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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根据IEC 60079-7:1990(第2版）和其修改件Al(1991）及A2(1993）对GB 3836.1-1983

进行修订的，在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上与之等效。

    本标准技术内容和章条编写与IEC 60079-7一致，少量补充的提示性内容用注的形式列在相应条

文下方，并且增加了两个提示性附录（附录F和附录G)。附录F是常用绝缘材料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分

级举例，供制造厂选用绝缘材料时参考。附录G是根据欧洲试行标准ENV 50296-1997《高压电机的评

定和试验》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在增安型高压电机设计制造和检验方面的经验对增安型高压电机的

结构和试验提出的指导性补充要求。

    本标准除了条文叙述按照国际标准编写外，在技术内容上与GB 3836. 3-1983相比变动较大的主

要内容有固体绝缘材料按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分级方法、最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数值、旋转电机定转子

间径向单边气隙值计算方法、电气设备绝缘介电强度试验电压值等，增加的内容有蓄电池、电阻加热元

件和电阻加热器、通用接线盒、非仪表用互感器等专用设备的有关规定和试验。

    GB 3836在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总题下包含若干部分：

    第1部分（即GB 3836. 1)：通用要求

    第 2部分（即GB 3836. 2)：隔爆型‘'d"

    第3部分（即GB 3836. 3)：增安型"e"

    第4部分（即GB 3836.4)：本质安全型“i"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3836. 3-1983,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n、附录E、附录F、附录G都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等单位负责起

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合德、安树桐、邹盛贵、李宝成、高小桦。

    本标准于1983年8月首次发布，2000年1月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委托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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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前言

    1)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都是由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对该专题

特别感兴趣的各国家委员会在该技术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参加，因此，都能尽可能反映国际间的一致意

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都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推荐形式并且得到各国家委员会的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国际电工委员会希望各国家委员会，在本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采用

IEC的推荐标准作为本国的国家标准，IEC推荐标准与各国相应的国家标准之间如有差别，均应在各国

家标准中尽可能的加以详细说明。

    4) IEC从未制定过关于表示检验合格的标志的程序．因此如某些设备声称其符合某一IEC建议，

IEC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标准IEC 60079的这一部分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第31技术委员会（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31C分技术委员会《增安型电气设备》负责制定的。

    IEC 60079-7的第2版取代1969年颁布的第1版。

    本部分是关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一系列出版物之一。

    IEC 60079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已经出版的有下列各部分：

    — 通用要求（IEC 60079-0:1983)

    — 电气设备隔爆外壳的结构和试验(IEC 60079-1:1971)

    —     "P”正压型电气设备（IEC 60079-2:1983)

    本质安全电路的火花试验装置（(IEC 60079-3:1990)

    — 点燃温度的试验方法（IEC 60079-4:1975和60079-4A:1970)

    — 充砂型电气设备（IEC 60079-5:1967及其补充A: 1969)

    — 充油型电气设备（IEC 60079-6:1968)

    — 危险场所分类（IEC 60079-10:1986)

    —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及其关联设备的结构和试验(IEC 60079-11:1984)

    — 按照气体和蒸汽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和最小点燃电流对气体或燕汽和空气的混合物的分类

          (IEC 60012：1978)

    — 正压保护的房间或建筑物的结构和使用（(IEC 60079-13:1982)

    — 爆炸性气体环境（矿用除外）中的电气安装（IEC 60079-14:1984)

    - Sdn;型防爆电气设备（IEC 60079-15:1987)

                                  本部分标准以下述文件为根据

  一州=A &R1t-    &M31C(q3,)JT)11 31C洲
    本部分投票批准的详细情况见上表所列的投票报告。

    附录A和附录B是标准补充部分。

    附录C是标准参考资料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 3836.3-2000

        第3部分：增安型“"                 eqve 嚣：：鉴；黑3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gas atmospheres-

                      Part 3: Increased safety "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供电额定电压不超过nkV（交

流有效值或直流值），采用增安型+e;防爆型式的电气设备的设计、结构、检验和标志的特殊要求。

    这些特殊要求是对GB 3836. 1通用要求的补充，GB 3836. 1中的规定，除了特别说明不适用的部分

外，也适用于增安型电气设备．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755-1987 旋转电机 基本技术要求

    GB 1208-1997 电流互感器（eqv IEC 60185:1987)

    GB/T 1993-1993 旋转电机冷却方法（eqv IEC 60034-6:1991)

    GB/T 2423. 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方法

                              (idt IEC 60068-2-27：1987)

    GB/T 2900. 35-199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eqv IEC 60050(426):1990)

    GB 3836. 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 3836.2-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隔爆型"d"(eqv IEC 60079-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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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法

                        (eqv IEC 112：1979)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T 4942.1-1985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eqv IEC 60034-5:1981)

    GB/T 6109.2-1990 漆包圆绕组线 第2部分：155级改性聚醋漆包圆铜线

                          (eqv IEC 60317-3：1988)

    GB/T 6109. 5-1988 漆包圆绕组线 第5部分：温度指数180的聚酪亚胺漆包圆铜线

    GB/T 6109. 6-1988 漆包圃绕组线 第6部分：温度指数220的聚酞亚胺漆包圆铜线

    GB 6829-199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eqv IEC 60755)

    GB/T 11021-1989 电气绝缘的耐热性评定和分级（eqv IEC 60085:1984)

    GB/T 16935.1-1997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dt IEC 60664-1：1992)

    IEC 60061-1 灯头、灯座以及检验其互换性的A规 第1部分：灯头

国家质．技术监督局2000一01一03批准 2000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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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0061-2 灯头、灯座以及检验其互换性的量规 第2部分：灯座

    IEC 60064:1987 一般照明用钨丝灯泡的性能要求

    IEC 60079-4:197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点燃温度的试验方法

    IEC 60238:1987 螺口式灯座

    IEC 60364-3:1977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第3部分：一般特性评定

    IEC 60364-5-52:1983 建筑电气安装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52章：布线系统

    IEC 432# :1984 家庭用及类似用途的照明用钨丝灯泡的安全要求

3 定义

    采用GB 3836. 1中的术语和定义，同时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对于一般性的术语和定义参照

GB/T 2900.35有关条款。

3.1增安型"e"  increased safety "e"
    对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电弧或火花的电气设备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其安全程度，防止电气

设备产生危险温度、电弧和火花的可能性的防爆型式。

    注

    1 这种防姆型式用、”表示。

    2 该定义不包括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产生火花或电弧的设备。

3.2 极限a度 limiting temperature

    指电气设备或其部件的最高允许温度，它等于由下列条件分别确定的两个温度中的较低温度。

    a）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点燃危险，

    b）电气设备所用材料的热稳定性。

3.3最初起动电流IA  initial starting current '' In"
    交流电动机在静止状态或交流电磁铁衔铁处于最大空气间隙位置状态，从供电线路输人额定电压

和额定频率时的最大电流有效值。

    注：略去瞬态现象。

3.4起动电流比"IA/IN"  starting current ratio "IA/IN"
    最初起动电流IA与额定电流IN之比．

3.5 tE时间 time tE

    交流绕组在最高环境温度下达到额定运行稳定温度后，从开始通过最初起动电流IA时计起直至上

升到极限温度所需的时间（见图BD.

