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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16895《低压电气装置》分为5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多个子部分: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的评估和定义;
———第4部分:安全防护;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6部分:检验;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文件是GB/T16895“低压电气装置 第4部分:安全防护”的4-44子部分。GB/T16895的第4

部分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T16895.21);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2部分:安全防护 热效应保护(GB/T16895.2);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GB/T16895.5);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GB/T16895.10)。
本文件代替GB/T16895.10—2010《低压电气装置 第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

护》。本文件与GB/T16895.10—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443.1部分大气瞬态过电压或操作过电压防护的一般规则(见443.1,2010年版的443.1);
———采用计算风险长度(CRL)代替原约定长度d 的雷电风险评估方法(见443.5,2010年版的

443.3.2.2);
———更改了444.6回路间的分隔(见444.6,2010年版的444.6);
———更改了附录A 内容,改为采用SPD计算风险水平(CRL)示例(见附录 A,2010年版的附

录A);
———删除了附录B中表B.1(见2010年版的附录B);
———删除了附录C(见2010年版的附录C)。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364-4-44:2018《低压电气装置 第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

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
与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56—2017 标准电压(IEC60038:2009,MOD)
———GB/T2900.57—2008 电工术语 发电、输电及配电 运行(IEC60050-604:1987,MOD)
———GB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60950-1:2005,MOD)
———GB/T16895.1—2008 低 压 电 气 装 置  第 1 部 分:基 本 原 则、一 般 特 性 评 估 和 定 义

(IEC60364-1:2005,IDT)
———GB/T17799.1—2017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IEC
61000-6-1:2005,MOD)

———GB/T17799.2—200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IEC61000-6-2:

1999,IDT)
———GB/T17799.3—201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IEC61000-
6-3:201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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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7799.4—201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IEC61000-6-4:2011,IDT)
———GB/T18802(所有部分) 低压电涌保护器 [IEC61643(所有部分)]
———GB/T19212.2—2012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部分:一般用途分

离变压器和内装分离变压器的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1:2007,IDT)
———GB/T19212.5—2011 电源电压为1100V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

安全 第5部分:隔离变压器和内装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
4:2009,IDT)

———GB/T19212.7—2012 电源电压为1100V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

安全 第7部分:安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
61558-2-6:2009,IDT)

———GB/T19212.16—2017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16部分:医疗场所供

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15:2011,MOD)
———GB/T21714.1—2015 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IEC62305-1:2010,IDT)
———GB/T21714.3—2015 雷电防护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IEC62305-3:

2010,IDT)
———GB/T21714.4—2015 雷电防护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IEC62305-4:2010,

IDT)
———GB/T34961.2—2017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2部分:规划和安装

(ISO/IEC14763-2:2012,IDT)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C“各国的注解清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

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余姚市嘉荣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屏周、苏碧萍、陈彤、杨彬、钱中阳、焦建雷、钱家灿、胡宏宇、唐颖、杜奎廷、
钱楚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1年首次发布为GB/T16895.10—2001,2010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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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6895(所有部分)对低压电气装置的安全防护、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检验,以及对特殊装

置或场所的安全要求有着指导性的作用。GB/T16895已经发布的标准由5部分组成。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目的是为低压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以及检验确

立安全规则,以避免在合理使用中的低压电气装置可能发生的对于人员、家畜和财产的危险和

损害,并保证电气装置的正常运行。
———第4部分:安全防护。包含4-41、4-42、4-43、4-44子部分,目的在于确立低压电气装置的电击

防护、热效应防护、过电流防护、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的基本要求。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包含5-51、5-52、5-53、5-54、5-55、5-56子部分,目的在于依

据安全防护的基本要求,确立满足电气装置预期使用的功能要求和适合外界影响要求的通用

规则,以及确立对布线系统、隔离、通断和控制设备、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低压发电设备及辅

助设备、安全设施及其供电系统等方面的电气设备选择和安装的要求。
———第6部分:检验。目的在于确立电气装置的初步检验和定期检验的要求。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包含7-701、7-702、7-703、7-704、7-705、7-706、7-710、

7-711、7-712、7-713、7-714、7-715、7-717、7-740、7-753子部分,目的在于为7-7XX所属的特殊

装置或场所的电气装置确立补充和/或修改的电气安全要求。7-7XX各子部分之间是相对独

立的,没有相关联系。
上述第1部分、第4部分、第5部分和第6部分为通用性要求和规定(一般部分),一般情况下也适

用于第7部分(不注日期引用),但在特殊装置和场所中,第7部分提出了补充、修改或取代GB/T16895
第1部分、第4部分、第5部分和第6部分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GB/T16895的本部分包含电气装置的保护和电压骚扰与电磁骚扰的防护措施。
详细规则列在以下四条款内:

442 因高压系统接地故障和低压系统故障引起的低压装置暂时过电压的防护;

443 大气瞬态过电压或操作过电压防护;

444 防止电磁影响的措施;

445 欠电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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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气装置 第4-44部分: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对电气装置安全的要求。
本文件不适用于向公电网发电、输电和配电的系统(见IEC60364-1范围),尽管此骚扰可在电气装

置内部或电气装置之间通过电源系统传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3870.1—2008 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1部分:通用部分(IEC/TS60479-1:2005,

IDT)

GB/T16895.3—2017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

体(IEC60364-5-54:2011,IDT)

GB/T16895.21—2020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IEC60364-4-41:

2017,IDT)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EC60664-1:

2007,IDT)

ISO/IEC11801-1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第1部分:通用要求(Informationtech-
nology—Genericcablingforcustomerpremises—Part1:Generalrequirements)

ISO/IEC14763-2:2012/AMD1:20151)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布缆的实现和操作 第2部分:规
划和安装(Informationtechnology—Implementationandoperationofcustomerpremisescabling—Part
2:Planningandinstallation)

1) ISO/IEC14763-2:2012已被ISO/IEC14763-2:2019所代替。

2) IEC60050-604:1987已被IEC60050-614:2016所代替。

ISO/IECTR29106 信息技术 通用布缆 介绍 MICE环境分类(Informationtechnology—Ge-
nericcabling—IntroductiontotheMICEenvironmentalclassification)

IEC60038:2009 标准电压(IECstandardvoltages)

IEC60050-604:19872) 电工术语 发电、输电及配电 运行(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
cabulary—Chapter604:Generation,transmissionanddistributionofelectricity—Operation)

IEC60364-1 低压电气装置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Low-voltage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1:Fundamentalprinciples,assessmentofgeneralcharacteristics,definitions)

IEC60364-5-52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Low-voltage
electricalinstallations—Part5-52:Selectionanderectionofelectricalequipment—Wiring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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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364-5-53:2001/AMD1:2002/AMD2:20153)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

选择和安装 隔离、开关和控制(Electricalinstallationsofbuildings—Part5-53:Selectionanderection
ofelectricalequipment—Isolation,switchingandcontrol)

IEC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基本要求(Informationtechnologyequipment—
Safety—Part1:Generalrequirements)

IEC61000-2-5:19954) 电 磁 兼 容 环 境 电 磁 环 境 的 分 类[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EMC)—Part2:Environment—Section5:Classificationofelectromagneticenvironments—BasicEMC
publication]

3) IEC60364-5-53:2001/AMD1:2002/AMD2:2015已被IEC603645-53:2019所代替。

4) IECTS61000-2-5:1995已被IECTR61000-2-5:2017所代替。

IEC61000-6-1 电磁兼容(EMC) 第6-1部分: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试验[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6-1:Genericstandards—Immunitystandardfor
residential,commercialandlight-industrialenvironments]

