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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144-2005/IEC 6092922002

月A 吕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0929;2002(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性能要求》(英文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b)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C) 删除国际标准前言。

    d) 对于IEC 60929中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标准引用我国的这

          些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未有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在

          本标准中均被直接引用

    本标准代替GB/T 15144-1990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性能要求》。

    本标准与原标准GB/T 15144-1994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 在术语中增加了对启动辅助件的说明

    — 强制性标志删除了对启动类型和流明系数的要求，5.2中增加了对启动类型、是否需要启动辅

        助件、流明系数的说明，5. 3中增加了对线路总功率的要求。

    — 启动

        1) 启动状态中，原标准中可分为控制电流型及控制电压型两种方式对启动性能进行考核。

              新标准中增加了采用测量镇流器在启动过程中提供给阴极预热能量来考核镇流器的预热

              启动性能。如相应灯的参数表中没有提供能量参数，则继续采用考核预热电流对镇流器

              的启动特性进行考核。

        2) 对采用启动辅助件的镇流器，对镇流器的开路电压及启动辅助件的电压提出要求

    — 增加对调光镇流器的要求。

    — 线路功率因数，规定对可调式镇流器测量线路功率因数时在满功率下进行。

    — 因在GB 17625. 1中规定了照明电器电源电流的考核要求，新标准删除了对镇流器电源电流

        波形的要求。

    — 新标准删除了磁屏蔽的要求

    — 新标准删除了耐电源中的瞬时过电压性能要求。

    — 新标准删除了对镇流器包装、存储、运输要求

    — 添加了附录F及附录Ha

    本标准中共有8个附录，其中附录E和附录G已撤消。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

录D,附录F和附录H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4)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飞利浦照明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惠州TCL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松下电工池田有限公司、上海东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东电子集团公司、广东东松

三雄电器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俞安琪、道德宁、范红梅、毛孝君、邹瑛、高文国、李裕人、张贤庆。

    本标准于1994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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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144-2005/IEC 60929:2002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性能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管形荧光灯及其他高频工作的管形荧光灯用电子镇流器的性能要求，此种镇流器使

用频率为50 Hz或60 Hz，电压在1 000 V以下的电源，其工作频率不同于电源的频率，与其匹配使用的
管形荧光灯应符合IEC 60081和IEC 60901的要求

    注 1:本标准所述试验均为型式试验。不包括对生产期间的单个镇流器的试验要求.

    注2:对干诸如灯具和独立式控制装置等最终产品，己制定出版了关于调节其电源电流谐波和杭扰性的专项标准

        在这方面，灯具中的控制装置起主要作用。控制装置及其他零部件均应符合这些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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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0. 1 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GB 19510. 1-2004,IEC 61347-1:

2000,IDT)

    GB 19510. 4 灯的控制装置 第4部分: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GB 19510. 4-

2005,IEC 61347-2-3:2000,IDT)

    IEC 60081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IEC 60901 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定义:

3. 1

    启动辅助件 starting aid

    启动辅助件可以是一固定在灯的外表面上的条形导电部件，或是一与灯保持适宜的间隔的片形导

电部件。启动辅助件只有在与灯的一端保持足够的电位差时才起作用。

3.2

    镇流器流明系数 ballast lumen factor

    受试镇流器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灯的光通量与该灯和适宜的基准镇流器一起在其额定电压和

频率下工作时的光通量之比。缩写字母为blf,

3.3

    墓准镇流器 reference ballast

    在交流电源频率下工作的灯用的特殊电感式镇流器或在高频下工作的灯用的特殊电阻式镇流器。

按照设计要求，在检验镇流器和挑选基准灯时以及在标准化的条件下检验常规生产的灯时，这种镇流器

可用作比较标准。其主要特征是在其额定频率下具有稳定的电压/电流比，相对地不受本标准所述电

流、温度和周围磁场的变化的影响(见GB/T 2900. 65).

3.4

    基准灯reference lamp

    经过挑选用来检验镇流器的灯，这种灯在与基准镇流器一起工作时所具有的电特性接近于相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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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144-2005/IEC 60929:2002

的标准所规定的标称值。

    注:附录C给出了该种灯的特定条件。

3.5

    荃准镇流器的校准电流 calibration current of a reference ballast

    校准和调整基准镇流器时所依据的电流值。

    注:这种电流最好大致上等于基准镇流器所适用的灯的额定电流。

3.6

    线路总功率 total circuit power
    在镇流器的额定电压和频率下由镇流器和灯的组合体所消耗的总功率。

3.7

    线路功率因数A  circuit power factor A
    镇流器与其匹配使用的灯(一只或儿只)的组合体的功率因数。

3.8

    高功率因数镇流器 high power factor ballast
    其线路功率因数至少为。.85的镇流器。

    注1功率因数 0.85已把电流波形的畸变考虑进去。

    注2:在北美，高功率因数规定至少为 。.9

3.9

    离声频阻抗镇流器 high audio一frequency impedance ballast
    其在250 Hz-2 000 Hz频率范围之内的阻抗超过本标准第13章所规定之值的镇流器。