3.6额定短时发热电流"I�," rated short-time thermal current I,h
    在最高环境温度下，is内使导体从额定运行时的稳定温度上升至极限温度的电流有效值。

3.7额定动态电流"la,�,"  rated dynamic current Idy�,
    电气设备所能承受其电动力作用而不损坏的电流峰值。

3.8短路电流I,,    short-circuit current limit "Ix"
    电气设备在工作中可以承受的最大短路电流的有效值。

    注：此短路电流值记录在GB 3836. 1第23.2规定的文件中。

3.9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两个导电部分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3.10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两个导电部分间的最短空间距离。

3.11工作电压 working voltage
    在额定供电电压（略去瞬态）下，空载或正常运行时，设备上允许产生的最高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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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值。

3.12 蓄电池 （electrochemical) cell or battery

    能将所获得的电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起来并再转换成电能输出的一种电化学装置。

3.12.1单体蓄电池 （secondary) cell

    由电极和电解质组成，构成蓄电池的基本单元．

    往

    1 单体蓄电池实质上由正负极板、隔板、安装和连接所需零件（接线片、接线条、接线柱）、电池擂及电解液组成。

    2 图l表示单体蓄电池各个零部件的示意图，该图只起说明作用，而不作为具体结构的要求或选择。

3.12.2 蓄电池组 battery

    以电气方式连接起来用作能源的两个或多个单体蓄电池．

3.12.3蓄电池槽 (cell) container

    容纳蓄电池极群组和电解质而不受电解质腐蚀的容器。

3.12.4蓄电池箱 （battery) container
    容纳蓄电池组的容器。

3.12.5蓄电池容量 （battery) capacity
    在规定的条件下，完全充电的蓄电池能提供的电A，通常用安培小时（A"h）表示。

3.12.6极板组件 plate pack
    由隔板和正负极组组成的部件。

3.12.7 隔板 partition wall

    将蓄电池箱分成几个单独部分，并提高蓄电池箱机械强度的部件。

3.12.8绝缘隔板 insulating barrier
    把单体蓄电池分组间隔成蓄电池组的绝缘隔板．

3.12.9连接线 intercell connector
    用于传导单体蓄电池间电流的导体。

3.13 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

3.13.1电阻加热元件 （resistance) heating device
    电阻加热器的一个部件，它包括一个或多个加热电阻，通常由金属导体或其他导电材料制成，并且

有适当的绝缘和护套保护。

3.13.2 电阻加热器 resistance heating unit
    由一个或多个电阻加热元件及必要的温度保护装置构成的加热器。

    注：如果温度保护装置安装在姆炸危险场所内，则必须制成增安型或其他防姆型式。

3.13.3工件 workpiece
    安装有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的物体。

3.13.4 自限特性 self-limiting property
    电阻加热器的一种特性，即额定电压下，电阻加热元件的热输出功率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下降，直

到元件温度达到使其热输出功率降低至周围环境温度不再升高时的数值。

    注：元件表面温度实际上是周围的环境温度。

3.13.5 稳态结构 stabilized design

    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通过设计和使用状态的规定，使之在最不利条件下，其温度稳定在极限温度

以下而不需用限温保护的结构。

4 通用要求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所有增安型"e;防爆电气设备，第5章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对GB 3836. 1(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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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通用要求的补充，并在第5章对某些电气设备作进一步补充。

4.1 连接件

    与外部电路连接的连接件应有足够大的尺寸，以便与截面积至少等于与电气设备额定电流相对应

的导线可靠连接。

    能够与连接件可靠连接的导线的数量和尺寸应按GB 3836.1-2000第23.2在说明文件中规定。

    注：工作状态可以要求更大尺寸的连接件，与额定电流相对应的导线尺寸取决于使用情况．注意参照IEC 60364-5

          -52,

    连接件必须：

    a）可靠地固定，不会自行松动；

    b)具有使导体不会从指定位置滑出的结构，

    。）保证适当的接触压力，不对连接导线产生影响功能的损伤，这尤其适用于连接件与多股导线直

接卡紧的方法．

    注：当满足a),b),c）的要求时，允许使用挤压电缆端子的方法．

    不允许使用的连接件：

    a）具有能损坏导体的尖锐棱边。

    b)在设备制造厂规定的正常拧紧过程中转动，扭转或永久性变形。

    连接件的结构必须保证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不会因温度发生变化而明显削弱其接触压力。不应通过

绝缘材料传递接触压力。

    用来压紧多股导线的连接件须有弹性零件。连接导体截面积不超过4 mm'的连接件也应能和更小

截面积的导体可靠连接。

      注

    1 可以要求采取防振和防机械冲击的特殊措施．

    2 在采用铝材料时应考虑防电解腐蚀的特殊措施．

4.2 内部导线连接

    电气设备的内部导线连接不允许承受不适当的机械应力。只允许采用下列的导线连接方法：

    a）防松动螺纹紧固件，

    b）挤压连接。

    c）导线用机械方式连接后，再用软钎焊；

    d）硬钎焊；

    e）熔焊，

    f)符合4.1要求的任何连接方式．

4.3 电气间隙

    不同电位裸露导电部分之间的电气间隙应符合表1规定，对外部导线连接时其最小值为3 mm,

    注1:级口式灯头的电气间隙要求见A2,

    电气间隙按设备制造厂规定的工作电压（见3.n术语）确定。

    如果设备有多种额定电压或某一电压范围，则所用工作电压值应按最高电压值确定．在确定电气间

隙时，图2中例1.11用图说明了应考虑的部件特点及相应的电气间隙值．

    注2：这些图例与GB/T 16935. 1文件中的例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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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曰
4.4 爬电距离

4.4.1 爬电距离的要求是根据工作电压，绝缘材料的耐泄痕性和绝缘件的表面形状确定的。

    表2列出了按相比漏电起痕指数（CTI )对绝缘材料的分级，相比漏电起痕指数按照GB/T 4207规

定测定．无机绝缘材料，例如玻璃和陶瓷材料没有泄痕，所以不需要确定其CTI，按照惯例列人I级。
      注

    1 所列材料级别与GB/T 16935. 1所列材料级别相同．

    2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瞬间的过电压对泄痕现象没有影响，可以忽略。但是短时间和有影响的过电压，必须根据其

        出现的持续时间和频度加以考虑（更详细的材料见GB/T 16935.1),

                                  表 2 绝缘材料的耐起痕性

卜一 IIIa 分 jfi ItNCRAIMM[(CTI)600<CTI400<CTI<600175<CTI<400州
4.4.2 不同电位的裸露导电部分之间的爬电距离应按设备制造厂规定的工作电压确定，并应符合表1

的规定。外部导线连接时其最小值为3 mm,

    注：对级口式灯头的要求见A2,

4.4.3 图2的图例（(1-"-11）是按不同具体结构确定相应爬电距离的实例．图中X值为2.5 mm,

    注1:枯接部分视为整体的一部分．

    绝缘表面上有效的凸筋和凹槽的作用须符合下列条件：

    a)绝缘表面上的凸筋至少2.5 mm高，凸筋厚度应与材料、绝缘件机械强度、厚度相适应，至少为

1 mm,

      采用说明：

    11 IEC 60079-7中无此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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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凹槽深度与宽度都不小于2. 5 mm,

    注2：绝缘件表面上的凸起和凹陷部分可视为凸筋和凹抽，与几何形状无关。

4.5 固体绝缘材料

    注：该术语是指材料使用时的状态，不一定是材料供货时的状态。例如，绝缘清漆凝固后就认为是固体绝缘材料。

4.5.1 影响绝缘材料功能的机械性能，例如强度和刚度在下列条件下应满足要求：

    a)高于电气设备额定运行时的最高温度至少20 K，最低为80̀C;