IEC61000-6-2 电磁兼容(EMC) 第6-2部分: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Electro-
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6-2:Genericstandards—Immunitystandardforindustrialenvi-
ronments]

IEC61000-6-3 电磁兼容(EMC) 第6-3部分: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

准[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6-3:Genericstandards—Emissionstandardforequip-
mentinresidentialenvironments]
IEC61000-6-4 电 磁 兼 容 (EMC) 第 6-4 部 分:通 用 标 准 工 业 环 境 中 的 发 射 标 准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6-4:Genericstandards—Emissionstandardforindus-
trialenvironments]

IEC61156(所有部分) 数字通信用对绞或星绞多芯对称电缆(Multicoreandsymmetricalpair/

quadcablesfordigitalcommunications)
IEC61196-7 同轴通信电缆 第7部分:符合ISO/IEC15018广播通信技术布线用电缆的分规范

 在5MHz~3000MHz运行系统用室内引入电缆(Coaxialcommunicationcables—Part7:Sectional
specificationforcablesforBCTcablinginaccordancewithISO/IEC15018—Indoordropcablesfor
systemsoperatingat5MHz~3000MHz)

IEC61558-2-1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及类似设备的安全 第2-1部分:一般设备用分立和与分离

变压器组合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powertransformers,powersupplies,reactorsand
similarproducts—Part2-1:Particularrequirementsandtestsforseparatingtransformersandpower
suppliesincorporatingseparatingtransformersforgeneralapplications)

IEC61558-2-4 电源电压1100V及以下变压器、电抗、电源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4部分:隔
离变压器和内装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transformers,reactors,power
supplyunitsandsimilarproductsforsupplyvoltagesupto1100V—Part2-4:Particularrequirements
andtestsforisolatingtransformersandpowersupplyunitsincorporatingisolatingtransformers)

IEC61558-2-6 电源电压1100V及以下变压器、电抗、电源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6部分:安
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transformers,reactors,

powersupplyunitsandsimilarproductsforsupplyvoltagesupto1100V—Part2-6:Particularre-
quirementsandtestsforsafetyisolatingtransformersandpowersupplyunitsincorporatingsafetyiso-
latingtransformers)

IEC61558-2-15 变压器、电抗、电源及组合装置的安全 第2-15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

器的 特 殊 要 求 和 试 验 (Safetyoftransformers,reactors,powersupplyunitsandcombinations
thereof—Part2-15:Particularrequirementsandtestsforisolatingtransformersforthesupplyof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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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locations)
IEC61643(所有部分) 低压电涌保护器(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
IEC61643-11:2011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11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要求和试验方

法(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Part11:Surgeprotectivedevicesconnectedtolow-voltage
powersystems—Requirementsandtestmethods)

IEC61643-22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Part22:Surgeprotectivedevicesconnectedtotelecommuni-
cationsandsignallingnetworks—Selectionandapplicationprinciples)

IEC61936-1 超过1kV交流电力装置 第1部分:通用规则(Powerinstallationsexceeding1kV
a.c.—Part1Commonrules)

IEC62305(所有部分) 雷电防护(Protectionagainstlightning)
IEC62305-1 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Protectionagainstlightning—Part1:Generalprinci-

ples)
IEC62305-3 雷 电 防 护  第 3 部 分:建 筑 物 的 物 理 损 坏 和 生 命 危 险 (Protectionagainst

lightning—Part3:Physicaldamagetostructuresandlifehazard)
IEC62305-4 雷电防护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Protectionagainstlightning—

Part4:Electricalandelectronicsystemswithinstructures)

441 (暂空)

442 因高压系统接地故障和低压系统故障引起的低压装置暂时过电压的防护

442.1 适用范围

本条款规定低压装置在以下故障时的安全要求:
———为低压装置供电的变电所内高压系统与地之间的故障;
———低压系统中性导体中断;
———线导体与中性导体之间短路;
———低压IT系统线导体意外的接地。
变电站接地配置要求按IEC61936-1。

442.1.1 一般规则

442包括高压/低压变电站高压线导体与地之间故障时,给出对变电站的设计者和安装者的规定。
需要以下高压系统相关资料:

———接地故障电流最大值;
———接地配置的电阻。
以下条款考虑442.1提及的通常引起最严重的暂时过电压(IEC60050-604定义)四种情况:
———高压系统与地之间故障(见442.2);
———低压系统中性导体中断(见442.3);
———低压IT系统意外接地(见442.4);
———低压装置短路(见422.5)。

442.1.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442章(见图44.A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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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流过变电所接地装置的高压系统部分接地故障电流;

RE———变电所接地配置的接地电阻;

RA———低压装置中的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地配置接地电阻;

RB———当变电所的接地装置与低压系统中性点接地装置在电气上相互独立时,低压系统中性点接

地配置的电阻;

U0———在TN和TT系统内为线导体对地标称交流方均根电压;在IT系统内为线导体与中性导

体或专用的中间导体之间标称交流电压;

Uf———低压系统在故障持续期间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地之间出现的工频故障电压;

U1———故障持续期间线导体与变电所低压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工频应力电压;

U2———故障持续期间线导体与低压装置的低压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工频应力电压。

  注1:工频应力电压(U1 和U2)是低压设备的绝缘和低压系统的电涌保护器上两端呈现的电压。

低压装置的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装置与变电所的接地装置在电气上相互独立的IT系统,
使用以下的附加符号:

Ih ———高压故障和低压装置第一次故障(见表44.A1)时,流过低压装置的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

地装置的故障电流;

Id ———依据411.6.2,低压系统第一次故障(见表44.A1)时,流过低压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地装

置的故障电流;

Z ———低压系统与接地装置之间的阻抗(例如,IMD内阻抗,人工中性点阻抗)。

  注2:若接地装置对地的电位升高不引起其他接地装置对地的电位不可接受升高,接地装置可认为是与其他接地

装置在电气上独立。见IEC61936-1。

442.2 高压接地故障时低压系统的过电压

若变电站高压侧有接地故障,以下类型过电压将影响低压系统:
———工频故障电压(Uf);
———工频应力电压(U1 和U2)。
表44.A1规定了不同类型过电压的相关计算方法。

  注1:表44.A1仅涉及有中性点的IT系统。无中性点的IT系统,公式宜相应地修正。

图44.A1 变电所和低压装置可能对地的连接及故障时出现过电压的典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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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高、低压系统接地相互靠近,目前可采用以下两种措施:
———所有的高压接地系统(RE)和低压接地系统(RB)相互连接;
———高压接地系统(RE)和低压接地系统(RB)分隔。
相互连接是常采用的方式。若低压系统完全处在高压系统接地所包围的区域内,高、低压系统接地

应相互连接(见IEC61936-1)。

  注2:低压系统接地不同类型(TN,TT,IT)详见IEC60364-1。

  注3:对U1 和U2 要求源出于低压设备耐暂时工频过电压的绝缘设计标准(可见表44.A2)。

  注4:在中性点与变电所接地装置连接的系统内,此暂时工频过电压也出现在建筑物外的外壳不接地的设备绝

缘上。

  注5:在TT和TN系统中,所谓“连接”和“分隔”系指RE 和RB 之间是否连接;对于IT系统,系指RE 和Z之间及

RE 和RA 之间是否连接。

表44.A1 低压系统内的工频应力电压和工频故障电压

系统接地类型 对地连接类型 U1 U2 Uf

TT
RE 与RB 连接 U*

0 RE×IE+U0 0*

RE 与RB 分隔 RE×IE+U0 U*
0 0*

TN
RE 与RB 连接 U*

0 U*
0 RE×I**

E

RE 与RB 分隔 RE×IE+U0 U*
0 0*

IT

RE 与Z 连接 U*
0 RE×IE+U0 0*

RE 与RA 分隔 U0× 3 RE×IE+U0× 3 RA×Ih

RE 与Z 连接 U*
0 U*

0 RE×IE

RE 与RA 互连 U0× 3 U0× 3 RE×IE

RE 与Z 分隔 RE×IE+U0 U*
0 0*

RE 与RA 分隔 RE×IE+U0× 3 U0× 3 RA×Id

  * 不需考虑。
** 见442.2.1第2段。

装置内有接地故障。

442.2.1 工频故障电压幅值及持续时间

低压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地之间出现故障电压Uf的幅值及持续时间(按表44.A1计算得出的

