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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上海市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会归口。 

本技术规范起草单位：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

法鉴定所。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 XXX、XXX、XXX、XXX、XXX、。。。。。。 

本技术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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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一般性确认与常规检测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般性确认与常规检测的检测项目、试验方法、结

果判定等。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当有关产品标准有要求时）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以下简称“成套”）

并用于连接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或直流不超过1500V的电路的电器一般性确认检测和常规检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对于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献，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 部分:总则 

GB 725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3 部分：对非专业人员可进入场地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配电板的特殊要求 

GB/T 1023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控设备基本试验方法 

GB/T 15576 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JB/T 9663 低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3术语及定义 

GB 7251.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 部分:总则》及 GB/T 1023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

电控设备基本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4检测项目及试验方法 

4.1成套设备一般性确认检测： 

检查内容、及对应的检查要求、数量和判别方法、检验方法等，如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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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验数和

判别方法 
检验方法 备    注 

元件

另件

布置

安装 

元器件另部件布置安装 正确规范 

均为全数

检验，检

查项目有

一项达不

到要求即

为不合

格。 

按图检查 

该部分不合

格项可以返

工，返工后

必须重新检

验 

元器件文件证书 齐全无缺 逐一检查 

元器件可动部份动作 灵活轻便 目测 

元器件紧固 坚固可靠 目测 

板材零件的冲孔 外观整齐 目测 

飞弧距离 详见产品标准 钢直尺 

母线 

表面外观 无毛刺、锤痕、划痕、凹坑 

同上 

目测 

同上 搭接面及折弯 平整、无裂纹 目测 

漆色相序 正确规范 目测 

二次

布线 

指示灯、按纽、导线颜色 参见产品标准 

同上 

目测 

该部分不合

格项可以返

工。返工后

必须重新检

验 

线号位置、标注 正确清晰 按图检查 

导线走向 应基本一致 按图目测 

导线扎带捆扎间距 ＜150mm 钢直尺 

导线端头压接 紧固无松动 手感、目测 

标牌

标示 

标牌标示（对照产品描述） 保持一致 

同上 

目测 

同上 

标牌敷设 牢靠紧固 目测、手动 

接 

地 

部 

位 

元器件接地 可靠、连续 

同上 

目测、手动 

同上 总接地点要求 无喷涂、锈蚀 目测 

接地部位标志 明显、牢固 目测 

紧 

固 

件 

防松装置 有且需拧紧 

同上 

目测、手动 

同上 

拧紧后露牙要求 2～6 牙 目测 

外 

观 

  内外涂层（绝缘层） 
无流痕、刷痕、透底、起沟、

杂质、色泽均匀 

同上 

目测 

同上 
各电镀件 无起皮、生锈及发霉 目测 

柜体内部 清洁无油污 目测 

柜门 

开启门≥90° 
电器不受到冲击，油漆完

好、上销后无晃动 同上 

目测 
同上 

接地线 有过门接地线 目测 

清洁 内部 无忧无虑、清晰 同上 目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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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屉 

柜 

功能单元互换性和联锁安

全性检查 
灵活可靠，不被抽出 同上 

同规格组合柜单

元，隔室中互换位

置操作 2 次 

/ 

一致

性检

查 

电器元件、绝缘件、铜排等关键件生产厂家在合格供方

内，在型式试验报告内。 

同上 
与型式试验报告核

对 
同上 

元器件额定电流、分断能力、工作电压、绝缘电压等满

足认证产品要求 

产品结构、外形尺寸、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等符合认证产品型式

试验报告要求 

母线选用规格符合认证产品型式试验报告要求 

4.2成套设备常规检测 

4.2.1 接地保护电路 

a）保护接地电路应进行目测检查，并进行保护导线连接的牢固性检查； 

b）柜架、元件接地部份应保证其电气连续性，接地装置无油污、锈迹； 

c）设置电流 10A，保护回路电阻≤100mΩ。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测量，每台(组)不得少于 5

点。 

4.2.2 通电试验（例行） 

各元件动作顺序、功能符合设计，手动分合各五十次，灵活可靠，无误动作。联锁正确、可靠。 

4.2.3 通电试验（确认） 

试验前需先检查装置的内部接线，当所有接线正确无误后在辅助电路分别通以额定电压的 85%和

110%的条件下，各操作 5 次，所有电器元件的动作显示均应符合电路图的要求，且各个电器元件动作

灵活。 

4.2.4 机械操作试验 

装置中所有手动操作部件，如主开关的操作手柄等都应操作 50 次而无异常现象出现。 

4.2.5 工频过电压保护试验 

做本项试验时，应将电容器拆除，再将装置连接电源，并将电容器投切开关闭合，调整电源电压等

于或略大于 1.1 倍额定电压时，应在 1min 内将电容器切除。 

装置工频过电压≥418V；       电容器切除时间（s）≤60 s。 

4.2.6 介电强度试验 

试验前应断开：线圈、测量仪器、半导体元器件、电容器、避雷器等。 

4.2.6.1 用 500V 摇表测量装置的相与相之间,相与地之间、相与绝缘操作手柄的绝缘电阻值绝缘电阻不应

小于 1000Ω/V。 

4.2.6.2 所有带电部件与裸露导电部件之间；（2500V/1min） 

每个极和连接到裸露导电部件上的所有其它极之间；（2500V/1 min） 

带电部件和用金属箔裹缠的绝缘操作手柄之间；（3750V/1 min） 

辅助电路与柜架之间（2500V/1 min）；泄漏电流不超过 100mA。额定频率为 50HZ 正弦波。 

试验过程应无击穿、闪络和报警现象。 

4.2.6.3 试验电压应施加于： 

a.相与相之间； 

b.相对地（框架）之间； 

c.辅助电路对地（框架）之间； 

d.带电部件与绝缘材料制成或覆盖的外部操作手柄之间。 



T/SFJDXXXX—2018 

4 

5 结果判定 

通过对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一般性确认、并通过常规检测后，若在常规测试中存在任意

一项或多项不符合相关规定，可判定此项或几项不符合标准要求；若一般性确认和常规检测项目均符合

相关规定，则可判定此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