3. 10

    预热启动 preheat starting
    在灯被实际触发之前能使灯的电极达到发射温度的线路的类型。

3. 11

    非预热启动non-preheat starting
    能利用高开路电压使电极产生二次电子发射的线路的类型。

3. 12

    预启动时间 pre-start time
    在3. 11中所述镇流器被接通电源电压后使灯的电流保持镇10 mA的那段时间。

4 关于试验的一般说明

4. 1 按照本标准进行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

    注:本标准所述要求及允许公差均以对制造商所提交的型式试验样品进行的试验为依据.原则上，这种型式试验

        样品应由具备制造商产品的典型特性的样品组成，并应尽可能地接近该类产品的中间值

        可以预期，在按照型式试验样品制造产品时采用本标准给出的公差，能确保使产品的大多数符合本标准。但

        是，由于产品的离散性，有时难免会出现超出规定公差范围的产品。关于按照特性进行检验的抽样方法和程序

        参见IEC 604100

4.2 试验要按照条款的顺序进行，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4.3 一只镇流器应承受所有的试验

4.4 通常，应对每一种类型的镇流器进行所有的试验。在涉及到一批类似的镇流器的情况下.应对该

批量中每个额定功率的镇流器或对从该批量中挑选出的有代表性的并经过制造商认可的镇流器进行所

有 的试验 。

4.5 试验应在附录A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IEC标准中未作规定的灯的参数应由灯的制造商给出。

4. 6 本标准抓宁的所右镇流器均 应符合 GB 19510. 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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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144-2005/IEC 60929:2002

标志

5I 镇流器上应清晰地标有下述强制性标志:

    a)线路功率因数，例如:0.85.

    如果功率因数小于。.95且超前，则该功率因数之后应标有字母C，例如:0. 85 C,

    如适用镇流器上还应标有下述的标志:

    b)表明镇流器在设计上符合声频阻抗条件的符号各.
5.2 除了上述强制性标志之外，下述内容也应标在镇流器上，或注明在制造商的产品目录或类似文

件 中 :

    a) 关于启动类型的明确说明，即预热型或非预热型。

    b) 关于镇流器是否需要启动辅助件的说明。

    C) 在110.05的范围之外的镇流器流明系数。

5.3 制造商可采用下述信息作为非强制性标志:

    a) 在额定电压下带灯和不带灯工作时的额定输出频率;

    b) 能使镇流器在规定电压(范围)良好地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的极限值;

    c) 线路总功率。

6 总说 明

    可以预计，符合本标准的镇流器在额定电压的92%和106%之间的电压下能使符合IEC 60081和

IEC 60901的灯或其他高频荧光灯在灯的环境温度为100C ̂-35℃时顺利地启动，并使它们在灯的环境
温度为10 0C-50℃时良好地工作。

    注 1 : IEC 60081和IEC 60901所给定的电特性以及在频率为50 Hz或60 H:的额定电压下工作的镇流器所应适用

          的电特性可能与在使用高频镇流器时和在上述5. 3的 b)中所述条件下工作时的电特性有所不同

    注 2:在某些地区，制定有关于灯具电磁兼容性的法规。灯的控制装置也能使这种电磁兼容性发生变化.参见附录

        H所示参考文献.

7 启动条件

    当镇流器按照预定使用要求工作时，镇流器应能使灯启动，并不会对灯的性能造成有害的影响。附

录D(资料性附录)对启动条件做了说明。

    合格性应按照7. 1-7. 3中所述适用的试验要求进行检验，试验时应使镇流器在其额定值的92 0a

和106%之间的任一电源电压下工作。

7. 1 预热式镇流器的条件

    镇流器应按照下述要求以及附录A中A.3的要求进行试验。有关预热的相同要求也适用于在任

一调光位置上处于启动状态的可调式镇流器。

    灯的参数表给出了与镇流器一起使用的替代电阻R�,,，用来检验镇流器在启动时能否产生符合灯

的参数表的能量。如果在替代电阻R,上所消耗的能量未超过极限值，则镇流器合格。如果镇流器不

能提供灯的参数表规定的最小能量，则该镇流器不合格 如果镇流器提供的能量超过最大能量，则必须

用另一个替代电阻来检验镇流器的预热能力，该替代电阻所消耗的能量应与上限能量相一致。如果镇

流器仍产生过高的能量，则该镇流器不合格。第二个替代电阻的值尚在研究之中。初始值可由灯的制

造商提供 。

7.1.1 预热能，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在t时应至少能提供符合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示时间/能量极限要求的

最小 总加热能量 E}.(见图 1)。按照相 应灯的参 数表 的w隶 .(t,.L)间隔夕 内M.OtiTA Wiw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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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144-2005/IEC 60929:2002

加热能量Em�和最小加热能量E-之间(见图1).

