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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由所有参加国的国家电工委员会 国家委员会 在内的世界性标准

化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电气和电子技术领域有关标准化的全部问题的国际一致 为此 除开展其他活动

之外 还出版国际标准 并委托技术委员会制定标准 对制定项目感兴趣的任何 国家委员会均可参

加 与 有联络的国际组织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也可参加这一工作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按

照两组织间的协商确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由于各个技术委员会中都有来自对相关制定项目感兴趣的所有国家的代表 所以 对有关技

术内容作出的正式决定或协议都尽可能地接近于国际意见的一致

所产生的文件可采用标准 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 以推荐的方式供国际上使用 并在此意

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一致 国家委员应尽可能在最大限度地把 国际标准转化为其国家标

准和地区标准 对相应国家标准或地区标准与 国际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在标准中清楚地说

明

国际标准 是由以下委员会制定

电磁兼容 低频现象 分技术委员会

本国际标准文本基于下表中的文件

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从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中可以找到表决通过本标准的全部信息

第一版取代 和修订件 并同时废止 及其

修订件

附录 为标准的附录



引言

系列标准构成如下

第一部分 综述

综合考虑 概述 基本原理

定义 术语

第二部分 环境

环境的描述

环境的分类

兼容性水平

第三部分 限值

发射限值

抗扰度限值 当不属于产品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时

第四部分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测量技术

试验技术

第五部分 安装和减缓导则

安装导则

减缓方法和装置

第九部分 其他

每一部分又可分为若干分部分 它们作为国际标准或技术报告出版

这些标准和报告将按时间顺序和相应编号出版

本标准为产品类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不大于 的设备

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

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涉及的是对公用低压系统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进行限制

本标准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受试设备可能产生的电压变化限值 并给出了评定方法导则

本标准适用于每相输入电流不大于 并打算连接到相电压为 频率为 的

公用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本标准试验为型式试验 具体的试验条件由附录 给出 试验电路见图

注 本标准的限值主要根据因供电电压的波动使 螺旋式灯丝的灯产生闪烁的主观严酷度确定的 对于

标称电压 相线 中线 低于 和 或 频率为 的供电系统 其限值和参考电路参数尚未考虑

非广泛使用且设计上不可能符合本标准要求 限值 的特殊设备 在接到配电系统前 应征得供电部门的同

意 这类设备评定导则由技术报告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 的设备在低压

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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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兼容术语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 洗衣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 滚筒式干衣机的特殊要求

对用于确定家用及类似用途电气设备的骚扰特性参考阻抗的考虑

及其修订件 闪烁计 功能和设计规范

电磁兼容 第 部分 限值 第 分部分 对额定电流大于 的设备在

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有效值电压波形

以连续的基波电压的半周期分段评定有效值电压对时间的函数 见图

电压变化特性

在处于稳态至少 的两个相邻电压之间 有效值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函数 见 和图

最大电压变化

电压变化特性的最大有效值与最小有效值之差 见图

稳态电压变化

被至少一个电压变化特性隔开的两个相邻稳态电压之间的电压差 见图

注 定义 与相线 中线的电压绝对值有关 及 和在图 参考网络中相线 中线标称电压值

之比分别称为

相对电压变化特性 见定义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见定义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见定义