值)不应超过故障电压持续时间对应图44.A2曲线上Uf的值。
通常,低压系统的PEN导体为多点接地。在这种情况下,总并联接地电阻降低。对于多点接地的

PEN导体,Uf按下式计算:

Uf=0.5R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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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A2 变电所内高压侧发生接地故障时允许的故障电压值

  注:图44.A2所示的曲线取自IEC61936-1。根据概率和统计的数据,该曲线表征仅当低压中性导体接地与变电所

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时的低发生率最不利情况。有关其他情况的导则在IEC61936-1规定。

442.2.2 工频应力电压幅值及持续时间

由于高压系统接地故障,根据表44.A1计算得出的低压装置中的低压设备工频应力电压(U1 和

U2)的幅值与持续时间,应不超过表44.A2提出的要求。

表44.A2 允许的工频应力电压

高压系统接地故障持续时间

t

低压装置中的设备允许的工频应力电压

U

>5s
≤5s

U0+250V

U0+1200V

 对于无中性导体的系统,U0 应是相对相的电压。

  注1:表中第1行数值适用于接地故障切断时间较长的高压系统,例如中性点绝缘和谐振接地的高压系统;表中

第2行数值适用于接地故障切断时间较短的高压系统,例如中性点低阻抗接地的高压系统。两行数值是

低压设备对于暂时工频过电压绝缘的相关设计准则,见IEC60664-1。

  注2:对于中性点与变电所接地装置连接的系统,此暂时工频过电压也出现在处于建筑物外的设备外壳不接地

的绝缘上。

442.2.3 电压限值计算的要求

表44.A1要求的场所,允许的工频应力电压应不超过表44.A2规定值。
表44.A1要求的场所,允许的工频故障电压应不超过图44.A2所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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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共配电系统低压供电的装置应满足442.2.1和442.2.2的要求。
为满足上述要求,高压系统运行者与低压系统建设者之间的协调是必要的。符合上述要求主要是

变电所建设者/业主/运行者的责任,这些人员也需满足IEC61936-1规定的要求。因此,U1、U2 和Uf

的计算,对低压系统建设者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必要的。
满足上述要求的可能措施是,例如:
● 将高压接地配置和低压接地配置之间分开;
● 改变低压系统的系统接地;
● 降低接地电阻RE。

442.3 TN和TT系统中性导体中断时的工频应力电压

应注意,当多相系统中的中性导体中断时,额定电压为线导体对中性导体之间电压的基本绝缘、双

重绝缘、加强绝缘以及器件可能暂时承受线电压。此应力电压能高达U= 3U0。

442.4 配出中性导体的IT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的工频应力电压

应注意,IT系统中某一线导体非正常地接地,额定电压为线导体对中性导体之间电压的绝缘或器

件可能暂时承受线电压。此应力电压能高达U= 3U0。

442.5 线导体与中性导体之间发生短路时的工频应力电压

应注意,低压装置中发生某一线导体与中性导体之间短路时,其他线导体与中性导体之间电压在

5s内能高达1.45×U0。

443 大气瞬态过电压或操作过电压防护

443.1 一般规则

第443章规定了电气装置对供配电系统引入,包括直接雷击供配电系统大气瞬态过电压和操作过

电压的防护的要求。第443章未规定雷击建筑物或附近时雷击瞬态过电压防护的要求。
  注1:雷击建筑物或附近时雷击瞬态过电压防护的风险管理,见IEC62305-2。

通常,操作过电压幅值低于大气瞬态过电压,因此,防止大气瞬态过电压的要求一般满足操作过电

压的防护。
若未设置大气瞬态过电压防护,可能需要提供操作过电压防护。

  注2:相比大气瞬态过电压,操作过电压有较长持续时间和较大能量。见443.4。

大气瞬态过电压特性取决于如下因素:
———供配电系统的线路敷设(地下或架空);
———在装置的供电端上级装有至少一组电涌保护器(SPD)的可能性;
———供配电系统的电压等级。

  注3:接地和不接地系统的瞬态大气过电压不做区别。

由安装电涌保护器(SPD)来提供瞬态过电压防护。
SPD的选择和安装应依据IEC60364-5-53:2001/AMD1:2002/AMD2:2015的第534章。
如果电力线路需要安装SPD,则通信等其他线路,宜安装SPD。
第443章未涉及数据传输系统传播瞬态过电压的防护要求。按IEC61643-22。
第443章不适用于过电压作用会发不良后果的以下装置:
a) 爆炸危险的建筑物;
b) 对包括环境在内构成危险的建筑物(例如,化学或放射性的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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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暂空)

443.3 术语和定义

443.3.1
市区环境 urbanenvironment
建筑物密度高的地区或具有高层建筑的人口密集的社区。

  注:城镇中心是市区环境的一个例子。

443.3.2
郊区环境 suburbanenvironment
建筑物密度中等的地区。

  注:城镇外围是郊区环境的一个例子。

443.3.3
农村环境 ruralenvironment
建筑物密度低的地区。

  注:乡村是农村环境的一个例子。

443.3.4
电涌保护器 surgeprotectivedevice;SPD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对浪涌电流进行分流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
[来源:IEC61643-11:2011,3.1.1]

443.3.5
计算风险水平 calculatedrisklevel;CRL
用于评估是否需要瞬态过电压防护的风险计算值。

443.3.6
额定冲击电压 ratedimpulsevoltage
UW

制造商对设备或其部件规定的冲击耐受电压值,以表征其绝缘规定的耐受瞬时过电压的能力。
[来源:GB/T16935.1—2008,3.9.2,有修改]

443.4 过电压抑制

过电压作用对以下方面造成影响时应提供瞬态过电压防护:

a) 人身生命,例如安全设施、医疗救护设备;

b) 公共设施和文化遗产,例如公共设施、信息技术(IT)中心、博物馆;

c) 商业或工业机构,例如酒店、银行、工业、商业市场、农场。
对于其他情况,应依据443.5进行风险评估来确定是否要求瞬态过电压防护。若不进行风险评估,

电气装置应提供瞬态过电压防护。
当被保护的电气装置总经济价值小于电气装置进线处设置SPD经济价值5倍时,单体住宅不要求

瞬态过电压防护。
对于产生操作过电压或骚扰值超过电气装置过电压耐受类别的设备,例如低压发电机供电的电气

装置、感性或容性负载(例如,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组等)、储能单元或大电流负载,需考虑操作过电压

防护。

  注:附录B给出架空线路安装SPD过电压抑制的指导。

由高压配电网通过分隔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电气装置(即工业应用),变压器高压侧宜设雷电过电压

附加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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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5 风险评估方法

  注1:IEC62305(所有部分)适用于建筑物及其电气系统的大气雷击和电涌防护。

计算风险水平(CRL)用于确定是否需要提供大气瞬态过电压防护。CRL由下式得出:

CRL=
fenv

LP×Ng

  式中:

fenv———环境系数,fenv值应按表443.1计算;

表443.1 fenv计算

环境 fenv

农村和郊区环境 85×F

市区环境 850×F

     对所有电气装置的系数F 值应为1,但住宅系数F 值为1~3。
Ng———对电力线路及其连接建筑物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每年每平方千米的雷击大地次数);

  注2:根据IEC62305-2:2010的A.1,每年25个雷暴日相当于雷击大地次数为2.5次/(km2·a),其由公式 Ng=
0.1×Td 计算得出,式中Td 为每年雷暴日数(雷电水平)。

LP———风险评估长度,计算如下:
LP=2LPAL+LPCL+0.4LPAH+0.2LPCH

  式中:
LPAL ———低压架空线路长度,单位为千米(km);
LPCL ———低压地下电缆长度,单位为千米(km);
LPAH———高压架空线路长度,单位为千米(km);
LPCH ———高压地下电缆长度,单位为千米(km)。
总长度(LPAL+LPCL+LPAH+LPCH)限值为1km或从电力线路安装第一个过电压保护器到电气装

置较短进线的距离。
若配电网其长度全部或部分未知,LPAL应等于1km总长度减去已知长度的剩余的距离。
例如,若仅知地下电缆(如100m),LPAL应等于900m5)。电气装置考虑长度如图443.1示出。

5) 原文为90m,有误。

  标引序号说明:

1———电气装置进线;

2———LV/HV变压器;

3———避雷器(过电压保护器)。

图443.1 考虑长度的电气装置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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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CRL≥1000,不需设置大气瞬态过电压防护;若CRL<1000,则需要设置大气瞬态过电压防护。

  注3:CRL计算示例在附录A给出。

443.6 额定冲击电压(过电压类别)的划分

443.6.1 额定冲击电压(过电压类别)划分的目的

443.6给出设备过电压类别的资料。

  注:为了绝缘配合,在电气装置内规定了过电压类别和设备额定冲击电压类别划分(见IEC60364-5-53:2001/

AMD2:2015的表534.1)。

额定冲击电压用于划分由低压电气装置直接供电的设备的过电压类别。

根据标称电压选择设备的额定冲击电压,是按照供电连续性和能承受的事故风险来划分设备适用

的不同水平。

仅基于GB/T16935.1设备耐受冲击电压的固有过电压抑制可能不够的,因为:
———供配电系统传输的瞬态过电压在大多数装置中不会在下游显著衰减,由于相应额定冲击电压

划分类别设备的瞬态过电压防护使整个装置达到绝缘配合,将故障的风险降低到能承受的

水平;
———在不含架空线路全部由直埋的低压系统供电的装置中,电涌电流和局放雷电流通过地下电缆

分流;
———设备通常连接两不同设施,例如电力线路和数据线路,现场经验表明电涌在这类设备上造成大

量损坏。

系统中被保护最敏感设备,或暂时失去设备功能其后果非常严重时,设备抗扰水平(见IEC61000-
4-5)需考虑额定冲击电压UW(按GB/T16935.1)。

443.6.2 设备额定冲击电压与过电压类别

应注意以下各点:

a) 额定冲击电压对应于过电压类别Ⅳ的设备用于装置电源进线端或其附近,例如总配电盘电源

侧。Ⅳ类设备有很高的冲击耐受能力,提供高可适用性,且应有额定冲击电压不小于表443.2
规定值。

  注1:此类设备举例:电气测量仪表、一次过电流保护电器以及滤波器。

b) 额定冲击电压对应于过电压类别Ⅲ的设备用于固定装置及总配电盘负载侧,提供高可适用性,

且应有额定冲击电压不小于表443.2规定值。

  注2:此类设备举例:固定装置中的配电盘、断路器、布线系统(参见IEC60050-826,包括装置中电缆、母线、接线

盒、开关、插座)和工业用设备以及某些其他设备,如与固定装置永久相连的固定式电动机。

c) 额定冲击电压对应于过电压类别Ⅱ的设备适用于固定装置相连,通常是用电设备所要求的,

具有正常的可适用性,且应有额定冲击电压不小于表443.2规定值。

  注3:此类设备举例:家用电器及类似负载。

d) 额定冲击电压对应于过电压类别Ⅰ的设备仅适用于固定电气装置,SPD应在此设备之外,限
制瞬态过电压在规定的水平,且应有额定冲击电压不小于表443.2规定值,额定冲击电压对应

于过电压类别Ⅰ的设备不宜安装装置进线处或附近。

  注4:此类设备举例:含有电子电路设备,如电子计算机、家用电子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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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2 设备要求的额定冲击电压值UW

装置标称电压a

V

由交流或直流小于和

等于标称电压导出线

导体对中性点的电压

V

设备要求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值b

kV(1.2/50μs)

过电压类别Ⅳ
(设备有很高

额定冲击电压Ⅳ)

过电压类别Ⅲ
(设备有高

额定冲击电压Ⅲ)

过电压类别Ⅱ
(设备有一般

额定冲击电压Ⅱ)

过电压类别Ⅰ
(设备有较低

额定冲击电压Ⅰ)

例如,电能计量,

远程控制系统

例如,配电盘,开
关插接件

例如,家 用 电 器

配电,工具

例如,敏 感 的 电

子设备

120/208 150 4 2.5 1.5 0.8

230/400c

277/480
300 6 4 2.5 1.5

400/690 600 8 6 4 2.5

1000 1000 12 8 6 4

1500直流 1500直流 8 6

  a 依据IEC60038:2009。规定标称电压分别为220/380V、380/660V。
b 额定冲击电压是呈现于带电导体与PE之间。
c 运行电压为220V~240V的IT系统,因接地故障时非故障相对地为线电压,故应采用230/400行。

444 防止电磁影响的措施

444.1 一般规则

第444章提出降低电磁骚扰的基本建议。电磁干扰(EMI)可能骚扰或损坏信息技术系统、信息技

术设备及有电子器件或电路的设备。由于雷击、开关操作、短路和其他电磁现象产生的电流可引起过电

压和电磁干扰。

以下的效应是最严重的:
———存在较大的金属闭环的;和
———不同的布线系统沿同路由敷设,例如,同一建筑物内的电源的和信息技术的设备布线系统。

感应电压值取决于干扰电流的变化率(di/dt)和闭环大小。

承载大电流且有较高电流的变化率(di/dt)的电力电缆(例如,电梯起动电流或可控整流电流),使
信息技术系统电缆感应过电压,该过电压可影响或危及信息技术设备或类似的电气设备。

医疗房间内或邻近的电气装置产生的电场和磁场能干扰医疗电气设备。

本条款为建筑物建筑师、建筑物电气装置的设计者与安装者提供一些限制电磁影响概念性信息。

此处主要考虑的是降低可能造成骚扰的这些影响。

444.2 (暂空)

444.3 定义

基础性的定义见IEC60364-1。第444章采用以下定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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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1
联结网 bondingnetwork;BN
一组相互连接的导电结构,为电子系统提供从直流(DC)到低射频(RF)的“电磁屏蔽”。
[来源:ETS300253:1995,3.2.2]

  注:术语“电磁屏蔽”是指用于转移、阻挡、防止电磁能量通过任何装置。通常,BN不需与地连接,但在本文件中

BN与地连接。

444.3.2
联结环形导体 bondingringconductor;BRC
形成封闭环形接地母线导体。
[来源:EN50310:2000,3.1.3]

