模拟故障，但这些元器件应符合5.3.4 a),

    注：这样的元器件仍应承受本标准适用的其他要求，包括1.5.1,2.10.5,4.4.3和5.2-2.

    除了5.3.8规定的合格判据外，给被试元器件供电的变压器的温度不应超过第C1章的规定，而且

还应考虑第C1章有关变压器需要更换的例外情况的详细说明。

5.3.7 无人值守的设备

    对供无人值守使用的装有恒温器、限温器或热断路器的设备，或接有不用熔断器或类似装置保护

的、与接点并联的电容器的设备，应承受下列试验：

    应同时评定恒温器、限温器和断路器是否符合第K6章的要求。

    设备应在4.5.1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同时用来限制温度的任何控制装置应使其短路。如果设备

装有一个以上的恒温器、限温器或热断路器，则依次只使其一个装置短路进行试验。

    如果电流未被切断，则一经建立稳定状态，应立即关掉设备电源，然后使设备冷却到接近室温。

    对规定只能短时工作的设备，试验时间应等于额定的工作时间。

    对规定短时或间断工作的设备，不管其规定的工作时间的长短，试验应一直重复进行到设备达到稳

定状态为止。就本试验而言，不应使恒温器、限温器和热断路器短路。

    如果在进行任何试验时，手动复位的热断路器动作，或者如果在达到稳定状态之前由于其他原因而

使电流中断，则应认为发热周期已经结束，但如果电流中断是由于使薄弱部位（有意设置的）损坏而引起

的，则试验应重新在第二个样品上进行。两个样品均应符合5.3.8规定的条件。

5.3.8 异常工作和故障条件的合格判据

5.3.8.1 试验期间

    在进行第5.3.4 c),5. 3. 5,5. 3. 6,5. 3. 7和5.3.8规定的试验期间：

    — 如果出现着火，则火焰不应蔓延到设备的外面；和

    — 设备不应冒出熔融的金属；和

    一一外壳不应出现会造成不符合2.1.1,2.6.1,2.10.3和4.4.1要求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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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进行 5. 3. 6 c）的试验期间，除另有规定外，热塑性塑料材料以外的绝缘材料的温升，对于A

级，不应超过 125K;E级，不应超过140K旧级，不应超过 150K;F级，不应超过165K,H级，不应超过

185K。

    如果绝缘损坏不会导致触及危险电压或危险能量，则最高温度达到300'C是允许的。对于由玻璃或

陶瓷材料制造的绝缘允许更高的温度。

5.3-8.2 试验后

    在进行5.3.4 c),5. 3. 5,5. 3. 6和5.3.7规定的试验后，则应对下述部位进行抗电强度试验：

    — 加强绝缘，和

    — 基本绝缘或构成双重绝缘一部分的附加绝缘；和

    - I类设备的一次电路和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之间的基本绝缘；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 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已经减小到小于2.10的规定值；或

    — 绝缘出现可见的损伤；或

    — 绝缘无法进行检查。

    试验按5.2.2的规定进行。

6 与通信网络的连接

    如果设备连接到通信网络，除了满足本标准的其他要求外，还要满足第6章的要求。

      注

    1 这里假定已经按ITU-T的K. 21建议采取了足够的措施，以减少设备可能遭受超过 1. 5 kV峰值过电压的危

        险。在设备有可能遭受超过 1. 5 kV峰值的过电压危险时，建筑设施中需采取电涌抑制等附加保护措施．

    2 公用网络管理部门对连接到通信网络的信息技术设备可能已制定了法律要求．

    3  2.3.2,6.1.2和6.2的要求适用于相同结构的绝缘或电气间隙。

    4 电源配电系统如果用来作为通信传输媒体，就不构成一个通信网络（见1.2.13.8)，第6章就不适用。本标准的其

        他条款将适用于祸合元件，例如接在电源和其他电路之间的信号变压器，对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通常是

        适用的。

6.1 对通信网络的维修人员和连接通信网络的其他设备的使用人员遭受设备危害的防护

6.1.1 危险电压的防护

    预定直接连到通信网络上的电路应符合SELV电路或TNV电路的要求。

    如果通信网络的保护是依赖于设备的保护接地，则设备的安装说明书和其他有关资料应有保证保

护接地完整性的规定和说明（见1.7.2)0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6.1.2 通信网络与地的隔离

6.1.2.1 要求

    除6.1-2.2规定的以外，在预定连接到通信网络的电路与在EUT内部或通过其他设备接地的零

部件或电路之间应具有绝缘。

    跨接在该绝缘上的电涌抑制器，其最低直流放电电压应为设备的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上限值

的1.6倍，在对该绝缘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时，若留在原位，则不应损坏。

    注1：在瑞典，对A型可插式设备中通信网络与可能接地的零部件和电路之间需要一次电路的附加绝缘。本注解不

          适用于6.1.2.2第2个破折号所列设备和需要功能接地并有标记说明不连接到墙壁上带保护地的插座就不

          能满足安全要求的设备。

    注2：在娜威，由于使用IT配电系统（见附录V，图V7)，预定连接到通信网络的任何电路（SELV和／或TNV）和连

          接到保护接地端子的任何电路之间需要一次电路的附加绝缘。

          这个要求不适用于：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 永久连接式设备，

          -- B型可插式设备，

        — 预定安装在电位升高的可能已经减小到电击不可能发生的（等电位连接）的区域内的设备，例如：在通信

          中心总站。

    通过检查和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绝缘应承受5. 2.2的抗电强度试验，交流试验电压为：

    — 预定安装在标称交流电源电压超过130V的区域内的设备：1. 5 kV

    — 所有其他的设备：1. 0 kV

    不管设备是否由交流电源供电，试验电压均要施加．

    在试验过程中允许拆去除电容器以外桥接绝缘的元器件．如果选择这种方案，则按照图6A的试验

电路进行附加试验，此时所有元器件应保持在位。试验可在试验电压等于设备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

上限值条件下进行．

    在这些试验过程中：

    — 抗电强度试验时绝缘不应击穿；和

    — 当桥接绝缘的元器件留在原位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时，不应损坏；和

    一一图6A试验电路中流过的电流不应超过10 mA,

6.1.2.2 例外

    6.1.2.1要求不适用于如下任一项：

    — 一永久连接式设备或B型可插式设备；

    — 设备预定由维修人员来安装，且有安装说明，该要求将设备连到带有保护接地连接端的输出插

座上（见6. 1. 1);

    — 带永久连接性保护接地导体并配有安装该导体说明书的设备。

    注：在芬兰和挪威，例外仅适用于永久连接式设备和B型可插式设备．

                                                                                                桥接绝绝的元．件

                              — ／ 例如．电涌抑制招
            与交流电葫的 ／7
            连接（未连接）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令一一－ 多神 -－一一

                        — I ＿ ＿ I- /__ L一 一 J 与通信m络的
                                                I      f ！／ 1／ ． 连接 （未连接）

        与保护接地或与连 一 － ～一一－奋－T
        接到保护地的零部 T —
        件或电路的连接 I

                              图 6A 通信网络和地之间的隔离试验

6.2 对设备使用人员遭受来自通信网络上过电压的防护

6.2.1 隔离要求

    设备应对TNV-1电路或TNV-3电路与设备某些零部件之间提供充分的电气隔离。这些零部
件有：

    a)在正常使用中，设备上需要抓握或接触的不接地的导电零部件和非导电零部件（例如电话的送

受话器或键盘）；和

    b）用图2A的试验指（见2.1.1.1)能够触到的零部件和电路，用图2C的试验探头（见2.1.1.1)触

及不到的连接器触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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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连接其他设备的电路，不管该电路是否可触及隔离要求均适用，但不适用于预定连到另一

个设备且其本身符合6.2要求的电路。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经电路分析和设备试验表明通过其他方法来保证安全的情况，例如两个电路之

间，其中每一个电路均与保护地永久连接。

    通过6.2.2试验检验其是否合格。2.10关于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态绝缘的尺寸和结构的要求

不适用于6.2.1的判据。

    注：2.10的要求适用于2.2和2.3的判据．见表 2G的注5)和注6)0

6.2.2 抗电强度试验程序

    通过6.2.2.1或6.2. 2.2试验来检验6.2.1的合格性。

    注：在澳大利亚，6.2-2.1和6.2-2.2的试验均适用。

    如果对元器件进行试验（见1.4.3)，例如信号变压器，它是明显地用来提供所需隔离的元件。这个

元件不应被其他一些元器件、安装装置或接线旁路，除非这些元器件或接线也满足6.2.1的隔离要求。

    试验时预定接到通信网络上的所有导体都连到一起（见图6B)，包括通信网络管理部门要求接地的

任一导体，同样，在6.2.1。）的情况下连接到其他设备上的所有导体也要连接在一起。

    对那些不导电的零部件，要用金属箔贴在其表面上，用被胶的金属箔时，胶应是导电的．

  与交旅电派的
  连接（未连接） ＿

一
                                  图6B 试验电压的施加点

6.2-2.1 脉冲试验

    电气隔离应承受交替极性的10个脉冲电压，对波形为10/700 ps的脉冲是由脉冲试验发生器（见

附录N）产生的。连续脉冲之间的间隔是60 s，初始电压U。为：

    — 对6.2.1的情况a) : 2.5 kV；和

    — 对6.2.1的情况b）和。）：1. 5 kV,

    注

    1 对于6.2. 1的情况。）选择 2.5 kV主要是为了保证足够的绝缘，它不必要模拟可能的过压．

    2 在澳大利亚，对6.2. 1的。）情况，U。为7. 0 kV .

6.2.2.2 稳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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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隔离应承受5.2.2的抗电强度试验．

    交流试验电压为：

    - 6.2.1的情况a): 1.5 kV;

    - 6.2.1的情况b）和。）:1.0 kV,

    注：在澳大利亚，对手持电话机和耳机在 6-2. 1的。）情况下电压值为3. 0 kV。对其他设备，电压值为2.5 kV，以模

        拟典型的郊区和半郊区网络线的电涌放电。对6-2. 16)和。）的情况下，电压值为 1. 5 kV,

    在6.2.1的b）和。）情况下，如果电涌抑制器作为设备外单独的元件试验时通过了6.2-2.1对

6.2.1的b）和。）的脉冲试验，则允许拆下电涌抑制器。对6.2.1的a)情况，不应拆去电涌抑制器。

6.2.2.3 合格性判据

    在6.2-2.1和6.2-2.2的试验期间，绝缘不应击穿。

    当由于加上试验电压而引起的电流以失控的方式迅速增大，即绝缘无法限制电流时，则认为已发生

绝缘击穿。

    如果试验期间，电涌抑制器动作（或气体放电管打火）：

    — 对6-2. 1 a )这种动作表示失效．和

    — 对6.2.1 b)和。），在脉冲试验期间这种动作是允许的，和

    — 对6-2. 1 b )和。），抗电强度试验期间，电涌抑制器动作（任何电涌抑制器保留在位）表示失效。

    对于脉冲试验，可通过如下的两种方法之一来检验绝缘是否损坏：

    — 在施加脉冲期间，通过观察示波器波形，从脉冲波形来判定究竟是抑制器动作还是绝缘被击穿；

    — 在施加所有的脉冲电压后，可通过测试绝缘电阻来检验绝缘是否损坏。在进行绝缘电阻测量

时，电涌抑制器可以断开。试验电压为500 V直流，或者电涌抑制器保留在位，直流电压为小于电涌抑制

器动作或起弧电压的1000,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2 MO,

    注：在附录S中，给出了使用示波器、用脉冲波形来判定究竟是抑制器动作还是绝缘被击穿的方法。

6.3 通信配线系统的过热保护

    预定用来通过通信配线系统为远地设备供电的设备，应限制输出电流使通信配线系统在任何外部

负载变化情况下不会由于过热而受到损坏。从设备给出的最大持续电流值不应超过设备安装说明书规

定的最小线规能承载的电流值，如果没有规定，则电流限值为1. 3 A,

    注1：过流保护装置可以是像熔断器或起同样作用的电路一样的分离装置。

    注2：通常通信配线的最小线径为0. 4 mm，对应此线径多对电缆最大持续电流值为 1. 3A，接线通常不由设备安装

          说明书规定，因为接线经常与设备安装无关。

    注3：对于预定连接到网络上的设备由于会受到过压，可能有必要依靠保护装置的工作参数的选择进一步限制电流。

    通过如下方法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果靠电源的内在阻抗来限制电流，则应测量输出到电阻负载（包括短路）的输出电流，试验进行

60，后，输出电流不能超过电流限值。

    如果通过使用有规定时间／电流特性的过流保护装置来限流：

    — 过流保护装置的时间／电流特性应能在60 min内切断电流限值1.1倍的电流。

    注4: IEC 60269-2-1规定的gD型和gN型熔断器的时间／电流特性符合上述的限值。额定值为IA的gD型或gN

          型熔断器满足1. 3 A的电流限值。

    — 旁路过流保护装置，试验60s后测得的输出给任意电阻负载（包括短路）的电流，其值不应超过

1 000/U , U为按1.4.5要求断开所有负载电路测得的输出电压。

    如果用来限流的过流保护装置不具有规定的时间电流特性：

    — 接任意电阻负载，包括短路，试验60 s后测得的电流不大于电流限值。和

    — 接任意电阻负载，包括短路，并旁路过流保护装置，试验进行60 s后测得的电流不能超过

1 000/U , U为按1.4.5要求断开所有负载电路测得的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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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耐热和防火试验