这些定义在图 的例子里给予解释说明

电压波动

一系列的电压变化或有效值电压的一个连续变化

闪烁

亮度或频谱分布随时间变化的光刺激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效果 中的

短期闪烁指示值

评定短时间 几分钟 内闪烁的严酷程度 表示敏感性常规阈值

长期闪烁指示值

用连续的 值评定长时间 几个小时 内闪烁的严酷程度

闪烁计

用来测量闪烁量值的仪器 中的

注 一般测量 和

闪烁印象时间

描述电压变化波形产生闪烁印象的时间值

电压波动和闪烁的评定

相对电压变化 的评定

闪烁评定是依据受试设备端电压变化的波形来确定的 即任意两个连续的相电压 和 的

差

电压有效值 可通过测量或计算得出 当通过示波器波形推算出有效值时 应考虑可能

存在的波形失真 电压变化 是由于受试设备复数基波输入电流的变化 在复数参考阻抗 上产

生的压降变化而引起的 和 分别是电流变化 中的有功和无功部分

注

在电流滞后时为正 超前时为负

如果电流 和 的谐波失真率小于 则总的有效值可用来替代基波电流的有效值

对于单相和对称三相设备 电压变化可近似表达为

式中 分别表示电流变化 中的有功和无功部分

复数参考阻抗 的组成部分 见图



相对电压变化由下式给出

短期闪烁值 的评定

短期闪烁值 详细说明见 修订件

表 给出了根据不同类型的电压波动来选择可相互替代的 评定方法

表 评定方法

电压波动类型 评定方法

所有类型电压波动 在线评定 直接测量法

定义为 的所有电压波动
模拟法

直接测量法

根据图 图 发生率低于 次 的电压变化波形

解析法

模拟法

直接测量法

等距矩形电压变化 使用图 的 曲线法

闪烁计

所有类型的电压波动均可以使用闪烁计的直接测量法进行评定 闪烁计必须符合 要求的

规格 并按本标准第 章的规定进行连接 该方法为限值使用的基准方法

模拟法

在相对电压变化波形 已知的条件下 可使用计算机模拟进行评定

解析法

对于如图 图 所示类型的电压变化波形 值可通过式 的解析法进行评定

注

用此方法求得的 应在所使用的直接测量法 基准方法 测得值的 范围内

如果在一个电压变化结束和下一个电压变化开始期间所持续时间小于 不推荐使用该方法

解析法的描述

每个相对电压变化波形应由闪烁印象时间 来表示 即

式中 以标称电压的百分比表示

与电压变化波形形状有关 见

在总时间间隔 内 所有各评定时段的闪烁印象时间总和 是评定 的基础 如果总时间间

隔 是根据 来选择 那么它就是一个 观察时间 并且

波形因子

波形因子 是将一个相对电压变化波形 转换为一个产生等效闪烁的相对阶跃电压变化波形

的系数



注

对于阶跃电压变化 波形因子 等于

相对电压变化波形可通过直接测量 见图 或由受试设备的有效值电流计算得到 见式

相对电压变化波形可由连续的时间间隔为 的直方图获得

波形因子可从图 图 假如相对电压变化波形与图中所示波形相符 推导得出 如果波形相符

则按下述步骤进行

找出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根据图 和

找出适合于图 图 所示的电压变化波形的时间 并使用该值求得波形因子

注 超出图示范围的外推会导致不可接受的误差

使用 曲线法

在由相等时段隔开的等幅 的矩形电压变化情况下 图 中的曲线可用来推导对于特定重复率下

对应 的幅度 该幅度称为 对应于电压变化为 的 值则由式 求得

长期闪烁值 的评定

长期闪烁值 定义见 中的附录 并且应使用 的值 见

对于一次正常运行时间大于 的设备 一般需对 进行评定

限值

本标准限值适用于受试设备电源端的电压波动和闪烁 该限值是按第 章和附录 规定的试验条

件 并根据第 章进行测量或计算得出 证明是否符合限值的试验认为是型式试验

本标准限值规定如下

值不大于

值不大于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不超过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不超过

在电压变化期间 值超过 的时间不大于

如果电压变化是由手动开关造成或发生率低于每小时一次 则 和 限值不适用 与电压变化有

关的三项要求的限值分别是上述电压值的 倍

这些限值不适用于应急开关动作或紧急中断的情况

试验条件

一般导则

试验不应在不大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电压波动或闪烁的设备上进行

证实设备符合限值的试验应采用图 所示的试验电路

试验电路由下列组成

试验电源 见

参考阻抗 见

受试设备 见附录

闪烁计 如有必要 见

相对电压变化 可直接测量或从 描述的有效值电流推导得出 为确定受试设备的 值 可

使用 描述的任何一种方法 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值应使用闪烁计的基准方法进行测量

