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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安型电气设备“e”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s

    Increased safetv electrical apparatus"e"

1 引言

1.1 本标准适用f增安I(+1电气设备。

增安吧电气设备除须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须符合G B 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 _

气设备

  1.3

通用要求》的有关规定。
只有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其额定电压不高寸ill千伏的电气设备

及其部件，才允许制成增安型o

  1.4 本标准是参考卜列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制订的:

    a.   IEC 79- 7  (1969，第一版)《爆炸性气休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七部分:增安烈电气设备的

结构和试!j-,)) o
    b.   E N 50019 (1977,第 一版)《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增安型 61,”》。

    木标准引用卜列国际标准:
    IEC 112 (1979)《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对泄痕指数测定的推荐方法No

第一篇 通 用 规 定

2 名词术语

  2.1 增安型电气设备 “e”
    在正常运行条件卜不会产生电弧、火花或可能饭燃爆炸性棍合物的高温的设备结构L，采取措施

提高安全程度，以避免在正常和认可的过载条件下出现这些现象的电气设备。

  2.2 极限温度
    电气设备或其部件所客许的最高温度。它由卜列因素确定:

    a.  I炸性气体混合物被点燃的危险温度，或

    b. 结构材料的热稳定性。
    i1:考虑极限温度时，应取两个温度‘}，的较低N度。

  2.3 起动电流1,,
    系指当感应电动机转r堵转或交流电磁铁处于最大空气隙位置时，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对it馈

，匕，当过渡过程结束后，在初级绕组中出现的最大电流有效值。

  2.4起动电流比IA /In
    起动f匕流1,'j额定电流1、之比。

  2.s t,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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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高环境温度卜，达到额定运行最终稳定温度后的交流绕组，从开始通过起动电流时计起直至上

升到极限温度的时间。

2.

2。

6 热极限电流“几。，
在最，佰环境温度I-

7 动杰扔 限由'A

，1秒钟内使睁体从额定运行时的稳定温度上升到极限温度的电流有效盾.
“IeY.”

  电气设备所能承受耳电动力作用而不损坏的电流峰值。

2.8 爬电距离

  m个浮体之I'HJ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911 *.

2.9 电气间隙
  两个裸露浮体之间的最知空间距离。

3 连接件

    引人电缆或等线的连接件应保证与电缆或导线连接牢固、接线方便，同时还须防止电缆或导线松

动、f1行脱落、扭转，并能保持t}好的接触It力。
    连接件不允许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因温度升高而引起接触压力降低。
    连接件不允许带有可能损伤电缆或导线的棱角，不允许在正常紧固时产生永久变形和自行转动。

    不允许用绝缘材料部件传递接点(k力。用f连接多股线的连接件，须采取措施，防止睁线分股。

连接截面积在4毫米“以下的电缆或导线的连接件，须设计成能与截面积更小的电缆或导线可靠连接。
    注:① 在必要时，应采取特殊措施，以防止振动或碰撞。

        ② 使用9; ̀F线时，应采用铜铝过渡接头，以防止电解腐蚀。

. 内部导线连接

    电产‘没备内部的甘线连接不允许承受机械应力。允许采用下述任一方法连接:
    a. 能防比松动的螺栓或螺钉连接。

    b. 挤Ik连接，

    c.  !#线先用机械方式连接后再用锡焊连接;
    d. 硬焊连接。

    e. 熔焊连接。

5 电气间隙

  5.1 不同电位的异电零件之间的电气间隙须符合表1的规定。装人幻一座中的额定电压不高f250伏

的灯泡，最小电气间隙可为3毫米。

表 1 电气间隙

额定电压，V 最小电气间隙，mm

      36

      60

    127

    220

    380

    660

  1140

  3000

  60110

10 000

  4

  6

  6

  6

  8

  10

  18

36

60

100

汁 电' 04备的额定电日可以高}表列数欣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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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带电零件与接地零件之间的电气间隙，按线电压进行计算，这也适用于电网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系统。
    如果额定电庄为10千伏或更高的电气设备，仅用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中，则带电零件与接地