  注:通常,联结环形导体作为联结网的一部分,需多次与CBN连接,提高其效果。

444.3.3
共用等电位联结系统 commonequipotentialbondingsystem
共用联结网 commonbondingnetwork;CBN
用于保护等电位联结和功能等电位联结的等电位联结系统。
[来源:IEV195-02-25]

444.3.4
等电位联结 equipotentialbonding
为达到等电位的目的,可导电部分间作电气连接的措施。
[来源:IEV195-01-10]

444.3.5
接地极网 earth-electrodenetwork
     ground-electrodenetwork(US)
接地装置的组成部分,仅包括接地极及其相互连接的部分。
[来源:IEV195-02-21]

444.3.6
网状联结网 meshedbondingnetwork;MESH-BN
所有相关的设备框架、支架和壳体以及直流电源返回导体相互联结的联结网,并多点与CBN连接,

形成网状形式。
[来源:ETS300253:1995,3.2.2]

  注:MESH-BN是CBN的扩大。

444.3.7
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 by-passequipotentialbondingconductor
并联接地导体 parallelearthingconductor;PEC
为减少通过屏蔽层电流,与信号和(或)数据电缆的屏蔽层并联的接地导体。

444.4 降低电磁干扰(EMI)

电气装置的设计者或安装者应注意以下所述降低电气设备的电磁干扰措施。
应使用满足相应电磁兼容(EMC)标准要求或相关产品的电磁兼容(EMC)要求的电气设备。

444.4.1 电磁干扰(EMI)源

对电磁影响敏感的电气设备不宜设置在潜在电磁辐射源附近,诸如:
———电感负荷的开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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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
———荧光灯;
———电焊机;
———电子计算机;
———整流器;
———斩波器;
———变频器/调节器;
———电梯;
———变压器;
———成套开关设备;
———配电母线。

444.4.2 降低电磁干扰(EMI)措施

以下措施降低电磁干扰:

a) 对电磁干扰敏感的电气设备,宜设置电涌保护器和(或)滤波器利用电磁传导现象提高电磁兼

容性。

b) 电缆的金属护套与共用联结网(CBN)连接。

c) 将电力、信号和数据电缆布置在同一路由内时,宜避免形成感应环。

d) 电力和信号电缆宜保持分隔,且在实际上有可能时相互直角交叉(见444.6.3)。

e) 为降低在保护导体中的感应电流采用同心电缆。

f) 调频驱动的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电气连接采用对称布置的多芯电缆(例如包括包含单独的保

护导体的屏蔽电缆)。

g) 根据制造商规定的电磁兼容(EMC)要求采用信号和数据电缆。

h) 在设有防雷装置的场所:
———电力和信号电缆应与防雷装置(LPS)引下线隔开适当距离或使用屏蔽电缆。其最小间距

应由防雷装置(LPS)设计者依据IEC62305-3确定。
———电力和信号电缆的金属护套或铠装可依据IEC62305-3和IEC62305-4雷电防护要求做

联结。

i) 在使用信号和数据屏蔽电缆时,应注意到限制电源系统的故障电流通过信号电缆或数据电缆

接地的屏蔽层或芯线。需要附加额外的导体,例如一根加强屏蔽作用的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
见图44.R1。

图44.R1 加强屏蔽作用的旁路导体提供共用等电位联结系统

  注1:信号或数据电缆护套附近旁路导体的措施,也降低与仅由一根保护导体接地的设备的环路面积。此作法极

大地降低雷电电磁脉冲(LEMP)的电磁兼容(EMC)效应。

j) 信号和数据屏蔽电缆为几座TT系统供电的建筑物共用时,宜采用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见
图44.R2。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的最小截面应为16mm2 铜或等值。等值截面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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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6895.3—2017的541.1确定。

图44.R2 TT系统中替代或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的示例

  注2:接地护套作为信号的返回通路时,可采用双芯同轴电缆。

  注3:若不能获得根据413.1.2.1(最后一段)的许可,消除因未连接到总等电位联结的电缆的危险是业主或管理者

的责任。

  注4:大型公共通信网络不同的地电位的问题是网络管理者的责任,管理者可采用其他方法。

k) 等电位联结宜尽可能低阻抗:
———尽可能短;
———导体截面的形状为单位长度低电抗和阻抗,例如,等电位联结编织导体宽度与厚度之比为

5∶1。

l) 接地母线提供建筑物内重要信息技术装置的等电位联结系统时,可设置闭环接地母线。

  注5:本措施优先应用于通信业建筑物内。

444.4.3 TN系统

为降低电磁影响,以下各款适用:

444.4.3.1 装有或可能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的现有的建筑物内,不宜采用TN-C系统。

装有或可能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的新建的建筑物内,不应采用TN-C系统。

  注:任何TN-C系统会将负载和故障电流通过等电位联结转移到建筑物内金属公共设施和构件。

444.4.3.2 由公共低压电网供电且装有或可能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的现有建筑物内,在装置的电源

进线点之后宜采用TN-S系统,见图44.R3A。

在新建的建筑物内,在装置的电源进线点之后应采用TN-S系统,见图44.R3A。

  注:TN-S系统的有效性可因装用符合IEC62020规定的剩余电流监视器(RCM)而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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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正常运行情况下,沿PE导体无电压降ΔU;
2———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面积有限的环路。

图44.R3A 从公共电源供电点到包括建筑物内的终端回路采用TN-S系统避免在

联结的构件中的中性导体电流

444.4.3.3 包括由使用者管理的变压器的整套低压装置且装有或将要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现有建筑

物内,宜采用TN-S系统,见图44.R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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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正常运行情况下,沿PE导体无电压降ΔU;
2———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面积有限的环路。

图44.R3B 用户自用供电变压器负荷侧采用TN-S系统避免在联结的构件中的中性导体电流

444.4.3.4 现有装置采用TN-C-S系统时,为避免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环路宜采取:
———将图44.R4所示的装置所有TN-C-S系统变换为TN-S系统,如图44.R3A所示;或
———此变换不可能时,避免TN-S装置不同部分之间信号和数据电缆的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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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正常运行情况下,沿PEN导体无电压降ΔU;
2———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面积有限的环路;
3———装置外可导电部分。

  注:TN-S系统中只通过中性导体流动的电流,而在TN-C-S系统中,电流将通过信号电缆的屏蔽层或参考地导体、

外露可导电部分及外界可导电部分(诸如建筑金属构件)流动。

图44.R4 建筑物装置内的TN-C-S系统

444.4.4 TT系统

如图44.R5所示的TT系统,当不同建筑物的外露可导电部分连接不同的接地极时,宜考虑带电部

分与外露可导电部分间可能出现的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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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正常运行情况下,沿PE导体无电压降ΔU;
2———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面积有限的环路。

图44.R5 建筑物装置内的TT系统

444.4.5 IT系统

三相IT系统中(见图44.R6),在发生线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间的单一故障时,要考虑非故障线

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间的电压上升到线电压。

  注:直接由线导体和中性导体供电的电子设备,设计成能耐受线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间的电压,见IEC60950-1
对信息技术设备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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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正常运行情况下,沿PE导体无电压降ΔU;
2———信号和数据电缆形成面积有限的环路。

图44.R6 建筑物装置内的IT系统

444.4.6 多电源供电

对多电源供电,应采用444.4.6.1和444.4.6.2的措施。
  注:多电源采用星形点多点接地时,中性导体电流不仅通过中性导体,也通过保护导体流回相应的星形点,如

