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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

安全生产

2.1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章，你将能够：
1. 列出在工作中保障安全的措施。
2. 列出与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相关的数值。
3. 识别导致过载、短路和熔丝熔断的不同情形。
4. 根据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确定熔断器。
5. 描述电气规程是如何提高安全性的。
6. 描述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UL）和加拿大标准协会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CSA）在电气安全方面的作用。
7. 识别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OSHA）中的安全色码。
8. 选择合适的电气火灾灭火器。
9. 正确使用锤子。
10. 穿着合适的工作服。
11. 安全使用电动机和发电机。
12. 为使工作安全应选择合适的设备。
13. 说明电气设备正确接地的必要性。
安全关系到你和与你一起工作的每一个人。工作安全对所有在电力和电气设备周围工作
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大多数遇到过致命电击事故的人本该知道得更多。下面提供一些关于电气医疗的事实，
这些应该能让你在冒险前再三考虑。为了拥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工作安全涉及很多方面的考虑。在大电流和高电压的电动机周围工作时，你需要注意很多
事情。

2.2

电击

致命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110V 的家用电能致人死亡，同样，小至 42V 的直流电也可
以致人死亡。电击强度测量的是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以毫安计），而不是电压。室内线路
上使用的任何电气设备在某些情形下都能传输致命的电流。
因为你不知道在事故中有多大的电流流过人体，所以有必要进行人工呼吸试图使人再次
恢复呼吸，或者如果心脏没有跳动，那么就要进行心肺复苏（CPR）。
注意：心脏纤维性颤动的时候不能进行闭胸式心脏按摩复苏。一些医疗设施和救护车服
务提供一种称为除颤仪的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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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A 的电流就能使肌肉收缩非常严重，高于 200mA 的电流会使心脏肌肉在电击期间
强制紧压心脏，这样可以防止心室纤维性颤动，使受害者存活的概率增大。

2.3

电气安全措施
带电作业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正确遵守规则，电也是安全的。

2.3.1

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

通过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GFCI，俗称漏电开关，参见图 2-1），能够将一些危险的情
况最小化。自 1975 年以来，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EC）要求在新建筑的户外和浴室插座处
安装接地故障断路器，但是大多数在此之前建成的房子没有接地故障断路器的保护。

图 2-1

接地故障保护系统（Westinghouse 产品）

接地故障保护也可安装在电动机控制中心和高压起动器处。
图 2-1 和图 2-2 所示的接地故障保护由接地故障继电器和电流传感器组成。Westinghouse 电气公司有两种类型的继电器。GR 类型的继电器瞬时动作，能满足快速、灵敏的接
地故障检测的需要；GRT 类型的继电器集成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动作时间介于瞬时到 36
个周期（60Hz 时为 0.6s）之间。两种继电器都使用了可靠的固态电路，并且通过故障电流
实现自供电。

图 2-2

接地保护的电路图及 GFCI 外形图

电流传感器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类型的设备。它的“内径”大小有很多种，对应各种各
样的应用。标准接触器保持线圈电路中的跳闸断开继电器和机械闭锁继电器的跳闸闭合继电
器上都有继电器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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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安全装置

电可以导致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兼而有之。对于那些从事与电相关工作的人来说，
当他们工作在电动工具周围、维护电气设备或为电气操作安装设备的时候，了解有关的风险
是很重要的。可用的安全装置基本上是过电流设备，特别是熔断器和断路器以及接地故障断
路器。

2.3.3

电路保护

配电系统往往非常复杂。它们不是绝对不会发生故障的，电路会受到过电流的破坏。恶
劣环境、老化、意外或自然因素的破坏、过度扩展或者配电系统的过载都是造成过电流的原
因。可靠的保护装置能够防止或最小化故障对变压器、导体、电动机，以及组成完整配电系
统的元器件和负载造成的严重损害。
可靠的电路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避免停电和设备长时间停电带来的严重经济损
失。正是因为需要可靠的保护能力、安全性，同时不造成火灾，才使得熔断器成为一种广
泛使用的保护装置。