    在k之前的任一时间，最大加热能量不得超过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极限值。如果ti- t, G0. I s,

则该间隔不适用此要求。

    绝对最小预热时间应为。. 4 s，但相应灯的参数表另有规定时除外。

    为了防止产生横向电弧，在预热能量E小于最小预热能量E_时，施加在替代电阻上的电压应保持

在10 V(alk2，以下。

    如果灯的参数表未给出任何关于预热能量的参数，则采用阴极电流要求，并进行下述试验:

    用一对具有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之值的无感电阻代替灯的每个阴极，镇流器应能提供符合相应

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时间/电流极限要求的最小和最大总加热电流。最小预热电流i‘被定义为:

“一'V t+im2
    公式中a和im的值由灯的参数表给出。

    在进行测量时，用具有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值的无感电阻来代替灯的每个阴极并按照阴极预热

要求进行试验，在两只或多只灯同时工作的情况下也应如此。

7. 1.2 开路电压

    在预热期间，任一对替代电阻之间的开路电压不得超过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最大值。在预热

期之后，此开路电压应为或提升至不小于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触发电压。

    当两只或几只灯在串联或并联线路中工作时，要依次对每一位置进行测量。为此，要更换所有的

灯。对于尚不作测量的位置，应安装上基准灯;对于要作测量的位置，应安装上一对开路电压试验用的

替代 电阻。

    测量替代电阻之间的开路电压，在所有情况下测得的开路电压均应符合同一只灯的参数表所规定

的值 。

    开路电压的波峰因数应不超过1. 8。在最短的预热期间，即使是非常狭窄的不会影响有效值的电

压峰值在最小预热时间内也不得出现。

    对于在并联电路中工作的灯，每只灯应采用相应的单只灯的要求。

    进行测量时要使用示波器，还要使用超出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规定范围的无感替代电阻进行开路电

压试验 。

    在有要求时，镇流器制造商应提供在规定范围内能产生最小触发开路电压的阴极替代电阻的值。

7.2 非预热式镇流器的条件

    符合3. 12中定义的镇流器在设计上应能使在启动期间累积的辉光放电时间不超过100 ms，在测

量该值时应使用基准灯，灯的附近不应有任何可能成为启动辅助件的接地金属部件。如果该灯的电流

至少为灯额定电流的80%，则辉光放电期被视为结束。

    当镇流器满足下述条件时，该镇流器被视为符合上述要求。

7.2. 1 开路电压

    使用示波器进行测量，并用具有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之值的无感替代电阻R。代替灯的每个阴极

(见图2a)，所测得的开路电压应符合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值。

    当两只或几只灯串联工作时，应依次对每一个位置进行测量。为此，应更换所有的灯。对于尚不作

测量的位置，应安装上基准灯;对于要作测量的位置，应安装上一对检验开路电压用的替代电阻

    然后，在两个替代电阻之间测量开路电压，在所有情况下所测得的开路电压均应符合同一只灯的参

数表所规定的值。

    注:在启动期间存在补充阴极加热的情况下，较低的值可足以满足要求，但辉光放电的时间应不超过 100 ms,

7.2.2 镇流器阻抗试验

    用一具有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之值的灯的无感替代电阻凡 代替灯，再用一对具有相应灯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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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表所规定之值的无感电阻R。代替每个灯的阴极(见图2b)，并使电压处于额定电压的92 。此时，镇

流器所提供的电流应不小于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最小值。

7.2.3 阴极电流

    非预热启动式镇流器在启动期间可为某一阴极提供加热。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阴极电流应不超过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最大值。

    进行测量时要使用替代电阻R(见图2c)，该电阻的值按照式(1)计算得出:

R，一共LO。
        乙.以 i

(1)

    式 中 :

    I}— 灯的额定工作电流。

7.3 启动辅助件及间隔

    与符合本标准的电子镇流器一起工作的灯可使用IEC 60081和IEC 60901规定的启动辅助件。在

预热和启动期间，开路电压及启动辅助件上的电压不得超过相应灯的参数表中镇流器设计参数表所规

定 的极 限值。

8 工作条件

8. 1 在额定电压和25℃士2℃的环境温度下，镇流器流明系数应不低于制造商宣称值的95%;如果制

造商对此未作规定，该镇流器流明系数应不低于。.95.