图44.R7A所示。由于此原因,在装置中流过的各部分电流之和不再为零,这时类似一单芯电缆而产生杂散电

磁场。在承载交流电流的单芯电缆的情况下,芯线周围产生环形电磁场而干扰电子设备。谐波电流产生类似

的电磁场,但比基波电流产生的电磁场更快地衰减。

图44.R7A PEN导体与地之间不当的多点连接的TN系统多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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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6.1 TN系统多电源供电

TN系统多电源为装置供电的情况下,由于电磁兼容(EMC)原因,各电源的星形点应采用绝缘导体

集中在同一点相互连接,见图44.R7B。

  a) 不应在变压器的中性点或发电机的星形点直接对地连接。

b) 变压器的中性点或发电机的星形点之间相互连接的导体应是绝缘的,这种导体的功能类似于PEN,然而,不得

将其与用电设备连接。为此需在其上或其旁设置警示牌来表示。

c) 在诸电源中性点间相互连接的导体与PE导体之间,应只连接一次。连接应设置在总配电屏内。

d) 对装置的PE导体可另外增设接地。

图44.R7B 多电源TN系统给一个电气装置供电时,其诸星形点只能在同一点接地

444.4.6.2 TT系统多电源供电

TT系统多电源为装置供电的情况下,由于电磁兼容(EMC)原因,各电源的星形点应相互连接并集

中在一点与地连接,见图44.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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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应在变压器的中性点或发电机的星形点直接对地连接。

b) 变压器的中性点或发电机的星形点之间相互连接的导体应是绝缘的,这种导体的功能类似于PEN,然而,不得

将其与用电设备连接。为此需在其上或其旁设置警示牌来表示。

c) 在诸电源中性点间相互连接的导体与PE导体之间,应只连接一次。这一连接应设置在总配电屏内。

图44.R8 多电源TT系统给一个电气装置供电时,其诸星形点只能在同一点接地

444.4.7 电源转换

在TN系统中,当需用开关电器将一个电源转换到另一个替换电源时,此开关电器应转换线导体和

中性导体,见图44.R9A、图44.R9B及图44.R9C。

  注:此方法防止装置电源系统的杂散电流的电磁场。一根电缆内的电流之和必须为零。需保证中性电流只在该回

路接通的中性导体内流动。线导体的3次谐波(150Hz)电流将以相同的相位叠加到中性导体电流内。

图44.R9A 具有四极开关的三相转换供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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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具有不当的三极开关的三相转换供电电源引起不期望的环流,环流产生电磁场。

图44.R9B 在具有不当的三极开关的三相转换供电电源中中性电流流动

  注:UPS次级回路与地连接不是强制性的。若不接地,UPS模式时将是IT系统型式;UPS为旁路模式时,其接地

系统与其前的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系统相同。

图44.R9C 具有二极开关的单相转换供电电源

444.4.8 进入建筑物的各类供应管线

金属管道(例如,水、煤气或集中供热)和引入电力和信号电缆宜在同一点进入建筑物。金属管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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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铠装应采用低阻抗导体与总接地端子连接,见图44.R10。

  注:与非电源的其他供应设施的相互连接需经有关设施管理者同意。

  标引序号说明:

MET———总接地端子;

I ———感应电流。

  注:宜采用同一点进入U≅0V。

图44.R10 铠装电缆和金属管道进入建筑物(示例)

鉴于电磁兼容(EMC)原因,电气装置的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部分(如监视、控制或保护器件、连接

器件等)宜安置在建筑的专门封闭空间,且应易于接近以便维护。

444.4.9 分开的建筑物

当不同的建筑物内各具有分隔的等电位联结系统时,非金属的光纤电缆或其他非导电系统可用于

信号和数据传输,例如,根据IEC61558-2-1、IEC61558-2-4、IEC61558-2-6、IEC61558-2-15和及IEC
60950-1规定的微波信号隔离变压器。

  注1:大型公共通信网络的大幅值地电位差问题的处理是网络管理者的责任,管理者可使用其他方法。

  注2:若遇到非导电数据传输系统的情况,采用旁路导体是不必要的。

444.4.10 建筑物内

现有建筑物装置电磁干扰的问题,以下措施可改善其状况,见图44.R11。

1) 信号和数据回路采用无金属光纤连接,见444.4.9;

2) 采用Ⅱ类设备;

3) 采用符合IEC61558-2-1或IEC61558-2-4或IEC61558-2-6或IEC61558-2-15要求的双绕组

变压器。其次级回路除特殊情况采用IT系统外宜优先采用TN-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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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

 保护或功能接地导体的联结点

FE 功能接地导体(可选择)根据操作手册使用和联结

SPDs 电涌保护器

 PE导体符号

 中性导体符号

 线导体符号

图注 措施说明 条款

1)

2)

3)

4)

5)

6)

7)

8)

  电缆和金属管道在同一点进入建筑物

共同路径有适当的分隔和避免出现环路

联结应尽可能短,并使用与电缆平行的接地导体

带屏蔽的信号电缆和/或双绞线

在电源进入点之后避免采用TN-C系统

使用有分隔绕组的变压器

局部水平联结系统

采用Ⅱ类设备

444.4.8
444.4.2
IEC61000-2-5444.4.2
444.4.12
444.4.3
444.4.10
444.5.4
444.4.10

图44.R11 现有建筑物中措施举例

444.4.11 保护电器

保护电器宜选择具有适当的功能,它能避免因大幅值的瞬态电流而误动作,例如,延时或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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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12 信号电缆

信号电缆宜采用屏蔽电缆和/或双绞线电缆。

444.5 接地与等电位联结

444.5.1 接地极的相互连接

对于数座建筑物,当电子设备用于各建筑物间的通信和数据交换时,连接到等电位导体网的多个专

用的和独立的接地极的概念可能不能满足要求,理由如下:
———不同接地极间存有耦合并导致设备电压不可控地升高;
———相互连接的设备可有不同的参考地电位;
———存有电击的危险,特别是大气过电压的情况。
因此,所有保护和功能接地导体宜连接到同一个总接地端子。
此外,与建筑物有关的所有接地极,即保护、功能和雷电防护的接地极应相互连接,见图44.R12。
在数座建筑物情况下,接地极相互连接不可能或不可行时,推荐通信网络采用电气分隔,例如,采用

光纤连接,见444.4.10。

图44.R12 相互连接的接地极

保护和功能联结导体应各自连接到总接地端子上,这样当一根导体断开时,所有的其余导体仍保持

固定的方式连接到总接地端子上。

444.5.2 进线网络和接地配置相互连接

建筑物内信息技术和电子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导体而相互连接。
通常使用电子设备不多的住宅,可采用星形网络形状的保护导体网络,见图44.R13。
装有众多电子设备的商业、工业及类似的建筑物,为适应不同类型设备电磁兼容(EMC)的要求,适

于采用共用等电位联结系统,见图44.R15。

444.5.3 不同构造类型的等电位联结导体和接地导体网络

按设备的重要性和抗干扰性能,可采用以下各款所述的四种基本类型。

444.5.3.1 连接到环形联结导体的保护导体

联结环形导体(BRC)形式的等电位联结网络,如图44.R16中的建筑顶层所示。联结环形导体

(BRC)优先选用裸或绝缘的铜材,以处处可接近的方式安装,例如,采用电缆托盘、明敷金属导管(见

IEC61386系列)或电缆槽盒。所有保护和功能接地导体可连接到联结环形导体(B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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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3.2 星形网络的保护导体

本类型网络适用于住宅、小型商业建筑等的小型装置,而从设备观点,设备之间是不能连接信号电

缆的,见图44.R13。

  接地导体;