零件之间的电勺司隙可按电气设备的相电压计算。在此情况下，电气设备铭牌上应标明只适用于这种

用途的标志 (见GB 3836.1第30章)。

6 爬电距离

    爬电距离的长度根据额定电压、绝缘材料的耐泄痕性和绝缘件的表面形状确定。

    绝缘材料按相对泄痕指数分级见表2。

                            表 2 绝缘材料按相对泄痕指数的分级

级 别 相对泄痕指数 试脸电压，V 滴 数

a

b

C

d

500

380

175

600

500

380

175

>100

>50

)50

>50

    注:陶瓷材料不需经过上述试验，按照惯例可以列人a级。

    常用绝缘材料耐泄痕性分级见附录Do
  6.1 不同电位的导电零件之间的爬电距离须符合表3的规定。装人灯座中的额定电压不高于250伏

的螺旋灯座灯泡，对于a级绝缘材料，最小爬电距离可为3毫米。

                                      表 3 爬电距离

额定电压

    V

最小爬电距离，mm

a b C d

    36

    60

    127

    220

    380

    660

  1140

  3000

  6000

10 000

  4

  6

  6

  6

  8

  12

  24

  45

  85

125

  4

  6

  7

  8

  10

  16

  2

  60

110

150

  4

  6

  8

  10

  12

  20

35

75

135

180

  4

  6

  10

  12

  15

  25

  45

  90

160

240

。.;
设备的额定电压可高于表列数值的10%0

5.2条的规定也适用于确定爬电距离。
6.3 绝缘件表面上的凹槽和凸筋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爬电距离可以按绝缘件外表面长度计p

:一
凹槽的深度和宽度均不小于3毫米;
11，1筋的高度和宽度均不小于3毫米。如果凸筋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其最小宽度可允许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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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毫米。

  二
GB

4 图t一图5是计算爬电距离的图例。如果绝缘件之间的间隙用胶粘剂完全填封(胶粘荆须符合
3836.1第12章的规定)，爬电距离可按绝缘件外表面长度计算，如图5所示。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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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1~图 5

1一 爬电距离，mm}

计算爬电趾离的图例

  M 一 金属.了一 绝缘材料

中如果符合6.3条的要求，允许不小于1毫米。

了 固体绝缘材料

  7.1固体绝缘材料应采用耐热性的材料制成，在高于电气设备连续额定运行温度至少20℃的温度
  卜(但不低于十800C)，仍应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固体绝缘件应采用吸潮性小、耐电弧性能好、不燃或难燃的材料制造。
    注:绝缘绕组按9.3条的规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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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用耐泄痕性与绝缘件
本身至少为同级的绝缘漆涂覆。本条要求不适用于表面虽有损伤，但不影响其耐泄痕性或者未损伤部
分达到规定的爬电距离要求的材料。

8 绕组

  8.1 绕组应采用下列导线:

    a. 至少包攫两层绝缘材料的裸导线。

    b. 至少包覆一层绝缘材料的薄型漆包线:
    c.  QZ一2型厚绝缘漆包线。

  8.2 绕组在嵌绕和绑扎后进行干燥，然后用合适的浸渍剂，采用沉浸法、滴注法、真空浸渍法或其
他认可的等效方法作浸渍处理。

    涂刷或喷洒不能作为浸渍处理。

    浸渍应按照浸渍剂制造厂规定的工艺方法进行，以保证导线之间的空隙尽可能完全充填，使导体

之间得到牢Iii的粘接。

    高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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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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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含有溶剂的浸渍剂时，浸渍和干燥过程至少须进行两次。

  8.3 绕组不允许采用公称直径小于0.25毫米的导线绕制。
    注:采用其他保护措施，如本质安全型或浇封在树脂中的绕组，可用公称直径小于0.25毫米的甘线绕制。

， 极限温度

  9.1电气设备在起动、额定运行或规定的过载状态(如在耘时间结束)时，其任何部件的最高表
面温度均不允许超过GB 3836.1第4章的规定。

    I:述规定也适用于裸导体，例如电动机的鼠笼转子 (例外情况见9.2条和13.4条)。
    灯具内部灯泡的极限温度见14.1.4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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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异线和j红他金属部件的允许温度还须符合卜列要求:

    a. 不允许降低材料的机械强度;