    由于某一固定测试点的光通量与照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测量该系数时，使用适宜的照度计便足以

满足要求。

    如果所宣称的镇流器的流明系数低于0. 9，则应提供证据表明灯在和该镇流器一起工作时灯的性

能不会受到损害。相应的试验尚在研究之中。

8.2 当镇流器在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基准灯一起工作时，线路总功率应不大于制造商所宣称值

的n000e

8.3 处于额定电压下的镇流器应能限制提供给基准灯的电流，使该电流不超过该灯与基准镇流器一起

工作时的电流值的115 %，但相应灯的参数表另有规定时除外。

8.4 调光要 求

8.4. 1 灯 阴极 的加热

    当灯以低于设计所要求的最佳值的流明等级工作时，应注意使镇流器为灯连续提供阴极加热，以便

防止灯寿命的降低。

8.4.2 控制接 口

    此要求由附录E规定，并应与镇流器制造商的说明相一致。

    目前还存在其他非标准化的接口，这种接口会引起接口之间的互换性问题。必须按照制造商的技

术规范对其进行试验。

9 线路功率因数

    当镇流器与一只或几只基准灯一起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工作时，所测得的线路功率因数值与标

志值的差异应不超过。.05.
    对于可调式镇流器，其功率因数应在满功率条件下进行测量。

10 电源电流

    当镇流器在额定wt压下与一只或几只基准灯一起工作时，电源电流与镇流器上的标志值或制造商

文献中的规定值的差异应不超过士100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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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可调式镇流器，按照GB 19510.1的要求，在任一调光位置上，电源电流应不超过镇流器标志

值的110%.

11 导入 任一阴极引线的最大 电流

    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92%和106%之间的任一值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流经任一阴极终端的

电流不得超过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给定的值。

    进行测量时应使用示波器或其他适用的仪器，还应使用基准灯，测量应在灯阴极的所有触点上

进行 。

12 灯的工作电流波形

    应使镇流器在其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基准灯一起工作。在灯达到稳定状态之后，灯电流的波

形应符合下述条件:

    a) 在每个连续的半周之内，在电源电压通过零相之后的同一时间，灯电流的包迹波形的差异应不

        超过 4%.

    注:本要求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由电源半周至电源另外半周的包迹波形的不一致而引起的脉动。

    b) 对于单独的高频波峰系数，峰值与有效值的最大比值应不超过1.7.

        在电源频率下进行高频调制时，对于已调制的包迹线，灯的最大电流波峰系数应不超过1. 7 0

    注:高频电流的波峰系数等于已被调制或未被调制的包迹波峰值电流除以实际有效值电流。

13 声频阻抗

    标有声频符号的镇流器(见5.1)应按照附录A中A. 2的要求进行试验。

    对于400 Hz和2 000 H:之间的每一个信号频率，当镇流器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与基准灯一起

工作时，其阻抗应是电感性的。该阻抗用欧姆表示，并且应至少等于下述电阻器的电阻值，即其所消耗

的功率与该灯/镇流器组合体在其额定功率和频率下所消耗的功率相等的电阻器。镇流器的阻抗应使

用一其值等于镇流器额定电源电压的3.5%的信号电压进行测量。

    250 H:和400 Hz之间的阻抗应至少等于400 Hz和2 000 H:之间的频率所要求的最小值的二分

之一 。

    注:无线电干扰抑制器由容量小于。.2pF(总量)的电容器构成，它可以安装在镇流器之内，在进行本试验时可将其

          断开。

14 异常条件下的工作试验

14. 1灯被断开

    当镇流器在110%额定电压下与一只或几只适用的灯一起工作期间，在不关闭电源的情况下使灯

与镇流器断开，并持续1卜，然后，将灯重新连接，灯应能正常启动和工作。如果灯不能启动，应将电源

关闭1 min，然后再接通电源，此时，灯应能启动。

14.2 灯不能启动

    用一对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适用的阴极模拟电阻代替每个灯的阴极，与镇流器连接，并使镇流

器在110Y.额定电压下工作1h，然后，将该电阻移开。将一只或几只适用的灯与镇流器连接，灯应能正

常启动和工作。如果灯不能启动，应将电源关闭1 min，然后再接通电源，此时，灯应能启动。

耐久性

  在进行本试验之前，应使镇流器接受下述温度循环试验和开路条件下的开关试验:

a) 温度循环试验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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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将镇流器在环境温度的下限值条件下放置1h，然后将温度升高到t，并持续1h。如此

        温度循环要进行五次。如果没有规定温度下限值，则应采用+lo0C,

    b) 开关循环试验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或电压范围中最不利的电压下，此电压由制造商给出)将镇流器接通电源

        30 s，再断开30 s。在输出端处于空载状态下重复此循环1 000次。

15.2 随后，使镇流器与一适用的灯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和能产生t。值的环境温度下工作200 h，然后，