2.3.4

过电流

过电流通常是过载电流或短路电流。过载电流是相对于正常工作电流而言过大的电流，
但是它被限制在配电系统的导体、其他元器件以及负载组成的正常导电通路内。顾名思义，
短路电流是在正常导电通路外流动的电流。

2.3.5

过载

过载电流常常介于 1～6 倍的工作电流之间。通常情况下，过载是由无害的瞬时冲击电
流引起的，可能会发生在电动机起动或变压器通电的瞬间，这样的过载电流或瞬态电流时有
发生。因为它们持续时间很短，所以任何的温度上升都是微不足道的，对电路元器件没有不
良影响。确保保护装置不受它们的影响而正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持续过载可能是由于电动机损坏（如电动机轴承磨损）、设备过载或一条线路上有过多
负载造成的。这种持续性过载具有破坏性，在它们破坏配电系统或系统负载之前必须由保护
装置将其切除。然而，因为它们相对短路电流来说幅值较小，所以在几秒钟内消除过载电流
一般就能防止损坏设备。持续的过载电流会导致导体和其他部件过热，并导致绝缘恶化，如
果不中断，最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坏或者短路。

2.3.6

短路

过载电流通常发生在相对温和的状态，短路电流或故障电流却可以比正常的工作电流大
数百倍。高压的故障电流可高达 50 000A 或更大。如果不在短短的几毫秒内切除，损害和破
坏将会变得无法估计。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
● 严重损坏绝缘状况
● 造成导体熔化
● 造成金属汽化
● 造成气体电离
● 产生电弧
● 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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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很大的短路电流可以产生巨大的磁场应力。母线与其他导体间的磁场力每英尺
上可达数百磅，即使是结实的支撑也未必能够阻止其无法修复的扭曲或变形。1

2.3.7

熔断器

熔断器是一种可靠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熔断器的主要元件是一个熔断体或者是封装在一
个管里面并且连接到端点的熔断体。熔断体的电阻非常小，可以简单地把它看成一个导体。
然而，当有破坏性电流产生时，熔断体很快熔化，断开电路，以保护导体、负载和其他电路元
器件。熔断器的特性很稳定，它们不需要定期维修或检测。熔断器具有 3 个独特的性能特征。
1. 它们是安全的。熔断器具有很高的分断能力，这意味着它们能够承受非常高的故障电
流而不被损坏。
2. 正确使用熔断器可以防止大面积停电。只有最靠近故障点的熔断器才断开，才不会影
响到上游熔断器（馈线或者干线），因此，熔断器提供了有选择的协调性。
3. 通过使故障电流保持为较低值，熔断器提供了最佳的元器件保护。它们限制了电流。
额定电压 大多数低压配电网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是 250V 或者 600V（其他的额定电压为
125V 和 300V）。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至少等于电路的电压。它可以更高，但绝不能更低。
额定电压决定了熔断体熔断和电弧产生后熔断器抑制内部电弧的能力。如果熔断器的额定电
压比电路电压低，抑制电弧的能力将被削弱，在一些故障电流下，熔断器可能不能安全地切
断过电流。
额定电流 熔断器有额定电流值。选择熔断器的载流量时，必须考虑负载类型和规程规
定。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不应超过该电路的载流量。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允许电流额定值
大于熔断器的载流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动机电路。双熔体熔断器的电流额定值可以高达
电动机满载电流的 175%，无时间延迟熔断器可以到满载电流的 300%（如图 2-3 所示）。通
常，熔断器和开关组合的额定电流应为负载电流的 125%（这通常与电路容量相对应，它也
为负载电流的 125%）。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当熔断器开关组合用于连续运行时，允许工作
电流为其额定值的 100%。

图 2-3

双元件熔断器的操作（Bussmann Division, Cooper Industries 产品）

1ft＝0.3048m。—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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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续）