    b. 不允许因热膨胀du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

    c. 不允许栩坏邻近的绝缘部件。

    有测41 Ir体温度时，除须考虑 f̀体木身的发热外，还须考虑来自邻近发热部件的影响。

  9.3 绝缘绕组的温度除须满足9.1条规定外，还须满足表4的规定。

  9.4 绕组须采用适当的保护装汽加以保护，以确保不会超过极限温度 (见9.1一9.3条)。如绕组在

连续过载时 (例如电动机转r堵转时)，不会超过9.3条规定的额定运行时的极限温度，或者绕组不会

发牛过载 (例如荧光灯的镇流器)，则可不用保护装置。

    f I::保护160i 0f i;1在,g 'i i;1备内IS或外部。

                                  表 4绝缘绕组的极限温度

运于1方式 绕组类恻 测醚方法

极限温度，℃

绝缘材料等级

A E B F 1生

额定还行时

  所有绝缘绕组

(单层绝缘绕组除外) R ;: 10595 :;: ::: :::

单6?绝缘绕组 N :: ::{ ::: ::: :::

气时Ii业占束时 所白绝缘绕组 R 160 175 185 210 235

    月:N— 农Rid阻法。

        ，l— 表小温度计法 (在电附法测4k有困难时才允许采用)。

10 内部导线布皿

    of能‘，金t9}岑件接触的睽线，应有机械保护或加以适当固定，以防损坏。

” 外壳的防护等级

    绝缘带电部件的外壳须符合GB 1498-79《电机、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IP 44的规定。裸露带
电部件的外壳须符合1P  54的规定。

    符合13.1条规定的电气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允许降低。

12 紧固

    装f10A带电部件的1}(-电气设备须按GB 3836.1  9.2条的要求进行紧IM。  fl类电气设备可Aj普
ilri方法紧I...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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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专用 规 定

18 旋转电动机

  18.1 安装在清洁室内并经常有专人检查管理的电动机 (接线盒和裸露带电部件除外)，其外壳的

防护等级允许比第n章的要求降低:

    I类 电动机的外壳须符合IP 23的规定，

    II类 电动机的外壳须符合IP 20的规定。
    注:电动机铭牌七须注明受到限制的使用范围。

  18.2 内风扇须符合GB 3836.1  17.4一17.6条的规定。

  18.8 采用滚动轴承的电动机的定、转子间的径向单边气隙值不允许小于表5的规定。

                          表 5 滚动轴承的电动机最小单边气隙值

极 数

径向单边气隙8与转子直径D的关系，mm

DG75 75<D<750 D>750

2 0.25 0.25+ 0075 2.7

4 0.2 。.2D-750.2+500 1.7

6极及以上 0.2 0.，+D-0.2+- 兰
            800

1.2

变极电动机单边气隙值按最少极数计算。

_ ._，，_，_、._，_。 ___一 ~二、1、二二、_、.~，。一~t、. L
右铁'E, i-, BE乙M11且14口tf,j1.75'fq'>  A7-tw9fiSkwc。计算try 1a ate以万.75D 。

    配有一个或多个滑动轴承的电动机，其气隙值按表5计算的值乘以1.5。

    电动机宜设测隙孔。采用滑动轴承的大型电动机，必须设测隙孔。
    径向气隙值可以在电动机静止状态下测量。

  13.4 若鼠笼转子的导条和端环不是压铸成一体时，则导条与端环的连接应采用硬焊或熔焊。
    为防止起动时导条和转子铁芯之间产生火花，导条应和转子紧密配合 (例如:采用压力铸铝法、

对单根导条可采用附加槽衬、加槽楔或其他嵌紧措施)。

    起动时转子表面温度须符合第9章的要求，最高不得超过300 0C,
  13.5 对于鼠笼型电动机或有起动鼠笼的同步电动机，应测定坛时间和起动电流比几/瓜，并在铭

牌上标明，以便选择合适的过电流保护装置，防止产生不允许的高温。
    tF'时间应不小于当转子堵转时过电流保护装置能够切断电动机的电源所需的时间。如果电动机的

tr时间大于图6中按起动电流比I,, / IN确定的t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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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的规定值，则须采用特殊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其效能须通过试脸
证明可靠后才允许采用。此装置须在电动机铭牌上注明。

    t、时间不允许小于5秒，起动电流比九/IN不允许大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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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二 鼠笼型电动机运行时的温度保护见附录A。