    b）对于绝缘绕组（见 4. 7. 3和表 4)，内部布线（见4.8)和与电气设备永久性连接的电缆（见

GB 3836.1-2000第14.1)，在电气设备额定运行时达到的最高温度。

4.5.2 由模压塑料或层压材料制成的绝缘件，如果绝缘表面有损伤或脱落时，须用相比漏电起痕指数

与绝缘件本身至少为同级的绝缘漆涂搜。表面虽有损伤，但不影响其相比漏电起痕指数或未损伤部分达

到规定的爬电距离要求的材料除外。

4.6 绕组

4.6.1 绝缘导线应符合4.6.1.1或4.6.1.2的要求。

4.6.1.1 导线至少应包覆两层绝缘。

4.6.1.2 对于绕组用圆形漆包线应符合下列两组方案的一种：

    a) GB/T 6109. 2, GB/T 6109. 6或GB/T 6109. 5的 1级，如按 GB/T 6109. 2,GB/T 6109.6或

GB/T 6109.5-1988的第13章试验时，施加2级的最小击穿电压时无击穿；并且当按GB/T 6109. 2,

GB/T 6109.6或GB/T 6109. 5和第14章试验时，每30 m长的导线不应该有6处缺陷，此规定与导线

直径无关，

    b）符合GB/T 6109. 2,GB/T 6109.6或GB/T 6109.5的2级。

4.6.2 绕组应该在紧固和包绕之后进行干燥，然后用适当的浸演剂，采用沉浸、滴注或真空浸渍法进行

处理。用涂刷或喷洒的方法涂覆不能作为浸渍处理．

    浸渍应该按照浸渍剂制造厂规定的工艺方法进行，尽可能地把导线之间的空隙全部填满并使导线

之间粘接牢固。

    高压（(1 100 V以上）绕组整体绝缘的成型线圈和导线，若在装人电气设备之前，其槽部和端部已进

行过浸演，封人填料或用其他方式进行了等效绝缘处理，则不需采用上述方法。

    如果采用含有溶剂的浸渍剂时，浸演和干燥处理至少进行两次。

4.6.3 绕组不允许采用公称直径小于0. 25 mm的导线绕制，但埋在电机槽中并浸演处理或与电机绕

组浇封在一起的电阻温度传感器除外。

    用公称直径小于0. 25 mm的圆导线绕制的绕组须制成GB 3836. 1所列标准的其他防爆型式．

4.7 极限温度

4.7.1 电气设备部件的温度须符合下列要求：

    a)不超过GB 3836.1-2000第4章规定的最高表面温度，

    b)不超过4.7.2,4.7.3和5.1.4规定的所用材料的耐热温度；

    。）对于灯具中的灯泡，其极限温度不应超过按5.2.4和5.2. 6所测定的温度。

4.7.2 导线和其他金属部件的允许温度还须符合下列要求：

    a）不允许降低材料的机械强度，

    b）不允许因热膨胀而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

    c)不允许损坏邻近的绝缘部件。

    在测量导体温度时，除须考虑导体本身的发热外，还须考虑来自邻近发热部件的影响。

4.7.3 电气设备除符合4.7.1的要求外，绝缘绕组的极限温度还应不超过表3的规定值。表中值考虑

了绝缘材料的耐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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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绝缘绕组的极限温度

一表刃
4.7.4 绕组须采用适当的保护装置加以保护，以确保不会超过极限温度（见4. 7. 1, 4. 7. 2和4.7.3).

    如绕组在连续过载时（例如电动机转子堵转时），不会超过4.7.3规定的额定运行时的极限温度，或

者绕组不会发生过载（例如荧光灯的镇流器），则可不用保护装置。

    注：保护装里可设在电气设备内部或外部。

4.8 内部导线布置

    可能与金属零件接触的导线，应有机械保护或加以适当固定以防损坏。

4.9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第5章另有规定除外）。

    本标准外壳防护等级分级与GB/T 4942. 1和GB 4208相同。

    a)内部装有裸露带电零部件的外壳，至少具有IP 54的防护等级。

    b)内部仅装有绝缘带电零部件的外壳，至少具有IP44的防护等级。

    如果外壳设有排水孔或通风孔以防潮气集聚，其排水孔或通风孔在a)情况下，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44，或b)情况下，其防护等级不低于IP24。排水孔和通风孔（位置和尺寸）的详细情况由制造厂规定并

列人文件中，其标志应按GB 3836.1-2000中27.2的规定加符号“X”和外壳的防护等级。

4.10 紧固件

    内部装有裸露带电零部件的I类电气设备采用符合GB 3836.1-2000中9.2规定的特殊紧固件。

5 专用电气设备的补充要求

    这些要求是对本标准第4章的补充，除另有规定外，第4章的要求也适用于5. 1-5. 7的电气设备，

而且还适用于5.8的其他电气设备。

5门 旋转电机

5.1.1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在下列情况下允许低于4. 9规定的防护等级（接线盒和裸露带电部件除外）。

    a）装有冷却空气进出口管道接头的封闭式风冷电动机（符合GB/T 1993的冷却方法IC3X)，管道

接头进出口的防护等级须符合IP20的规定。

    注：管道安装后，外壳仍须具有IP44的防护等级。

    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GB 3836.1-2000中27.2的规定加“X”符号。

    b)安装在清洁室内并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检查管理的电动机：

      工类电动机的外壳须符合IP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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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类电动机的外壳须符合IP20的规定。

    应能防止固体外物通过通风孔垂直落人电动机外壳中。

    电动机铭牌上须注明受到限制的使用条件并按照GB 3836.1-2000中27.2规定加“X”符号。

5.1.2 内风扇

    内风扇应符合GB 3836.1-2000中17.3和17.4对外风扇在间隙和材料方面的要求。

5.1.3 最小径向单边气隙

    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最小径向单边气隙(mm）在旋转电机静止时，应不低于下列公式计算的值：

                    。 ．，，二‘、．二一＿， 、 厂＿＿＿ ．D一 50 ＿＿＿ ．0. 75n 1〕，
                  最小径向单边气隙(mm)＝ ｝0.15 +二音点二｝0.25 +笼帐去笼｝｝rb              一。一。！一、，、－一 L－·－一 780 一’一 ’1 000

式中：D— 转子直径（mm)，在最小径向单边气隙公式中D的最小值取75，最大值取750;

      n— 最大额定转速r/min，最小值取1 000;

      r值按下列公式计算，最小值取1.山

                铁芯长度（mm)
      r＝1.75又礴了百履万(mm)

    b值：采用滚动轴承的电动机取1.0，采用滑动轴承的电动机取1.5.

      注

    1 该公式与电源频率或极数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从2极或4极的滚动轴承电动机的示例中可以看出。该电动机电

        源为 50 Hz/60 H：并且转子直径为60 mm，铁芯长度为80 mm;D取 75，为最小值．二取 3 600，为最大值，b取

        1. O;r=80/(1. 75X60)，即近似于。.76，应取 1.01此时最小径向单边气晾为：

              「＿＿＿．75一50 ＿＿＿．0. 75 X 3 600、〕‘
              ｝0.15十二毛二子二10.25+ 】11.ox1.0
                L－一 ’ 780 、一’一 ’ 1 000 ／i－一 ”－一

        近似等于0. 25 mm,

    2 采用滑动轴承的电动机宜设测隙孔’〕．

5.1.4 鼠笼转子电动机

    鼠笼转子电动机，包括具有起动鼠笼或阻尼鼠笼绕组的同步电动机，除符合5.1.1,5.1.2和5. 1. 3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条的要求。

5.1.4.1 如果鼠笼转子的导条和端环不是压铸成一体，则导条与端环应采用硬钎焊或熔焊连接。导条

应和槽紧密配合，以防止起动时导条和转子铁芯之间产生火花。

    注：例如采用压力铸铝，对单根导条可采用附加槽衬、摺楔或其他胀紧措施。

5.1.4.2 在起动时，转子表面温度须符合4.7的要求，并且极限温度不应超过300'C.

5.1.4.3 应确定tE时间和起动电流比IA IIN，并在电动机铭牌上标明，以便选择适当的热过载保护装

置，防止电动机产生不允许的温度。

    tE时间应不小于当转子堵转时热过载保护装置能够切断电动机电源所需的时间，如果电动机的tE

时间大于图3中按起动电流比IAl八确定的tE时间最小值，则一般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如果电动机的tE时间小于图3中的规定值，则须采用特殊的保护装置，并须通过试验证明其功能

可靠后才允许采用。此装置须在电动机铭牌上注明。

    t。时间不允许小于5s，起动电流比IA/几不允许大于10.

    鼠笼型电动机运行时的温度保护见附录D,

5.1-4.4 由变频电源供电的电动机，应与变频电源一起进行试验。

    对于只采用埋人绕组中的测温元件进行保护的电动机，须通过试验证明当电动机转子堵转时也能

满足4.7.4的要求，所采用的保护装置须在电动机铭牌上标明。

5.2 馈电网络供电的灯具

    采用说明：

    11 IEC 60079-7中无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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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允许采用的光源：

    a）带有单插头符合IEC 60061-1的（Fa6)型无启动器的荧光灯；

    b）符合IEC 60064和IEC 60432出版物一般用途的白炽灯；

    。）复合光灯（自镇流高压汞灯MBTF) ;

    d)灯泡破裂10s后，其温度不高于极限温度的其他类型灯，但不允许使用含有游离金属钠的灯。

5.2.2 荧光灯管与透明罩的距离须不小于 5 mm，但荧光灯管与管形透明翠的最小距离须不小于

2 mm,

    对于其他灯、灯泡与透明罩的距离须不小于表4的规定。
                              表 4 灯泡与透明罩之间的最小距离

片?1T0* P ,WP<600<P<10010<P<20010<P<500500<P寸 A, mm35102030州
5.2.3 灯座须符合附录A的要求。

    须防止螺旋灯泡在灯座中自行松动，灯具须承受6.3.1规定的型式检验。

5.2.4 如果灯具内部灯泡的最高表面温度至少比灯具使用环境中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灯具内部进