注 如果被测的是平衡多相设备 那么仅测三个相线 中线电压中的一个即可

测量准确度

电流的测量必须达到 或更高的准确度 如果是用相角而不是用有功和无功电流表示 其误差



不应超过

相对电压变化 的测量准确度应优于最大值 的 的系统准确度 电路总阻抗 不包括受试

设备阻抗 但包括电源的内部阻抗 应等于参考阻抗 该总阻抗的稳定性和容差应足以确保在整个评定

过程中达到 的系统准确度

注 在测量值接近限值的场合下 不推荐使用下面的方法

当电源阻抗难于确定时 例如在电源阻抗不可预测地变化的场合下 将具有与参考阻抗相等的电阻

和电感的阻抗连接到电源和受试设备的端子之间 电压测量可在参考阻抗的电源端和设备端上进行 在

此情况下 在电源端测量的最大相对电压变化 应小于在设备端测量的最大值 的

试验电源电压

试验电源电压 开路电压 应等于设备的额定电压 如果对设备规定了一个电压范围 那么试验电压

应为单相 或三相 并且试验电压应保持在标称值 的范围内 频率应为

电源电压总谐波失真率应小于

如果 值小于 则在试验期间可忽略试验电源电压的波动 在每次试验前后都应验证该条件

参考阻抗

按 的规定 受试设备的参考阻抗 应是一个用于计算和测量相对电压波动 和 及

值的常规阻抗

各元件的阻抗值在图 中给出

观察时间

对于用闪烁测量 闪烁模拟 或解析法来评定闪烁值的情况 其观察时间 规定如下

对

对

观察时间应包含设备在整个运行周期里所产生最不利电压变化结果的那部分时间

对 评定时 运行周期应连续地重复 除非附录 中另有规定 当受试设备运行周期小于观察时

间且受试设备在运行周期结束时自动停止 则最小重新启动时间应计入观察时间里

对 评定时 当受试设备的运行周期小于 并且设备通常不连续使用的情况下 运行周期不应

重复 除非附录 中另有说明

注 例如 假设设备运行周期为 那么在 的总时间里应连续测量 个 值 但在 的观察时间里剩

余的 个 值将被认为是

一般试验条件

测量电压波动和闪烁的试验条件如下所述 对附录 未提及的其他设备 应只使用制造者在说明

书阐明的或其他可能用到的控制方式和程序 来选择产生最不利电压变化结果的控制方式和程序进行

试验 对附录 中没有包括的设备 其特殊试验条件尚在考虑之中

设备应在制造商提供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试验前必须进行电机驱动的预运行以确保试验结果与正

常使用时一致

对电机 可使用堵转的方法测量 以确定发生在电机启动时的最大有效值电压变化

当设备具有几个独立控制电路 下述条件适用

只要控制电路不是设计成同时切换并打算独立使用时 则每个控制电路都应作为设备的一个

运行模式进行试验

如果独立电路的控制设计成同时切换 这些电路可作为一个运行模式进行试验

对控制系统仅调节某个负载的部分时 应单独考虑该负载的每个可变部分产生的电压波动

某些设备的详细型式试验条件见附录



受试设备

测量设备

由电源电压发生器 和参考阻抗 构成的供电电源

参考阻抗 值由下列各元件阻抗值确定

在 条件下

这些电阻值包括了发生器的实际阻抗值

当电源阻抗值难以确定时 见

符合 要求的电源电压发生器

注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 则 和 可忽略不计 因为中线中没有电流

图 由三相四线制电源引出的供单相和三相电源使用的参考网络

图 直方图评定



图 相对电压变化特性

注 当每分钟电压变化为 次时 则闪频为

图 对等距矩形电压变化 的曲线

图 双步阶跃和斜波电压特性的波形因子



图 矩形和三角形电压特性的波形因子

注 见图

图 具有各种波前时间的电机启动电压特性的波形因子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特定设备的限值应用及其型式试验条件

炊具的试验条件

家庭内使用的炊具 不作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 否则 应在温度达到稳定状态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每个加热器应按下列要求单独进行试验

电炉

电炉试验应使用标准长柄且有盖子的深锅 其直径 高度和水量要求如下

表

电炉直径 锅 坩埚 高 水量

约

约

约

在试验期间必须补加因蒸发而可能减少的水量

在下面所有的试验中 电炉应符合第 章规定的限值

沸腾温度范围 将控制设定在水刚好沸腾的位置 进行 次试验并计算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油煎温度范围 将上述表中水量 倍的硅酮油倒入锅中 不加盖子 用放置在油几何中心的热