  18.7 对于只采用埋人绕组中的测温元件进行热保护的电动机，须通过试脸证明当电动机转子堵转

时也能满足9.4条的要求。所采用的保护装置须在电动机铭牌上标明。

  侣.8 电动机绕组应加强匝间、相间和对机壳的绝缘，以提高其绝缘能力。
  伪二 额定电压不低于6千伏的电动机绕组应有防电晕措施。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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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电动机rE时间的最小值与起动电流比几/ IN的关系

14 照明灯具

  14.1 由馈电网络供电的灯具
  14.1.1 允许采用的光源:

    a. 带有单插头的无起动器的荧光灯.
    b. 一般用途的白炽灯.
    c. 混合光灯;

    d.灯泡 (管)破裂后，其温度不会高于极限温度的其他类型的灯，但不允许使用含有游离金属
钠的灯。

  14.1.2 荧光灯泡与透明罩的间距须不小于5毫米，荧光灯管与透明罩的最小间距须不小于3毫米。
    对于其他灯，灯泡与透明罩的间距须不小于表6的规定。

                              表 6 灯泡与透明罩之间的最小间距

灯泡功率尸，W 间距，mm

      尸哎100

100<P<200

200<P<500
500火尸

  5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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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 史换灯泡时，可能产生火花的部分应装人单独的隔爆腔内，隔爆腔须符合G B 3836.2-83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隔爆1t9电气设备“d”》的要求。它们也可以做成特殊结构，但须通过
试!N证明其安全性。

    须防正螺旋灯泡在灯座中自行松动。灯座须承受17.3条规定的型式试验。

  14.1.4 如果灯典内部fl泡的最高表面温度至少比灯具使用环境中的爆炸性棍合物在灯具内部进行

引燃试验 (考虑最FpIv.格的条件)所Mil得的引燃温度低500C,则灯具内部灯泡的温度可以超过GB 3836.1
第4 }t.的规定。

  14.1.5 灯头边缘和灯泡焊接部位的温度须不超过195℃，并应符合第9章的要求。

  14.1.6 荧光灯的镇流器应能承受灯管 (泡)老化后产生的整流效应。

  14.2   II类自带电源的手灯和帽灯

    灯只透明罩须设保护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不设置保护网:

    a.透明策外露面积不大寸50厘米墓并且具备保护凸缘。
    b. 透明罩外露面积虽然大于50厘米泛但透明罩能承受对十保护网的机械强度试验。

佰 测f仪表和仪表用电流互感器

  15.1 测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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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温度须

不超过第9章的规定。

  15.2 仪表用电流互感器和测量仪表的电流回路 (电压电路除外)须能承受在17.4条规定的时间内

按表7规定的热极限电流it。和动态极限电流场。的试验，且经试验后不得降低其防爆性能。

                                  表 7 耐短路电流能力

F匕 流 测髦仪表的电流t-I路 电流互感器

乙*(热极限电流)

I,_(动态极限电流)

巧。人

>L3x125人比

>100人匆

尸卜3 x 250人L」

    注 ;l;  1.3是t个安全系数·在运行时允许的短路电流峰值不允许超过几',!L3,
        渗 采用17.4条的计算方法时，这 数值也适用】;几次绕组。

  15.3 当通过热极限电流石*时，所产生的温度须不超过第9章规定的极限温度，并不得超过200'C o

  巧.4  Ill仪表用电流ti.感器馈电的ml仪表的电流回路的热极限电流I,。和动态极限电流场，，不应
小J二当IL感器 次绕组中流过其热极限电流和动态极限电流时，在灿路的二次绕组中产生的电流值。

  15.5 动圈式测u仪表不允许使用。但引线不会断裂的例外。例如:系统运动范1W极小，位移v -f}

超过0.5毫米或总转角不超过1度者。

19 其他电气设备

    本标准第13一15准，{:未提及的电2‘设备，须符合第 一篇的规定，并应参照遵守第 二瑞的有关规定。

第三篇 试 验

17 型式试验

块安吧，匕产:没备的型式试验除按G B 3836.1第 二一四篇有关规定进行外，还须作以卜补充试验。

  试验 刁以在检验 (t位进行，也可以在检验单位的指浮卜由制造)进行。

行1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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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高10

1 低压绕组W l司、相间和对机壳的绝缘介电强度应在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基础上提