行引燃试验（考虑最严格的条件）所测得的引燃温度低 50'C，则灯具内部灯泡的温度可以超过

GB 3836.1-2000第5章的规定。

5.2.5 灯头边缘和灯泡焊接部位的温度须不超过195'C，并应符合4.7的要求。

5.2.6 荧光灯的镇流器应能承受灯管老化后产生的整流效应，其温度不允许超过极限温度。

5.3 自带电源的手灯和头灯（I类除外）

    灯泡须用透明罩加以保护，以防止机械损坏。当灯泡装入后，灯泡与透明罩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1 mm。如果灯泡装人弹簧灯座中并且与透明罩接触，弹簧行程至少为3 mm。透明罩须采用下列方式之

一进行保护：

    a）用保护网加以保护，

    b)如果透明罩外露面积不大于50 cm,，则可用高度不小于10 mm的凸缘保护；

    。）如果透明罩外露面积大于50 cm'，但透明罩能够承受GB 3836. 1-2000的23.4.3对保护网所

规定的机械强度试验。

    灯具电路中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产生电弧或火花的开关装置，包括气密式舌簧开关，应该采用机械或

电气联锁，防止在危险场所内触头断开，或者采用GB 3836. 1所列的标准防爆型式之一进行保护。

5.4 测量仪表和仪表用电流互感器

5.4.1 测量仪表和仪表用电流互感器应能在1.2倍额定电流或1.2倍额定电压下连续运行，其温度不

超过4.7的规定。

5.4.2 仪表用电流互感器和测量仪表的载流部件（电压电路除外）须能承受在6.4规定的时间内按表

5规定的额定短时发热电流乙h和额定动态电流Id，的试验，且经试验后不得降低其防爆性能。

5.4.3 当通过额定短时发热电流I,,,时，仪表用电流互感器和测量仪表的载流部件所产生的温度须不

超过4. 7规定的极限温度，并不得超过200'C.

5.4.4 由仪表用电流互感器馈电的测量仪表的载流部件的额定短时发热电流乙n和额定动态电流Idy� 9

应不小于当互感器一次绕组中流过其额定短时发热电流和额定动态电流时，在短路的二次绕组中产生

的电流值。

5．5 其他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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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互感器应满足6. 5规定的试验．

                                    表 5 耐短路电流能力

不 aAm49ROBON*altoE )                                                     >1.1XI..>1. 25 X 2. 5I,,:i*T,LAI IE1MIrit*M#t*14+ttPA,NO}                  I,,,/1.1,#R'8门
5.6 蓄电池

    蓄电池应该是铅酸型、铁镍型或镍锅型，并且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对于容量大于25A " h(5小时率）的蓄电池须符合下列补充要求。

    注：符合这些要求并不能保证充电时的安全性。因此，充电应在非危险场所进行，但采用其他安全措施者除外。

5.6.1 蓄电池箱

5.6.1.1 蓄电池箱（包括隔板和盖），应由钢板制成。II类蓄电池箱允许采用其他材料。蓄电池箱体和

盖的所有内表面，如用金属材料制成时，应全部用可粘接的绝缘层牢固可靠的夜盖；盖的内表面可用合

适的油漆涂搜。电解液对内表面不应有不利影响．

5.6.1.2 蓄电池箱应能承受住使用时机械应力的作用，包括运输和搬运时产生的应力。为了达到这一

要求，蓄电池箱内需要安装隔板。

5.6.1.3 必要时，蓄电池箱应设置绝缘隔板．如果结构适当可以把隔板作成绝缘隔板，而且绝缘隔板应

放在适当位置以防止在任何部分产生的标称电压超过40 V．绝缘隔板应能防止爬电距离在运行中减少

到不允许的值。绝缘隔板的高度至少为蓄电池高度的2/3，在计算这些爬电距离时不允许采用图2中例

2规定的方法。

    相邻单体蓄电池电极之间的爬电距离以及电极和蓄电池箱之间的爬电距离至少应为35 mm．当相

邻单体蓄电池之间的正常工作电压超过 24 V时，每超过2V，爬电距离至少应增加1 mm,

5.6.1.4 蓄电池箱盖的固定应能避免随意打开或移位。

    每个盖均应设置符合GB 3836.1-2000中9. 2的特殊紧固件。

5.6.1.5 单体蓄电池在蓄电池箱内的安装应能防止在运行中产生明显位移。安装极柱的材料和其他嵌

人部件（例如填料和绝缘隔板）应该使用绝缘、无细孔、耐电解液作用及阻燃的材料。

5.6.1.6 进人无排液孔的蓄电池箱内的液体，应能在不取出单体蓄电池情况下排出．

5.6.1.7 蓄电池箱应设置通风孔，其外壳防护等级可不低于IP23,

    通风孔应该具有良好的通风效果．在进行型式检验(6.6.3)时蓄电池箱内的氢浓度（按体积计）不得

超过20o,

5.6.1.8 插头和插座应符合GB 3836.1-2000中第20章的要求。该要求不适用于只有用工具才能分

开和设有“只在非危险场所才能分开”的替告牌的那些插接装置。

    单极插头和插座的正负插头应是不可互换的结构。

5.6.1.9 蓄电池插头和插座的极性标志应耐久醒目。

5.6.1.10 固定或组装在蓄电池箱内的任何其他电气设备应符合GB 3836. 1所列出的防爆型式之一。

5.6.2 单体蓄电池

5.6.2.1 单体蓄电池盖应与蓄电池槽一起密封以便防止电池盖脱开和电解液泄漏，不允许采用易燃材

料制造。

5.6.2.2 正负极板应支承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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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 单体蓄电池电解液液位应保持在电解液的最低和最高允许液位之间．当电解液在最低液位时

应采取措施（如加耐酸绝缘下护套），以避免极板下端和汇电板过分腐蚀。

5.6-2.4 在每个单体蓄电池内应具有足够空间，以防止由于电解液膨胀和悬浮体沉淀所造成的电解液

滋流。该空间（按体积计）应该与蓄电池的预计寿命相适应．

5.6.2.5 注液和排气栓应能防止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电解液溅出并便于安装和维护。

5.6-2.6 每个极柱和单体蓄电池盖之间都应密封，以防电解液泄漏。

5.6-2.7 新蓄电池充足电后带电部件和蓄电池箱之间的绝缘电阻应至少为1 M0,

    注：运行中的蓄电池的绝缘电阻每伏额定电压至少为5011，最少为1 0000.

5.6.3 连接

5.6.3.1 能相对移动的相邻单体蓄电池之间的连接应是非刚性的．非刚性连接线的每一端应采用下列

方法之一与极柱连接：

    a）熔焊或钎焊到极柱上，

    b)嵌压到铸在蓄电池极柱上的铜套内；

    c)嵌人铜质终端，再用螺纹紧固到铸在极柱上的铜质接头上。

    在b）和c)的情况下，蓄电池间连接线应为铜质。

5.6-3.2 采用5.6. 3.1中c）的螺纹连接应防止松脱．

    连接导体和蓄电池极柱之间的有效接触面积至少等于蓄电池间连接线的截面积。当连接导体载流

量等于连接线持续额定电流时，螺纹接头应承受GB 3836.1-2000中23.4-6.1的温度试验，并且此电

流值应在制造厂提交的文件中规定。

    在计算有效接触面积时不考虑螺纹的凹凸接触面积。

5.6-3.3 连接线应能够承受工作状态所要求的电流而不超过规定的温度（见4.5.1,4.7.1和4. 7. 2).