使镇流器冷却至室温。此时，镇流器应能使适用的灯正常启动并工作15 min。在此试验期间，应将灯

放置在试验箱之外并且温度为25℃士5℃的环境中。

15.3 上述t。值指的是在最不利的调光位置上测得的t。此调光位置可与制造商协商后提供。

    注:在灯具之 内试验 t}温度时 ，采 用同一最不利的调光位置 。

说明

灰色区:供给阴极所允许的能量;

E:提供给电极预热用的能量(1 );

P见灯的参数表(W) ;

Em,.二Q+P·t=最小阴极预热能量;

V(t)=在镇流器的输出端测得的电压;

V.发=见灯的参数表(V ;

t,-t(Vrs )

                                图 1

深灰色区:所允许的触发;

Q:见灯的参数表(J);

F;系数，见灯的参数表;

E��=F " E。一 最大阴极预热能量;

v非.发=见灯的参数表(V);

t; =t(V}r. ) ;

预热和启 动所需能t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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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电源

M=测量装置

D. U. T.=受试装置(镇流器)

R =见 7.2.1

                开路电压试验线路

U=电源

M-测量装置

R,=见 7. 2. 2

D. U. T.一受傲装置(镇流器)

R 二见 7. 2. 2

b 镇流器阻抗的试验线路

U 电源

M=测量装置

L=灯

D. U. T.=受试装置(镇流器)

R;= 见 7. 2.3

        阴极电流的试验线路

图2 非预热启动的试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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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硕50 (60)

250目 s^ 2 000 H z

发生器

选择电压表或波形分析器 一

注:对于电桥的一个分支，200 000 fl不是临界值.

                                图 3 声频 阻抗的测f 线路

U=电源

M=测量装 置

D. U. T.=受试装置(镇流器)

R一阴极预热试验用的替代电阻，见灯的参数表

      图4 预热启动式镇流器的试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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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高频基准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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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A. 1 一 般要 求

    各项试验均为型式试验。一个样品应接受所有的试验

A.，.1 环境温度

    各项试验应在无对流风的室内和200C ̂-27℃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对于那些要求灯的性能稳定不变的试验，在进行这些试验期间，灯周围的环境温度应处在 23̀C

27℃之间，其变化应不超过10C,

A.1.2 电源电压和频率

    a) 试验电压和频率

        受试镇流器应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基准镇流器应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工作，但另有规定时

          除外

        当镇流器上标有所采用的电源电压范围时，或镇流器具有几种不同的独立额定电源电压时，该

          镇流器任一预定采用的电压均可被选作额定电压。

    b) 电源和频率的稳定性

        对于大多数试验，电源电压和基准镇流器所适用的频率误差应稳定保持在士0. 5%之内。但

        是，在实际测量期间，电压误差应调整到规定试验值的。.2%之内。

    c) 电源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的总谐波含量应不超过3肠;谐波含量被定义为各次谐波分量的有效值(r. m. s)总

        和，基波定为10000,

A.1.3 磁效应

    在与基准镇流器或受试镇流器的表面相距25 mm的范围之内应不存在任何磁性物体，但另有规定

时除外。

A. 1. 4 基准灯的安装与连接

    为了确保基准灯的电特性的一致性，基准灯应按照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说明进行安装。如果灯的参

数表未给出安装说明，应将灯水平安装。

    建议将灯持久固定在其试验灯座中。

A，15 基准灯的稳定性

    a) 在进行测量之前，应使灯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不得出现打旋现象

    b) 在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每一系列试验之前和之后，均应立即检验灯的特性。

A. 1. 6 墓准镇流器

    所用基准镇流器应符合相应灯的参数表的规定。

A，1.7 仪器的特性

    a) 电压线路

        流经跨接于灯端的仪器的电压线路的电流应不超过标称工作电流的3%,

    b) 电流线路

        与灯串联连接的仪器应具有足够低的阻抗，以便使电压降不超过灯的目标电压的2%,

        在将测量仪器擂接在并联的加热电路中时，该仪器的总阻抗应不超过0. 5n,

    c) 有效值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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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仪器应基本上不会出现由波形畸变引起的误差，并应与工作频率相适应。

应注意确保测量仪器的对地电容不会干扰受试部件的工作，还必须确保受试线路的测量点处

于地 电位。

A. 2 声 频阻抗的测1E

    图3所示的线路是一用来测定灯/镇流器组合体的声频阻抗z的电桥。

    线路图中，代表电阻器的R'和R“的值分别为5。和200 000 ,(1(至少后者不是临界值)。当调节R

和C时，可使一在波形分析器(或其他适用的选择性探测器)上选定的声频达到一种平衡，通常表示为:

z一R'R" (喜+i.C)
                  、」叹 }

如果电阻R'和R"具有精确的数值，该公式则变为:

z一106{喜+iw。)
                、 」{ }

    其中:

    A二50 Hz或60 Hz电源变压器;

    B=受试灯/镇流器组合体;

    z，二其值对于50 Hz或60 Hz足够高而对于250 Hz-2 000 Hz足够低的阻抗(例如:电阻15 dl,

电容16 pF)

    乙=其值对于50 H:或60 Hz足够低而对于250 Hz -2 000 Hz足够高的阻抗(例如:电感
20 mH)e

    注:如果对于其他源的电流来说，相关的源具有低的内阻抗 则阻抗z,和/或 乙 就不是必需的

A. 3 预 热期间的测.

A. 3. 1 试验设备和测.程序

    试验设备应包括受试镇流器，相应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阴极替代电阻(R)和测量装置。测量装置

可以是一装有电压和/或电流探测器的示波器(见图4).

    必要时，将隔离变压器的隔离输出绕组的次级输出绕组连接在接地的一端。如果镇流器中未装有

隔离变压器，那么应在输人端插接上隔离变压器。

    总开路电压应在两个阴极替代电阻之间进行测量。

    如果装有启动辅助件，其电压应符合规定的电压要求。

A. 3.2 用预热线路进行测f和数据处理的特定条件

    借助测量装置，可测定加热电流和开路电压，此二值与时间有关。

    对于稳定状态的有效值电流或有效值电压来说，要依据对一个单独的能确定实际值和波峰系数的

高频周期来测定加热电流/电压的实际值。

    可使用适宜的仪器直接测量有效值

    对于变化着的电流，加热电流的实际值被定义为与具有相同加热效果的稳定状态的有效值电流相

等的一个值。

    借助灯的参数表所给定的公式，可计算出发射时间(见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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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基准镇流 器

B.1 标志

基准镇流器上应清晰耐久地标有下述标志:

a) “基准镇流器”或“高频基准镇流器”的全称字样;

b) 销售商的标志;

c) 序列号;

d) 灯的额定功率和校准电流;

e) 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

B.2 设计 特征

B. 2.1  50 Hz或60 Hz频率的镇流器的一般设计特征

    基准镇流器是一自感线圈，装有或未装有辅助电阻器，在设计上能提供B. 3所述工作特征。

    基准镇流器可用在装有启动器的线路中，或者，在适宜的情况下用在具有加热灯阴极的独立电源的

线路 中。

B. 2. 2 25 kHz频率的高频基准镇流器

    高频基准镇流器是一按设计要求能提供B. 4所述工作特性的电阻器。

    由于此类型的高频镇流器是设计用作永久性的参照基准，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这种

镇流器的结构应有助于提供稳定的阻抗。

    为此，这种镇流器可装有能恢复基准电阻的适用部件。

    高频基准镇流器应密封安装在一具有机械和电气保护功能的外壳中。但是，应注意对由此造成的

功率损耗进行适当的处理。

B. 2.3 保护功能

    镇流器应具有防磁保护功能，例如，采用适宜的钢制外壳，将一12. 5 mm厚的普通软钢板置于与镇

流器外壳任一表面相距25 mm之处，相对于校准电流来说，其电压/电流比的变化应不超过0.2%e

    此外 ，镇 流器应具有防止机械损坏 的保护功能。

B. 3 频率为 50 Hz或 60 Hz的工作特性

B. 3. 1 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

    基准镇流器的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应符合 IEC 60081和IEC 60901中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给定

的值 。

B. 3. 2 电压/电流比

    基准镇流器的电压/电流比应为IEC 60081和IEC 60901中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给定的值，并应具有

下述公差 :

    a) 在校准电流下，公差为士。.5%;

    b) 在校准电流的50 % -̂115%之间的任一电流下，公差为士3%0

B.3.3 功率因数

    在校准电流下测定的基准镇流器的功率因数应为IEC 60081和IEC 60901中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示

值，可允许有士。.005的公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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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4 温升

    当基准镇流器在校准电流和额定频率下以及20℃和27℃之间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并达到热稳定之

后，用“电阻变化法”测得的镇流器绕组的温升应不超过25 K.

B. 4 频率为25 kHz的工作特性

B. 4. 1 概述

    在高频基准镇流器的额定输人电压和额定频率下以及在室内温度为25℃士5℃和基准镇流器的温

度达到稳定状态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测量应采用下述技术要求。

B. 4.2 阻抗

    高频基准镇流器的阻抗应为IEC 60081和IEC 60901中相应灯的参数表所给出的值，并具有下述

公差 :

    a) 在校准电流下，公差为士。.5肠;

    b) 在校准电流的50%和115%之间的任一电流下，公差为士10oe

B. 4. 3 串联电感与并联电容

    基准镇流器的串联电感应小于。. 1 mH，其并联电容应小于1 nF.