  17.1.2 高压绕组匝间、相间和对机壳的绝缘介电强度应在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基础上提
高30 (高压电动机绕组除外)。

  17.1.3 高压电动机绕组绝缘介电强度除按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外，定子绕组还

须补充进行附录C规定的线圈抽样试验。
  17.2 电动机温升试验

  17.2.1 鼠笼型电动机应进行堵转试验，须测出to时间和起动电流比几/吞。

    额定功率大于160千瓦的电动机，to时间可用计算方法确定。若额定功率大于75千瓦的电动机进

行堵转试验有困难时，则制造厂可与检验单位进行协商，也可以以计算结果为准。
    试验方法和计算方法见附录B。

  17.2.2 在试验条件与运行条件等效的前提下，其他安装方式的电动机允许在水平安装条件下进行
试验。

  17.3 照明灯具

    灯头与灯座配合应按照GB 1444-78《螺旋防爆灯座》规定的测试灯头，用表8中的力矩旋人灯

座，然后将测试灯头反旋15。后，测量旋出所需的力矩，其值须不小于表9的规定。

                                          表 8 旋人力矩

灯 座 力矩，kgf" m

E 14

E 27

E 40

0.10士0.01

0.15士0.01

0.30士0.01

表 9 旋出最小力矩

灯 座 力 矩，kgf. m

E14

E27

E40

0.03

0.05

0.10

  17.4 测f仪表和仪表用互感器

  17.4.1 在1秒内流过热极限电流石*时，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灿路时的温升和测量仪表电流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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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 电流互感器和测量仪表电流回路的动态稳定性通过试验检定。电流互感器的试验在二次绕

组知路条件下进行。试验时间至少为0.01秒。

18 出厂试验

    每 台产品均须按照17.1条进行介电强度试验，并甘制造厂应保证每一台产品的性能符合已检验
合格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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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标 志

19 标志

    电气设备按照GB 3836.1第30章要求进行标志，并且为了正确使用电气设备，还须标出下列有关
内容:

    a. 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 电动机:起动电流比石/场和to时间，
    c.测f仪表和仪表用互感器:热极限电流I,。和动态极限电流,dya，
    ‘. 灯具:灯泡功率和必要的外形尺寸等，

    二 有限制的环境条件，如只允许在清洁室内使用等.
    ，.特殊的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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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增安型鼠笼转子电动机运行时的温度保护指南

                  (参考件)

    增安型电气设备运行时的安全性能，不仅与设备的结构有关，而且还与保护装置的配套以及设备
的正确安装和精心维护有关。本附录提供选用合适的保护装置的补充说明。

A.1 鼠笼型电动机运行时应配置合适的保护装置，以满足13.5条的要求。温度保护方式如下:

    二 采用过电流延时保护装置 (如电动机保护开关)。

    b. 绕组中埋置测温元件。

    如只采用后者承担电动机的保护，则须通过试验证明当电动机转子堵转时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A.! 过电流延时保护装置须既能进行过载保护，又能当电动机转子堵转时在t,时间内断开电动机的

电源。保护装置须给出保护特性曲线。对保护特性曲线的要求是:

    二 应在环境温度为+20℃的冷态条件下开始测最，
    ‘. 电流范围至少为3.8倍额定电流，
    c. 断开时间误差不大于士20%,

A.吕 采用过电流延时保护装置的电动机一般只允许用于轻载起动和不频繁起动的连续运行工作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显著的附加温升。对于起动条件困难或起动频繁的电动机 须采用特殊的保

护装置，以保证不超过容许的最高温度。

    在起动时也不允许超过极限温度。
    起动困难是指按照本附录第A.2章适用于正常运行条件所用的过电流延时保护装置在起动时间内

就断开的起动状态。一般情况下，如果起动时间超过1.7倍tg时间，就属于起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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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增安型鼠笼转子电动机型式试验导则

              (补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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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十额定功率超过16。千瓦(或者75千瓦，如符合17.2.1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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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量和模拟试验以作

比较，以检查计算的正确性。

B.1 额定运行时定子绕组和转子的温升测定:

    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条件下运转，当其温升达到稳定值后再侧定额定运行时的定子绕组和转子的温

