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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正确选用终端电器元件和终端组合电器 便于对终端

电器元件和终端组合电器的安装和验收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交流 额定电压 约定发热电流不

超过 的户内固定式终端组合电器和额定电流不超过 的

元件

对有特殊用途的组合电器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专门

要求

采用的终端电器元件和终端组合电器必须是经国家鉴定

或国家检测认证机构认证的合格产品

终端组合电器的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 语

终端电器元件

主要用于电力线路末端 起配电 保护和控制等作用的电器元

件

终端组合电器

主要用于电力线路末端 由终端电器元件和它们之间的电气

机械联结和外壳等构成的组合体

约定发热电流

对于给定外壳 与预定的电路组合中可能产生最高温升的电

路组合 在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各部件温升不超过规定时可能

承受的输出负载电流之和 对于三相电路 应折算为单相电流之

和

明显隔离断口

直接可见的隔离断口



 

 

终端电器元件的选用

终端电器元件应采用经国家认可的低压电器检测机构检

测合格 并按国家规定鉴定的产品 对于须通过强制安全认证的

产品 微型断路器 漏电保护器 必须采用具有安全认证标记的产

品 严禁采用淘汰的元件

终端电器元件的电压 电流 频率 分断能力 短时耐受电

流等额定参数及脱扣器与其它电器动作参数整定值必须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终端组合电器的进线元件宜选用具有明显隔离断口或明

显隔离指示的隔离电器

终端电器元件密装及安装于防护外壳时 元件额定电流应

降容 元件制造厂应提供密装及安装于防护外壳内元件的降容系

数 当微型断路器密装及安装于防护外壳内时 降容系数可选

终端组合电器内上下级保护电器 其动作应具有选择性

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 但对于非重要负荷的保护电器 可采用无

选择性切断

漏电保护器选用 安装与运行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漏电

断路器安装和运行 的有关规定

低压侧保护对过电压敏感性强的电气设备 如电视机 电

子音响设备 计算机等 可选用浪涌过电压保护器 且在装设浪涌

过电压保护器处 过电压等级 安装类别 可降低一个级别 浪涌

过电压保护器宜安装在主进线开关的下级 在使用要求较高的场

合 浪涌过电压保护器应装有短路保护电器予以隔离 可选择熔断

器作为一种短路保护电器

对于熔断器组合电器 如开关熔断器组 熔断器式隔离器



 

 

等 当用于家庭或类似场所时 应选用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体

如 当用于工业时 可选用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体 如

用于 系统中的终端组合电器内装元件 支路出线

应能断开中性线 以确保用电的安全性 对于 系统 单相回

路应采用单极元件

终端电器元件宜采用模数化卡装元件



 

 

终端组合电器的验收要求

结构要求

终端组合电器应选取性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材料 并在构成

组合电器后应符合有关试验要求 材料的耐燃和耐温性能以及某

些绝缘材料的抗湿性能 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塑料材料时

终端组合电器选用的塑料材料组别应为 及以上 其相

比漏电起痕指数 应大于

终端组合电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中在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下

不应产生有害的损伤 并应能承受 的温度 对于构成组

合电器的塑料零部件应能通过 或 加最高温升 取

其大者 的球压试验

塑料材料部件遭受非正常热和火作用时 不应失效或危及

安全 终端组合电器中支持或固定载流部件的由绝缘材料制成的

部件 应能承受灼热丝顶端温度 的试验 不支持或固定载流

部件的由绝缘材料制成的部件 应能承受灼热丝顶端温度

的试验

采用金属材料时 终端组合电器防护外壳应具有足够的机

械强度及抗锈性能 预埋箱或起预箱作用的底箱 其钢板厚度不

应小于 且不宜采用热轧钢板 对于采用冷轧钢板等材料

的应采用热镀锌或喷塑 漆 处理 热镀锌厚度应大于

防护外壳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器安装轨的选用应确保元件安装可靠 可采用符合 电

器安装轨 的 型安装轨 对于较重或操作力较大

的元件 可采用多点固定安装轨方式或选用刚度较好的 型



 

 