    应当注意，在进行本试验时可能会冒出有毒的烟雾。在适用的情况下，试验可以在通风柜中进行，或

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进行，但是不能出现可能会使试验结果无效的气流。

    如果试验使用燃气火焰，则可以使用工业级的甲烷气，并配备适当的调节器和仪表来调节气流，也

可以使用热值约为37 MJ/m，的天然气．工业级甲烷嫩气的纯度至少要具有98．omoleo98. 0 mole %，典型的纯度

分析数据如下：

                                                        mole％

                              甲烷 98.5

                                乙烷 0.5

                                氮 0.6

                              氧 0.1

                              二氧化碳 0.1

                                丙烷 0.1

                            较高的烷烃物 0.1

A1 总质，超过18 kg的移动式设备和驻立式设备防火防护外壳的可姗性试验（见4.7.32)

Al. 1 样品

    应用三个样品进行试验，每一个样品由一个完整的防火防护外壳组成，或由防火防护外壳上代表壁

厚最薄部分、而且含有通风孔在内的切样组成。

A1. 2 样品处理

    在进行可燃性试验前，样品应放人空气循环的烘箱内处理7 d(168 h),烘箱温度保持在比在进行

4.5.1试验时测得该材料所达到的最高温度高10K的均匀温度，或者保持在70℃的均匀温度（取其中

较高的温度值）。此后将样品冷却到室温。

A1. 3 样品的安装

    样品应按其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安装。在试验火焰施加点以下300 mm处应铺上一层未经处理的脱

脂棉。

A1. 4 试验火焰

    试验火焰应利用本生灯（Bunsen burner）来获得，本生灯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

从空气主进口处向上约为100 mm。本生灯要使用热值约为37 MJ/m“的燃气。应调节本生灯的火焰，使

本生灯处于垂直位置时，火焰的总高度约为130 mm，而内部蓝色锥焰的高度约为40 mm,

A1. 5 试验程序

    试验火焰应加在样品的内表面，位于被判定为靠近引燃源时而有可能会被引燃的部位。如果涉及

垂直部分，则火焰应加在与垂直方向约成200角的方位上。如果涉及通风孔，则火焰应加在孔缘上，否则

应将火焰加在实体表面上。在所有情况下，应使火焰内部蓝色锥焰的顶端与样品接触。火焰应加到样品

上烧5s，然后移开火焰停烧5s。这一操作应在同一部位上重复进行5次。

    本试验应在其余两个样品上重复进行。如果防火防护外壳有一个以上的部分靠近引燃源，则对每一

个样品应将火焰加在各不同的部位上来进行试验。

A1. 6 合格判据

    在试验期间，样品不应释放出燃烧的滴落物或能点燃脱脂棉的颗粒。在试验火焰第5次施加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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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延续燃烧不应超过1 min，而且样品不应完全烧尽．

A2 总质f不超过18 kg的移动式设备防火防护外壳和安里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材料和元器件的可姗

性试验（见4.7-3.2和4.7-3-4)

A2.1 样品

    应用三个样品进行试验，对于防火防护外壳每一样品由一个完整的防火防护外壳组成，或由防火防

护外壳上代表有效壁厚的最薄部分且要含有通风孔在内的切样组成。对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材料，

每个样品应由如下之一组成：

    — 完整的部件，或

    — 代表部件上最薄有效壁厚的部分；或

    — 代表部件上最薄有效壁厚的部分的厚度均匀的试验片或试验条。

    对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元器件，每个样品应是完整的元器件。

A2. 2 样品处理

    在进行可燃性试验前，样品应放人空气循环的烘箱内处理7 d(168 h)，试验温度保持在比在进行

4.5.1试验时测得该材料所达到的最高温度高10K的均匀温度，或者保持在70C的均匀温度（取其中

较高的温度值）。此后将样品冷却到室温。

A2.3 样品的安装

    样品应按其实际使用的情况进行安装。

A2.4 试验火焰

    试验火焰应利用本生灯来获得，本生灯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从空气主进气口

处向上约为100 mm。本生灯要使用热值约为37 MJ/m，的燃气。应调节本生灯的火焰，使本生灯处于垂

直位置，同时空气进气口关闭时，火焰的总高度约为20 mm,

A2.5 试验程序

    试验火焰应加在样品的内表面，位于被判定为因靠近引燃源而有可能会被点燃的点。对安置在防

火防护外壳内材料的试验，允许将试验火焰施加到样品的外表面。对安置在防火防护外壳内的元器件的

试验，试验火焰应直接施加到元器件上。

    如果涉及垂直部分，则火焰应加在与垂直方向成20“角的方位上。如果涉及通风孔，则火焰应加在

孔缘上，否则应将火焰加在实体表面上。在所有情况下，应使火焰的顶端与样品接触。火焰应加到样品

上烧30 s，然后移开火焰停烧60 s，然后再在同一部位重复烧30 s,

    本试验应在其余两个样品上重复进行。如果受试的任何部分有一个以上的部位靠近引燃源，则对每

一个样品应将火焰加在各个不同的靠近引燃源的部位上来进行试验。

A2. 6 合格判据

    在试验期间，当试验火焰第二次施加后，样品延续燃烧不应超过1 min，而且样品不应完全烧尽．

A2.7 替换试验

    GB/T 5169.5-1997中第4章和第8章规定的试验装置和程序，可以用来代替A2.4和A2.5规定

的试验装置和程序。但试验方法中，火焰施加的方式、时间和次数应按A2.5的规定，判断其是否合格应

按A2.6的规定。

    注：符合A2.4和A2.5的方法或符合A2.7的方法都可接受，不必要同时符合两条的规定。

A3 大电流起弧引燃试验（见4.7-3-2)

A3.1 样品

    每一种材料应取五个样品。样品的长宽尺寸最小应为130 mm X 13 mm，厚度应均匀，而且能代表该

部件上最薄的部分。样品的边缘应无毛刺、一飞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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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试验电路

    本试验是用一对试验电极以及可变电感性阻抗负载与一交流（220̂-240)V(ac),50 H：或60 H：的
电源申联连接来进行的（见图AD.

                  可移动电极 固定电极

  下之华多一万1飞，2＿～
              b 码砚什丽 ！ 乃 为。．5的负载

交流电下̂-240 'v，＿二 卜
                                图A1 大电流起弧试验电路

    与此等效的电路也可以使用。

A3. 3 试验电极

    一个电极应是固定不动的，而另一个试验电极应是可移动的。固定不动的电极由直径为3.5 mm,

具有300横刃头部的实心铜导体构成。可移动的电极是一根直径为3 mm、具有总角度为60。的对称的圆

锥体头部的不锈钢棒，而且能沿其轴线移动。电极头部的曲率半径在试验开始时不应超过0. 1 mm。这

两个电极处于同一平面上彼此相对放置，并与水平面成45。角。当电极短路时，调节可变感性阻抗负载，

直到功率因数为0.5、电路电流为33A为止。

A3.4 试验程序

    被试样品应在空气中或在不导电的表面上水平支撑好，使得在两个电极相互接触时，这两个电极

能与样品表面接触。可移动的电极应手动控制或用其他方法控制，以便提起可移动的电极即可与固定不

动的电极脱离接触而断开电路，放下可移动的电极又可以重新接通电路，可移动电极的分离速度应为

254 mm/s士25 mm/s，以便产生出速率约为每分钟40次电弧的一连串电弧。

    试验要继续到样品引燃，并被烧出孔洞，或已经经受200次电弧．

A3.5 合格判据

    引燃受试样品的电弧平均次数对于V-0级材料不应少于15次；对于其他材料不应少于30次。

A4 热丝引姗试验（见4.7-3-2)

A4.1 样品

    每一种材料应取五个样品进行试验。样品的长宽尺寸应为130 mm X 13 mm，厚度应均匀，而且应能

代表该部件上最薄的部分。样品边缘应无毛刺、飞边等。

A4.2 试验电路

    试验应使用250 mm士5 mm长、直径约为0. 5 mm，以及冷阻约为5.28 SZ/m的镍铬丝（标称组分为

镍800o、铬2000、不含铁）。将拉直的热丝与可调节电源相连，电源要调节到能使热丝产生0. 26 W/mm士40o

的耗散功率，并保持8 s-12 s。待热丝冷却后，将其缠绕在样品上绕满5圈，圈距为6 mm,

A4. 3 样品的安装

    绕好热丝的样品应支撑在水平位置上，热丝的两端与可调节电源相连，可调节电源重新调节到使该

热丝产生0. 26 W/mm士4％的耗散功率（见图A2),

A4.4 试验程序

    试验开始时，将电路通电使电流通过热丝产生0. 26 W/mm士4％的线性功率密度。试验要继续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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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样品引燃或达到120s.当引燃发生或已经达到120s时，中断试验并记录试验时间。对于被热丝熔融

但仍未引燃的样品，当样品不再和所有5圈热丝紧密接触时，则试验才能中断。

    本试验应在其余的样品上重复进行。

  西
                                图A2 热丝引燃试验的夹具

A4. 5 合格判据

    被试样品的平均引燃时间应不少于15 s,

A5 灼热姗油试验（见4.6.2)

A5.1 样品的安装

    将一个完整的防火防护外壳底部样品牢固地支撑在水平位置上。在该样品的下面约50 mm处放一

浅平底盘，盘上铺上一层大约为40 g/m，的漂白纱布，该纱布尺寸应足够大，以便能遮挡样品上某一种

图形的全部开孔，但其尺寸也不要大到能把溢出样品边缘或其他不流过开孔的灼热油接住。

    注：建议用金属围屏或嵌丝玻璃隔板将试验区域围住。

A5. 2 试验程序

    取一个带有浇注嘴和长勺把的金属小勺（直径最好不大于65 mm)，在灌注时，该勺把的纵轴线应

保持水平；在勺部分容积内注人10 ml,蒸馏燃油，该蒸馏燃油应是一种中等挥发性的蒸馏液，密度介于

0. 845 g/mL-0. 865 g/mL之间，闪燃点介于43.5'C-93.5℃之间，平均热值为38 MJ/L。将盛油的勺

加热，使油点燃并使其燃烧1 min，然后在试样上的开孔上方约100 mm处，以大约1 mL/s的流量，将勺

中的灼热油全部平稳地倒入该图形开孔的中央。

    该试验应重复进行两次，间隔时间约为5 min，每次试验应使用清洁的纱布。

A5.3 合格判据

    在这两次试验期间，纱布不应被引燃。

A6 V-0. V-1或V-2级材料的可姗性试验

A6.1 样品

    对预定要确定某一材料是否属于V-。级、V-1级或V-2级时，该材料或组件的10个样品应按下列

规定进行试验。

    材料试验样品的长宽尺寸应大致为130 mm X 13 mm，其厚度应是所使用的最小厚度。对除泡沫塑

料以外的消声材料，通常要贴附在由另一种材料制成的衬板上，其样品可以由贴附于所使用的厚度最小

的衬板上的材料构成。对用组件进行试验时，样品可以由该组件或其一部分组成，但其尺寸不能小于对

材料样品规定的尺寸。齿轮、凸轮、皮带、轴承、管道、配线装具等均可按成品件来进行试验，也可以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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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件上截取试样来进行试验。

A6.2 样品处理

    试验前，应将一组五个样品放人70℃士1'C温度均匀、空气循环的烘箱内处理7 d(168 h)．处理后，

应立即将样品放人抓化钙干燥器中，至少放置4h，使其冷却到室温．另外一组五个样品应在23℃士2'C

温度均匀的、相对湿度为45％ -̂55％的环境中处理48 h,

A6.3 样品的安装

    用夹子夹持一个样品，夹子夹在样品的上端，样品的纵轴线处于垂直方向，使得样品的下端位于一

水平铺放的、未处理过的50 mm X 50 mm的脱脂棉上方300 mm处，并把该脱脂棉厚度弄薄到最大自然

厚度为6 mm。将一未点燃的本生灯（其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从空气主进气口或人口

处向上约为100 mm）支撑在样品的下面，而且应使灯管的纵轴线处于垂直方向，并与样品的纵轴线重

合。灯管的顶端应位于样品下方9.5 mm处。本生灯的支架应配置得能使本生灯被迅速移开，又能准确

地返回到样品下面原来的位置上。应使用热值大约为37 M1/m3的燃气。本生灯应在未靠近样品时先点

燃，并调节到产生总高度约为20 mm的稳定的蓝色火焰。

A6.4 试验程序

    灯焰应移到样品的下方停留10s，然后将灯焰移开。

    在移开试验火焰后，测量任一样品上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too

    样品上的火焰燃烧一经停止后，应立即在同一样品上重复进行。

    在第二次移开试验火焰后，测量任一样品上的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t2，并在t：结束后测量灼热燃烧

的持续时间t3 e

    在每一组剩余的四个样品上应重复进行上述一系列规定的试验。

A6.5 合格判据

    就所试验的厚度而言，材料的分类判据在表A1中列出。

                                    表A1 材料的分类

裔粼衬V-0      V-1      V-2<10 s    <30 s    <30 s<50 s    <250 s   <250 s<30 s    <60 s    <60 s
A6.6 允许的重复试验

    只要某一组的五个样品中，有一个样品不符合表A1中的相关判据，则应另取一组五个样品，进行

同样的预处理和试验．该第二组的所有样品均应符合相关的判据。

A7  HF-1,HF-2或HBF级泡沫材料的可瀚性试验

AT 1 样品

    对预定要确定某一泡沫材料是否属于HF-1级、HF-2级或HBF级时，应取该泡沫材料的10个样

品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材料试验样品的长宽尺寸应大致为150 mm X 50 mm，其厚度应是所使用的最小的厚度。对通常要

贴附在由另一种材料制成的衬板上的泡沫材料，其样品可以由该泡沫材料贴附于所使用的厚度最小的

衬板上的泡沫材料构成。

A7.2 样品处理

    试验前，应将五个样品（标上“A”标记）放人70℃土1c温度均匀、空气循环的烘箱内处理7 d(168 h),

处理后，应立即将样品放入氯化钙干燥器中至少放置4h，使其冷却到室温。另外五个样品（标上“B”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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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应在23'C士2'C温度均匀的、相对湿度为450o-55％的环境中处理48 h,