如工作状态不能确定，则采用蓄电池制造厂确定蓄电池容量的放电率。在使用双连接线时，每个连接件

应能单独承载全部电流而不允许超过规定的温度。

5.6-3.4 可能受电解液腐蚀的所有裸露的导体应采取保护措施，例如：铅酸蓄电池未绝缘的金属连接

导体（铅除外）应用铅包筱，但不适用于螺纹。

5.6-3.5 在I类蓄电池内，每个带电部件应有绝缘层以避免产生泄痕电流和任何偶然接触。

5．7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应按6. 7确定允许的最大消耗功率，以保证在运行时不超过4.7的极限温度。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允许配置多个接线端子，其接线端子数量由外壳结构尺寸确定，而允许最大消

耗功率按6.7确定。

    每一个接线端子的消耗功率由该接线端子及与其连接的导体（假设该导体的长度等于外壳内部的

最大线性长度）20℃时的电阻值和该接线端子最大电流值确定。各接线端子的消耗功率之和即为该结构

及电路条件下消耗的总功率。

5.8 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

    本条对3.13.1和3.13.2中定义的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规定了补充要求。它不适用于感应

加热、集肤效应加热、介电加热或任何其他加热系统，包括电流通过液体、外壳或管道的加热系统。

5.8.1 本标准采用下列内容：

    — 加热电阻不认为是绕组，并且本标准的4.6不适用；

    - GB 3836.1-2000第6章不适用于加热电阻的绝缘材料和加热电缆及加热带的护套。

5.8.2 加热电阻应有正温度系数并且制造厂应说明电阻在20℃时的电阻值及其容差．

5.8.3 制造厂应规定最高工作温度TPCC )．电阻加热元件使用的材料当按6.8. 3要求试验时，应承受

      。本条中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是指未规定与专门电气设备配用而可以单独使用的接线盒和分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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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20)℃的温度。

5.8.4 电阻加热元件的冷起动电流按 6. 8. 5试验时，通过电流 10s之后的任何时间都不得超过制造

厂规定数值的1000,

5.8.5 电阻加热元件应制成能配用如附录E所述的电气保护装置的结构。当电阻加热元件的保护与

电气设备的保护合在一起时除外，例如电动机用的防冷疑加热器。

5.8.6 当电阻加热元件的表面导电覆盖层能确保5.8.5所述的保护装置功能时，它应夜盖到整个绝缘

保护套表面上，并且由至少覆盖绝缘表面70％的均匀分布导电层构成．

    导电彼盖层的电阻应小于与其同样长度的电阻加热元件的加热电阻。

    如果能证明在故障条件下用5. 8. 5所述的保护装置能防止高温或者在具有自限特性的电阻加热元

件情况下，导电a盖层的电阻应不小于一根母线导体的电阻。

5.8.7 绝缘层应确保加热电阻不能与爆炸性气体接触。

    注：例如珍珠状绝缘材料不能满足该要求。

5.8.8 考虑机械强度，连接电阻加热元件的导线截面积至少为1 mm'.

5.8.9 在确定电阻加热元件的温度组别时，一般情况下不应该认为隔热层能阻止爆炸性气体透过。

5.8.10 在通电时，为了防止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超过极限温度，应采取下列方法之一：

    — 稳态结构（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

    — 电阻加热元件的自限特性；

    — 符合5.8.11的电气保护系统，它在规定的表面温度时能断开电阻加热元件或电阻加热器的电

源。该保护系统应完全独立于在正常条件下调节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功能的温度控制系统．

    电阻加热元件的温度与下列参数有关：

    — 热输出功率；

    — 环境温度、气体、液体、工件，

    — 一电阻加热元件和其周围的热传导性。

    有关这些相互关系的必要数据应由制造厂按GB 3836. 1-2000中23. 2的规定在说明文件中提

供。

5.8.11 保护系统应通过下列方式实施：

    — 测定电阻加热元件的温度或（如果可能）测定附近环境温度；

    — 测定环境温度和一个或多个其他参数．

    注：参数示例如下：物位、流量、电流、泄漏电流、消耗电量。

    如果有必要说明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时，应在有关使用说明文件中作出规定（见GB 3836.1-2000

中23. 2)，例如当电阻加热器安装有不完全保护系统时，信号处理的所有数据（例如传感器和接收器之

间相容性）应在说明文件中表明。

    保护系统应能直接或间接地切断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电源，它应是人工更换或当其回到正常工

作状态后由人工复位使加热元件或加热器重新通电的形式．但保护系统被连续监控的除外。如果传感

器故障，加热器须在达到极限温度之前断电。由人工复位的保护系统应尽量借助工具重新调试或更换。

    保护装置的调节器应能锁定并加封，并且运行时不得经常变动。

    注：熔断器只能用制造厂规定的部件更换，保护系统应单独设I并能在异常条件下运行。

5.8.12 电阻加热元件和加热器应能承受6.8的型式检验以及第 7章的出厂检验。

5.9 其他电气设备

    在5.1-5.8中未专门提到的电气设备应符合第4章的结构要求并且参照采用第 5章的补充要求。

6 型式检验

    以下要求是对GB 3836. 1-2000第23章的补充，除另有规定外，GB 3836.1-2000第23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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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适用于增安型电气设备‘̀e"0

6.1 绝缘介电强度

    绝缘介电强度按下列规定进行：

    — 按各电气设备专用标准（如ISO/IEC导则2)中规定的试验电压。但采用5.8补充要求的电阻

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除外，其试验电压为（(1 000+2 UN)V（有效值），公差范围为＋500-00o。式中UN

为设备的额定电压；

    — 如果专用标准没有试验要求，则对电源电压不超过90 V（峰值）的电气设备，试验电压为500 V

（有效值），公差范围为＋5％一。％，对于电源电压更高的电气设备，其试验电压为（(1 000+2 UN)V（有

效值）或1 500 V（有效值），取二者的较高值，公差范围为＋5oo~Ooo.

    施加试验电压时间为1 min，公差范围为＋50o~0000

6.2 旋转电机

6.2.1 鼠笼转子电动机应做转子堵住试验，以确定起动电流比IA/IN和tE时间。

    对于功率超过160 kW 的电动机，（额定）运行时的温升和t：时间可以用计算法计算。

    功率超过75 kW的电动机在制造厂或检验站不能进行试验时，经制造厂和检验站共同协商后，允

许采用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和试验方法列人附录B,

6.2.2 如果试验条件与运行条件等效，其他安装方式的旋转电机允许在水平安装条件下进行试验。

6.3 馈电网络供电的灯具

6.3.1 螺口式灯座的机械试验

    除E10灯头外，符合IEC 60238规定尺寸的试验灯头应用表6规定的旋人转矩完全旋人灯座内。

    接着，将试验灯头旋出15。之后再旋出灯头，所需力矩不得小于表6规定的最小旋出转矩。

                                  表 6 旋人转矩和最小旋出转矩

卜gkXIE14E27E40片A,N%.N " m1. 010.11. 510.13.010.1一 W0.30.51.0州
6.3.2 管式荧光灯的发热试验

    将二极管与荧光灯管申联，向荧光灯施加 1.1倍的额定电压，其稳定温度不允许超过GB 3836. 1-

2000中5.1条规定的相应温度组别的温度。此外，施加额定电压时，镇流器的温度不允许超过表3中项

lb相应的极限温度。

6.4 测量仪表和仪表用电流互感器

6.4.1 在 1s内流过额定短时发热电流I ,h时，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短路状态下的温升和测量仪表载流

部件的温升，可通过试验或计算方法得出。在进行计算时，应考虑绕组的温度系数，但散热可忽略不计。

6.4.2 载流部件的动态稳定性应通过试验进行测定。电流互感器进行动态稳定性试验时二次绕组应短

路。试验最短持续时间为0.01 s，对于一次电流峰值，至少有一个不小于几yn c

    额定短时发热电流试验的持续时间至少为1 s，一次电流的有效值不得低于It6 0

    只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可以把动态稳定性试验与额定短时发热电流试验结合进行。

    — 试验的第一个最大峰值电流不低于Idyn ;

    — 试验在时间t、电流I下进行，(Izt）的数值不小于（(I,6 ) z，并且t值在0. 5 s至5s之间。

6.4.3 电流互感器应按照GB 1208规定的方法进行匝间过电压试验，但是一次电流的有效值应等于

一次电流额定值的1.2倍。

6.5 互感器（仪表用互感器除外）

    互感器的温度应在规定负载下由试验确定。在试验时，保护装置应该t于电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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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果互感器的负载没有专门规定，则互感器应在最不利负荷状态下进行试验，其中包括二次

绕组的短路状态。试验时其保护装置应置于电路中。

6.6 蓄电池

    下列型式检验适用于符合5. 6规定的蓄电池．

6.6.1 绝缘电阻

6.6.1.1 试验条件：

    a）至少采用100 v的兆欧表；

    b）断开蓄电池和外电路的连接；

    。）注人蓄电池内的电解液须达到允许最高液位。

6.6.1.2 如果测量值满足5. 6. 2. 7的规定值时，则认为绝缘电阻合格。

6.6.2 冲击试验

    在正常运行中可能承受机械冲击的蓄电池应进行本项试验。其他蓄电池可不进行本项试验，但应按

GB 3836.1-2000中27. 3规定加“X"符号。

    试验应用连接完整的蓄电池组进行。如果蓄电池结构相同但容量等级不同时，只需选取一定数量的

蓄电池进行试验，以评价整个系列的性能。

6.6.2.1 试验条件

    试验样品至少为两组，每组至少由两个充足电的新蓄电池组成。样品按使用状态连接，采用正常的

安装方法或用刚性夹具固定在冲击机的安装平面上，安装须符合GB/T 2423. 5中3. 3条的要求．

    冲击机应产生半正弦波，如GB/T 2423.5中图1所示。速度变化误差、横向运动以及测量系统应分

别满足GB/T 2423. 5中3.1.2,3.1.3和3.2条的要求。其加速度峰值为59..

