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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的检测项目、检测要求和方法、检测周期、检测程序、检测数

据整理及报告制作。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驱动的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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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02.11-2020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SPD

用于限制瞬态过压和泄放电涌电流的电器。

注：电涌保护器至少包含一个非线性元件。

[来源：GB/T 18802.11-2020，3.1.1]

3.2

电压开关型 SPD voltag switching type SPD

没有电涌时具有高阻抗，当对电涌电压响应时能突变成低阻抗的 SPD。

[来源：GB/T 18802.11-2020，3.1.4]

3.3

电压限压型 SPD voltag limiting type SPD

没有电涌时具有高阻抗，但是随着电涌电流和电压的上升，其阻抗将持续地减少的 SPD。

[来源：GB/T 18802.11-2020，3.1.5]

3.4

Ⅰ类试验 class Ⅰ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Ⅰ类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标称放电电流 nI 、1.2/50μs 冲击电压和最大冲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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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I
做试验。Ⅰ类试验也可用 T1 外加方框表示，即 T1。

[来源：GB 50057-2010，2.0.35]

3.5

Ⅱ类试验 class Ⅱ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Ⅱ类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标称放电电流 nI 、1.2/50μs 冲击电压和 8/20μs 电流

波最大放电电流 maxI
做试验。Ⅱ类试验也可用 T2 外加方框表示，即 T2。

[来源：GB 50057-2010，2.0.37]

3.6

Ⅲ类试验 class Ⅲ test

电气系统中采用Ⅲ类试验的电涌保护器要用组合波做试验。组合波定义为由 2 欧姆组合波发生器产

生 1.2/50μs 开路电压 ocU
和 8/20μs 短路电流 scI 。Ⅲ 类试验也可用 T3 外加方框表示，即 T3。

[来源：GB 50057-2010，定义 2.0.39]

3.7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maximum continuous operating voltage

cU

可连续地施加在SPD保护模式上最大的电流电压有效值。

[来源：GB/T 18802.11-2020，3.1.11]

3.8

电压保护水平 voltage protection level

pU

表征电涌保护器限制接线端子间电压的性能参数，该值应大于限制电压的最高值。

注：电压保护水平由制造商提供。

[来源：GB 50343-2012，2.0.25]

3.9
有效电压保护水平 effective protection level

fpU /

电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感应压降与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 pU 之和。

[来源：GB 50343-2012，2.0.26]

3.10

冲击电流 impuls current

impI

由电流幅值 peakI
、电荷Q和单位能量W/R三个参数定义的电流，用于电涌保护器的I类试验，典型波

形为10/350μs。

[来源：GB 50343-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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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 bonding

直接用连接导体或经电涌保护器将分离的金属保护件、外来导电物、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其他电

缆连接起来以减小雷在它们之间产生电位差的措施。

[来源：GB 50343-2012，2.0.12]

3.12

标称放电电流 nominal discharge current

nI

流过电涌保护器，具有 8/20μs 波形的电流峰值，用于电涌保护器的Ⅱ类试验，以及 I 类、Ⅱ类试

验的预处理试验。

[来源：GB 50343-2012，2.0.19]

3.13

SPD的直流参考电压 direct-current reference voltage of SPD

)1( mAU res

当SPD通过一定的直流参考电流时，从其两端测得的电压值。一般将经过1mA直流电流时的参考电压

称为压敏电压
)1( mAU res 。

[来源：GB 21431-2015，3.19]

3.14

泄露电流 leakage current

leI

除放电间隙外，SPD在并联接入线路后所通过的微安级电流。在测试中常用0.75倍的直流参考电压

进行。

注：泄露电流值是限压型SPD劣化程度的重要参数指标。

[来源：GB 21431-2015，3.20]

3.15

雷电防护区 lightning protection zone

LPZ

又称防雷区，指划分雷击电磁环境的区，一个防雷区的区界面不一定要有实物界面，如不一定要有

墙壁、地板或天花板作为区界面。

[来源：GB 50343-2012，2.0.2]

4 检测（查）内容

检测（查）项目如下:

a) SPD 的型号、性能参数检查 ；

b) SPD 的安装工艺检查；

c) 外观检查；

d) SPD 压敏电压测试；

e) SPD 泄露电流测试；

f) SPD 绝缘电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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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要求和方法