2.4

电气规程

爱迪生的第一个电站只有 5000ft 的传输距离。现代联合电力系统使客户可以使用相隔
几个州的电厂发的电。早期的发电机只有 100kW 的发电能力，但现在能发出数百万千瓦电
能的发电机都在运行。自 1900 年以来，输电电压从 30 000V 增加至 500 000V，如今高达
765 000V 的输电线已投入运行。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纽约火灾保险委员担心爱迪生提出的电气照明新方法。虽然爱
迪生并没有意识到电的危险，但是纽约委员会认为，除非必要的预防措施能跟得上，否则
照明的新方法可能和被它替代的明火一样危险。在 1881 年，在接通电源之前会指派一个
人检查每个电气装置，这就是纽约火灾保险委员会电气部门的起源。检查员不仅要检查建
筑物内部的装置，还应调查当时只有一两个街区远的发电厂。当时委员会研究了整个电力系
统的安全性并要求电力公司每周进行一次接地和开路测试并向委员会报告测试结果。1882
年，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套电弧和白炽灯照明的保障措施，这就是现在美国国家电气规程的
前身。

2.4.1

美国国家电气规程

美国国家电气规程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规程。它每三年发布一次，每次发布的手册总
销售量都超过了 100 万份。美国国家电气规程是全美国公认的安全安装导体和设备的指南，
事实上，它也是美国使用的所有电气规程的基础。它也广泛用于美国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
安装有美国制造的设备的地方。每个电工的工具箱里面都应该有一本相关的手册。
美国国家电气规程手册由美国国家消防协会公布，以帮助电气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理
解新版本规程的意图。手册包括逐字翻印的新美国国家电气规程，并在必要的地方附上了注
解、图表和插图，以进一步阐明一些规程的复杂要求。
就美国国家消防协会（NFPA）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而言，该规程纯粹是建议
性的，但可供法律使用，还有出于保护生命和财产进行监管的目的。要求任何发现错误的人
都要通知美国国家消防协会行政办公室、董事长和委员会秘书。

2.4.2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UL）成立于 1894 年。威廉·亨利·美林来到芝加哥的哥伦比亚
博览会来测试爱迪生的新型白炽灯装置。后来他创立了 UL 公司，一个作为保险公司可以测
试产品电气和火灾隐患的实验室。直到 1917 年，它一直是一个保险承销商的测试实验室。
随后，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营的安全测试实验室。美国火灾保险国家委员会（现在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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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协会）作为 UL 的赞助商，一直持续到 1968 年。当时，除了安全和标准化专家，赞助
商和会员扩大到了包括消费者权益代表、政府机关或机构、教育、公共安全机构、公用事业
和保险行业。UL 将它的检测服务扩展到全世界超过 13 000 个制造商。在美国安全检测实验
室列出的产品上，每年超过 10 亿的 UL 标签被使用。
根据特拉华州的法律，UL 是一个没有股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用于建立、维护
和运营实验室，进行各种设备、系统和材料的检验与测试。其既定目标是“通过科学调查、
研究、实验和测试，以确定各种材料、装置、产品、设备、结构、方法及系统和其相关的危
害或因使用它们而产生的影响生命财产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定义、发布影响到这些危害的
材料、装置、设备、建筑、方法和系统的标准、分类、规格以及其他信息，以减少和防止因
这些危害导致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该公司的总部连同一个测试实验室，位于：伊利诺斯的诺斯布鲁克西大街，纽约的梅尔
维尔，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拉，佛罗里达的和坦帕。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拥有超过 2000 名员工。700 多人从事工程工作，而其中约有 425 人
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除工程技术人员外，还有 500 多名工厂监察员。有 6 个部门涉及工
程职能：
● 防盗和信号
● 意外事故和化学危害
● 电气
● 消防
● 供暖、空调和制冷
● 船舶装备
电气部门是 6 个工程部门中最大的。它负责对住宅、商务楼、学校和工厂使用的数百种
不同类型的设备进行安全性评估。这个部门工作的范围包括测试建筑内将电能从入户仪表位
置传输到电气负载过程中所有的电气施工材料。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每年都会发布产品符合其安全要求的生产厂商的名单。这些名单
每季度都会补充以保持最新，每年会发布 11 个名单。UL 目前出版了 300 多个关于材料、
设备、结构和方法的安全标准。感兴趣的人可以获得这些副本，还有一个免费的目录。
出于安全，用于房屋和建筑接线中的产品或任何一种装置
都应该有“ UL ”标志（如图 2-4 所示）。