6.6.2.2 试验程序

    a）测量每个样品的容量；

    b）试验过程中蓄电池按 5小时率的电流放电；

    。）每个样品还须进行15次独立的冲击试验，试验要求如下：

    — 在垂直方向连续进行3次冲击试验；

    — 在水平面上沿两个互相垂直的轴线各连续进行3次冲击试验。

    d)重新充电后，再次测量每个样品容量。

6.6-2.3 判定标准

    试验后，每个样品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a)在试验过程中电压没有突然变化，

    b)没有明显的损坏或变形，

    c）容量下降不超过50o0

6．6.3 蓄电池箱的通风试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考核蓄电池箱通风孔是否能排出箱内蓄电池释放出的氢气，使其氢气浓度满足要

求。

6.6.3.1 蓄电池箱内释放出的氢气体积按下列公式计算：

    氢(m3/h)＝蓄电池数X容量（A " h)X5X10-6

    注：该公式只适用于纯氢气条件。当采用不纯的氢气时，应增加氢气的流量，使之足以补偿氮气不纯的影响。

6.6.3.2 试验可采用下列任一方法：

    a)方法1：在蓄电池箱内安装其结构型式、数量和位置与实际情况相同的模拟蓄电池盒，且不改变

原蓄电池之间的自然通风状态。

    氢气可通过箱体上的注液孔或排液孔匀速注人，其流量按6. 6.3.1公式进行计算．

    b）方法2：蓄电池箱内应装有新的蓄电池，其结构型式、数量和容量与实际情况相同，并使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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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达到额定容量．

    试验放电电流按下列公式计算：

                              、，二＊，，、 氢(m3/h)                              过载电流（A)＝二二＝＝盛军答拼牛一，＝＝
                                一 －－一一 ” 蓄电他数 X 0.44 X 10-'

6.6-3.3 试验应在没有明显通风的试验场所内进行。在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蓄电池箱温度与蓄电池

槽温度或模拟蓄电池盒的温度之间的温差应不超过4K，且上述温度应在15'C-25℃之间。

6.6-3.4 该试验应连续进行。在试验过程中须测4次氢气浓度，每次间隔时间不小于30 min，每次测

量氢气浓度不得超过4次测量值的平均值的5％.

    为保证测得数据的准确性，取样应尽可能远离注液孔和通风孔。

6.6-3.5 本试验至少进行2次。

6.6-3.6 所测氢气浓度不超过2％则为试验合格．

6．7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

    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装人全部接线端子，端子处于（可能出现的）“最不利状态”，端子用各端子规定

的最大截面积的连接导线串联。各端子的连接导线长度等于外壳内部最大线性尺寸．连接导线在箱内

按6组绑扎成束。

    注：端子处于最不利状态是指通过额定电流时会出现最高温升的状态。

    用端子额定电流通过申联电路，当达到稳定状态后，测量最热部分的温度。

    对于所测温升情况下的允许最大消耗功率，用串联电路在20℃士2'C时的电阻和端子的额定电流

计算。

6.8 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

    下列型式检验适用于5. 8规定的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

6.8门 试验应在电阻加热元件的样品或试样上进行。对于加热电缆或加热带，试验应在长度不小于

3m的样品或试样上进行，并应包括结构上的不均匀部分经受这些试验。除了另有规定外，下列试验应

在10'C -25℃之间的温度范围内进行。

6.8.2 样品和试样进行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应先将有关部件浸没在自来水中30 min，然后样品或试

样先后进行a)和b）的试验．

    a)试验电压（500+2 UN)V（有效值），时间1 min，式中的UN为设备的额定电压，5.8.6所述的导电

覆盖层完全浸人水中。试验电压加在加热导体和导电覆盖层之间，如果没有导电祖盖层，则加在加热导

体和水之间。

    当有两根或多根导体互相电气绝缘时，在每对导体之间施加电压，然后在每根导体和导电覆盖层或

水之间施加电压。必要时，导体之间的连接应断开。

    b)用 500 V直流电压（标称值）测量绝缘电阻。试样或样品的绝缘电阻至少为20 Ma。但是，对于

电缆式或带式电阻加热元件的安装长度可能超过75 m时，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5MCI-km（例如，3m

长的样品为500 Mf),

6.8.3 电阻加热元件绝缘材料的热稳定性试验应将样品或试样在温度为（Tp+20)℃但不低于80'C的

空气中存放4周，在温度一25℃一一30℃之间存放至少24 h，然后按照6.8. 2的a)和b)进行绝缘介电

强度试验 。

6.8.4 耐冲击试验应该在两个新的样品或试样上进行，试验装置如GB 3836. 1-2000附录D的图D1

所示，采用淬火钢质半球形冲头，冲击能量7J或 4J，机械危险等级按照GB 3836. 1-2000的23.4-3.1

的规定，但用符合GB 3836.1-2000的23.4. 3要求的外壳进行保护的电阻加热器除外。

    对于加热电缆或加热带，半球形的冲头用钢质圆柱形冲头代替，柱的直径为25 mm，柱的长度大于

电缆的直径或带的宽度，冲击方向与样品或试样的轴线垂直。冲击试验后，样品或试样应能承受住6. 8. 2

的a）和b）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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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冷起动电流试验应将3个样品或试样敷设在位于恒温箱中的吸热体或散热体上进行，箱中的温

度维持在制造厂规定的冷起动温度上，误差为士2'C ,

    在冷态环境中对样品施加工作电压并且在通电的第1分钟内连续记录电流值．

6.8.6 特殊型式的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的试验应按附录C的要求进行。

7 出厂检验

    这些试验是对GB 3836. 1-2000第24章的补充。

7.1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应按照6.1规定进行。

7.2 蓄电池的绝缘电阻测定应按照6.6.1规定进行．

8 标志

    这些要求是对GB 3836.1-200。第27章的补充。增安型电气设备应增加下列标志：

    a)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b)旋转电动机和交流电磁铁的起动电流比W IN和tE时间；

    。）测量仪表和测量互感器的额定短时发热电流I,、和额定动态电流I dY� ;

    d)照明灯具所用光源的技术数据，例如额定值，必要时还包括尺寸；

    e）通用接线盒和分线盒的允许最大消耗功率，

    f)使用方面的限制条件，例如只允许在清洁环境内使用；

    g）要求的专用保护装置的特性（例如，温度控制或困难起动条件），特殊供电条件（例如，变频器），

    h)对于符合5. 6的蓄电池，单体蓄电池的结构型式、电池数量、额定电压以及对应于设置“危险场

所内不准充电”的警告牌。

    注：蓄电池应附有使用说明书（维护说明）和充电说明。它们应包括所有必要的关于充电、使用和维护的说明。

    说明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 制造厂或供货商的名称或注册商标；

    — 制造厂规定的型号标志；

    — 单体蓄电池的数量和蓄电池组的标称电压；

    — 持续放电时的额定容量；

    — 充电说明；

    — 涉及蓄电池安全运行的任何其他条件，例如，充电期间需要打开盖子，充电后为了排出后续逸

出气体所必要的合盖前最小等待时间，检查电解液液位，注人电解液和水的特性，安装位置。

    1）电阻加热元件和电阻加热器，标明温度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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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r一一一一1 I 口 I ，州卜月奋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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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一 －- ice -－ 目   1 4  vi  11 一 －‘州片．－ ，－ 14

            阮条娜翰威蠢鑫翻－－－            15

    注：此示意图不含结构规定和建议。

                        1-隔离物沼一正极板门一蓄电他槽14一电解液液位（最大／最小）。

                        5一顶部空间，6一电解液密封盖．7-注液和排气栓．8-浇封壳；

                          9-连接线:10-极柱．11一极柱电解液密封，12一极桥．13一极板

                                      下端114一负极板；15一沉淀物空间

                                    图1 单体蓄电池部件

                                                                    <X mm

        ．懊鬓羹攀驴
                                          庵毒幸轰墓墓活轰犷
                                                      气舀系舀里里萝