5.1 基本要求

5.1.1 SPD 应使用经国家认可的检测实验室检测，符合 GB 18802.11-2020 和 GB/T 18802.21-2016 要

求的产品。

5.1.2 SPD 安装的位置和等电位连接位置应在各防雷区的交界处，但当线路能承受预期的电涌时 SPD

可安装在被保护设备处。

5.1.3 SPD 应能承受预期通过它们的雷电流，并具有通过电涌时的电压保护水平和有熄灭工频续流的

能力。

5.1.4 SPD 两端的连线应短而直，并符合 GB 50057-2010 中表 5.1.2 要求，SPD 两端的引线长度之和宜

不大于 0.5 m，SPD 应安装牢固。连接导线的过渡电阻应不大于 0.2Ω。

5.1.5 电源 SPD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 值应符合 GB/T 21431-2015 中 5.8.1.4 要求（见表 1）。

表 1 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运行电压最小值

SPD 连接于以下导体之间 相线与中性线 相线与 PE 线 中性线与 PE 线

相线与中性线 1.15Uo 1.15Uo Uo *

* 这些值对应于最严重的故障状况，因而没有考虑 10%的余量。

Uo是低压系统的相线对中性线的标称电压，在 220/380 V 三相系统中，Uo =220 V。

5.1.6 电源 SPD 有效电压保护水平 fpU / 应满足 GB/T 21431-2015 中 5.8.1.5 要求（见表 2）。

表 2 220/380V 三相系统各种设备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Uw)

设备位置 电源处的设备
配电线路和最后分支线

路的设备
用电设备 控制柜等弱电设备

耐冲击过电压类别 Ⅳ类 Ⅲ类 Ⅱ类 I 类

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kV) 6 4 2.5 1.5

5.1.7 当电梯驱动主机、控制柜等被保护设备的 Uw与 fpU / 的关系满足 GB/T 21431-2015 中 5.8.1.5 时，

被保护设备前端可只加一级SPD，否则应增加第二级乃至第三级SPD，其值应符合GB 50057-2010中6.4.7

的规定。

5.2 电源 SPD 布置要求

5.2.1 用于机器设备区间电源线路的电涌保护器的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应符合表 3 规定。

5.2.2 当在线路上多处安装 SPD 时，电压开关型 SPD 与限压型 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 10m，若

小于 10m 应加装退耦元件。限压型 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 5m，若小于 5m 应加装退耦元件。当电

涌保护器具有能量自动配合功能时，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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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值

雷电防护等级

LPZ0与LPZ1边界 LPZ1与LPZ2边界 后续防护区的边界

10/350μs

I类试验

8/20μs

Ⅱ类试验

8/20μs

Ⅱ类试验

8/20μs

Ⅱ类试验

1.2/50μs和8/20μ

复合波Ⅲ类试验

impI
（KA） nI （KA） nI （KA） nI （KA） ocU

（KV）/ scI (KA）

A ≧20 ≧80 ≧40 ≧5 ≧10/≧5

B ≧15 ≧60 ≧30 ≧5 ≧10/≧3

C ≧12.5 ≧50 ≧20 ≧3 ≧6/≧3

D ≧12.5 ≧50 ≧10 ≧3 ≧6/≧3

注1：SPD的分级设置应根据保护距离、SPD连接导线长度、被保护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等因素确定。

注2：防雷区的划分应按照GB 50057-2010中6. 2. 1的规定将需要防雷击电磁脉冲的环境划分为LPZOA 、LPZOB 、

.LPZl……LPZn +l区，各防雷区定义见GB 50057-2010中6.2.1。

注3：机器设备区间至地面以上取电的第一级配电箱应做LPZ0与LPZ1边界处理。

注4：电梯控制柜的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宜为A、B、C、D 四级，可按建筑物电梯控制系统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确定雷

.电防护等级（等级划分原则详见GB 50343-2012中4.2），也可按建筑物电梯控制系统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和