2.4.3

加拿大标准协会

在加拿大与 UL 相似的组织是加拿大标准协会（CSA）。
然 而，CSA 拥 有 更 多 的 权 力， 它 能 把 市 场 上 那 些 不 符 合 标
准的产品剔除掉，而 UL 的项目则是完全自愿的。在加拿大
使用的电气产品（或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类型的产品）如果
以 任 何 方 式 使 用 了 由 各 省 拥 有 的 电 源 发 出 的 电 能， 那 么 这
个产品必须经过 CSA 认证。这是一项出于公众安全考虑的
措施。
经 CSA 认证的产品才有资格贴上 CSA 认证标志。非法使
用该商标可能导致暂停或取消相关产品的认证。当其注册商标
被滥用时，CSA 可以诉诸法律以寻求保护。图 2-5 所示为 CSA
标志。此外，还有 CSA 信息标签和其他标志供认证产品及其包

图 2-4

UL 贴纸和标签

图 2-5

CSA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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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来使用，作为 CSA 标志的补充。

2.4.4

其他国家的标准

其他国家也有标准和测试实验室。图 2-6 所示为一些其他国家使用的标志。

图 2-6

认可标志与其来源国家

①通过组件认可程序认可的产品都有认可标志“

”。被认可的组件可用于工厂其他设备的安装，它们

的用途和使用限制由 UL 来决定

2.5

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1970 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SHA）设定了任何工作场所都统一遵循的生产安全国
家要求。当初，OSHA 采用了 1971 年的 NEC 作为电气安全规程。修改像 OSHA 这样的联邦
法律所涉及的流程非常复杂，使得它不可能使用每一版新修订的 NEC，因为该规程（NEC）每
三年修订一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OSHA 机构于 1981 年通过了自己的规程— NEC 的精
简版，只包含那些与职业安全相关的规定。基于 NFPA 70E 标准第 1 部分，OSHA 进行了修
改，并采用了这一规程，现在它是联邦法律。

2.5.1

设备标准

设备标准是由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建立的。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则
是另一个标准的来源。在 UL 列出或标记它之前，设备必须符合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UL）
的标准。大多数行政辖区和 OSHA 要求，只有被实验室列为安全的设备才可以使用，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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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设备不能使用。虽然 Factory Mutual Insurance 公司列出了一些设备，一些其他的检测试
验室已获得认可并被接纳，但是到目前为止 UL 是最广泛接受的国家实验室。电气和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出版了一些关于工业建筑、商业建筑、应急电力系统和接地设计等方面建
议方案的书籍（即“彩书”系列）。有些 IEEE 标准已经作为 ANSI 的标准被采纳了。尽管在
任何方面它们都不具有强制性，但它们都是极好的指南。

2.5.2

OSHA 色码

为了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OSHA 已经为特定的情形标准化了一些颜色。选择红、黄、
橙、紫和绿来指示不同的地点、机器和设备。
红色
● 防火设备及器材
● 易燃液体的便携式容器
● 紧急停止按钮和开关
黄色
● 用于警示和标记物质的危害
● 易爆或易燃材料的废物容器
● 警告不要起动、使用或移动正在修理的设备
● 标识机器电源的起始点
橙色
● 危险的机器部件
● 安全起动按钮
● 滑轮、齿轮、滚筒、切割设备及电爪裸露的部分（边缘）
紫色
● 辐射危害
绿色
● 安全
● 急救设备（消防设备除外）的位置