例 1

条件：两侧是平行或缩口的凹槽，宽度小于Xmm，深度不考虑。

规则：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如图所示，直接穿越凹槽测量。

                                图 2 确定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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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rn

        耀囊巍鬓易
                                              飞鑫舀至舀舀舀舀舀黔

例 2

条件：两边平行的凹相，宽度等于或大于Xmm.深度不考虑。

规则：电气间睐直接穿越凹描。爬电距离沿凹相轮廓线。

      耀      =X mm
例 3

条件：V形凹抽，其宽度大于Xmm,

规则：电气间隙直接穿越凹柑．爬电距离沿凹格轮脚，但凹槽下部在Xmm宽处穿越。

    越矍蒙
例 4

条件：凸筋。

规则：电气间晾沿越过凸筋顶端在空气中的最短折线。爬电距离沿凸筋的轮廓线。

                                                    <xmm       <Xmm

                                                          一 I.。 一 一 一 片七

例 5

条件：路径有未粘结的接合件，两侧有宽度小于Xmm的凹箱．

规则：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直接穿越侧量。

    j>---X'Mm' *>-.AxlmlmllIBEE
                                                                                          气二二留二二二二二巴巴巴巴巴竺竺

例 6

条件：路径中有未粘结的接合件，两侧有宽度等于或大于Xmm的凹箱．

规则：电气间隙穿越侧量。爬电距离按凹箱轮廓测量。

                                              图 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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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m颤
例 7

条件：路径中有未枯结的接合件，侧凹槽宽度小于Xmm，另一侧凹槽宽度等于或大于Xmm,

规则：电气间晾和爬电距离如图所示。

    司暨
                                                                                                                                              ．旦巴巴巴巴里巴巴巴巴里．尸

例 8

条件：穿过未枯结接合件的爬电距离小于踌越绝缘屏障的爬电距离。

规则：电气间隙为跨越绝缘屏障顶端的空气中最短折线距离。

    >X mm
    ．    >X mm

例9 螺栓头与凹座壁间间隙较大应计人。

    }X0
    yX }

例 10 螺栓头与凹座壁间的间隙太窄不应计人。

在螺栓头与凹座壁间的距离等于Xmm处，由螺栓头向壁测量爬电距离．

                                              图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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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d    I ,   D>X   C     >X
                                                                                  ．，二昌罗二蕊二二理员呈呈呈呈呈

例11  C'— 未接地的不带电导体

    空气间隙=d+D

    爬电距离二d+D

                            一 一 一 － 一 空气间晾 艺口巴工江二 爬电距离

                                            图 2（完）

                                          40 一

                                          20卜～－－～～～曰怡r

                                          10卜～～～～～～～闷卜－ － 币'%t M-闷～－－卜～～币～～币～礴－闷

                                      ， 5卜一 － －－．－～十．－－－－十－－．．叫卜－ ．呼～‘门卜．．中．叫冲，

      ’｝11｝｝｝｝｝｝
                                                        3 4     5    6   7   8  9 10

                                                        IA/ IN一

                      图3 电动机tE时间最小值与起动电流比IA/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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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由馈电网络供电的灯具的灯座和灯头

A1 安装有相应灯头的灯座应符合GB 3836.2-2000对I类或Y类C级内部点燃不传姆的试验要求。

A2 安装有相应灯头的螺口式灯座应符合A1要求或者灯座中安装有符合GB 3836. 2-2000对 I类或

  II类C级内部点燃不传爆的结构和试验要求的并带有连动开关的隔爆小室．灯座内须采取防止灯泡自

行松脱的措施。

    螺口式灯座应满足6. 3条灯头旋人和旋出转矩的试验要求。作为4.3和4.4要求的例外情况，螺口

式灯头所用的绝缘材料的级别须为 I级并且应满足表A1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

                        表A1 螺口式灯座和灯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卜41  I,  U , VU<6060<U<250汁一一JFO$$il$'Emmt,mm23 州
A3 管形荧光灯的灯座应符合IEC 60061-2的Fab数据与尺寸要求。

A4 除了A2和A3规定的灯座外，其他灯座和灯头或擂头脚之间隔爆接合面的通路长度，在触头分离

瞬间，至少应为10 mm,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增安型吸笼转子电动机— 试验和计算方法

    对于鼠笼转子电动机，应测定在额定运行时和转子堵转时的定子和转子温升。

    对于额定功率超过160 kW（或者75 kW，如符合6.2.1)的电动机，允许采用计算方法确定在额定

运行和堵转状态下的温升．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在相似的电动机上进行对比测试和模拟试验以作比

较，以检查计算的正确性。

B1 定子和转子绕组在额定运行时的温升应按GB/T 755的5.2.7.1和5.2.7.2规定的方法确定；但

GB/T 755的5.2-7.1的表须用表B1代替。

                            表B1 测t额定运行温度的断电后的时间

卜IMM* P,kwP<5050<P<200200<P州一,VI 'C BFI AJ p7 1 J3090120一川
B2 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测量

B2.1 在环境温度下，堵转电动机后接人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电源。

B2. 2 通电后5s测得的定子电流为最初起动电流IA.

B2. 3 转子导条和端环的温升，应采用热电偶，并应考虑温升速率，配合选用时间常数较小的测量仪表

测量，也可用热敏元件以及其他方法测量，测量结果以各次测得的温度最高值为准。

B2.4 定子绕组应用电阻法测出平均温升。

B2. 5 在低于额定电压下进行电动机堵转试验时，如无饱和效应，则测得的电流值应按与电压的线性

关系换算出起动电流IA(见B2. 2条），测得的温升按与电压的平方关系换算出堵转温升；如有饱和效

应，则在换算时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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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计算方法

B3.1 电动机转子堵转时的温升，可根据焦尔效应PR进行计算并应考虑导条和端环内产生的热量、

鼠笼的热容2，集肤效应对导条内热量分布的影响以及铁芯中的热传导．

B3.2 电动机堵转时，定子绕组的温升△0与时间t的比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

                              于二“’j̀. b

式中：1— 起动电流密度，A/mm' ;

              ， 妇“ 、，一 ‘～ ℃      a— 材料的计算常数，六，书下；－。      一 。，门“二·，行，”’(A/mm2)zs

    对铜绕组a=0. 006 5;

      b— 衰减系数，b=0. 85（考虑到浸渍绕组的热传导）。

B4 tE时间按下列方法计算（见图Bl:)

    在图B1中，OC由4.7规定的极限温度确定，OA为最高环境温度，（一般为400C),AB为额定运行

时的温升．根据差值BC和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速率（由测量法或计算法求得）就可以确定t：时间。

    上述计算应对转子和定子分别进行．取两者中较小值作为电动机对应于相应温度组别的tE时间。

B5 为困难起动条件设计的电动机或采用特殊保护装置（如：直接监控绕组温度的保护装置）的电动

机，应连同配置的保护装置一起进行试验。

B6 由变频电源供电的电动机和与其连接的保护装t应该通过试验确定在电动机和变频电源组合装

置规定的工作条件范围内不超过相应的极限温度．

                                c一 卜～－一－－～，r

                              p B～～～～～－～二，，，一 一 一一产－一－－－－，
                                  石 一口户 ‘ 二                                              ～ .00            , ⋯

                                                        i 一 旧 ．

                                        A J 卜一 ．－ 一 ～闷

                                              0一 ‘．一 ．一 － ～．J

                                                                                                t一

                    OA一允许最高环境温度．OB-额定运行时的温度，Oc-极限温度．t一时间．

                          B-温度．1-倾定运行时的温升．2一转子堵转试验时的温升

                                      图B1 确定tg的图例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特殊结构的电阻加热元件或电阻加热器的型式位验

c1 电阻加热器的机械应力试验

    挠性电阻加热器，例如加热电缆或加热带，如果不采用符合GB 3836.1-2000中23.4.3.1要求的

外壳保护，应能承受C1. 1和C1. 2挤压试验和低温弯曲试验．

C1.1 挤压试验

    样品应放在刚性平面钢质支撑物上。采用半球形端部总长度为25 mm，直径为6 mm的钢棒，向样

品施加挤压力1 500 N，持续30s，不得冲击．试验时，钢棒应平放在样品上，对于加热电缆或加热带，它

应跨放在样品上，棒与样品的轴线垂直。



                                      GB 3836. 3-2000

c1. 2 低温弯曲试验

    用于弯曲试验的装置如图cl所示。安装有试样的试验装置放在一10℃或制造厂规定的最低温度

下（误差士30C)4 h。取出后立即将试样沿第一个圆柱弯曲90,，接着沿第二个圆柱向相反方向弯曲1800,

然后矫正到原始位置。弯曲循环进行2次，每个循环约豁5 se

    然后，试样应能承受住6.8.2的a)和b）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注：制造厂必须注明条件和应采取的措施；但是，至少应注明弯曲半径的最小值和电阻加热元件允许弯曲时的温度