保护联结导体。

图44.R13 星形网络保护导体的示例

444.5.3.3 多网状联结星形网络

本类型网络适用于装有不同的小型群组的相互连接通信设备的小型装置。它能局部分散由电磁干

扰引起的电流,见图44.R14。

  接地导体或保护联结导体;

功能联结导体。其长度尽可能短(例如<50cm)。

图44.R14 多网状联结星形网络的示例

444.5.3.4 共用的网状联结星形网络

本类型网络适用于装有重要用途的高密度通信设备,见图44.R15。
网状等电位联结网络的作用通过与建筑物原有的金属结构的连接而加强。它因由导体组成方形网

络而加强其作用。
网孔尺寸取决雷电防护的防护水平、装置内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和数据传输使用的频率。
网孔尺寸应与被防护装置的尺寸相适应,在安装有对电磁干扰敏感的场所,网孔尺寸不应大于

2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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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的网状等电位联结星形网络适用于专用自动小交换机(PABX)和中央数据处理系统的防护。
有时为满足特殊的要求,本网络的某部分的网孔尺寸可更小些。

网孔包围的面积应布满全部区域,网孔尺寸指的是形成网孔导体包围的方形区域。

图44.R15 共用的网状联结星形网络的示例

444.5.4 多层建筑物的等电位联结网络

对于多层建筑物,建议在每一楼层设置等电位联结系统,常用的等电位联结网络的示例见图44.R16,
每层所示是一种网络的类型。各层的联结系统宜至少用导体连接两次。

图44.R16 未装有雷击防护系统建筑物内等电位联结网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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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5 功能接地导体

有些电子设备要求接近地电位的参考电压,为了正确地运作,有些电子设备要求取得地电位的参考

电位,此参考电位可用功能接地导体取得。
功能接地导体可采用金属带、扁平编织线和具有圆形截面的电缆。
对于高频运行的设备,优先采用金属带或扁平编织线,并尽可能短地连接。
功能接地导体未规定颜色标识。因此,接地导体规定的黄/绿色组合的颜色标识不应用于功能接地

导体,相同的颜色标识推荐用于整个装置中的每根功能接地导体的端部。
对于低频运行的设备GB/T16895.3—2017的544.1.1规定的截面是适合的,与导体的形状无关,

见444.4.2b)和k)。

444.5.6 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的商业或工业建筑物

以下补充的规定可用于降低对信息技术设备运行的电磁骚扰。
在严酷的电磁环境中,宜采用444.5.3.3所述的共用网状联结星形网络。

444.5.6.1 联结环形网络导体的截面和安装

用于等电位联结环形网络导体应有以下最小的尺寸:
———铜带截面:30mm×2mm;
———铜棒直径:8mm。
裸导体在支撑处和通过墙体处应防腐蚀。

444.5.6.2 与等电位联结网络连接的部分

以下部分应与等电位联结网络连接:
———数据传输或信息技术设备的电缆的导电屏蔽层、导电的外护层或铠装;
———天线系统的接地导体;
———信息技术设备直流电源接地端的接地导体;
———功能接地导体。

444.5.7 功能用途的信息技术设备接地设置和等电位联结

444.5.7.1 接地母线

当为功能目的而设置接地母线时,可将建筑物内的总接地端子(MET)的延伸作接地母线。为此信

息技术设备可在建筑物内的任何处以最短捷的路径接向总接地端子。当在建筑物内用接地母线作为等

电位联结网时,可按联结环形网络设置,见图44.R16。

  注1:接地母线可为裸露的或绝缘的。

  注2:接地母线推荐沿全部长度上可接近的方式安装,例如,明敷在线槽上。为防止腐蚀,裸导体在支撑处及贯穿

墙体处采取必要的措施。

444.5.7.2 接地母线截面

接地母线的性能取决于其路由和采用导体的阻抗。对容量为每相电流大于200A的装置,接地母

线截面应不小于50mm2 铜或依据444.4.2k)标示的尺寸。

  注:本文件适用于10MHz以下频率。

接地母线用作直流返回电流通路一部分时,截面应根据返回电流确定其尺寸。每一用作直流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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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导体的接地母线的最大直流电压降应小于1V。

444.6 回路间的分隔

444.6.1 一般规则

共用同一电缆管理系统和相同路径的电力电缆(或导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应根据444.6要

求进行敷设。

  注:本条款的目的是考虑电缆管理系统将包含母线槽系统和轨道电源系统。

电气安全和电磁兼容对于电气分隔和电气分离的要求可有不同。电气安全总是优先的。

444.6.2 设计要求

除非适用于444.6.3规定,否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未指定信息技术电缆的规格和/或预期用途时,电力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间的空气分离距离应

不小于200mm,且满足:
———低压电缆或低压成束电缆总电流不超过600A;
———采用布缆适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布缆敷设;和
———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为:
电磁抗扰性能符合IEC61156系列标准的五类或更高的平衡电缆;或
电磁抗扰性能符合IEC61196-7要求的同轴电缆。
在其他情况下,ISO/IEC14763-2:2012/AMD1:2015中7.9.2的要求和建议适用。
根据表444.1分离间距可小于200mm。

表444.1 未指定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的规格和/或预期用途时的最小分离间距概要

电源布线外护物

无电磁遮拦的分离
敞口金属外护物

A

打孔金属外护物

B

实体金属外护物

C

200mm 150mm 100mm 0mm

A:适用于屏蔽性能(DC~100MHz)等效于焊接网孔50mm×100mm钢栏筐外护物。此屏蔽性能也可用壁厚小于

1.0mm和/或匀布打孔面积大于20%钢托盘达到。

B:适用于屏蔽性能(DC~100MHz)等效于壁厚至少为1.0mm 和匀布打孔面积不大于20%钢托盘的外护物。电力

电缆的屏蔽或铠装若不符合与实体金属外护物等效的构造,考虑为打孔金属外护物。

C:适用于屏蔽性能(DC~100MHz)等效于壁厚至少为1.5mm钢管的外护物。

  使用屏蔽电力电缆时,屏蔽两端接地,依据屏蔽电力电缆制造商的规定,可降低分离间距。
承载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的电力电缆,不考虑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
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与电力电缆间的最小分离应包含固定点或其他限定之间所有允许的位移(见

图44.R17示例)。
最小分离要求适用于三维。当信息及通信技术电缆与电力电缆有交叉,且不能保持最小分离间距

时,交叉角度应保持近似90°,且在交叉两侧的间距应不小于适用的最小分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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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R17 电缆分离间距的示例

444.6.3 无分隔条件

当信息及通信技术布线用于特定应用,并且其应用支持无分隔时,信息及通信技术布线与电力布线

之间不要求进行分隔(国家或地方规范或IEC60364-5-52要求除外)。
当以下所有条件均满足时,信息及通信技术布线与电力布线之间不要求进行分隔:
———当信息和通信技术电缆为符合IEC61156系列标准五类及以上,或电磁抗扰特性符合IEC
61196-7规定的同轴电缆;

———信息和通信技术布线空间环境分类为ISO/IECTR29106(或ISO/IEC11801-1)规定的电磁

类别E1;和
———组成电源回路的导体:
● 在总护套内且总电流不大于100A;或
● 相互绞绕、绑扎或成束且总功率不大于10kVA。

444.7 电缆管理系统

444.7.1 一般规则

电缆管理系统有金属的和非金属的。金属敷设系统能提供444.7.3实施安装所提供的电磁干扰

(EMI)增强防护的不同等级。

444.7.2 设计导则

电缆管理系统的材料和形状选择依赖于以下的考虑:

a) 沿路径电磁场强度(邻近电磁传导和辐射骚扰源);

b) 传导和辐射的允许水平;

c) 电缆类型(屏蔽、绞线和光纤);

d) 与信息技术电缆系统连接的设备抗扰度;

e) 其他环境限制(化学、机械、气候和消防等);

f) 信息技术电缆系统将来扩展可能性。
非金属布线系统适用于以下情况:
———骚扰持久低水平的电磁环境;
———电缆系统为低发射系统;
———光纤电缆。
就电缆承载系统的金属构件而言,形状(平面、U形和管状等)而不是截面将决定电缆管理系统的