2.6

灭火器

灭火器的应用范围有限。它们用来控制小火，选择灭火器的人要正确识别小火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有不同的用途。更不用说，水类型的灭火器不能用于电气火灾。电气火灾
被定为 C 类。C 类火灾指的是与带电的电气设备相关的火灾，这里，灭火剂的非导电性是很
重要的。发生电气火灾时我们需要二氧化碳、干粉、多用途干粉和哈龙 1211 类型的灭火器
（如图 2-7 所示）。

2.7

安全操作规程

电工或操作电动机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安全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业或工业场所
的工作人员需要使用钢趾鞋、安全帽、护目镜和面罩。熔丝拔钳是绝缘的，可以保护使用
者，但必须正确拿持。如果不遵守某些常识性的规则，使用钳子和切割设备可能是有危
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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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 lb

4～30 lb

10～15ft

10～20ft

（25～60s）

8～25s

（15～45ft）

灭火效果很好，尤其在精密

（25～60s）

8～25s

（15～45ft）

避免高浓

10～16ft

1～5 lb

5～30 lb

筒身操作
5.5～22 lb

储存压力

1211 / 1301

1211

卤化型

10～20ft

（25～60s）

8～25s

（15～45ft）

灭火效果很好。会损坏电子

（20～60s）

8～25s

（15～45ft）

10～15ft

避免高浓

（30～45s）

10～18s

（20～35ft）

9～16ft

（50～350 lb） （125～350 lb） （50-150 lb）

2.5～20 lb

储存压力

多用途干粉

ABC

体）火灾无效

(

)

重下降

加压的（液体 / 气 0 ℉以下效果严

明。水成膜泡沫对 效 果 有 限。 在

铭牌上进行了说 在多风环境中

无效，除非另外在 触排气扬声器。

燃 液 体（如 酒 精） 窒 息。 避 免 接 造成可视性下降

注意：温度低于 40 ℉ ②或高于 120 ℉时需要保护

会造成火势蔓延

的使用

灾，不可使用多功能 ABC 型干粉灭火器

体与可燃液体才有效；对于油炸锅造成的火

注意：只有干粉型灭火器对加压的可燃气

中，渗透能力有限

视性下降。在较大的 A 级火灾 的使用

液）。在可燃液体与油剂上使用 伤。对水溶性的可 氧 化 碳 可 导 致 电子设备上。在狭小空间中会 度 与 不 必 要 设备。在狭小空间中会造成可 度 与 不 必 要

① 1lb＝0.453 592 37kg。
t
θ
5
-32 ，式中，t 表示摄氏温度，θ 表示华氏温度。
② ＝
℃ 9

不成比例

物的尺寸并

些图片与实

注 意： 这

与药剂限制

（1min）
高浓度的二

（10～30s）

50～65s

导 体。 避 免 冻

8～15s

（30ft）

3～8ft
（3～10ft）

10～25ft

1～3min

1211/1301

碳酸氢钾、尿基
储存压力

1301

超级生物钾
筒身操作

1211

碳酸氢钾

储存压力

卤化型

BC
干粉型

（50～100lb） （50～350 lb） （125-350 lb）

5～20lb ①

自排

二氧化碳

0 ～30ft

（33gal）

2.5gal

储存压力

膜氟蛋白

水成膜泡沫与成

AB

10～40ft

2.5～5gal

泵槽

导 体。 避 免 冻 伤（除 了 防 冻

1min

排放时间

操作预防

30～40ft

3.785 41×10-3m3）

水平射程

可选尺寸

2.5gal（1US gal＝

储存压力

水型（包括防冻剂）

灭火器药剂

排出方法

A

灭火器分类

未列出

350lb，1.75min）

（150 lb，70s

20s

5ft（15ft）

（150～350 lb）

30 lb

筒身操作

干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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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不同类型的灭火器（美国消防设备分销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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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具安全