A7.3 试验程序

    样品应支撑在水平放置的钢丝网上（钢丝网的钢丝直径约为0. 8 mm，网眼为6.5 mm见方），钢丝

网的长宽尺寸为200 mm X 75 mm,钢丝网的一端留出13 mm向上弯900。该钢丝网应支撑在脱脂棉的

上方约300 mm处。

    使用会产生鱼尾状火焰的本生灯，其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从空气主进气口或人

口向上约为100 mm，火焰喷口宽度约为50 mm。该本生灯应支撑在钢丝网弯边下方13 mm处，使火焰

与弯边平行并正对弯边的中央。本生灯的支架应配置得能使本生灯被迅速移开，又能准确地返回到样

品下原来的位置上。应使用热值大约为37 MJ/m'的嫩气。本生灯应在未靠近样品时先点燃，并调节到

产生总高度为38 mm的稳定的蓝色火焰．

    将一个样品平放在钢丝网上，样品的一端与钢丝网的上弯端相接触。对组合材料的样品，应将其泡

沫塑料的一面朝上放置。

    试验时将灯焰移到样品的下方停留60 s，然后将灯焰移开。此后，应在另外九个样品上重复进行本

试验。

A7.4 合格判据

    试验期间和试验之后，应能满足下列条件：

    一一在移开试验火焰后，火焰燃烧持续时间大于2s的样品数，对“A”标记的样品不应超过一个，

对“B”标记的样品也不应超过一个；

    — 在移开试验火焰后，任一样品上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均不大于10 s;

    一一在移开试验火焰后，任一样品上灼热燃烧的持续时间均不大于30 s;

    — 样品上火焰燃烧或灼热嫩烧的距离，从施加试验火焰的这一端算起，均不大于60 mm,

A7.5  HF-2级材料的合格判据

    如果材料的试验结果满足A7.4的规定，则该材料属于HF-2级。对HF-2级，引燃脱脂棉是允

许的。

A7.6  HF-1级材料的合格判据

    如果材料的试验结果满足A7.4规定的条件，而且在施加火焰期间和撤离火焰之后，脱脂棉未被所

释放的任何颗粒或滴落物引嫩，则该材料属于HF-1级。

A 7. 7 HBF级材料的合格判据

    如果材料的试验结果不满足A7.4规定的条件，但所有样品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该材料属于

HBF级：

    — 在100 mm的距离内，燃烧速度在40 mm/min以下；或者

    — 从施加试验火焰的这一端算起，燃烧距离还未达到120 mm时燃烧即停止。

A7. 8  HF-1级或HF-2级材料允许的重复试验

    如果一组五个样品中，由于出现下列试验结果之一而不符合A7.5或A7.6的要求，则应另取一组

五个样品，进行同样的预处理和试验：

    — 一组五个样品中，只要有一个样品，其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大于10s，而且该组样品中另有一

个样品，其火焰燃烧的持续时间可能大于2s，但小于A7.4所允许的10s；或者

    — 一组五个样品中，只要有二个样品，其火焰的持续时间大于2s，但小于lo s；或者

    — 五个样品中有一个样品，其火焰燃烧或灼热燃烧的距离，从施加试验火焰的这一端算起，大于

60 mm。或者

    — 五个样品中有一个样品，在移去试验火焰后，灼热燃烧的持续时间大于30 s；或者

    — 对HF-1级，一组五个样品中，只要有一个样品，因释放出颗粒或滴落物而引燃脱脂棉。

A7. 9  HBF级材料允许的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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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五个样品中，只要有一个样品不符合A7.7的要求，就应另取一组五个样品进行同样的预处理

和试验。只有当该第二组样品中的所有样品均符合A7.7相应的要求时，才能将该种厚度和密度的材料

定为HBF级。

A8   HB级材料的可姗性试验

A8.1 样品

    对预定要确定某一材料或组件是否属于HB级时，应取该材料或组件的3个样品按下列规定进行

试验。

    材料试验样品的长宽尺寸应大致为130 mm X 13 mm，样品边缘光滑，而且其厚度应等于或小于所

使用的最小厚度。对所使用的材料厚度大于3 mm时，其试验样品应减小到3 mm的厚度．在距离样品

一端25 mm和100 mm处，沿样品宽度方向应划上标记线。

A8.2 样品处理

    在进行试验前，样品应在23̀C士2一温度均匀的、以及相对湿度在45写̂ "55％之间的环境条件下处

理 48 h。

A8. 3 样品的安装

    在离25 mm标记线最远的一端应用夹子将样品夹住，并使样品的纵轴线成水平方向，横轴线与水

平方向成450。将一块平整的钢丝网（约130 mm见方，而且约具有八目每厘米）水平支撑在距样品最低

缘以下10 mm处，并使样品悬空端正好直接位于钢丝网边缘的正上方（见图A3),

                                                                                                    单位为mm

乡1002545010)C$4450
                          图A3        HB级材料的可燃性试验配置图

    将一未点然的本生灯（其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从空气主进气口处向上约为

100 mm）先支撑好，使其纵轴线与样品的最低缘处于同一垂直平面内，并相对垂直方向倾斜约450，而且

要使灯管管嘴的下缘位于样品悬空端下方10 mm，使得在点燃本生灯时，样品的底边能承受到试验

火焰。

    本生灯的支架应配置得能使本生灯从样品下迅速移开，又能准确地返回到样品下原来的位置上。所

使用的燃气的热值应大约为37 MJ/m3．本生灯应在未靠近样品时先点燃，并调节到产生总高度约为

25 mm的稳定的蓝色火焰。

A8. 4 试验程序

    将灯焰移到样品悬空端的规定位置停留30 s，或者烧到25 mm标记线为止（如果是在30 s之前已

燃烧到标记线），然后移去灯焰。记录燃烧或灼热燃烧从样品较低缘的25 mm标记线燃延至100 mm标

记线的时间，然后计算燃烧速度（mm/min),

    本试验应在其余两个样品上重复进行。

A8.5 合格判据

    一一样品的火焰燃烧或灼热燃烧的计算速率不大于下列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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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厚度等于3 mm的样品，40 mm/min；或

    ·对厚度小于3 mm的样品，75 mm/min；或

    — 样品的火焰燃烧或灼热嫩烧未达到100 mm的标记线。

A8. 6 允许的重复试验

    一组三个样品，只要有一个不符合A8. 5的要求，就应另取一组三个样品进行试验。只有当该第二

组中的所有样品均符合要求，才能将该种厚度的材料定为HB级。

A9 5V级材料的可姗性试验

A9.1 样品

    要确定材料是否属于5V级时，该材料的样品每次都应按下列规定来进行试验。

    本试验不适用于厚度大于13 mm的样品，此种情况下，应用第A1章规定的试验来代替。如果用厚

度小于13 mm的样品按其试验结果确定了该材料的可燃性等级，则认为该材料的可燃性等级可以适用

于厚度较大、但最厚达13 mm的材料。

    用该材料制备10个试验样条（见A9.4)，或用该材料制备8个试验板样（见A9.5)。但是，如果发

现样条试验时出现收缩、延伸或熔化，则应在试验板样上另行进行试验。

A9.2 样品处理

    每次试验前，一组五个试验样条或四个试验板样应在23℃士2'C温度均匀和相对湿度为450o-

55％的环境条件下至少处理48 h。另外一组5个试验样条或4个试验板样应在空气循环的温度均匀的

烘箱内至少处理7 d(168 h),烘箱温度应比在按4.5.1试验时测得该材料的最高温度高10K，或者应为

70C，取温度较高者。样品处理后放人氯化钙干燥器至少4h，使其冷却到室温。

A9.3 试验火焰

    试验火焰应用本生灯来获得，该本生灯的灯管内径为9.5 mm士0. 5 mm，灯管长度从空气主进气

口或人口处向上约为100 mm。所使用的燃气的热值大约为37 M1/m3，调节试验火焰，使本生灯处于垂

直方向时，火焰的高度约为 130 mm，内部蓝色锥焰的高度约为40 mm,

A9.4 试验程序，试验棒

    当使用试验样条时，应对两组样品试验。每一根试验样条的长宽尺寸为130 mm X 13 mm，其厚度

与在设备中使用的最小厚度相同，但不厚于13 mm,

    用安装在环形架上的夹子将每一根样条从其上端夹住，而且应使试验样条的纵轴线成垂直方向。本

生灯支撑在一安装件的斜面上，使该本生灯的灯管相对于垂直方向处于200的位置．试验样条的窄边应

面对本生灯，在火焰施加点的下方300 mm处铺上一层未经处理的脱脂棉。

    火焰应与垂直方向成20。角施加到样条底部两个棱角中的一个棱角上，使蓝色锥焰的顶端能接触

到试验样条上（见图A4).

    应施加火焰5s，然后移开火焰停烧5，。该操作应重复进行，直到每一根样条全都烧了5次为止。

    在第5次移开试验火焰之后，应观察并记录下列情况：

    一一火焰燃烧加灼热燃烧的持续时间，

    — 试验样条被烧过的或受到影响的距离；

    一一试验期间是否从试验样条上掉落颗粒；

    — 在燃烧和冷却后，立即检查试验样条是否出现任何变形，机械强度是否发生变化。

    试验结果应符合A9.6规定的判据，而且任何一根试验样条均不应出现收缩、延伸或熔化。当发现

样条出现收缩、延伸或熔化时，A9.5规定的试验应在试验板样上进行。

A9.5 试验程序，试验板样

    当使用试验板样时，应对两组样品试验。每一块试验板样的长宽尺寸为150 mm X 150 mm，其厚度

与在设备结构中所使用的最小厚度相同，但不厚于1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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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构件

                          图A4   5 V级材料的垂直燃烧试验示意图

    每一组四个板样应安装成不同的位置并在这些不同的位置上进行试验，以便使试验火焰能按下列

规定施加：

    A．每一组中一个试验板样处于垂直位置，试验火焰施加到该试验板样的下部棱角上；

    B．每一组中一个试验板样处于垂直位置，试验火焰施加到该试验板样的下部棱缘上；

    C．每一组中一个试验板样处于垂直位置，试验火焰施加到该试验板样一侧的中央；

    D．每一组中一个试验板样处于水平位置，试验火焰施加到该板样下表面的中央。

    应在试验火焰施加点下方300 mm处铺上一层未经处理的脱脂棉。

    如果涉及试验板样的垂直位置，则试验火焰应加在与垂直方向大约成200角的方位上。

    对所有的位置，蓝色锥焰的顶端应与试验板样接触。试验火焰应施加5s，然后移开试验火焰停烧

5s。该操作应重复进行，直到试验板样在同一部位已烧了5次为止。

    在第 5次移开试验火焰后，应观察并记录下列情况：

    — 火焰燃烧加灼热燃烧的持续时间；

    — 试验板样被烧过的或受到影响的距离；

    — 试验期间是否从试验板样上掉落颗粒；

    — 在燃烧和冷却后，立即检查试验板样是否出现任何变形，机械强度是否发生变化。

    对要判定5V级的材料而言，其试验结果应符合A9.7规定的判据，而且位置C．和D．的试验结果

表明在试验火焰施加区域应无明显破坏。

A9.6 合格判据

    试验期间，材料不应出现如下情况：

    — 释放能引燃脱脂棉的嫩烧滴落物或颗粒；

    — 在第5次移去试验火焰后，火焰嫩烧加灼热然烧的持续时间大于60 s;

    — 完全被烧尽。

A9.7 允许的重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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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组样品中，只要有一个样品不符合A9.6的要求．就应另取一组样品，进行同样的预处理

和试验。这些样品应全部满足要求。

A10 应力消除处理（见4.2-7)

    将由整台设备构成的一个样品，或由整个外壳，连同任何支撑框架一起构成的一个样品，放人气流

循环的烘箱内承受高温试验，烘箱温度要比在进行4.5.1试验时在外壳上测得的最高温度高10K，但

不低于70C，试验时间为7h，试验后使样品冷却到室温。

    经制造厂商同意，允许增加上述的时间间隔。

    对大型设备，如果无法对整个外壳进行试验，则可以采用外壳的一部分进行试验，这一部分外壳在

厚度和形状上以及包括的任何机械支撑件要能代表整个装置的外壳。

    注：在本试验期间，相对湿度不必进行控制。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异常条件下的电动机试验

                                        （见4.7.2.2和5.3.2)

B1 一般要求

    除二次电路中的直流电动机以外，电动机应符合B4和B5的试验要求，而且在适用的情况下，还应

符合B8,B9和B10的试验要求，但下列电动机不需要符合B4的试验要求：

    — 仅作为通风用，且风扇机件直接连在电动机转轴上的电动机；以及

    — 堵转电流与空载电流之差不大于1A，而且二者之比不大于2：1的罩极电动机。

    二次电路中的直流电动机应符合第B6,B7和B10章的试验要求，但按照原设计，正常情况是在堵

转条件下工作的电动机，则不应进行本试验，例如步进电动机．

B2 试验条件

    如果本附录无其他规定，则试验时，设备应在额定电压下，或在额定电压范围中的最高电压下工作。

    试验应在设备上进行，或者在工作台上按模拟条件进行。对工作台试验可以使用一些单独的样品。

模拟条件应包括：

    — 使用在完整设备中用来保护电动机的任何保护装置，以及

    — 使用可以起到电动机壳散热作用的安装装置。

    绕组的温度应按1.4.13的规定进行测量。如果使用热电偶，则热电偶应安装在电动机绕组的表

面。如果规定了试验周期，则应在试验周期结束时测定温度；否则，应在温度达到稳定时，或在熔断器、热

断路器、电动机保护装置等动作的瞬间测定温度。

    对全封闭的阻抗保护电动机，应将热电偶安装在电动机的机壳上来测量温度。

    本身不具备固有热保护的电动机，当在工作台上按模拟条件进行试验时，应考虑按进行4.5.1试验

时测得的该电动机在设备内正常所处的环境温度对所测得的绕组温度进行修正。

B3 缓高温度

    对第B5, B7, B8和B9章规定的试验，每一级别的绝缘材料的温度不应超过表B1所规定的温度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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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l 电动机绕组的允许温度限值（过载运转试验除外）