.价值确定雷电防护等级（等级划分原则详见GB 50343-2012中4.3）；对于重要的电梯控制系统，宜采用上述

.两种方法进行雷电防护分级，按其中较高防护等级确定。

5.2.3 安装在电路上的 SPD，其前端宜有后备保护装置。后备保护装置如使用熔断器，其值应与主电

路上的熔断电流值相配合。宜根据 SPD 制造商推荐的过电流保护器的最大额定值选择，或应符合设计要

求。如果额定值大于或等于主电路中的过电流保护器时，则可省去。

5.2.4 SPD 如有通过声、光报警或遥信功能的状态指示器，应检查 SPD 的运行状态和指示器的功能。

5.2.5 连接导体应符合相线采用黄、绿、红色，中性线用浅蓝色，保护线用绿/黄双色线的要求。其截

面积规格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表 5.1.2 的规定。

5.3 检测（查）

5.3.1 SPD 运行期间，会因长时间工作或因处在恶劣环境中而老化，也可能因受雷击电涌而引起性能

下降、失效等故障，因此需定期进行检查。如测试结果表明 SPD 劣化，或状态指示指出 SPD 失效，应及

时更换。

5.3.2 检查并记录各级 SPD 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如 Uc、In、Ⅰmax、Ⅰimp、Up

等)和安装工艺(连接导体的材质和导线截面，连接导线的色标，连接牢固程度）。

5.3.3 对 SPD 进行外观检查，SPD 的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划伤、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SPD 的标示

应完整和清晰。

5.3.4 测量多级 SPD 之间的距离和 SPD 两端引线的长度，应符合本规范 5.2.5 和 5.1.4 的要求。

5.3.5 检查 SPD 是否具有状态指示器。如有，则需确认状态指示应与生产厂说明相一致。

5.3.6 检查安装在电路上的 SPD 限压元件前端是否有脱离器。如 SPD 无内置脱离器,则检查是否有过电

流保护器，检查安装的过电流保护器是否符合 5.2.6 的要求。

5.3.7 检查安装在配电系统中的 SPD 的 Uc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要求。

5.3.8 检测 SPD 安装工艺和接地线与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过渡电阻。

5.4 电源 SPD 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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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压、泄露电流以及绝缘电阻的测试应按GB/T 21431-2015 第5.8.5条的执行（此项非必选检

测项目，当SPD的安装时间久可能老化或可能因物理损坏等影响其性能时作此项测试）。

5.5 检测作业要求

5.5.1 应具备保障检测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攀高危险作业必须遵守攀高作业安全守则，应系

好安全带。检测仪表、工具等不能放置在高处，防止坠落伤人。登高作业，脚手架和梯子应安全可靠，

梯子应有防滑措施，不得两人同梯作业。

5.5.2 应使用在检定合格有效使用期内并至少所检测项目功能能正常使用的检测仪器。

5.5.3 现场检测必须戴安全帽。由委托方带路，检测人员熟悉环境状况，在无危险因素，确保检测人

员和设备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5.5.4 每一项检测需要有二人以上共同进行，每一个检测点的检测数据需经复核无误后,填入原始记录

表。

5.5.5 应严格遵守受检单位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电梯安全管理要求。

5.5.6 在检测配电房、配电柜的防雷装置之前要释放人体静电，且要确认设备外壳不带电时方可进行

检测；检测人员应穿戴绝缘鞋、绝缘手套，使用绝缘垫,以防电击。

5.5.7 检测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应终止检测工作，待排除这些情况后方可继续检测：

a) 发现仪器设备损坏又无备份仪器设备时；

b) 发现有危及人身和仪器设备安全现象时；

c) 有电磁干扰现象影响到检测数据准确性时；

d) 有其他影响检测数据准确性环境干扰时。

5.6 检测方法

5.6.1 材型规格用游标卡尺测量。

5.6.2 长度用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

5.6.3 外观检查 SPD 的劣化指示和铭牌参数，必要时使用防雷元件测试仪或 SPD 巡检仪测量参数。

5.6.4 等电位连接使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毫欧表或小型（或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

5.6.5 电源参数用万用表或电力质量综合测试仪测量，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量。

5.6.6 其它项目，外观检查或用仪器测量。

5.7 测量仪器要求

检测仪器应满足检测项目和精度要求，符合国家计量法规的规定。

6 检测周期

6.1 一般每年检测一次。

6.2 每次发生雷击电梯事故或雷击可能导致电梯性能下降或改扩建电梯工程完成后应重新检测一次。

7 检测程序

7.1 检测前应对使用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进行检查，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7.2 对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的首次检测应全面检测，检测项目见附录 A。

7.3 检测后发现仪器不正常应改用检定合格的仪器重新检测。

7.4 当检测发现异常值时，在确认检测设备正常工作情况下再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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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校核人全面核对原始记录、仪器等各项结果是否都有相应的记录。