特性阻抗。封闭型是最好的,因它能降低共模耦合。
电缆托盘未占用空间允许安装适当数量添加电缆。电缆束高度应低于电缆托盘的侧壁,如图44.R1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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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采用盖板改善电缆托盘的电磁兼容性能。

U形电缆托盘,磁场在两个角落附近降低。由于此原因,优先采用高侧壁电缆托盘,见图44.R18。

  注:电缆托盘的深度宜至少为涉及的最大电缆直径的两倍。

图44.R18 金属电缆托盘内电缆的布置

444.7.3 安装导则

444.7.3.1 用于电磁兼容目的金属或混合式电缆管理系统

专用于电磁兼容目的金属或混合式电缆管理系统应总是在两端连接到局部等电位联结系统。对于

长距离,即大于50m,宜增加连接到等电位联结系统。所有的连接应尽可能短。电缆管理系统由若干

部件组成时,邻近部件间有效联结保证其连续性。部件相互连接优先采用在部件周边焊接。允许采用

铆接、螺栓或螺钉连接,保持接触面是良导体,即接触面未涂漆或绝缘;它们本身是抗腐蚀的,并保证邻

近部件间良好的电气接触。
金属截面的形状在其全部长度上宜保持不变。所有的连接应是低阻抗。电缆管理系统两部分间的

一根短引线连接导致高的局部阻抗,因此,其电磁兼容性能降低,见图44.R19。

图44.R19 金属系统部件的导电连续性

对于数兆赫兹以上的频率,电缆管理系统两部分间的10cm网状带屏蔽效应的降低系数大于10。
但实施调整或扩展时,重要的是其工程严格监理,以保证符合电磁兼容的建议的实现,例如,不用塑

料管取代钢管。
建筑物金属构件能很好地用作电磁兼容物体。L、H、U或T形钢梁通常构成连续接地的构件,其

构件有较大的截面和表面多处与地连接。电缆优先沿此钢梁敷设。内角落优于外表面,见图44.R20。

图44.R20 金属构件内电缆位置

金属托盘的盖板应满足电缆托盘的相同要求。盖板宜在整个长度上有多处接触。若不可能时,盖
板宜至少在两端用短于10cm连接线与电缆托盘连接,例如,连接线为编织或网状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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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于电磁兼容目的金属或混合式电缆管理系统穿越墙体,例如,防火隔断,被分为两部分,两部分

金属应采用诸如编织或网状带低阻抗连接线实施联结,如图44.R21所示。

图44.R21 分断的金属部分连接

444.7.3.2 非金属电缆管理系统

如果通过非屏蔽电缆连接到电缆系统的设备不受低频骚扰的影响时,则可以通过在其中安装单独

导体作为旁路等电位连接导体来提高非金属电缆管理系统的性能。引线应在两端(例如在设备框架的

金属底座处)有效地连接到设备的接地系统。
旁路等电位联结导体应能承载大的共模和被分流的故障电流。

445 欠电压保护

445.1 基本要求

445.1.1 在电压下降或失压以及随后电压恢复会对人员和财产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应采取适当的预防

措施。同样,在电压下降能造成装置或用电设备的某一部分损坏的情况下,也应采取预防措施。
如果装置或用电设备受到损坏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且不会危及人员安全,则不要求装设欠电压保

护器。

445.1.2 如果被保护用电器具的运行方式允许短暂断电或失压而无危险,欠电压保护器可延时动作。

445.1.3 如果装用了接触器,在接触器断开时和再次闭合时的延时,不应妨碍控制电器或保护电器瞬

时分断。

445.1.4 欠电压保护器的特性应符合我国标准对设备起动和使用的要求。

445.1.5 当保护电器的重合闸可能造成危险时,此重合闸不应是自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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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用SPD时计算风险水平(CRL)的示例

A.1 市区环境的建筑物

大地闪电密度Ng=1
环境系数fenv=85
风险评估长度LP=2LPAL+LPCL+0.4LPAH+0.2LPCH

=2×0.4+0.4×0.6
=1.04

式中:

LPAL ———低压架空线路长度=0.4km;

LPAH———低压地下电缆长度=0.6km;

LPCL ———高压架空线路长度=0km;

LPCH ———高压地下电缆长度=0km。

CRL=
fenv

LP×Ng
=

85
1.04×1=81.7

在此情况下,由于CRL<1000,SPD防护应设置。

A.2 高压供电市区环境的建筑物

大地闪电密度Ng=0.4
环境系数fenv=85
风险评估长度LP=2LPAL+LPCL+0.4LPAH+0.2LPCH

=0.2×1
=0.2

式中:

LPAL———低压架空线路长度=0km;

LPAH———低压地下电缆长度=0km;

LPCL ———高压架空线路长度=0km;

LPCH———高压地下电缆长度=1km。

CRL=
fenv

LP×Ng
=

85
0.2×0.4=1062.5

在此情况下,由于CRL>1000,SPD防护非强制。

A.3 架空线路供电市区环境的建筑物

大地闪电密度Ng=1
环境系数fenv=850
风险评估长度LP=2LPAL+LPCL+0.4LPAH+0.2LPCH

=2×0.4+0.4×0.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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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PAL———低压架空线路长度=0.4km;

LPAH———低压地下电缆长度=0.6km;

LPCL———高压架空线路长度=0km;

LPCH———高压地下电缆长度=0km。

CRL=
fenv

LP×Ng
=
850
1×1.04=817

在此情况下,由于CRL<1000,SPD防护应设置。

A.4 地下电缆供电市区环境的建筑物

大地闪电密度Ng=0.5
环境系数fenv=850
风险评估长度LP=2LPAL+LPCL+0.4LPAH+0.2LPCH

=1
式中:

LPAL———低压架空线路长度=0km;

LPAH———低压地下电缆长度=0km;

LPCL———高压架空线路长度=1km;

LPCH———高压地下电缆长度=0km。

CRL=
fenv

LP×Ng
=
850
1×0.5=1700

在此情况下,由于CRL>1000,SPD防护非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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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在架空线路上使用SPD过电压抑制的导则

  架空线路或包含架空线路供电的装置,且根据443.4要求设置SPD时,可在装置接近进线处安装

电涌保护器,或经电网运行管理者的同意,在供配电网的架空线上安装电涌保护器来配电过电压水平。
例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a) 如果是架空供配电网,应在电网的连接点处,尤其在每条长度超过0.5km的线路末端安装过

电压防护。沿供配电线路每隔0.5km就应安装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之间的距离不应超

过1km。

b) 如果供配电网中部分为架空线路,部分为地下线路,按照上述a)在每个架空线与地下电缆的

转接点处进行架空线路过电压防护。

c) 在TN配电网供电的电气装置中,当采用自动切断电源防护措施时,连接到线导体的电涌保护

器的接地导体与PEN或PE导体连接。

d) 在TT配电网供电的电气装置中,当采用自动切断电源防护措施时,为线导体和中性导体设置

电涌保护器。在供电网的中性导体有效的接地处,中性导体上电涌保护器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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