-    1hF.-*E% 2 h OJ61Rt% 72 h A,X*T-i4j1h阵布育HS210260235210
    确定算术平均温度值的方法如下：

    当电动机处在循环通电和断电时，按所考虑的试验周期，绘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由下式确定

算术平均温度值（(tp)：

                                                    tm．二十 tm.n                                ep一一 2

式中：t.．二— 各次最大值的平均值；

      tmln— 各次最小值的平均值。

                沮度

                          ｝各最大值
                          ｝各’小‘

                                                                                                    时间

                              图Bl 算术平均温度值的确定

    对第B4和B6章的试验，每一级别的绝缘材料的温度不应超过表B2规定的温度限值。

                            表B2 过载运转试验的允许温度限值

阵AIR140幸 EIt155寸缨, C̀SAMEB ME165幸FIR180斗 H0200月
B4 过载运转试验

    进行过载运转保护试验时应先使电动机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工作。然后适当增加负载，使电动机电流

相应逐级增加，而电动机的电源电压应保持在原来的数值。当达到稳定状态时再增加负载。如此不断逐

级增加负载（但不应使电动机达到堵转状态（见第B5章），直到过载保护装置动作为止。

    电动机绕组温度应在每次处于稳定状态时测定，所记录到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表B2的规定值。

B5 堵转过载试验

    进行堵转试验应在室温条件下开始．

    试验持续时间如下：

    — 由固有阻抗或外部阻抗保护的电动机应以堵转方式工作 15d，但对开启式或全封闭式的电动

机，当其绕组温度达到稳定时，就所采用的绝缘结构而言，如果该电动机的稳定温度不大于5.1的规定，

则试验可以结束；

    — 具有自动复位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以堵转方式循环工作1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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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手动复位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以堵转方式循环工作60次，保护装置在每次动作不少于

30 s后应尽快复位，使其保持闭合；

    — 具有不可复位的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一直工作到保护装置动作为止。

    对具备固有阻抗保护或外部阻抗保护的电动机，或者对具有自动复位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在前三

天定时记录温度；对具有手动复位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在前十次循环期间定时记录温度；对具有不可

复位的保护装置的电动机，应在该保护装置动作时记录温度。

    所记录到的温度不应超过表B1的规定值。

    试验期间，保护装置应能可靠动作，电动机机壳不应出现绝缘击穿，或者电动机不应出现永久性损

坏（包括其绝缘性能过份降低）。

    电动机永久性损坏包括：

    — 出现严重的或长时间冒烟或火焰；

    — 任何有关的元件（例如电容器或起动继电器）出现电气击穿或机械损坏；

    — 绝缘出现脱落、脆裂或焦化。

    绝缘变色仍算合格，但焦化或脆裂的程度达到用拇指搓一下绕组绝缘即行剥落或材料即被搓掉则

应算不合格。

    电动机在完成规定周期的温度测量、绝缘已冷却到室温后，应承受5.2.2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但

试验电压应减小到规定值的0.6倍．不需要再做别的抗电强度试验。

    注：自动复位保护装置超过72 h连续进行试验，．以及手动复位保护装置超过10次循环连续进行试验，其目的是要

        证明该保护装置在延长的这段时间是否仍具有接通和切断堵转电流的能力。

B6 二次电路直流电动机过载运转试验

    只有在对设计进行检查或审查确定有可能发生过载时，才应进行过载运转试验。对如用电子驱动电

路来保持驱动电流基本不变的，则不必进行本试验。

    进行过载运转试验时，应先使电动机在正常工作电压下和正常负载条件下工作。然后适当增加负

载，使电动机的电流相应逐级增加，而电动机的电源电压应保持在原来的数值。当达到稳定状态时再增

加负载。如此不断逐级增加负载，直到过载保护装置动作或绕组开路。

    电动机绕组温度应在每次处于稳定状态时测定，所记录到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表B2的规定值，但

如果因尺寸太小，或属于非常规设计的电动机，要获得准确的温度测量值确有困难。则可以采用下列试

验来代替温度测量。

    在进行过载运转试验时，电动机上应覆盖一层质量约40 g/m'的漂白纱布。在试验期间或试验结束

时，该纱布不应被引燃．

    按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检验合格就认为合格，而并不需要同时按两种方法来进行检验。

B7 二次电路直流电动机堵转过载试验

    电动机应满足B7. 1的试验要求，但如果因尺寸太小或属于非常规设计的电动机，要获得准确的温

度测量值确有困难，则可以采用B7. 2规定的方法来代替温度测量。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来检验

其是否合格。

B7. 1 试验程序

    电动机应在其工作电压下以堵转方式工作7h，或者一直工作到达到稳定状态为止，取其时间较长

者。温度不应超过表B1的规定值。

B7.2 替换试验程序

    电动机应放置在铺有一层包装薄棉纸的木质台板上，然后在电动机上覆盖一层质量约40 g/m，的

漂白棉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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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照ISO 4046的规定：包装薄棉纸是一种质地柔韧的薄包装纸，其单位重量一般在12g/m'-30g/m'之间，主

        要用作精致物品防护包装以及用于礼品包装。

    然后，电动机应在其工作电压下以堵转方式工作 7h，或者一直工作到达到稳定状态为止（取其中

时间较长者）。

    试验结束时，包装薄棉纸或纱布不应被引燃。

B7.3 抗电强度试验

    如果电动机工作电压超过42.4 V交流峰值或60 V直流值，则在按适用的情况完成B7. 1或B7. 2

规定的试验、并在电动机已冷却到室温后，该电动机应承受 5. 2.2规定的抗电强度试验，但试验电压应

减小到规定值的0.6倍。

B8 带有电容器的电动机的试验

    带有移相电容器的电动机应使电动机在堵转条件下，并使电容器短路或开路（取其中较为不利的情

况）进行试验。

    如果所使用的电容器其设计上保证该电容器不会发生短路故障，则不必进行电容器短路的试验。

    温度不应超过表B1的规定值。

    注：由于有些电动机有可能会起动不了，因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规定将转子堵转．

B9 三相电动机试验

    如果电源各相中的一相或多相发生缺相时，电路控制装置不能阻止电压加到电动机上，则该三相电

动机应在正常负载条件下，断开一相进行试验。

    由于设备中的其他负载和电路的影响，因此可能需要将电动机放在设备内进行试验，同时在三相电

源中，一次断开一相地进行试验。

    温度不超过表B1的规定值。

B10 串激电动机试验

    串激电动机应在其电压值等于1.3倍额定电压下并在其可能的最小负载下工作1 min,

    试验后绕组和连接处不应出现松动，而且不应出现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变 压 器

                                        （见 1.5.4和5.3-3)

c1 过载试验

    本附录规定的试验应在工作台上按模拟条件进行。模拟条件包括在完整设备中用来保护变压器的

任何保护装置。

    开关型电源单元的变压器应在完整的电源单元上或完整的设备上进行试验．试验负载应施加到电

源单元的输出上。

    对线性变压器或铁磁谐振变压器，应依次在每一次级绕组上加载到能造成最大发热效应的负载，其

他次级绕组加上从零到其规定的最大值之间的负载。

    开关型电源单元的输出加载到在变压器中能造成最大的发热效应。

    注：加载到能给出最大发热效应的示例见附录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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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次级绕组短路或过载不会发生，或者不可能引起危险，则不必进行本试验。

    当按1.4.13以及下列规定进行测量时，绕组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表Cl规定的数值：

    — 对装有外部过流保护装置：动作时立即测量．为了确定一直到过流保护装置动作为止的过负

载试验时间，可以参考过流保护装置数据表所示的触发动作时间与电流关系的特性曲线；

    — 对装有自动复位的热断路器：按表C1的规定，并在400 h后测量；

    — 对装有手动复位的热断路器：动作时立即测量；

    — 限流变压器：在温度稳定后测量。

    当次级绕组温度超过温度限值，但是已发生开路，或者由于出现其他原因需要更换变压器，则只要

未产生本标准含义范围内的危险，就不应判本试验不合格。

                            表C1 变压器绕组的允许温度限值

' '万                                                  A'$       E&        B41       Ffa       H150       165       175       190       2101 h },                          200       215       225       240       260diIffT%p RilifWP:175       190       200       215       235--&,* 1 h F,*jC--*E% 2 h FJ 6l &}% 72 h I}4 ,X*I-A4                         150       l65       175       190       210一
    确定算术平均温度值的方法如下：

    当变压器的供电电源循环通、断时，按所考虑的试验周期，绘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曲线。由下式

确定算术平均温度值（tA)：

                                                      t�,。二＋ t�,

                                          &A一一 2

式中：tmex— 各最大值的平均值；

      tmm— 各最小值的平均值。

  MIc沙吟弃
                          ｝各最大值
                            ｝各最小值

                                                                                                    时间

                              图C1 算术平均温度值的确定

C2 绝缘

    变压器的绝缘应符合下列要求。

    变压器的绕组和导电零部件应作为被连接的电路的零部件（如果有的话）。它们之间的绝缘应按照

设备中绝缘的应用（见2.9-5)符合2.10的有关要求并通过5. 2.2的有关试验。

    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由于下述原因而减小基本绝缘、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所要求的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低于最小值：

    — 绕组或其线匝位移，

    — 内部走线或同外部连接点相连的导线位移；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 靠近连接点的导线一旦断裂或连接点松动时，绕组零部件或内部导线过份位移；

    — 导线、螺钉、垫圈等一旦松动或脱落而桥接绝缘。

    这里不认为两个独立的固定点会同时松脱．

    对所有绕组应采用可靠的方法将其端部线匝固定。

    通过检查和测量以及在必要时通过如下的试验来检验其合格性。

    如果变压器装有用作保护目的的接地屏蔽层，则其接地屏蔽层与其接地端子之间应进行 2.6.3. 3

规定的试验。

    如果铁芯或屏蔽层是完全封装和灌封的，而且对于铁芯或屏蔽层没有电气连接，则抗电强度试验不

适用于任何绕组与铁芯或屏蔽层之间的绝缘。但是，具有端点的绕组之间的试验仍然适用。

    注：可接受的结构形式的示例列举如下（还有一些能采纳的其他结构形式）：

        — 使用骨架或不使用骨架，绕组分别装在铁芯的不同的芯柱上，绕组之间相互隔离。

        — 绕组绕制在一个带隔板的骨架上，该骨架用适当的绝缘材料制成，骨架和隔板压制或模制成为一体，或者

            是推卡式隔板带有中间护舌或护盖，盖住骨架与隔板之间的接缝1

        — 各绕组同心绕制在无挡板的绝缘材料骨架上，或绕制在能套于变压器铁芯上的薄层形式的绝缘上1

        — 在各绕组之间提供绝缘，该绝缘由薄层绝缘材料组成，延伸到超出每一层的端部线匝。

        — 同心式绕组，用接地的导电金属屏蔽层将各绕组隔离，导电屏蔽层可以由金属箱构成，其宽度覆盖到整个

            变压器绕组的宽度，各绕组与导电屏蔽层之间有适当的绝缘．导电屏蔽层及其引出线应具有足够的截面

            积，以保证在绝缘击穿时，过载保护装置能在屏蔽层受到损坏之前先行切断电路。过载保护装A可以是变

            压器的一个部件。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接触电流试验用的测，仪器

                                            （见5.1.4)

D1 侧f仪器

    图D1的测量仪器选自GB/T 12113中图4,

        A厂下尸门
                        侧试端子 I        I                R.

        B！ ”甲 “‘．｛ c’卞“’｛
    Rs  1 500n

    Re  500n

    R,  10 ka

    Cs 0. 22 pF

    c,  0. 022 pF

    电压表或示波器

    （有效值或峰值读数） 输人电阻:>1 M S3

                        输人电容：<200 pF

                          频率范围：15 Hz～ 1 MHz

                        （有影响的相应的最高频率，见1.4.7)

                                      图Dl 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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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各不同频率时UE频率系数和GB/T 12113中图F2中的实线来校准测量仪器。画出能表

示U：与理想曲线的偏差随频率变化的校准曲线。

D2 替换的训f仪器

                                                          R,          R�. %

                  A A                  I                                     I         I                        it_II

    BL一引一—     I一一 一j
    M                            0 mA-1 mA动圈转动的指示表头

    在直流0. 5 mA时的R,+R,,+Rm 1500a士1%，当C=150 nF士1%1或

                                      2 000n士1%，当C=112 nF士1%．

    D1一D4 整流器，

    R.                               X 10量程档用的无感分流电阻，

    S 灵敏度按钮（按下灵敏度最大）。

                                  图D2 替换的测量仪器

    该仪器应由整流器／动圈指示表头以及附加的串连电阻组成，这两者再与一电容器相并联，如图D2

所示。该电容器的作用是要降低对谐波和高于电源频率的其他频率的灵敏度。该仪表还应装有X10的

量程挡，用无感电阻将仪表线圈分流来获得。如果使用过流保护方法不影响该仪表的基本特性，则也可

以装有过流保护装置。

    X,应加以调节，以便在直流0. 5 mA的条件下，得到所要求的阻值．

    动圈指示表头应在下列各校准点上进行校准，以50Hz-60H：的正弦波电流，在最大灵敏度量程上

校准：

    0. 25 mA ，0. 5 mA ，0. 75 mA

    按下列要求，应在0. 5 mA校准点上检验下列频率响应：

    5 kH：正弦波时的灵敏度：3.6 mA士50o.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绕组的温升

                                      （见 1.4.13和4.5.1)

    绕组的温升值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对铜导线绕组

                                    R。一R ＿
                                  At＝ 二乙石一 (234. 5＋ t,）一 （t2一 t, )
                                一’ R,