        值。

                                            试样

                                    创板

    注：T- 弯曲半径（制造厂规定的最小值）。

                                  图C1 低温弯曲试验装置

c2 漫入式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贵

      ，。、一。 ，行‘， ．一 。二‘～ ，、二 ，二．‘一」．二 ， ， ，，口书+5 、‘ ，J， 。己
    把试样或样品规定浸人液体中的部分浸人到自来水中”0 mm深（误差’乙）mm，持续14天。然后

试样应能承受6.8.2的a)和b)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注：此试验不适用于规定浸人水之外的其他液体或液体压力高于 500 Pa的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

c3 具有吸湿性绝缘材料的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

    气密部分应在温度为（(80士2)'C、相对湿度不低于90％的环境中放置4周。擦干之后，试样应能承

受6.8.2的a)和b）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但可免去浸水。

    在按照GB 3836.1-2000中23.2规定的说明文件中应规定制造方法和电阻加热元件或加热器所

用的密封材料。

c4 极限温度试验

    此试验按照C4. 1,C4. 2或C4. 3规定的方法进行。

C4.1 按照5.8.11的保护装It进行保护的电阻加热器。

    试验时施加电压应在设备相应的额定电压基础上提高10写，电阻加热器的电阻值不允许超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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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只允许负公差）。

    注：按照5.8. 11保护器进行保护的电阻加热器，如果试验在没有保护器的情况下进行，只有当试验条件与工作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方可视为试验通过。否则，电阻加热器仅视为Ex部件，需要与配用的电气设备一起进行补充试

          验．

C4.1.1 监视温度保护器

    保护器整定的最高允许温度应该在其他辅助调节装置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测定。但热惯性应予以考

虑。

C4.1. 2 监视温度和一个或多个其他参数的保护器

    在侧定最高温度时应计人监视其他参数的装置允许的最不利条件。

C4. 2 稳态结构的电阻加热器

    对于加热电缆或加热带，将长度为3 m-4 m的样品盘绕在隔热材料制成的盒子腔内，内腔应密

封，并能承受产生的温度。盒子应有效隔热．热电偶应固定到样品上以便测量其最高表面温度。然后样

品应在其额定电压＋10 0a，初始温度为（-20士3)℃时通电直至达到热平衡状态为止。

    应测量最高温度。

    具有自限特性的其他电阻加热器应该在适当隔热的外壳内进行类似试验。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增安型吸笼转子电动机— 运行中的热保护

    本附录为使用者选择保护装置提供指导性说明，主要是指与普通工业安装不同或需要对普通工业

安装进行补充的措施。

D1 为了满足4.7.4的要求，可以采用符合D2条要求的反时限延时过载保护装置（例如，带有热过载

继电器的电动机开关）。

D2 反时限延时过载保护装置应该不仅能够监视电动机电流，而且能当电动机堵转时在t：时间内断开

电动机的电源．保护装置应给出表示继电器过载延时与起动电流关系的电流一时间特性曲线。

    特性曲线应表示出从环境温度为20℃时的冷态开始测量的和起动电流比至少为3-8范围内的延

时时间．保护装置的脱扣时间误差范围应不大于士20%.

D3 一般情况下，连续运行工作状态的电动机，包括容易起动和不频繁起动不会出现明显的附加温升，

允许采用反时限延时过载保护装置。对于困难起动或起动频繁的电动机，则必须采用合适的保护装置，

以保证不超过允许的最高温度。

    困难起动是指按照本附录D2条规定的适用于正常运行条件所用的热过载延时保护装置在起动后

达到额定转速之前就断开电动机电源的起动状态．一般情况下，如果起动时间超过1.7倍tE时间，就属

于困难起动。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电阻加热器— 附加电气保护

E1 目的

    该保护功能是对过电流保护的补充，用于限制由于异常接地故障及对地泄漏电流等原因产生的高

温和可能的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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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保护方法

    这将取决于保护系统接地形式（见IEC 60364-3:1977第31章的定义）。

E2. 1  TT和TN系统

    建议采用额定漏电（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0 mA的漏电电流保护器。建议优先选择额定漏电动

作电流为30 mA的保护器。该保护器在漏电动作电流时最大断开时间不超过5s，并且在5倍额定漏电

动作电流时不超过0.15 s,

    注：在GB 6829中规定了翻电电流保护器的补充要求。

E2.2  IT系统

    建议安装绝缘监测装置，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当绝缘电阻小于50 SE/V额定电压）时断开电源。

                                              附 录 F

                                            （提示的附录）

                          常用绝绘材料相比翻电起痕指数分级举例‘〕

一c}1' FIIII i ,   #8气笋                           i*#9I                  -tt99Pv*,R*,39AfY                  =RHOWNrdAv%,44#11,ESi61%M%,;Fs*oRNAMIa                 1R1}}(Z}}},-IRAR}}c}{gf}}%I},}}1II1}"ilS  }3}f1}J}}3134lavi
    注：其他绝缘材料的分级应按GB/T 4207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还应考虑材料的耐电弧性能。

                                              附 录 G

                                          （提示的附录）

                          增安型高压电机结构和试验的补充规定’〕

G1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中大型增安型电动机结构和试验的补充要求。它适用于额定工作电压大于1. 5 kV

的电机。

G2 电机外壳的电位平衡连接

G2.1 对功率大于400 kW 的电机外壳接缝应该在适当位置进行电位平衡连接。

G2.2 根据电机结构和额定值，制造厂应规定电位平衡连接的截面积、位置和结构。

G2. 3 电位平衡连接的防腐蚀和防松脱措施应满足GB 3836.1-2000第15章的有关要求。

G2.4 在绝缘能保证阻断环流的地方，可不要求电位平衡连接。但是，对隔开的裸露导体应该采取适当

的接地措施。这些零部件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100 V (r. m. s）试验电压1 min无击穿。

    采用说明：

    11 IEC 60079-7中无此附录，本附录列出部分常用绝缘材料相比汤电起痕指数分级，供制造厂选用绝缘材料时参

        考。

    幻IEC 60079-7中无此附录，附录的内容是根据欧洲试行标准ENV 50296:1997(商压电机的评定和试验》并结合国

        内在高压增安型电机制造和检验方面的经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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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定子绕组绝缘系统试验

G3.1 完整的定子和电缆接线应进行下列试验，如能完全模拟完整定子的实际情况，允许用模拟试样

进行试验。

C-3.2 依次在各相施加1.5倍额定线电压（(r. m. s）的正弦波试验电压3 min。电压上升速度最大为

0. 15 kV/s。试验时其他相应接地，所有裸尽导体也应接地．试验期间绝缘不应发生击穿，在黑暗中用肉

眼或仪器不应观察到放电火花或明显的电晕。

G3.3 定子绕组的相间和各相对地应承受10个 3倍于相电压峰值的脉冲电压试验，公差范围为＋3%

-̂-30a。脉冲电压波形的上升时间在0. 2 Ks-0. 5 lis之间，幅值在峰值一半以上的时间至少为20 js,

但通常不超过30 lis。试验期间，不应发生击穿或闪络现象。

G4 暇笼转子试脸

G4.1 对于非铸铝式鼠笼转子应进行下列试验．

G4.2 鼠笼转子应该承受包括至少5次堵转的老化过程。笼的最高表面温度应该在设计最高表面温度

（温度组别）和低于70℃之间循环。所使用的电压应不低于额定电压的50%.

G4.3 老化试验后的鼠笼转子应该进行10次空载起动试验。试验时电机端子电压不能降至额定电压

的90％以下。每次起动持续时间至少为1s。在各次起动试验之间应有时间间隔，使电机充分冷却．

    试验期间，在黑暗条件下电机转子表面和空气隙中用肉眼或仪器不应观察到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