升。在电动机切断电源后开始测量，分别求出定子和转子的冷却曲线。

    冷却曲线应从断电后不大于表B1规定的时间开始取值，然后用外推法推到断电的时刻。

    曲线的最高值就是定、转子在额定运行时的温度或温升值。

                          表 B1 测量额定运行wtv的断Eh,后ff'l6t I'al

额定功率尸，kw 断电后的时间，s

      PG50

  50、P <200

200 尸

  30

90

120

B.2 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测量:

  B.2.1 在环境温度下，堵转电动机后接入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电源。

  B.2.2 通电后5秒钟测得的定子电流为起动电流几。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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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仪表进行测量。也可用热敏元件以及其他工具进行测量。各次测得的温度以最高值为准。
  B.2.4 定子绕组应用电阻法测出平均温升。

  B .2.5 电动机堵转试验若在低于额定电压下进行，如无饱和效应，则测得的电流值应按与电压的

线性关系换算起动电流几(见B.2.2条)，测得的温升按与电压的平方关系进行换算;如有饱和效应，

则在计算时加以修正。

B.3 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计算方法:

  B.3.1 计算转子堵转时的温升，可根据焦尔效应FR进行计算，应考虑导条和端环内产生的热量、

鼠笼的热容量、集肤效应对导条内热量分布的影响以及铁芯中的热传导。

  B.3.2 电动机堵转时，定子绕组的温升与时间的比可以按下列公式计算:

半二。.12.。
式中:I 起动电流密度，A/mm11

a— 材料的计算常数，
℃

Q

.口

      对铜绕组:

b- 衰减系数，

=0

  (A/ mm2)2S
00651

=0.85 (考虑到浸渍绕组的热传导而取的)。
B .4    t,时间按F列方法计算 (参见图B1):

0C由第9章规定的极限温度来确定，OA为最高环境温度 (一般为十400C ),额定运行的温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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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根据差值B(’和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升速率 (由测量或计算法求得)就可以确定t、时间。

上述计算对转子和定f-应分别进行，取两者中较小值作为该电动机对应于相应温度组别的t*时间。

      ，‘一尸’

Z

/
(E

I

f- .口

                                图B1 确定tg时间的图例
    OA— 允许最高环境温度，

    OB- 额定运行时的最终稳定温度，

    OC— 极限温度.

      B— 温度，
      t— 时间;

      1- 额定运行时的温度曲线，

      2— 电动机堵转时的温度曲线。
B.5 为重载起动条件设计的电动机或采用特殊保护装置 (如:直接控制绕组温度的装置)的电动机

应连同配A的保护装置一起进行试验，并在铭牌上加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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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增安型高压电动机定子绕组线圈抽样介电强度试验哲行规定
                        (补充件)

    对增安fvi高It电动机定于绕组线圈须进行抽样介电强度试验。
C.1 线圈槽部绝缘首先按相应国家标准 (规范)规定的试验电压试验1分钟，接着进行升压试验，

升压速度为1千伏/秒，当电压升至 (4U、十2 000)伏时，不允许击穿 (UN为额定电压)。
C .2 线圈端部绝缘应在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基础上提高30 ，试验1分钟，不允许击穿。

C.9 试验在经过绝缘处理的线圈上进行。每台电动机任选3支线圈进行上述试验。如3支线圈全都

合格，则满足本附录规定的抽样试验要求。

CA 如抽样试验不合格，则全部线圈均须进行第C.1和C.2章规定的试验，淘汰不合格的线圈。
    注:本附录规定的抽样试验须在相应国家标准 (规范)规定的电机成品线圈介电强度试脸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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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常用绝缘材料耐泄痕性分级示例

            (参考件)

绝缘材料耐泄痕性分级 绝 缘 材 料

a

b

C

d

上釉的陶瓷、云母、玻璃

三聚睛胺石棉耐弧塑料、硅有机石棉耐弧塑料

聚四奴乙烯塑料、三聚精胺玻璐纤维塑料、表

面用耐弧漆处理的环氧玻功布板

酚醛塑料、层压制品

注:绝缘材料的分级可以由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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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条 文 解 释

    (参考件)

E.1 第1章 引，、— 引言部分指出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79一7和欧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标准EN50019，同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作了部分补充和变更。