7.6 检测工作结束后，检测人员应检查防雷装置连接件是否恢复检测前的状况。

7.7 对受检单位出具检测报告和整改意见。

8 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制作

8.1 检测记录

8.1.1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数据如实记入原始记录，校核人全面核对原始记录、仪器等各项结果是否都

有相应的记录，原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校核人员签名。原始记录的保存年限按国家相关要求执行。

8.1.2 原始记录只能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要清晰、工整，不允许随意涂改、删减。若确系

记录错误需更改或作废时，则按规定要求杠改，并在更改处加盖私章或签字、注明日期。

8.2 检测结果的判定

用数值修约比较法将经计算或整理的各项检测结果与本标准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合

格。

8.3 检测报告制作

8.3.1 检测报告由检测员填写，校核人校对后签字，经授权签字人签发，应加盖检测单位章。

8.3.2 检测报告不少于两份，一份送受检单位，一份由检测单位存档。存档应有纸质和电子文档两种形

式。原始记录的保存年限按国家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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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检测项目

表 A.1 电源电涌保护器检测项目

项目 型号 位置 In Up Uc 状态
接地线

截面积 长度 等电位连接过渡电阻

第一级

SPD
kA kV V mm

2
m Ω

第二级

SPD
kA kV V mm

2
m Ω

第三级

SPD
kA kV V mm

2
m Ω

第四级

SPD
kA kV V mm

2
m Ω

SPD 之间的距离
是否有

退耦措施

是否有过电流

保护器

是否有能量自动

配合功能

注：第一级SPD、第二级SPD、第三级SPD，以及第四级SPD是指SPD的分级设置，应根据保护距离、SPD连接导线长

度、被保护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等因素确定。电梯控制柜的防电涌一般需要通过三级或者四级SPD实现，

第一级SPD通用设置在小区或者建筑物的低压变压器后面的总配电箱中，第二级SPD一般设置在某栋建筑物的

分配电箱中，第三级通常设置在机房配电箱或者楼层配线箱中（无机房电梯），第四级SPD（如果有必要）一

般设置在电梯控制柜电源入口处，电梯控制柜的防电涌保护器位置设置可参考GB 50343-2012中图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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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通用记录表格

表B.1 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检测原始记录表

受检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检测仪器状况 测前： 测后： 检测仪器型号及编号：

电梯名称及编号 机器设备区间的 LPZ 分区

有无电梯机房 机房位置 雷灾历史

电

源

控制柜雷电防护

等级（A、B、C、D）
电梯供电系统型式

能量自动配合功能 SPD 间距 m 退耦措施 过电流保护器

SPD

级数 型号 位置 In Up Uc 状态

接地线

截面积 长度
等电位连接

过渡电阻

第一级 kA kV V mm
2

m Ω

第二级 kA kV V mm
2

m Ω

第三级 kA kV V mm
2

m Ω

第四级 kA kV V mm
2

m Ω

备注

检测人员 记录员

被检单位签字 校核人



T/GAPEC XXX-XXXX

10

参 考 文 献

[1] GB/T 18802.11-2020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2] GB/T 18802.12-2014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

择和使用导则

[3] GB/T 18802.21-2016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4] GB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5]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6]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7] DB43/T 1085-2015 电梯防雷技术规范

[8] DB45/T 1693-2018 电梯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9] DB62/T 2971-2019 电梯系统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3.4
	3.7
	3.8
	3.9 
	有效电压保护水平  effective protection level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4  检测（查）内容
	5  检测要求和方法
	5.1  基本要求
	5.1.1  SPD应使用经国家认可的检测实验室检测，符合GB 18802.11-2020和GB/T
	5.1.2  SPD安装的位置和等电位连接位置应在各防雷区的交界处，但当线路能承受预期的电涌时SPD
	5.1.3  SPD应能承受预期通过它们的雷电流，并具有通过电涌时的电压保护水平和有熄灭工频续流的能
	5.1.4  SPD两端的连线应短而直，并符合GB 50057-2010中表5.1.2要求，SPD两
	5.1.5  电源SPD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值应符合GB/T 21431-2015中5.8.1.4要
	5.1.6  电源SPD有效电压保护水平应满足GB/T 21431-2015中5.8.1.5要求（
	5.1.7  当电梯驱动主机、控制柜等被保护设备的Uw与的关系满足GB/T 21431-2015中