B. 5 频率为 25 kHz时的线路(见 图 5)

B. 5. 1 阴极加 热

    高频镇流器可用在为使灯顺利启动而安装了加热灯阴极用的独立电源的线路中。在测量灯时应将

这些电源断开。

BS，2 电源

    用于调整和试验高频基准镇流器的高频电压电源应具有以下特点，即在全负载条件下，谐波含量的

有效值之和应不超过基波分量的3%.

    此电源应尽可能地稳定并尽可能不发生突然变化。为获得最佳试验结果，应在0. 2%的范围内调

节 电压 。

    对于电阻型基准镇流器，频率应保持在2%范围之内

B. 5. 3 仪器

    测量高频基准镇流器用的所有仪器均应适用于高频工作。

    详细要求尚在研究之中

B. 5. 4 引线

    连接用的引线应尽可能短且直，以避免寄生电容的产生。与灯并联的寄牛电容应小于1 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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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基准灯条件

    当一只已老炼了至少 loo h的灯与一基准镇流器在附录A所规定的条件下和25℃的环境温度下

一起工作时，如果灯的功率、灯端电压或灯的工作电流与IEC 60081和IEC 60901所给定的相应额定值

的差异不超过2.5 0o，则该只灯被视为是符合3.4中要求的基准灯。

    对于不用启动器工作的基准灯，如果阴极电阻比灯的参数表所给出的额定值高出10%以上，则可

使用一分流电阻器将其降低。

    应始终使用受试镇流器所适用的基准灯。

    当基准灯与基准镇流器一起工作并达到稳定状态时，流经基准灯的电流的波形应与连续半周内的

波形基本相同。

    注:此要求用来限制任何整流效应可能引起的偶次谐波。

    附 录 D

  (资料性 附录)

对启动条件 的说明

D. 1 引言

    第7章所述启动条件要求和IEC标准中灯的参数表所给出的相关数据均适用于电子镇流器所能

采用的不同的灯启动方式。

    由于这些启动方式比传统的50 Hz或60 Hz线路所提供的方式更复杂，因此本附录可作为对本标

准的此项要求和灯的参数表所规定的数据的补充说明。

D. 2 对灯启 动有影响的因素

    影响荧光灯的启动机理的物理因素主要有五种:

D.2.1 阴极的加热:用于预热的能量和施加该能量的时间

D.2.2 开路电压:在预热期间及灯被触发时灯端和启动辅助件上的电压。

D.2.3 环境条件: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D.2.4 灯的物理条件:填充气体的类型及其压力，灯的尺寸，包括内部导电涂层。

D.2.5 电源和灯具条件:工作频率，启动辅助件的尺寸及间距。

    所有这些因素都以复杂的形式相互作用，如果对于某一选定的启动方式来说不能使这些因素正确

组合，就会使灯的性能降低(例如:灯寿命的降低，在给定灯寿命中启动周期次数的减少，灯末端过度发

黑)。

D. 3 灯启动的主要方式

    50 Hz或60 Hz镇流器传统上主要有两种使荧光灯启动的方法:预热阴极启动和非预热阴极启动。

    这两种启动方式都能使用电子镇流器，但是，由于电子镇流器含有较高的技术性能，通常，必须采用

能对启动特征进行确定、测量和评定的新方式。

    虽然电子镇流器以比传统的50 H:或60 H:镇流器更复杂的方式提供灯的启动条件，但是为使灯

工作性能良好，要采用同样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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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灯启动的特定方式

D. 4. 1 预热启动

    通常采用不同的方式使预热阴极灯启动，但是，所有这些方式可概括为一点，就是必须为阴极提供

足够的能量。特定的解决办法是可依据大体上稳定的电流或电压来控制预热。

    在启动期间，如果要使灯工作性能良好，所有这些启动方式均应满足下述要求:

    a) 在阴极达到发射状态之前，灯端的开路电压和/或灯至启动辅助件的开路电压应保持在低于能

        引起灯辉光电流而损坏阴极的电压水平。

    b) 在阴极已经达到发射状态之后，开路电压应足以使灯快速启动，而不致使灯重复启动。

    。) 如果为了使灯达到启动而必须升高开路电压，那么，应在阴极已经达到发射状态的情况下由低

        向高提升开路电压，同时阴极仍处在发射温度。

    d) 在阴极预热期间，加热电流或电压不得过大过高，以避免阴极上的发射材料由于过度加热而

          被损坏 。

    由于预热启动所要求的开路电压相对较低，对于某些类型的灯，可采用多灯串联线路的方法。

    在这种线路中，有时采用启动电容器与灯组合体的一部分并联，而对未并联的灯施加全负荷开路电

压。启动电容器的量值与启动初期存在的可能会引起故障的辉光电流有关。必须注意使启动电容器的

量值与启动的顺利程度及灯和镇流器的其他特性保持平衡。

D.4.2 非预热启动

    灯的这种启动方式利用了在向灯两端瞬时施加高开路电压时灯的未被加热的阴极上所产生的场

发 射。

    开路电压的范围以及镇流器的源阻抗决定了灯从放电的辉光电流阶段达到完全弧光阶段所需要的

时 间。

    灯的末端过度发黑以及随后发生的灯过早损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启动过程中辉光放电电流过大