使用钳子时必须注意的一些预防措施如下所示。
1. 除非你的眼睛受到保护，否则不要切割任何导线或金属。护目镜或其他防护设备是绝
对必要的，很容易就忘了佩戴它们。只为了“剪一下”而戴上护目镜是非常麻烦的。你也听
说过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但它们都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都是偷懒的方式，而不是专业的
方式，也不是安全的方式。
2. 除非工友的眼睛也受到了保护，否则不要切割任何导线或金属。虽然你可能没有听说
过这个预防措施，但你会发现这是有道理的。导线可能伤不到你，但可能会伤到别人，所以
要像重视个人安全一样重视他人安全。
3. 千万不要依赖塑料手柄防止触电。塑料手柄只是为了舒适和更牢靠地抓力，它们并不
能用于防触电保护。
4. 始终佩戴护目镜。

2.8.1

正确使用锤子

使用锤子作业的时候也有一些预防措施需要注意。锤子可能是所有手工工具中滥用和误
用最多的工具，不正确地使用锤子会导致伤害，使用损坏的锤子也会导致伤害，将锤子用在
不是为它们特别设计的工作上也会导致伤害。
正确使用锤子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具体做法见 1.2.3 节，其中正确佩戴护目镜的方法如
图 2-8 所示。

图 2-8

护目镜

专业人士对待工作和工具都很严肃。工作时使用正确的工具意味着省时、高效。安
全地使用工具也意味着节省时间并妥善完成工作。只有一种正确工作方式，那就是安全
方式。

2.8.2

工作服

工作时穿的衣服应选择在工作时能保护你的衣服。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在同一种环境下
工作，因此，在这里只提及一些一般性的安全建议。其他的建议可能当你在某个特定区域工
作的时候就会自然显现出来了。
1. 根据工作需要佩戴安全帽保护头部。长头发应该隐藏起来，并且它们不能自由移动。
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短头发更安全。
2. 戴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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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打领带。
4. 穿长袖衬衫，袖口紧紧扣在手腕附近。
5. 把裤腿塞进安全鞋里或紧紧固定在脚踝附近。
6. 不要戴戒指、耳环、项链和手镯。
7. 穿安全鞋。它们都应该有足弓垫和钢趾或安全趾。鞋底在油性或潮湿的表面上不应打
滑。在潮湿的场所应穿胶靴。

2.8.3

断电

如果电路没有通电，那么当你在这条线路及连接它的设备上工作时，是可以防止电击
的。所以工作前要切断电源，断开熔丝。如果它有锁定功能，确保使用它—锁上锁，并且
拿着钥匙。
发现任何不安全的情况后要报告给你的上司。一定要注意你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2.8.4

安全使用电动机和发电机

使用电动机和发电机，与使用其他所有动力集中的设备一样都有潜在的危险。危险的程
度可通过合理的设计、选择、安装和使用来大大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危险。降低危险是用
户、从动或驱动设备制造商，以及电动机或发电机制造商的共同责任。 1
大多数制造商都会使其设备满足 NEMA 标准，以保证安全运行。然而，即使是精心制
造的设备也可能以危险的方式进行安装或者操作。遵守安全注意事项是很重要的。用户必须
根据负载和环境正确选择、安装和使用设备。
设备选择 在选择一台设备之前，你应该了解一下设备制造商的介绍，它一般在目录
中。制造商通常设有工程部门来协助你选择合适的工作设备。如果需要的话，当地的销售代
表或工厂代表通常会讲解更详细的信息。
设备安装 设备制造商或安装设备的工作人员在安装时必须注意。安装设备时，应遵循
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EC），当地的电气和安全法规，以及可以使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
（OSHA）以减少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
设备使用 适当选择接地、热和过电流的保护措施、外壳的类型以及良好的维护程序可
以减少电击、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
安全注意事项
1. 所有电动机、齿轮电动机和控制器必须有适当且安全的接地。如果不能正确接地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2. 不要把杂物插进电动机或其他设备的通风口。
3. 交流电动机的起动开关和换向器式电动机的电刷在正常运行时可能会产生火花。另
外，外壳在绝缘或部件损坏的情况下会喷出火焰。因此，在有电动机、齿轮电动机和控制器
的环境中应避免（或防止受其危害）易燃或可燃物的出现。
4. 当用在危险场所（易燃和易爆气体、蒸汽、灰尘）时推荐使用防爆或防尘防粉的产
品。NEC 允许例外的情况，但在实行前要全面研究 NEC 和 NEMA 的安全标准。
5. 通风产品适用于清洁而干燥，以及冷却空气不受限制的地方。封闭产品适用于脏而
潮湿的地方。对于户外、下水道等使用场合时，封闭产品必须有保护盖，同时保证空气