	5.2  电源SPD布置要求
	5.2.1  用于机器设备区间电源线路的电涌保护器的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参数应符合表3规定。
	5.2.2  当在线路上多处安装SPD时，电压开关型SPD与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10m
	小于10m应加装退耦元件。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5m，若小于5m应加装退耦元件。当电
	涌保护器具有能量自动配合功能时，电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
	5.2.3  安装在电路上的SPD，其前端宜有后备保护装置。后备保护装置如使用熔断器，其值应与主电路
	5.2.4  SPD如有通过声、光报警或遥信功能的状态指示器，应检查SPD的运行状态和指示器的功能。
	5.2.5  连接导体应符合相线采用黄、绿、红色，中性线用浅蓝色，保护线用绿/黄双色线的要求。其截面

	5.3  检测（查）
	5.3.1  SPD运行期间，会因长时间工作或因处在恶劣环境中而老化，也可能因受雷击电涌而引起性能下
	5.3.2  检查并记录各级SPD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如Uc、In、Ⅰmax、
	5.3.3  对SPD进行外观检查，SPD的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划伤、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SPD的
	5.3.4  测量多级SPD之间的距离和SPD两端引线的长度，应符合本规范5.2.5和 5.1.4的
	5.3.5  检查SPD是否具有状态指示器。如有，则需确认状态指示应与生产厂说明相一致。
	5.3.6  检查安装在电路上的SPD限压元件前端是否有脱离器。如SPD无内置脱离器,则检查是否有过
	5.3.7  检查安装在配电系统中的SPD的Uc值应符合表1的规定要求。

	5.3.8  检测SPD安装工艺和接地线与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过渡电阻。
	5.4  电源SPD的测试
	5.5  检测作业要求
	5.5.1  应具备保障检测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攀高危险作业必须遵守攀高作业安全守则，应系好安
	5.5.2  应使用在检定合格有效使用期内并至少所检测项目功能能正常使用的检测仪器。
	5.5.3  现场检测必须戴安全帽。由委托方带路，检测人员熟悉环境状况，在无危险因素，确保检测人员和
	5.5.4  每一项检测需要有二人以上共同进行，每一个检测点的检测数据需经复核无误后,填入原始记录表
	5.5.5  应严格遵守受检单位的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电梯安全管理要求。
	5.5.6  在检测配电房、配电柜的防雷装置之前要释放人体静电，且要确认设备外壳不带电时方可进行检测
	5.5.7  检测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应终止检测工作，待排除这些情况后方可继续检测：

	5.6  检测方法
	5.6.1  材型规格用游标卡尺测量。
	5.6.2  长度用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
	5.6.3  外观检查SPD的劣化指示和铭牌参数，必要时使用防雷元件测试仪或SPD巡检仪测量参数。
	5.6.4  等电位连接使用等电位连接测试仪、毫欧表或小型（或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
	5.6.5  电源参数用万用表或电力质量综合测试仪测量，绝缘电阻用兆欧表测量。
	5.6.6  其它项目，外观检查或用仪器测量。

	5.7  测量仪器要求

	6  检测周期
	6.1  一般每年检测一次。
	6.2  每次发生雷击电梯事故或雷击可能导致电梯性能下降或改扩建电梯工程完成后应重新检测一次。

	7  检测程序
	7.1  检测前应对使用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进行检查，保证其能正常使用。
	7.2  对电梯控制柜防电涌装置的首次检测应全面检测，检测项目见附录A。
	7.3  检测后发现仪器不正常应改用检定合格的仪器重新检测。
	7.4  当检测发现异常值时，在确认检测设备正常工作情况下再重新测试。
	7.5  校核人全面核对原始记录、仪器等各项结果是否都有相应的记录。
	7.6  检测工作结束后，检测人员应检查防雷装置连接件是否恢复检测前的状况。
	7.7  对受检单位出具检测报告和整改意见。

	8  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制作
	8.1  检测记录
	8.1.1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数据如实记入原始记录，校核人全面核对原始记录、仪器等各项结果是否都有相
	8.1.2  原始记录只能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要清晰、工整，不允许随意涂改、删减。若确系记录

	8.2  检测结果的判定
	8.3  检测报告制作
	8.3.1  检测报告由检测员填写，校核人校对后签字，经授权签字人签发，应加盖检测单位章。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