    补充和变更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a. 铝合金外壳的材质要求。

    b. 电勺司隙和爬电距离的规定按国家标准划分电压等级，

    c. 固体绝缘材料增加了耐电弧、不燃性和难燃性的要求;

    d. 绝缘绕组加强绝缘的要求，

    e. 高压电动机绕组增加防电晕措施;

    f.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中提高试验电压。

    在本标准引用的现行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 (修订或补充)时，如果其技术水平不低于本标准引用

的版本，则可以引用新的版本。
E.2 第5帝 电气间隙— 表1中的额定电压既适用于交流电压 (有效值)，也适用寸;直流电压。

    表1中所列的电气间隙数值是最小允许值，在应用表1时应根据产品使用环境条件和接线方便适
当r以放大。

E.a 第6章 爬电距离— 关于第5章的条文解释，原则上也适用于爬电距离。

E.4 第8章 绕组— 8.1本条中b项指各种类型的玻璃丝 (或其他绝缘材料)包覆漆包线，C项中
只规定QZ Z型漆包线，但也允许使用绝缘质量与其相同或更高的其他类型的厚绝缘圆形漆包线。

E.5 第9章 极限温度— 关于极限温度的规定与IEC79一7的规定完全相同。按照本标准的规

定，电产‘设备和部件的最高表面温度可以等于爆炸性混合物的分组温度。与旧标准GB1336一77相比，
最高表面温度提高2。%。为了防止点燃爆炸性气体，在进行温度试验时候要充分考虑电2亏设备的运行

条件，如电网电压波动、电气设备过载等不利条件。

E.6 第11章 外壳的防护等级— 外壳的防护等级完全采用IEC79一7中的规定。

E.7 第13奄 旋转电动机— 13.1 本条主要指安装在清洁室内并经常由专业人员检查管理的中、
大型电动机。对一f这类电动机的主体 (不含有裸露带电部件)外壳的防护等级允许按本条降低要求。

但对士接线盒，仍须满足IP 54的防护要求。

    如果电动机主体外壳的防护等级为IP23
线众空腔‘j仁体空腔连接部位)也须满足IP

(I 类)或IP20 (11类)，则接线盒底部连接处 (指接

54的防护要求。如果电动机主体的防护等级为IP
接线盒底部连接处允许降低要求，因为主体外壳可以提供足够的防护。

44，则

13.3为厂便J几检查电动机定、转r之间的单边气隙值.对J二送检的样机，制造)

狈叮孔。定、转了‘之间的‘毛隙值应在近似构成等边三角形三个顶点的位置上进行测址，
}二分别设汽二个测址气隙的螺孔，其大小及位置以能测取产‘隙值为准。

应该设汽尸毛隙检

故须在两个端盖

  对J;装有滑动轴承或由用户组装的电动机，
、，检杏侧以。

  13.9额定电压6千伏及以七的电动机绕组，

平时各孔应用螺塞堵住。

每台电动机应该按上述要求设置气隙检测孔，以便用

少定r铁芯 一起进行浸渍处理，则7
应有防电晕措施，例如涂平导体防电晕漆。如果绕组

E.8 第1遵式父 照明幻共—

E.9 第17心全 ’f，式试验—

千伏以下的电机可以免去防电晕措施。

141.1混合光灯是指自镇流高压求灯。

17.1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本条，1，“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是指有关国家标准规定的

验电)1。
般类型电气设备介电强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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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指出，绝缘绕组是产生火花、电弧和危险温度的薄弱环节。为了保证安全，制造厂应加强绕

组的绝缘能力。送检的技术文件应该详细说明产品的绝缘结构、与其有关的材料、制造L艺、试验项

目和合格标准等，并在生产中严格遵守。

    高压电动机的线圈除按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检查试验外，还须进行附录C中规定的抽样试

验。抽样试验是为了提高线圈的绝缘质量。如抽样试验不合格，虽允许采用逐个试验淘汰不合格的线

圈，但说明线圈的质量不高，制造厂须检查原因，采取措施，提高线圈的质量。

    17.4.1 测量仪表电流回路和仪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在通过热极限电流石。1秒钟后的温升
用下式计算:

                                      T二0+刀·J2
式中:0— 在额定负荷下，连续通过额定电流时绕组温升值，℃;

      刀— 0.008(铜材)，

      1 - I,ti流过一次绕组时的电流密度，A/ mm'.
    按h式计算的温升极限值T，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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