    对铝导线绕组

                                              R，一 R,
                                  At＝ 之不 --'(225＋ t,）一 （t，一 t,）
                                一 R,

式中：At- 温升，K;

      R,— 试验开始时绕组的电阻值，n；

      R,— 试验结束时绕组的电阻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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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试验开始时的室温，℃；

      t2— 试验结束时的室温，℃。

    试验开始时，绕组应处于室温状态。

    建议用下列方法来测定试验结束时的绕组电阻值：在断电后，尽快读取电阻测量值，然后在各段短

时间间隔读取各电阻测量值，以便画出电阻与时间的关系曲线，由此来确定开关断电瞬间绕组的电

阻值．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电气间照和爬电距离的侧．方法

                                            （见2.10)

    下列图示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测量方法是用来对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进行说明。

    在下列图中，X值在表F1中给出。当所示距离小于X值时，则测量爬电距离时缝和槽的深度忽略

不计。

    只有当所要求的最小电气间隙为大于或等于3 mm时，表F1才有效。如果要求最小电气间隙小于

3 mm，则X值为下述值中较小者：

    — 表F1中相应值；或

    — 所要求最小电气间隙值的1/3,

                                        表 F1  X值

卜cam, 2.10.1)123十二一‘｛
    在下列图中，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作如下表示：

      一 电气间峨

      ．。”。”．．⋯． 爬电距离

    嫩蘸mm----------------------------K8n I
    条件：所测量的路径包含有一条任意深度、宽度小于X mm,槽壁平行或收敛的沟槽。

    规则：直接跨越沟槽侧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图F1 窄沟槽

                                                                          3 Xmm

    mttm
    条件：所测量的路径有一条任意深度、宽度等于或大于X mm,槽壁平行的沟槽。

    规则：电气间隙就是“视线”距离。爬电距离的路径就是沿沟槽轮廓线伸展的通路。

                                      图F2 宽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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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巍    Xmmmg   .. m
    条件：所测量的路径有一条内角小于 800和宽度大于X mm的V形沟槽。

    规则：电气间隙就是“视线”距离．爬电距离的路径就是沿沟槽轮廓线伸展的通路，但沟槽底部用X mm的连线“短

接”。

                                    图F3 V形沟槽

条件：所测量的路径有＿根肋xxxxxxxxxxxxx}
    规则：电气间隙就是越过肋条顶部的最短直达的空间通路。爬电距离的路径就是沿肋条轮廓线伸展的路径。

                                          图F4 肋条

    <Xmm翼                                             <Xmm
    条件：所测最的路径有一条不粘合的接缝，而在该接缝两侧各有一条宽度小于X mm的沟槽。

    规则：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路径就是如图所示的“视线”距离。

                              图F5 带窄沟槽的未粘合接缝

                                                    ）                                                    Xmm               3 Xmm

条件：所侧量的路径有＿条霹黔于二mm的沟槽．
    规则：电气间隙就是“视线”距离。爬电距离就是沿沟槽轮廓线伸展的路径．

                              图F6 带宽沟槽的未粘合接缝

                                                        〕                                                        Xmm               <X mm

    蕊黔氛
    条件：所测量的路径有一条不粘合的接缝，而在该接缝的一侧有一条宽度小于X mm的沟槽，在另一侧有一条宽度

等于或大于X mm的沟槽。

    规则：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如图所示。

                          图F7 带窄沟槽和宽沟槽的未粘合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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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e

  }l.,娜
  嚼沪

                                                                              b

由于娜钉头与凹槽槽壁之间的空隙太窄，所以不必考虑该空隙。

                                    图F8 窄凹槽

  黝  3 Xmm
                                                                                                          a

  鸳淤
                                                                          b

由于姗钉头与凹槽槽壁之间的空隙足够宽，所以必须考虑该空隙。

                                    图F9 宽凹槽

      11出。， n 一，1出。，

              浦 E12-10.4 目 ． 、 。一‘ 。一～＿一 昌 如级橄 层应洒足2.10.9
            ，阅‘一二‘1 刃 ． 、 徐．前的间隔距离 习 ～～～～～～～一‘”’

  凛瓤  PRO-2. 10. OWN
                                                  金属封装外壳

                              图F10 端点周围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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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巍NO-2.10.6*2NSAW               Kttoo
                            图Fll 印制线路板上的涂层

              匡"Nil

  ELv，或带一髓巡
                  隆电压的零部件 ＿肠N＿J全竺 J＿＿＿＿」＿＿＿＿＿＿＿＿乙

                                      、 ＿，。，。＿ ／假想的一层金属箱

                                      ，、 】 v ／ ／ 2气月厂二 ， 接抽点

                                    、、 1 丫 ／,old人 ／，‘J、 ～ 接触点

                                试脸指不可触及 产 －一－－ 一试级摺可触及

A点用于测量电压超过 1 OOOV (ac）或1 500 V (dc）的零部件间的空气间隙（见2.1.1.1),

B点用于测量从绝缘材料外壳外侧到外壳内的零部件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见2.10-3.1和2. 10. 4 ) a

                          图F12 绝缘材料外壳的测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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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连接的导电零部件

                                                                今
                                                                  d       I         D

    蘸    I }X I        I }X     IXXXXXXXXXXXXXXXXXXXXh
    条件：未连接的导电零部件，插人的绝缘距离

    规则：间隙是距离d+D,

          爬电距离也是d十D,

          如果d或D的值小于X，应认为是零．

                            图F13 插人的未连接的导电零部件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确定最小电气间隙的替换方法

    本附录包含与2.10.3相关的确定最小电气间隙的替换方法．

    这里不用抗电强度试验来验证电气间隙。

G1 确定最小电气间隙的程序

    注：功能绝缘、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最小电气间隙，无论其在一次电路中或在其他电路中，都取决于要

        求的耐压，而要求的耐压又取决于正常工作电压（包括由于内部电路，如开关电源产生的重复性峰值电压）和由

        外部瞬态值产生的非重复性过电压这两者的综合效应．

    为确定每个所需电气间隙的最小值，应采用下列步骤：

    1.测量所考虑电气间隙上的峰值工作电压．

    2．如果设备由电网电源供电：

    — 确定电源的瞬态电压值（第G2章）；和

    — 计算额定交流电网标称电压的峰值。

    3．使用G4 a)的规则和上述电压值，按交流电网电源瞬态值和内部瞬态值来确定要求的耐压值，如

果没有来自通信网络的瞬态值，将进行步骤7,

    4．如果设备预定要与通信网络连接，则要确定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值（第G3章）。

    5．用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值和G4 b)的规则，按通信网络瞬态值来确定要求的耐压值，如果没有

电网电源和内部产生的瞬态电压，进行步骤7,

    6．使用G4 c）的规则来确定总的要求的耐压值．

    7．用要求的耐压值来确定最小电气间隙（第G6章）。

G2 确定电源瞬态电压

    对预定由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设备，其电源的瞬态电压值取决于过电压类别和交流电网电源电压

的标称值。通常，预定与交流电网电源相连的设备的电气间隙应按II类过电压的电源瞬态电压来设计。

    作为建筑配电设施一部分的设备，或可能要承受超过II类过电压的瞬态过电压的设备，都应按1

类或N类过电压来设计，除非从外部对设备提供附加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应在安装说明书中指出需要

这种外部保护。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电网电源瞬态电压的适用值应使用表G1按过电压类别和交流电网电源的标称电压值来确定。

                                  表G1 电源瞬态电压值

：件J,,VMA)I               N800                                              1 5001 500           2 5002 500           4 0004 000           6 0006 000           8 000
    注：在娜威，由于使用 IT配电系统，认为交流电网电源电压等于线一线电压，在单一接地故障时仍保持在 230 V ,

G3 确定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

    如果所考虑的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是未知的，则应按下述来确定：

    — 如果同通信网络连接的电路是TNV-1电路或TNV-3电路，则认为是1 500 V（峰值），和

    — 如果同通信网络连接的电路是SELV电路或TNV-2电路，则认为是800 V（峰值）。

G4 确定要求的耐压

    a）电源瞬态值和内部瞬态值

    — 接收未衰减的电源瞬态值的一次电路：

        在这种一次电路中，来自通信网络的瞬态值的影响忽略不计，下列规则适用：

        规则1)如果峰值工作电压（Up�）小于交流电网电源的标称电压的峰值，则要求的耐压为G2

          中确定的电源瞬态电压；

                                          U要求的耐压＝U电二奋值

        规则2)如果峰值工作电压（U,w）大于交流电网电源的标称电压的峰值，则要求的耐压为G2

        中确定的电源瞬态电压，加上峰值工作电压与交流电网电源的标称电压峰值的差值。

                                  U要求洲压＝U电派一鑫值＋up. -U电，一值

    — 其一次电路接收未衰减的电源瞬态值的二次电路：

        在这种二次电路中要求的耐压按以下方法确定，忽略来自通信网络的瞬态值的影响。

        上述规则1)和2)适用，即是把按G2确定的电源瞬态电压用下列电压中小一个级别的电压代

          替：330, 500, 800, 1 500, 2500, 4 000, 6000, 8000 V（峰值）。

        然而，对于浮地的二次电路，除非其所处的设备中有电源保护接地端子并且通过接地的金属屏

        与一次电路隔离开，还按照2.6连接到保护地上，否则不允许减小上述值。

        换一种说法，上述规则1)和2)适用，但通过测量来确定的电压［见G5 a)〕应作为电源瞬态

          电压。

    — 不接收未衰减的电源瞬态值的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

        在这种一次电路或二次电路中，忽略来自任何通信网络的瞬态值的影响，要求的耐压按下述方

        法确定。上述规则1)和2)适用，但通过测量来确定的电压［见G. 5 a )〕应作为电源瞬态电压。

    — 由具有容性滤波的直流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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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接地的，并由带容性滤波的直流电源供电的二次电路中，要求的耐压应认为等于直流

          电压。

    b）通信网络瞬态值

    如果只考虑来自通信网络的瞬态值，除了按G. 5 a)试验测得较低的值以外，要求的耐压就是G3

中确定的通信网络瞬态电压。

    。）瞬态值的组合

    如果涉及a)和b)两种瞬态值，则要求的耐压是这两个电压中较大者，不应该把两个值相加。

G5 瞬态值的IN f

    只有需要确定跨接任何电路的电气间隙上的瞬态电压是否由于诸如设备内的滤波器的影响而低于

规定值时，才进行如下的试验，按如下试验程序测量跨接在电气间隙上的瞬态电压。

    在试验期间，设备连接到其独立的电源单元（如果有）上，但并不与电网电源相连，也不同任何通信

网络相连，一次电路中的任何电涌抑制器断开。

    将电压测量装置跨接在所考虑的电气间隙上。

    a)测量由于电源过电压引起的瞬态值降低时，使用附录N的脉冲试验发生器来产生1. 2/50 ps的
脉冲，其U。等于第G2章确定的电源瞬态电压。

    在下列有关部位之间施加3̂-6个交替极性的脉冲，脉冲间隔时间至少1 s:

    — 相线一相线；

    — 所有的相导线连接在一起和中线；

    — 所有相导线连接在一起和保护地；

    — 中线和保护地。

    b)测量由于通信网络的过电压引起的瞬态值降低时，使用附录N的脉冲试验发生器来产生10/

700 l.s的脉冲，其U。等于第G3章确定的通信网络的瞬态电压。

    在下列每一个具有单一接口型的通信网络连接点之间施加3 ̂-6个交替极性的脉冲，脉冲间隔时

间至少1 s;

    — 接口中的每对端子（如A和B或接头和环路）之间；

    — 单一接口型的所有端子连在一起和地之间．

    对于相同的电路，只试验一组。

G6 最小间除的确定

    预定在海拔2 000 m以下工作的设备，每个电气间隙应符合表G2中给出的最小尺寸，使用按第G4

章确定的要求的耐压值。

    预定在海拔2 000 m以上工作的设备，使用GB/T 16935.1-1997的表A2代替表G2e

    除2.8-7.1要求以外，规定的电气间隙不适用于恒温器、热断路器、过压保护装置、微隙结构开关和

类似的空气间隙随接点不同而变化的元器件的接点间的空气间隙．

    注1:断接装置接点间的空气间隙值见 3.4.2，联锁开关接点间的空气间隙值见2.8.7. 1,

    规定的电气间隙服从下列最小值：

    — 落地式设备的外壳上的或台式设备的非垂直的顶部表面的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与带危险电压

的零部件之间起加强绝缘作用的空气间隙为10 mm;

    —     A型可插式设备的外壳上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之间起基本绝缘作用的

空气间隙为2 mm,

    注2：在制造、运输和正常使用时可能发生的由于加工、冲击或振动而产生的制造误差或变形，都不应导致电气间隙

          低于最小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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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G2 海拔2 000 m以下的最小电气间隙

少
    依照附录F，通过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如下的条件是适用的。

    运动部件应使其处于最不利位置上。

    当测量绝缘材料外壳上的沟槽或开孔上的电气间隙时，应认为可触及的表面是导电的，如同用图

2A的试验指（见2.1.1.1)，在不需相应外力（见图F12,B点）作用时可触及的地方都覆盖有金属箔。

    当测量电气间隙时，应按照4. 2. 2,4. 2. 3和4.2.4施加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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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电 离 辐 射

                                            （见4.3.13)

    有可能产生电离辐射的设备应通过测量辐射量来进行检验。

    应使用电离室型的、有效面积为10 cm，的辐射探测器，或者使用能给出相同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测

量设备来测定辐射量．

    测量时，被试设备应在最不利的电源电压（见1.4.5)下工作，而且使设备保持在正常使用的工作状

态下，适当调节操作人员用的控制装置和维修用的控制装置，以便使设备产生出最大的辐射量。

    在设备寿命期内，不打算调节的内部预调控制装置不认为是维修用的控制装置。

    在离操作人员接触区表面5 cm的任何一点上，辐射剂量率不应超过36 pA/kg(0.5 mR/h)见
注）。应注意背景辐射等级。

    注：该值引自ICR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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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控 温 装 皿