安装轨

除了仅作装饰用的零部件外 不用工具可开启的门 盖和

罩等零部件的联结方式应保证联结零部件不失落 铰链门的开启

角度 对于左右开启的门宜不小于 对于上下开启的门应不小

于 向上开启时宜设置自动定位装置

终端组合电器的外壳防护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电

器外壳防护等级 的规定划分 应不低于

电器元件及安装结构的主要尺寸宜采用表 的规定

值 尺寸关系见图

表 外壳和安装结构与电器元件的主要配合尺寸

结

构

尺

寸

的极限偏差

电
器
元
件
尺
寸

注 对 的要求仅限于沿窗口周边 范围内

电器元件上作为障板辅助支撑的凸肩 其结构尺寸 由设计者

决定 当无凸肩时 尺寸 与 重合

仅当操作手柄或按钮等超出 时 才出现 尺寸

在可能做电器元件内部结构设计的情况下 统一接线端子的导电

接触面尺寸 有利于母线设计和连接

尺寸 为安装轨多排并列布置时的间距

和 仅适合于有障板结构防护外壳的组合电器

表中数后有 者 为优先采用的尺寸



Q O

Q 1

Q
Q

2

3

                                                                                                                               .

  

图 电气元件及安装结构尺寸关系

门 盖 挡板 障板

注 挡板用来防止易接近方向的直接接触和对电器元件的电弧起防

护作用

障板用来防止无意识的直接接触 但不防止有意识的直接接触

对于采用绝缘母线或母排的组合电器 可不设障板



 

 

尺寸配合一般须遵循下列关系

对于有挡板的结构

对于无挡板的结构

结构尺寸的选择 应保证在最不利的安装和使用条件下 仍满

足对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 并考虑电器集中安装对温升和

保护特性等性能的影响

防护外壳外形尺寸与安装尺寸的公差不应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 公差配合 规定的 级

除另有规定外 终端组合电器的防护外壳内部宜标有明显

向上 标志

终端组合电器内不同相或极的裸露带电导体之间及其与

未经绝缘的金属构件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应小于 爬电距离

不应小于 电器元件内部及其端子间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接线端子的结构 连接导线的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结构应保证良好的电接触和预期的载流能力 所有接触

和载流部件都应由导电金属制成 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应采用螺钉 弹性连接或其他等效措施与导体 线 连接 以确

保持久地保持必要的接触压力

接线端子的结构应在适当的接触面内压紧导线 且不损伤导

线和端子

接线端子的结构不应使接入导线移动 当有移动时 不应有

害于电器的正常运行或使绝缘电压降至低于规定值

接线端子适用连接导线的类型 硬性或软线 单芯线或多

股线 最大和最小导线的截面 以及同时能接至接线端子的导线

及根数 均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接线端子能够连接的导线最



  

  

大截面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导线截面 而相同导线类型的最

小截面不应大于表 规定的小二个等级的标准截面尺寸

一个元件接线端子原则上接一根导线 受条件限制需要

接二根导线时 导线应并头搪锡或压接后再接至接线端子

表 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截面尺寸

使用电流范围 连接导线截面

采用中性线时 应配置用于连接中性线的多路拉线端子

对于每个单相输出电路和每个三相四线输出回路均应分别配置中

性线接线端子 宜增设备用接线端子

采用保护导线时 应配置用于连接保护导线的多路接线端

子 接线端子的数量与本款 规定相同

接线端子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器接线端子的识别

和用字母数字符号标志接线端子的通则 的规定 并应清

晰和耐久 专用于连接中性线的接线端子应标志字母 以便识

别

保护接地端子标志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绿黄双色标记

在 系统中 用字母

在 系统中 用字母

采用图形符号

中性线接线端子及保护导线接线端子的排列和标志 应保

证便于识别和接线

载流部件及其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母线和连接导体的材料必须用铜 禁止用铝

母线的布置应保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发生内部短路 并

应能承受终端组合电器内短路保护电器的短路电流 宜采用绝缘

母线 增大电气间隙或配置隔板等方法 防止发生内部短路 对于

三相电路 宜采用绝缘母线以防止内部短路

母线的布置应考虑与箱体上敲落孔的最小距离 不应影响

现场配管穿线的施工要求

保护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与控制设备

总则 的有关规定 保护导线的接线端子不应与中性

线的接线端子有电的连接

性能要求

元件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保护特性 短路性能等应符合

终端组合电器指定的用途 并应符合元件各自的有关标准

介电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与控制设备

总则 的有关规定 工频耐压的试验电压为 交

流有效值 试验时间为

应保证保护电路的连接性和有效性 进线保护导线的接

线端子与外露导电部件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附件与备件

终端组合电器使用前需要预装的附件及元件本身的附件



  

  