和/或持续时间太长。为了将辉光放电电流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程度，必须确保提供最小值的开路电

压，并且镇流器应能驱使灯快速通过此阶段，而不会使灯以100 ms以上的时间重复启动。

    某些镇流器除了利用灯的阴极电流充分加热阴极之外，还可将此电流用于其他目的(例如:利用已

降低的电压维持启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遵守阴极电流的最大极限值要求，以避免阴极过度

加热 。

D. 5 对第7章要求以及灯的参数表所给定的数据的说明

D. 5. 1 预热启动

D. 5. 1. 1 加热 能f和预热时 间((t,)

    加热能t 的最小值

    使一给定类型的阴极达到最低发射温度Pr需要的热量可用时间及两个常数Q和尸表示，它们的值

均由该给定类型的阴极的物理特性决定。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由下述公式表示:

                                      凡。=Q+P·t

    式 中:

    t=ts— 启动时间，单位为秒(s) ，灯的标准采用参数t，作为一确定的特殊的时间测试点。但是

            实际上该值位于t，和t:之间。该间隔(t, ,ti)由图1表示。

      Q— 由阴极的类型所决定的常数，单位为焦(J)o

      尸— 由阴极的类型所决定的常数，单位为瓦(W),

    Em;�— 加热能量的最小值，单位为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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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0.4 s的预热时间通常是不容许的，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总是能达到

所需要的阴极预热。

    常数Q和P的值以及阴极替代电阻的值均在各相应灯的参数表中给出。对于特殊类型的镇流器，

如果需要，可通过进行初步计算将能量值换算成电流值或电压值。

    将所测得的t，值代人上述公式可计算得出有效加热能量E}.，每种灯的参数表也给出了此公式。

    加热能t的最大值

    加热能量的最大值由加热能量的最小值乘以一个系数F>E..x=F " Em。计算得出，系数F以及试

验所要求的替代电阻的值均在相应灯的参数表中给出。

    这些要求的示意图由图1给出。

    注:如果预热能量的供给中断，则传输给电极的能量便是零。鉴于图 1表示所供给的能量(而不是电极的能量)，在

        能量供给中断时，能量曲线仍旧保持恒定不变，即水平线.电极的能量状态(例如:由于冷却而造成的损耗)，由

        公式E-=Q+P"t中的斜率P表示.

D. 5.1. 2 开路电压

    相应灯的参数表中所示开路电压值适用于需要使用启动辅助装置的系统和不需要使用启动辅助装
置的系统。在进行试验之前，必须确定出适用的系统。

    对于某些类型的灯，相应灯的参数表规定了达到时间t。之前的开路电压最大值，该值大于或等于

在达到时间t。之后所要求的开路电压最小值。设计用于这类灯的镇流器不一定必须升高开路电压才

能使这类灯正常启动。

D. 52 非预热启动

    只测量开路电压不一定能确保镇流器使灯完全启动，并使最小辉光电流时间符合要求。某些镇流

器从一开始就不能提供使灯快速由辉光状态进人弧光状态所必需的电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使用灯的替代电阻进行镇流器阻抗试验。

    灯的替代电阻的值以及该电阻所应获得的最小电流值均由相应灯的参数表给出。

D. 6 测f要求

    由于电子镇流器的预启动和启动特性不一定能提供稳定状态的电压和电流，因此，必须采用与这些

条件相适应的测量装置和测量技术。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已 撤 消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产品寿命和失效率的评定方法

F. 1 为了使用户能对不同电子产品的寿命和失效率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建议制造商在产品目录中提

供F. 2和F. 3所规定的参数。

F. 2 电子产品的最大表面温度，符号为t, (t-lifetime)，或会影响产品的寿命的最大局部温度，这些温

度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以及在标称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电压下进行测量，在该温度产品的寿命应

达到50 000 h,
    注:在某些国家，例如日本，规定40 000次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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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 如果失效率是电子产品以最大温度c,(见F. 2规定)条件下连续工作时的失效率，则该失效率应

表示为单位时间内的失效((fit) o
F. 4 对于为获得F. 2和F. 3给定的数据所要采用的方法(数学分析法、可靠性试验等)，制造商应按照

要求提供有关此方法的细节的全部数据资料。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已 撤 消

  附 录 H

  (资料性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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