                                        （见 1.5.3和 5.3.7）

K1 通断能力

    恒温器和限温器应具有足够的通断能力。

    用三个样品按适用的情况承受第K2章和第K3章规定的试验，或承受第K4章规定的试验，以此

来检验是否合格。如果该元件标有T(温度值）标志，则其中一个样品应在室温下与开关部件一起进行

试验，而另外两个样品应按标志规定的温度，与该种开关部件一起进行试验。

    未标明各额定值的元件或在设备中进行试验，或者单独进行试验，按其中较为方便的一种方法来进

行。但如果单独进行试验，则试验条件应与在设备中所存在的条件相类似。

    在试验期间，不应出现持续飞弧。

    试验后，样品不应出现影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电气连接不应出现松动。该元件应按5.2.2的规定

承受抗电强度试验，但是对接点之间的绝缘，其试验电压应等于设备在额定电压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上

限电压下工作时该绝缘所承受到的电压值的两倍。

    就本试验而言，如果不会使该元件产生较大的故障失效，则通断频率可以增大到超过设备固有的额

定通断频率。

    如果不可能单独对元件进行试验，则应对使用该元件的三台设备进行试验。

K2 恒温器的可靠性

    设备在电压等于1.1倍额定电压，或等于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值的1.1倍，并在其正常负载条件下

工作，使恒温器受热来完成200次动作（200次闭合和200次断开）。

K3 恒温器的耐久试验

    设备在额定电压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电压下，并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工作，使恒温器受热来完

成10 000次动作（10 000次闭合和10 000次断开）。

K4 限温器的耐久性

    设备在额定电压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电压下，并在正常负载条件下工作，使限温器受热来完

成1 000次动作（1 000次闭合和1 000次断开）．

K5 热断路器的·可靠性

    热断路器应能可靠的工作。

    使设备在4.5.1规定的条件下工作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对自动复位的热断路器，应使其动作200次；对手动复位的热断路器，应在每次动作后将其复位，

按此操作方式使其动作10次．

    试验后，样品不应出现影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

    为防止设备损坏，可以使设备强制冷却和定时停歇。

K6 工作稳定性

    恒温器、限温器和热断路器的结构应使其不会因正常使用时出现发热、振动等而使它们的设定值发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生明显的改变。

    在进行5.3规定的异常工作试验期间，通过检查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某些类型的电气事务设备的正常负载条件

                                        （见 1.2.2.1和4.5.1)

L1 打字机

    对打字机，空载加电，直到机器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然后，对手动键控的机器，以每分钟200个字

符的速度进行操作，每当完成60个字符（包括空格在内）的操作后，进行一次换行操作，直到机器建立起

稳定状态为止。对自动操作的机器，则按制造厂商说明书推荐的最高打字速度进行操作．

L2 加法机和现金出纳机

    对加法机和现金出纳机，输人或设置多个四位数字，然后按动重复键和操作杆，每分钟按动24次，

直到机器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所采用的四位数字要使机器承受最大负载。如果现金出纳机在出纳一笔

款项后就响铃并打开一次抽屉，则对该种出纳机要以每分钟15个操作循环的速度进行操作，在每个操

作循环之间应将抽屉关上，直到机器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就加法机和现金出纳机而言，一次操作包括

操作人员设置或输人该机器要运算的某些数字，然后再按动操作杆、重复键等完成一次操作．

L3 消磁器

    对消磁器，在空载条件下连续工作1 h,

L4 削铅笔器

    对削铅笔器，将五支新铅笔按以下时间表各削s次，除削新铅笔外，在每次削铅笔时应把铅笔头折

断。

    削笔周期 4s对新铅笔

                      2s对已经削过的铅笔

    削笔间隙 6s

    削每支笔间隙 60 s

    上述所有时间为近似值。

L5 复制机和复印机

    对复制机和复印机，以最高的速度连续工作，直到机器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如果符合机器的设计

要求，则在每完成500次复印后，可以有’3 min的间歇时间。

L6 电动文卷输送机

    对电动文卷输送机，所加负载要模拟由于容量分配不均匀而引起的不平衡状态．在操作期间，将不

平衡负载在其总负载行程途径上移动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以使在每次操作时都能得到最大负载。这一

操作每隔15s重复一次，直到机器建立起稳定状态为止。

    由于容量不均匀分配而引起的负载可以按下列规定进行模拟。

    在垂直传送的情况下，要对八分之三的文件存放区加上负载，且不留空隙，负载量为允许负载量的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八分之三。整个传送过程中都要以这样的负载进行传送．每隔lo s重复一次传送周期，直到机器的温度

达到稳定为止。

    如果传送方式各不相同，例如水平的或圆周式的传送方式，则总负载就要在整个传送路径上移动。

每隔15s重复一次传送周期，直到机器的温度达到稳定为止。

L7 其他电气事务设备

    对其他电气事务设备，按操作说明中所给出的最不利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

                                              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电话振铃信号准则

                                              （见2.3.1)

M1 引言

    本附录描述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反映出世界不同地区所取得的满意经验．这两种方法形成了大

体上相同的电气安全标准．

M2 方法A

    这个方法要求：流过位于任何两个导体或位于一个导体与地之间的一个5 ka电阻器的电流ITS1和

ITS2不能超过如下所规定的限值：

    a) ITS,，对任何单个工作振铃周期t，来说（如图M1所定义的），由计算或测量电流而算得的电流不

超过：

    — 对韵律振铃（(t,<oc)，图M2曲线上相对t,处给出的电流值；或

    －— 对连续振铃（(t,=oc)，为16 mA或者由于单个故障而使韵律振铃变成连续振铃时为20 mA;

    在这里以mA为单位的IT,；由下列公式给出：
                                IP ，＿， ．＿＿

            IT, i一方 ．““．．””．．““．．”... (t, < 600 ms)
                                  t，一 600＿＿ I ．1 200一 t‘＿ I

                        ITS, = i二二妾二           X ＋ 二二毛资育＝三X ‘ - ...(600 ms＜ t,＜ 1 200 ms)
                            600 ‘’2丫万 ’ 600 ’丫万
                                        I

                      ITC,＝＝止任＝ ··················⋯⋯(t,李1 200 ms)
                                      2 了 2

式中：几— 图M3给出的相关波形的峰值电流，以mA为单位。

    IPP— 图M3给出的相关波形的峰一峰电流值，以mA为单位；

      t，用ms表示。

    b) ITS：在一个振铃韵律周期t：内（图M1所定义的）计算出的韵律振铃信号重复脉冲串平均电流

不应超过16 mA有效值；

    在这里ITS,以mA为单位，由下式给出：

                                      厂t, －－ ．t，一 t, 月，,)/,                            IT52＝｝三 X J2TS,＋一 X于杀；｝
                                      L t2’一 ’“ ’ t' ” 3. 75̀」

式中：I,S,—     M 2 a )给出的，以mA为单位；

      几。— 在韵律周期的非工作周期内流经5 kil电阻器的直流值，以mA为单位；

        t,和t：用 ms表示。

    注：电话振铃电压的频率通常在 14 Hz-50 H：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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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 ｝ 匕

        巨二一川

          日 IF 「习门一

        日tlhIg ＿一
    t；是

    — 单个振铃持续时间。在该单个振铃周期的全部时间内，振铃工作。

    — 在单个振铃期间内，振铃工作时间的总和。在这里，单个振铃周期包括两个或多个不连续的振铃工作周期，如在

上例中，ti - tle+Ilbu

    t：是一个完整韵律周期持续时间。

                            图M1 振铃期间和韵律周期的定义

                                                16 mA

                                    10 000

                          时间th /ms卜－州卜卜－小月～卜仁抖林一一一月一，斗

                                      1 000 4．－－．璐．－确．司‘4司曰4材～～～～妇～～卜叫卜奉

                                        100 +- 冲－．中．中叫卜卜小H! 小峥

                          10中eees‘曰‘‘气‘叫esra‘ee‘山

                      10     20      50：   100   200      500   1000 电流ITSi/I11A
                                                                  60

    注：该曲线是根据GB/T 13870.1-1992中图14的曲线b而绘制的。

                            图M2 韵律振铃信号的Is；极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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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PIdc  IPl
                                  图M3 峰值和峰一峰值电流

M3 方法s

    注：本方法根据USA. CFR47("FCC规则H̀第68章D条，另外增加了故障条件下适用的附加要求。

M3. 1 振铃信号

M3. 1.1 频率

    振铃信号的频率仅应使用基频等于或低于70 H：的频率。

M3.1.2 电压

    跨接1 M1Z以上电阻所测得的振铃电压应低于300 V的峰一峰值，和低于200 V的峰一地值．

M3.1.3 韵律

    在不大于5s的间隔期间，振铃电压应被中断以产生至少1s的静音的时间间隔。在该静音时间间

隔内，对地电压不应超过56.5 V的直流值．

M3.1.4 单一故障电流

    当单一故障使韵律振铃信号变得连续时，通过5 kn电阻在任意两个输出端或一个输出端到地之间

测得的电流不应超过如图M3所示的56.5 mA峰一峰值。

M3.2 脱开装置和监视电压

m3-2-1 脱开装置和监视电压的使用条件

    振铃信号电路应包括M3.2.2规定的脱开装置，或者提供一个M3.2.3规定的监视电压，或者同时

提供两者，这取决于流过振流源与地之间所接规定电阻的电流，举例如下：

    — 如果流经500 1Z的电阻器的电流不超过100 mA峰一峰值，则既不要求脱开装置，也不要求监

视电压．

    — 如果流经15000的电阻器的电流超过100 mA峰一峰值，则振铃源应具有一脱开装置。如果脱

开装置满足图M4对R=50012所规定的脱开特性，那么就不要求监视电压。但是，如果脱开装置只满足

给定的R=1 500 11的脱开特性，则振铃源还必须提供监视电压。

    — 如果流经500 S1电阻器的电流超过100 mA峰一峰值，但流经1 50011电阻上的电流不超过此

值时，则：

    ·应提供一个脱开装置，能满足图M4中对R=500 11的脱开特性，或者

    ，应提供一个监视电压。

M3.2.2 脱开装置

    振铃回路导线中的串人的电流敏感脱开装置会按图M4的要求脱开振铃。

M3.2.3 监视电压

    当振铃电压不出现（空闲状态）时，在触头或回路导体上的对地的电压应至少为19 V峰值，但不超

过56.5 V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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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0， 一 广－－－－－．－门

                  帅－帅KR/ mA ． ，。。＿＿。．一‘、 1 VWT — ‘’11＿                二，’一 －一 ‘ ILae ms, mm MPL) 1                       m [ran I llR
                    一一 5加 ．叫 ，，如‘ ！ 口 ．甲

                                    200 ．弓 ，、‘

                                1oo es宁 －～ －～－·－－－～～·～－－－－－－～1，．．．．．．．．．．．．．

                                      50 －门 ．

              20卜一，一，一一一，一拼一－—
                                      0.02     0.05     0.1                              0.6     1.0          5.0

                                                                        最大的脱开时间t1s

    注1: t是从电阻R接到电路起的经过时间。

  注2：“线的倾斜部分是由，一100-If -t来决“的。
                                图M4 振铃电压脱开特性

                                            附 录 N

                                          （规范性附录）

                                        脉冲试验发生器

                                    （见 2.10-3.4, 6.2-2.1和G5)

    图N1电路用来产生脉冲电压，所用元器件数值见表N1，电容器C,起始状态被充电至电压U-

    10/700 js(10 ps为视在波前时间，700 l.s为视在半峰值时间）的脉冲试验电路是ITU-T K.17建

议中规定的用来模拟通信网络中的闪电干扰。

    1. 2/50 }Ls(1. 2 ps为视在波前时间，50 y.s为视在半峰值时间）的脉冲试验电路是ITU-T K.21建
议中规定的，用来模拟配电系统中的瞬态电压．

    脉冲波形是指在开路条件下的波形，在不同的负载条件下波形是各不相同的。

    注：由于大量的电荷贮存在电容器C，内，因此在使用这些发生器时需要十分小心．

                                                              Rs               R,

  一州下
                                  图N1 脉冲发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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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N1 脉冲发生电路中的元件值

lie                     Cl    Rl幸               R2              Cz              R8             4fifA-i #,10/700 N.s         20 jLF     50 fl          15 fl        0. 2 uF        25 fl     6.2.2.1 *1 G5b)1.2/50 lis    L    1 uF      I 76 fl I       13 fl      I 33 nF     I    25 11     I 2.10.3.4 *0 G5
                                              附 录 P

                                        （规范性附录）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002-1996家用和类似一般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4207-1984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的测量方法

                        (neq IEC 60112：1979)

    GB 5013（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450 V/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idt IEC 60245（所有部分））

    GB 5023（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 450 V/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idt IEC 60227（所有部

                          分））

    GB/T 5169.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第2篇：针焰试验 (idt

                              IEC 60695-2-2：1991)

    GB/T 5169.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试验和导则 （idt

                            IEC 60695-2-1/1：1994)

    GB/T 5465.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idt IEC 60417:1994)

    GB 7247.1-200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 设备分类、要求和用户指南 （idt IEC 60825-1:

                            1993)

    GB 8898-200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eqv IEC 60065:1998)

    GB 9364.1-1997 小型熔断器 第1部分：小型熔断器定义和小型熔断体通用要求（idt IEC

                            60127-1：1988)

    GB 9364.2-1997 小型熔断器 第2部分：管状熔断体 （idt IEC 60127-2:1989)

    GB 9364.3-1997 小型熔断器 第3部分：超小型熔断体（idt IEC 60127-3:1988)

    GB 9364.6-2001 小型熔断器 第6部分 小型管状熔断体的熔断器座 （idt IEC 60127-6:

                            1994)

    GB/T 11021-1989 电气绝缘的耐热性评定和分级 （eqv IEC 60085:1984)

    GB/T 12113-1996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 （idt IEC 60990:1990)

    GB/T 11918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祸合器 一般要求（eqv IEC 60309-1)

    GB/T 11919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藕合器 插销和擂套尺寸互换性的要求 （eqv IEC 60309-2)

    GB 14821.1-1993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电击防护 （eqv IEC 60364)

    GB/T 14472-1998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 第14部分：分规范 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固定电

                        容器（idtIEC 60384-14:1993)

    GB 14536.1-19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idt IEC 60730-

                              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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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092.1-1994 器具开关 第1部分：通用要求 （eqv IEC 61058-1:1996)

GB/T 16273.1-1996 设备用图形符号 通用符号（neq ISO 7000:1989)

GB/T 16935.1-1997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第一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dt IEC 60664-

                          1：1992)

GB 17465（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藕合器（eqv IEC 60320（所有部分））

IEC 60050-151 国际电工词汇 第151部分：电和磁的器件

IEC 60050-195 国际电工词汇 第195部分：接地和电击的防护

IEC 60073:1996 指示装置和操作装置的人机接口、符号和识别标记的基本安全原则

IEC 60364-3:1993 建筑物的电气安装 第3部分：一般特性的认可

IEC 60695-10-2:1995 着火危险试验 第10部分：减小着火对电子技术产品而引起的不正常发

                      热 效应的指南和试验方法 第2部分：用球压试验测试非金属材料构成

                      产品的耐热方法

IEC 60851-3:1996绕组线的试验方法 第3部分：机械特性

IEC 60851-5:1996绕组线的试验方法 第5部分：电气特性

IEC 60851-6:1996绕组线的试验方法 第6部分：热特性

IEC 60885-1:1987 电缆电气性能试验方法 第1部分：额定电压450 V/750 V以下的电缆、电

                    线和线材的电气试验

ISO 261:1973  ISO通用公制螺纹 普通型

ISO 262:1973  ISO通用公制螺纹 螺钉、螺拴、螺母的选用尺寸
ISO 3864:1984 安全颜色和安全符号

ISO 4046:1978 纸张、纸板、纸浆和有关术语 词汇

ITU-T K.17建议：1988 检验外界干扰防护配置用固态器件的馈电传输装置的试验

ITU-T K. 21建议：1996用户终端抗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

                                      附 录 Q

                                    （资料性附录）

                                      参 考 文 献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T 13870.1-1992 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第一部分：常用部分 （neq IEC 60479-1:1984)

SJ/Z 9007-87 计数检查抽样方案和程序（eqv IEC 60410:1973)

IEC 60269-2-1:1996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指定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附加要求（主要工业用

                    途） 第I一V节：指定人员使用的标准化熔断器的类型实例

IEC 60364-7-707:1994建筑物的电气安装 第7部分：专用安装或配置的要求 第707节：数据

                      处理设备安装时的接地要求

IEC 60664-4:1997 低压配电系统的绝缘配合 第4部分：高频电压应力的考虑

IEC 61032:1997 检验外壳保护性的试验探头

IEC 61140:1997 防电击保护 设备和安装的一般要求

ISO 2859-1:1989 特性检查的抽样方案和程序 第1部分：按可接收质量水平分类的抽样方案

CFR47第68部分 （美国）联邦法则代码：电话网络上终端设备的连接（通常叫为“FCC法规”第

                    68部分）

ICRP 15:1969 防止来自外部辐射源的电离辐射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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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T K.11建议：1993 过电压和过电流的防护原则

                                              附 录 R

                                        （资料性附录）

                                    质．控制程序要求的实例

    注：本附录给出了2.10.6对涂彼的印制线路板的最小隔离距离和2.10.3减小的电气间隙所规定的质量控制程序

          的要求实例。

R1 特殊涂，的印制线路板的最小间隔距离（见2.10-6)

    如果制造厂商希望使用2.10.6表2N中允许的减小的间隙，那么就应对列在表R1中的印制板的

这些特性执行质量控制程序。此程序应包括对影响导体间隙的设备和材料、导体图形与间距、清洁度、涂

覆厚度的充分检查、短路的电气试验、绝缘电阻和电气耐压等进行具体的质量控制。

    制造厂商应确定和设计直接影响质量的防护与安装（适用时）规程，并应保证这些工艺的执行是在

受控条件下进行。受控条件应包括：

    一一文件化的作业指导书，以规定工作流程、设备、环境和生产方式（如缺少这些作业指导书将会严

重影响质量时）以及适用的生产和安装设备、适当的工作环境、合格检验的参考标准、规范和质量计划；

    — 在设备生产和安装期间，使适当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特性处于监视和受控状态；

    — 通过制订技术规范或代表性样品将制造工艺规定到必要的详细程度；

    — 保存好合格工艺、合格设备和合格人员的记录．

    表R1对符合2.10.6要求所需要的特性和试验提供了抽样方案。成品板的样品数量应根据

SJ/Z 9007或ISO 2859-1或等效的国家标准来确定．

                          表R1 抽样和检验规则— 涂覆的印制板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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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减小的电气间隙（见2.10.3)

    如果要使用2.10.3、表2H、表2J和表2K允许的减小的电气间隙，应对表R2中有关结构特性执行

质量控制程序。该程序应包括对影响电气间隙的设备和材料的特殊质量控制。

    制造厂商还应确定并设计直接影响质量的防护与安装（适用时）规程，并应保证这些规程的执行是

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受控条件包括：

    — 文件化的作业指导书，以规定工作流程、设备、环境和生产方式（如缺少这些作业指导书将会严

重影响质量时）以及适用的生产和安装设备、适当的工作环境、合格检验的参考标准、规范和质量计划；

    — 在设备生产和安装期间，使适当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特性处于监视和受控状态；

    — 通过制订技术规范或代表性样品将制造工艺规定到必要的详细程度；

    — 保存好合格工艺、合格设备和合格人员的记录。

    表R2对符合2.10.3要求所需要的特性和试验提供了抽样方案。产品零部件或组件的样品数量应

依据SJ/Z 9007或ISO 2859-1或类似国家标准来确定。

                        表R2 抽样及检验规则— 减小的电气间隙

S2AQL4MR      Jrc S2AQL4MR      VS2AQL4#0:1001 CT 1-4 V- k,   l}JrJ }# }it4j$r1) 7i J%    AJ aff7,lei'f)IJ   },l i    1  t 1  }i1}7F.}, S}c,RttkA} 1}9J }1}7  J 10NPOi &'V9ff,fAF6a*VJ10t#,'aMR/J,,-&VgfU-b100V%91ORAgi1l0 }fIA   J} R4  c'2)Ui1OR*ORF99JEAVE-19MNTt-W}:----SJIA 6 ti #**jtOj*0,J'tf 1.2/50 jus O*0,,n*}ff*-T3K 5B(,g 5.2. 2)OWICffOOTIt-lWA  W* 5B(., 5.2.2)*,fEfffW*M3r-9EgNO*MHtj.JMM*4i-----JVA 6'Ò                                5B(JQ 5.2.2)W*H  jh>tWFftffM 10 ms MANESv_一
                                              附 录 s

                                        （资料性附录）

                                          脉冲试验程序

                                              （见 6.2.2.3)

s1 试验设备

    符合附录N要求的脉冲发生器。

    具有几兆赫频带宽度的存储示波器。

    具有补偿元件的高压探头。

s2 试验程序

    给受试设备施加要求数量的脉冲，并记录波形。

    S3给出的示例可帮助判断电涌抑制器是否工作或绝缘是否已击穿。

s3 脉冲试验期间的波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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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kV
                                                                                            1朋旧ps    t

    连续脉冲中每个脉冲的波形均相同

                        图S1 不带电涌抑制器而且绝缘未击穿时的波形

                。‘，，｝ ＿
                                            2kV ＋ J尸 1

    连续脉冲中每个脉冲的波形并不完全相同。在受试绝缘中建立起称定的电阻通路之前，每个脉冲的波形都是不相同

的．从脉冲电压波形形状上可清楚地看到击穿。

                          图S2 不带电涌抑制器绝缘击穿时的波形

U(t)▲ ，：‘ 。‘，，｝

1kV车                            3                                   1kV -32 21 15 AS    t                                                         1 0009s    t
                                1一气体放电型;2一半导体型;3一金属氧化型

    连续的脉冲中每个脉冲的波形都是相同的。

                            图S3 电涌抑制器动作的绝缘的波形

                                    U(t)二

                              图S4 短路的电涌抑制器和绝缘上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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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T

                                      （资料性附录）

                                          防进水导则

                                            （见 1.1.2)

    当预定的应用场合有可能造成设备进水时，则制造厂商应从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中选

用除IPXO级以外的适用的防护等级，本附录摘录了GB 4208的防护等级分类表。

    为了确保进水后不影响绝缘，还应有附加设计措施。

    除了IPXO级以外，GB 4208对每一种防护等级均规定了试验条件，在设备上应施加对应于所选用

的该防护等级的试验条件，然后立即在可能受潮的任何绝缘上按5.2.2的规定进行抗电强度试验，检

验结果应表明进水并未引起人身伤害危险或着火危险，特别是对原设计不能在受潮时工作的绝缘上不

应有水迹。

    如果设备设置了排水孔，则检验结果应表明，进人设备的水未积存在设备内，而且水会排出设备外，

不会影响设备的安全性。

    如果设备未设置排水孔，则应检查是否有可能会造成积水。

    对于设备仅局部可能进水的情况 ，例如当设备通过外墙孔安装时，则只有其向外暴露的部分才承

受GB 4208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这些试验时，这种设备应安装在一个适当的试验装置上，以便根据安

装说明书，模拟实际的安装条件，如有必要，还应使用一套密封件。

    对用来确保设备达到所需的防进水防护等级的零部件，应是不借助工具就无法拆除的。

    表T1的内容是从GB 4208上摘录的．

                                    表T1  GB 4208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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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U

                                        （规范性附录）

                                使用无衬垫绝缘的绝缘绕组导线

                                            （见2.10.5.4)

    本附录规定了其绝缘可以用来为无衬垫绝缘的绕制元件提供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双重绝缘或加强

绝缘的绕组导线。

    本附录适用于直径在0. 2 mm和1. 00 mm之间的绕组导线，对于其他尺寸，应参考IEC 60851-3,

IEC 60851一5和IEC 60851-6。

U1 导线结构

    如果导线是用螺旋缠绕的两层或多层的绝缘带来绝缘，则各层绝缘的重亚应满足要求，以保证在制

造绕制元件时各层绝缘能连续重叠，导线上的螺旋缠绕的绝缘层应缠绕到能保持有足够的重叠量。

U2 型式试验

    导线应通过下述的U2. 1至U2.4的型式试验，如无其他规定，试验应在温度介于15'C-35℃之

间，相对湿度介于4500̂ 75％之间的条件下进行．

U2. 1 抗电强度

    按IEC 60851-5:1996的4.4.1要求准备试验样品（对双绞线），然后按本标准的5.2.2进行试验，

其试验电压应不小于本标准中表5B（见5.2.2)相应电压值的2倍或6 000 V有效值，取其较大者．

U2.2 柔韧性和附着力

    按表U1的芯轴直径进行IEC 60851-3:1996的5.1.1的试验8，然后按IEC 60851-3的5.1.1.4要

求对样品进行检查，紧接着进行本标准5. 2.2的试验，试验电压应不小于本标准表5B（见5.2-2)的相应

电压值或3000V有效值，取其较大者。

                                      表U1 芯轴直径

卜jlt-***A9mm0.20̂-0.340.35-0-490. 50-0-740.75̂-1.00斗 mm f 0. 2 14.06.08.010.0川
    在芯轴上缠绕导线时要对导线施加拉力，该拉力根据导线直径按相当于118 MPa士1000(118 N /

mm 2士10%）来计算。

U2.3 热冲击

    按IEC 60851-6:1996的试验9进行试验后，紧接着按本标准5.2.2进行抗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

值应不小于本标准表5B（见 5.2-2)适用的电压或3 000 V有效值，取其较大者。

    烘箱的温度根据绝缘的热等级从表U2中选取。

    所选芯轴直径和导线绕制到芯轴上时施加到导线上的拉力按U2.2的要求。

    抗电强度试验应在样品拿出烘箱后在室温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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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U2 烘箱温度

陇列 A(105)"C f5 C̀            200阵样一知川
U2.4 弯曲后抗电强度的保持

    按以上U2.2要求制备五个样品并进行如下试验。每个样品从芯轴上卸下，放到一个容器中，放置

的位置应能使样品被覆盖有至少5 mm的金属球粒，样品两端的导体应足够长，以避免发生闪烁。该球

粒的直径应不大于2 mm，而且该金属球粒是由不锈钢粒、镍粒或镀镍铁粒组成，金属球粒缓慢注人容

器，直到被测样品被覆盖有至少5 mm的金属球粒，金属球粒应用适当的溶剂（如1.1.1一三抓乙烷溶

液）清洗。

    注：以上取自IEC 60851-5:1988(第二版含修正案1)重复进行的试验现已删除，因此，它不包含在本标准的第三版

        中。

    应在粒子与导线之间施加试验电压，电压不应小于本标准表5B（见5.2-2)的适用电压值或3 OOOV

有效值，取其较大者。

    按U2.2要求选择芯轴直径和导线绕制到芯轴上时的拉伸强度。

U3 制造期间的试验

    导线制造厂商在制造期间应按U3. 1和U3.2的规定对导线进行抗电强度试验。

U3. 1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的试验电压应为本标准中表5B（见5.2.2)中的适用的电压值，最小值为3 kV有效值或