电偶测量温度 并将温度控制设定在

总功率设定范围 应在 的观察期内连续地检查总的功率范围 如果控制开关有多档的

则所有档都应进行试验 并且试验最多不超过 档 如果控制开关不分档 则将整个控制范围等分成

档 测量应从最大功率档处开始

烘炉

烘炉试验应在关门空炉条件下进行 对常规炉 调节控制器使安装在箱内几何中心的热电偶所测量

的平均温度控制为 对热气炉 则为

烤炉

如果制造商没有另外的规定 烤炉试验应在关门空炉条件下进行 如果烤炉有控制器 则应将其分

别设定在低 中 高档位置进行试验并记录最差的结果

烘烤炉

烘烤炉试验应在关门空炉条件下进行 调节控制器使安装在箱内几何中心的热电偶所测量的平均

温度为 或最可能接近该值的温度

微波炉

微波炉或带微波功能的多用炉试验应分别在最低档 中档和可调功率小于等于最大功率的 的

第三档位置上进行 微波炉内放置一个盛有 水的玻璃碗

照明设备的试验条件

照明设备应用带有其额定功率的灯进行试验 如果照明设备不止一个灯 所有的灯都应用上

只对那些可能产生闪烁的照明设备进行 和 的评定 例如 迪士科照明设备



洗衣机的试验条件

洗衣机试验应按 规定的正常运行条件加负载 并在 水温下以一个完整洗衣程

序进行

在 和 的评定中 忽略加热器与电机同时转换的情况

应对 和 进行评定

滚筒式干衣机的试验条件

滚筒式干衣机试验应按 规定的正常运行条件加 的负载进行

如果干燥温度是可调的 则试验应分别在最高档和最低档上进行

应对 和 进行评定

冰箱的试验条件

冰箱应在关门连续运行条件下 将控温器设定在可调节范围的中间位置 冰箱应是空的且未受热

测量应在达到稳定状态后进行 和 不需评定

复印机 激光打印机和类似设备的试验条件

该类设备的试验应以最快拷贝速度进行 对 进行评定 如果制造商未作另外的规定 复印 打印

纸应是空白纸 并且复印纸规格为

在待机状态下进行评定

真空吸尘器的试验条件

对真空吸尘器 和 不作评定

食物搅拌器的试验条件

对食物搅拌器 和 不作评定

便携式工具的试验条件

对便携式工具 不作评定

对无加热元件的便携式工具 不作评定

对有加热元件的便携式工具 应按如下条件进行评定 合上开关让其连续运行 或直到其

自动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 适用

电吹风的试验条件

对手持式电吹风 不需评定 为了评定 应合上开关让其连续运行 或直到其开关自动

关上 在这种情况下 适用

对有功率范围的电吹风 在 的观察期内连续检查总的功率范围 如果控制器开关有多档 则

所有档都应进行试验 但最多不超过 档 如果控制器开关不分档 则将整个控制范围等分成 档 测

量应从最大功率档处开始

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试验条件

对消费性电子产品 只测量



直接式热水器的试验条件

对没有电子控制的直接式热水器 只通过切换加热器通 断 顺序 来评定

对有电子控制的直接式热水器 必须选择出水温度 以便通过改变水流量来找到最小功率 和最

大功率 范围之间所有的耗电功率 定义为可选择的最大功率 定义为大于零的可选择的最

小功率

注 对某些器具 可选择的最大功率 可能小于额定功率

在整个试验期间设定的温度应保持不变

从最大功率损耗 所要求的水流量开始 以 个大致相等的等级将流量减少到最小功率损耗

所要求的水流量

然后 以另外 个大致相等的等级 将流量增大到最大功率损耗 所要求的水量 对这 个步

幅中的每一个 值都应进行评定 当达到稳定状态时 也就是改变水流量后大约 测量开始

注 对计算 值仅 测量时间可能足够

此外 由加热器通 断动作引起的闪烁 必须在 内测量 在这期间 功率损耗必须以尽可

能快的方式在 和 之间改变两次 顺序为

加热器的工作负载在 时间内应为 的

值由下式计算

并和第 章的限值进行比较

不作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