如接线端 备件盒 导电排 垫高块等应预装好或齐全供应 随元件

选择供应的维修用附件 如备用熔断体等 应有一定数量的备件

制造厂规定供应的与订货合同规定供应的附件和易损件

备件应齐全供应

附件与备件均应完好无损

试验运行

试验运行的终端组合电器应为出厂验收 如订货合同规定

要进行 与交货验收合格的产品 出厂验收与交货验收应符合本

规程第 章的规定

试验运行前应完成下列各项检验

对现场安装的组合电器外观检查 安装位置 方向应正确

内部接线应正确

当各项检验结果符合设计与质量要求时 方可通电试验运

行 试验运行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终端组合电器内装元件无误动作现象

模拟发生故障时 终端组合电器内相应的保护电器应可靠

动作

试验运行的持续时间应由订货合同作出规定 试验运行持

续的时间不应超过

包装 运输和储存

产品包装必须能保证终端组合电器免受储 运损坏 且应

符合下列要求

包装箱内应附有下列资料

合格证或合格说明书

装箱单

接线图

使用说明书 含主要元件的使用说明书



   

  

订货合同所规定的应予提供的有关资料

多台终端组合电器中的通用性资料 每批终端组合电器不

少于两份

外包装的标志应清晰 不易损坏 且应包括下列内容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产品名称 型号

产品数量

包装箱外形尺寸 毛重

收货单位名称 地址

包装箱外侧标明 小心轻放 怕湿 等字样或包装储运符

号

产品系统编号

运输和储存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开关设备与控

制设备总则 的有关规定 温度应不低于 不

高于 自由跌落高度应不大于



  

   

终端组合电器的验收规则

验收分类

终端组合电器验收宜分为出厂验收 交货验收 安装试验

验收

出厂验收应包括 终端组合电器结构及制造装配质量检

验 电气性能的初步检验

交货验收应包括 检验终端组合电器的包装质量 检验终

端组合电器及其附件 备件 资料是否齐全 检验经运输后终端组

合电器及其附件 备件 资料是否完好无损

安装试验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 检验储存后的终端组合电器及其附

件 备件是否完好无损

在规定的运输 储存条件下 检验运输 储存后的终端组合

电器单机的性能

检验终端组合电器是否达到安装质量要求

检验终端组合电器的系统使用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终端组合电器验收项目

终端组合电器验收项目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终端组合电器的验收项目

项 目 名 称
出厂

验收

交货

验收

安装试验验收

单机检验 试验运行

外观 箱体结构检查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保护电路连接性

介电强度

元件及其安装

电路接线

机械操作

电气操作

附件与备件

资料

试验运行

包装

注 符号 表示该项目应进行的验收内容

验收依据

终端组合电器的验收应符合下列技术依据

低压开关设备与控制设备总则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

范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电器接线端子的识别和用字母数字符号标

志接线端子的通则

电器安装轨

模数化终端组合电器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公差配合



     

    

低压开关 隔离器 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

电器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短路器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

电流动作断路器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

流动作断路器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

漏电断路器安装和运行

低压熔断器基本要求

低压熔断器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

要求

低压熔断器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

充要求

单相插头插座形式 基本参数与尺寸

三相插头插座形式 基本参数与尺寸

单 三相插头插座技术条件

订货时所指定的其它产品标准

订货时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订货合同中所提出的其它要求事项

终端组合电器验收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

品标准的规定

验收实施

终端组合电器出厂验收宜由订货单位 或其指定的代表单

位 与制造厂共同负责在制造厂内进行 也可经协商与终端组合电

器出厂检验一并进行 验收合格后 订货单位代表应在验收单上

签字



    

          

终端组合电器交货验收宜由订货单位在收货地点进行

当有疑问时 应及时向制造厂寄出由验收职能部门负责人签字并

盖有公章的信息反馈函件 制造厂应立即处理 逾期验收有疑问

而终端组合电器确系按要求储存 保管时 制造厂仍应配合处理

当终端组合电器系订货单位自提时 应在交货时进行验收 验收

合格后 订货单位代表应在验收单上签字 经正常运输 终端组合

电器产生破损 制造厂应予分析处理

终端组合电器的安装试验验收 应由订货单位在安装运行

地点进行



          

      

终端组合电器的质量保证

终端组合电器投入运行前 应按本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试

验 当发生产品制造质量问题时 应视为安装运行验收存在问题

制造厂仍应妥善解决

终端组合电器通过验收后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制造厂应

在其质量保证期内 对终端组合电器的可靠性负责

终端组合电器产品质量保证期应以交货验收合格后计算

保证期为一年 超过质量保证期或使用 储存不当而发生问题时

如订货单位提出要求 制造厂应对其产品进行有偿技术服务 有

偿技术服务应根据双方协议进行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