4.2 kV有效值。

U3.2 抽样试验

    双绞线样品应按照IEC 60851-5:1996的4.4.1进行试验，最小击穿电压应为本标准中表5B（见

5.2-2)中适用的电压值的2倍，但不应小于6 kV有效值或8.4 kV（峰值）。

                                              附 录 V

                                          （规范性附录）

                                          交流配电系统

                                            （见1.6.1)

v1 简介

    在IEC 60364-3标准中，按载流导体的配置和接地的方法将交流配电系统划分为TN,TT和IT，在

本附录中对配电系统的类别和代码进行了解释，图中给出了每一类配电系统的一些实例，但现有还存在

一些其他配置的配电系统．

    图中：

    — 在大多数情况下，配电系统适用于单相和三相设备，但为了简化起见，图中仅划出了单相设备；

    — 供电电源可以是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电动机驱动的发电机或不间断电源系统；

    — 有些图适用于用户建筑物范围内的变压器，图中的建筑物区域代表的是建筑物的一个楼层；

    — 某些配电系统还在另外的位置接地，例如在用户建筑物的电源人口处接地（见GB 14821. 1-
1993中413.1-3.1的注1)。

    考虑如下设备连接的类型；所提到的导线数量不包括单独用于接地的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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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相 2线

    单相 3线

    2相 3线

    3相 3线

    3相 4线

    所使用的配电系统代码的含义如下：

    — 第 1个字母：配电系统与地的关系；

        T：表示一极直接连接到地，

        I：表示系统与地隔离或某一点通过阻抗连接到地。

    — 第2个字母：设备的接地；

        T：表示设备直接电气连接到地，而与配电系统的任何一点接地无关，

        N：表示设备直接电气连接到配电系统的接地点（在交流系统中，配电系统的接地点通常是中

            性点，或如果无中性点，则接地点通常应是某一根相导体）。

    — 其他字母（如果有）：中线和保护导体的配置；

        S：表示保护功能是通过与中线分开的导体或与接地的相导体（或交流配电系统中的接地相

          线）分开的导体来提供，

        C：表示中线和保护接地导体的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PEN导线）。

V2  TN配电系统

    TN配电系统是直接接地的系统，设备上需要接地的零部件通过保护接地导体连接，TN配电系统

被认为有下列三种类型：

    —     TN-S系统：在整个系统中使用一根单独的保护接地导体线；

    —     TN-C-S系统：在系统某一部分中，中线和保护接地导体线的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

    —     TN-C系统：在整个系统中，中线和保护接地导体线的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

    某些TN配电系统是由带有接地的中心抽头（中线）的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供电的。凡是能提供两根

相线和一根中线的这些配电系统通常称为“单相三线配电系统”。

                        电源

                        － L1
                      ．刁．．．．．卜－言二－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一 一 一 L1

                      &- Mmmmmml--} 一一－一－一－－－－闷卜 '一                              L2

                  I                       I I 配电电统

                      ‘司．．．．．‘－召留‘－－－－－－－闷一 4种司 L3

                      ‘ － ，－－－－‘‘－ －－叫卜－扣－斗－4－－－－es ．．ee 一 N

                      ‘．．．．．．．．．．．‘‘函．～一 刁．．叫卜．小．峙．．．．．～－ － － PE

      L题多      1,3  ,  JIES0CxjaNPE
                                          单独的中线和保护接地践

                                图V 1  TN-S配电系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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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汤

            动r            L1一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一L1

                        够月．．．．．由 －‘‘－－－－－－－－呻－月一 一 L2

                  I                I  I 配电电组

                        啥一 二‘－－－－－－峥一＋一十－－－－－－－－－ L3

                          小．．－ ．．－～～～～～～叫～～～叫卜叫卜峙～～～～～～～～～～～～－－ － 一 PE

    一｝一履薪L3PE  ,‘一区’
                                                      接地的相线

                                    图V1（完）

      电源
      se      L1

    宁闷．．．．．－，书‘－ ～～～～～～～～～～～～～叫卜．－ 一 ，，，，，，，，，，，，，，，，， L1

    ．－．．．．．．一 一～v 0－ 一－－－－－－－－－－－－－－－－－－－－－－， －日一 L2

  I                                    I  I                         I  I 配电电级

    ．曰．．．．．一 二一 ．．叫卜叫卜叫卜－ 一 － －－－－－－－－－－－－－，－＋－＋－－～．．－．－ － L3

  十～－－～－－－－－－－－－－－闷卜叫卜叫卜～卜～～～～～～－－－－－－－峥－～ N

    I                        I  I        I  I 一 一 PE

  一炸薪L3  'N   ,PEi$}                                  1$}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筑“
                                  建筑物或设施1 建筑物或设施2

              在系统的某一部分中，中线和保护接地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PEN)

  注：将PEN导线分解成保护接地线和中线的点可在建筑物人口处或建筑物的配电板上．

                          图V 2  TN-C-S配电系统实例

www.Li
su

ngro
up.co

m

www.Li
su

ngro
up.co

m



                                      GB 4943-2001

                                电诬
                                    se                                    L1

                                  r ．一 ‘－ ．一 ．．，～～～～～～～．－一 一 ．一 L1

                                  卜门．．．．甘－－－－－．一 一I~ -- －一 － L2

                          ． I  I 配电电幼

                                t － 一，－毕－小－－一 一 － L3

                                  ．～～～．～～～～‘函‘．～－－ PEN

    ：．异薪｛一‘筑“
                              中线和保护接地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PEN)

                              图V3                           TN-C配电系统实例

                          电万

                                  L1
                          r．，，，，，，，es～～目～～～                          L1

            台 ． I  I ‘～一一－一一－叫卜－～－－－－－～～．－一 一 ． L1

                                                ‘～4eses一．一 叫卜－－一一一－－－一4－－一－－－一－甲一斗－－－ N

                                                ． 一 －－－＋－刁‘－－－－－－叫卜～＋－－－－－叫卜－十－干－－ L2
                                    ． 1 1 1 1 1 1 1 二二一趁筑物区坟

    士二120 V．          240 V         120/240V.......................．⋯
                                                    PE·，－一 ＿＿

                            中线和保护接地功能合并在一根单独的导线上（PEN)

    注：这个120/240V的系统在北美广泛使用．

                          图V4 单相三线，TN-C配电系统实例

V3 TT配电系统

    具有一个直接接地点的配电系统，设备上需要接地的零部件在用户建筑物中连接到接地电极上，该

接地电极与配电系统的接地电极无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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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翻

                  r－ 一匕一一一一一一～— L1

                                  十门．．．．卜－－－一－－－－－ L2

                          ！ I！ 配电电组

                                  十门．．．．．尸－－－－－一－－ L3

                                  舀一 ．．．益．．．－．一 －礴．叫卜4一 － N

    一户奢    LJNPE一‘一区‘
                                    接地的中线和设备上独立的接地线

                          图V5 三相线加中线的TT配电系统实例

                                  电订

                -} 1 L1一                                                       L1

                      百一 闷～－一一一一一一竹 针．一 一 － L2 配电电组

                                r－一 一，－ 1．一    1 ～一 一 L3

    户纷PE一“
                                      接地的相线和设备上独立的接地线

                                图V6 三相线的TT配电系统

V4  IT配电系统

    IT配电系统与地隔离，除非有一点通过阻抗或限压装置接地，设备中需要接地的零部件都在用户

建筑物中与接地电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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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短
                        L1

      个门．．．．．卜－－ －－－－－－－－－－－，－－ L1

      心－．．．．．卜．‘ ‘一 －－ ．一～，－～个－日一 － LZ

    I                       I  I 配电电纽

      ，叫．．．．．－－－－－－－－－－－－－ L9

      心－－－－－－－－－－－－－－－－－－－ N

I }一户薪                                                        N_                                                                        NPE一‘筑’“
              中线通过阻抗或限压装置连接到地，或与地隔离

            图V7 三相线（加中线）的IT配电系统

        电派

    11    I L 1 — 一 L1

  裤书．．奋冬二二一一一一一一十月一一— LZ 配电电组

    f，一～～－ ．一 二‘－－－－－－叫卜－卜－＋－－－－一－－－－－－－－－ L3

  户纷PE$'$＿一
                          这个系统可与地隔离

                图V8 三相线IT配电系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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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w

                                        （资料性附录）

                                        接触电流的总和

    本附录介绍了5.1.8.2的要求和试验的背景

wi 电子电路的接触电流

    确定人体接触电子电路（或电源汇流条）而流经人体的电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是依接触的电

路是否接地而定。接地电路和不接地（浮地）电路的区别与I类设备和I类设备的区别是不一样的，浮

地的电路可以存在于I类设备中，而接地电路也可以存在于I类设备中。浮地电路普遍用于但又不仅仅

用在通信设备中，而接地电路用于但又不只是用于数据处理设备中。

    考虑最坏的情况 ，本附录假设通信网络是浮地的，交流电源和人体（维修人员或操作人员）是接地

的，应注意维修人员可以接触到而操作人员不能接触到的某些零部件。“接地的”电路是指直接接地的电

路或者以参考地的方式以使其相对地的电位是固定的电路。

Wi.1 浮地电路

    如果电路未接地，流经人体的电流I。是通过跨在电源变压器（见图W1)绝缘上的杂散电容或电容

器（C）而“泄漏”的电流．

交一分丛弃
                                图W1 浮地电路的接触电流

    这个电流来自一个相对高电压、高阻抗的电路，它的数值基本上不受电子电路上工作电压的影响．

在本标准中，人体电流（Ic）是以通过使用附录n的测量仪器粗略模拟人体的试验来加以限制的。

W1.2 接地电路

    如果电子电路是接地的，流过人体的电流（Iv)则是由该电子电路的工作电压（V）引起的，这个电路

相对于人体是一个低阻抗电源（见图W2)，从电源变压器流出的任何泄漏电流（见W1. 1)将流到大地而

不通过人体。

，电·趋 -                 IV} }   v1T
                                  图W2 接地电路的接触电流

    在本标准中，人体电流（Iv)是通过规定可触及电路的最大电压值来限制的，可触及电路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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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V电路或（受限制接触的）TNV电路。

W2 几个设备的互连

    许多设备可通过星形布局结构连到一个独立的中心设备上，这就是信息技术设备，尤其是通信应用

场合的一个特点。例如将增设的电话分机或数据终端连到一个具有几十个或几百个端口的PABX上，

在下列说明中使用了这个示例（见图W3),

＿＿＿＿＿＿州共一一ramon     \ 爪BX
  交流供电电汀 1 1 ＿＿ 二几～、

交Kft电电短 一一州 卜一一一 几 要竺莽丝哼网络
  一一’－一一一 －一一．J I ． （浮地的）

                                      互连电路 ＿二 公共回路点

                                                                                        ．’ 交换端口

’电’生份-k一～    ------止一                                                                                                                        l

                                图W3 PABX接触电流的总和

    每个终端设备都能向接触互连电路的人体传送电流（(I�IZ等），这个电流将和来自PABX端口电路

的任何电流叠加在一起，如果这样几个电路连接到一个公共点上，它们各自的接触电流将汇总在一起，

这就可能对接触互连电路的接地人体构成危险。

如下的分条款将考虑避免这种危险的各种方法。

W2. 1 隔离

    将所有的互连电路相互隔离并与地隔开，将I�I：等限制到W1. 1所述的安全值以下．这意味在

PABX中每一个端口使用一个单独的电源，或者每一个端口使用单独的线路（信号）变压器，这种方法可

能成本很高。

W2.2 公共回路，与地隔离

    将所有的互连电路连到一个与地隔离的公共回路点上。（在任何情况下，像这样连到一个公共点从

功能角度讲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互连电路的总电流将流过接触任何一个互连电路线的接地

人体。这个电流只能通过控制与PABX端口数有关的I, ,12...I。数值来限制，但是总电流值将很可能由

于谐波和其他影响而小于I, +I,十⋯+I..

W2.3 连到保护地的公共回路

    将所有互连电路连到一个公共回路点，然后将该点接到保护地上。不管端口数量有多少个，以上在

W1. 2所述的情况一直适用。由于安全是依靠接地连接的情况，根据可能流过的总电流的最大值，有必

要使用高集成度的接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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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x

                                        （资料性附录）

                                    变压器试验的最大发热效应

                                                （见 cl）

    第cl章要求变压器所带负载能带来最大热效应，本附录给出了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各种方法的实

例。其他方法也可以使用，符合第cl章要求不局限于这些实例。

X1 最大输入电流的确定

    在额定负载条件下测得输人电流值，这个值就是I,，见表X1的步骤A，这个值可以通过试验或从

制造厂商的数据获得。

    在测量输人电流时，负载应加到输出绕组上或开关电源单元的输出上。负载应尽快调节到能获得维

持工作约10s的最大输人电流。这个电流值即为Im，见表X1的步骤B。然后按步骤c进行试验，如果

有必要，再按表X1的步骤D到J进行试验。每一步骤的输人电流应记录，并维持到出现下列情况：

    a）任何元器件或保护装置（内在保护）未动作，变压器温度达到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再继续进

行试验；或

    b)元器件或保护装置动作，在这种情况下，立即记录绕组温度，然后根据保护的类型再进行第X2

章的试验。

    如果加上初级电压后在10s内任何元器件或保护装置动作，则在元器件或保护装置刚动作前记录

的电流值就是I-

    在进行表X1步骤c到J所述试验时，可调负载应尽快调到所需值，如果有必要，在加上初级电压

1 min以后，应再次调节。步骤c到J的试验可以反顺序进行。

                                      表X1 试验步骤

一一一洲
x2 过载试验程序

    电子保护：如果第X1章的试验出现X1 b)的情况，则以该情况下电流的5％的步距递减电流或以

额定负载的5 0o的步距递增电流找出任何电子保护不会动作，温度达到稳定的最大过负载。

    热保护：施加能使工作温度维持在低于热保护额定动作温度几度的过负载。

    过流保护：施加能使流过的电流符合过流保护装置电流一时间动作曲线的过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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