参见美国国家电气制造协会的标准出版物 NO. ANSI C51.1/NEMA MG2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选择，安装及
使用指南及建筑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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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
6. 湿气会降低电气绝缘，增加触电的危险。因此，在有电动机和控制器的地方应考虑避
免（或保护）液体的出现。如果把所有开口密封起来，使用全封闭式电动机 / 齿轮电动机时
将会减少危险。
7. 底盘控制器应适当保护或封闭起来，以防止带电电路与人体的可能接触。
8. 应适当注意旋转部件。起动前，要确保
钥匙、皮带轮等已牢牢固定。应给旋转构件加
上适当的防护罩以防止人身受到危害。
9. 维修或在设备上工作时，切断电源（这尤
其适用于使用自动再起动而非手动再起动装置
的设备）。图 2-9 所示为专门设计的开关和配电
箱，它有回火钢制成的双重连锁搭扣和连锁拉
环以确保更安全。出于安全考虑，每当有人在
该电路或设备上工作时应该锁上箱子。这样其
图 2-9 出于安全目的锁上的箱子（Klein 产品）
他人在另一处工作时无法接通电源。
10. 在选择、安装和使用设备时，除了要考虑电气危害之外，还应该考虑机械故障的危
害。要考虑的机械因素包括正确安装和调试设备，轴系传动装置安全载荷，不要依赖齿轮摩
擦带负载。
11. 设备周围的环境温度应不超过 40℃（104 ℉），除非铭牌明确标明了允许更高的值。
12. 给所有设备供的电必须与铭牌上标示的一致。

2.8.5

接地

在工业生产设备中，因接地故障而停机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加工中断可能会导
致所有相关材料的损失，同时常常会破坏加工设备本身，有时会使操作人员处于非常危险的
境地。
接地涉及配电系统几个不同但相关的设计和施工因素，所有这些对安全且正确地操作该
系统和由它供电的设备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包括设备接地、系统接地、防静电和雷击保护，
以及连接到地作为参考（零）电位。
设备接地 设备接地对人身安全至关重要。它的功能是确保所有处于或靠近配电系统
的结构和设备中其暴露在外面的非载流金属部件有相同的电位，也就是大地的零参考电位。
NEC（第 250 条）和 NESC 都要求设备接地。设备接地还为接地故障电流提供了一条返回的
通路，使得保护装置能够动作。
当系统中导电的导体偶然接触到系统中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如电动机的机座或配电盘外
壳）时，会使不带电的金属物体的电位高于大地电位。这时如果有人在触地的同时碰到这个
物体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另外，系统带电部分偶然接地时的电流能产生足够引
起一场火灾的热量（通常是电弧引起的）。
设备的接地系统必须连接到配电电源或服务点的接地电极上，当然，它也可以在配电系
统的许多其他地点进行接地。这不会给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带来问题。
在安装了计算机、数据处理或基于微处理器的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的地方，设备的接地系
统必须可以减少对它们正常运行的干扰。通常要求有独立的设备接地系统或完全独立的供电
系统，来保护微处理器不受电力系统“噪声”的影响，电力系统的“噪声”并不以任何方式
影响电动机或其他电气设备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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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地 系统接地是指将从供电公司来的电源、变压器的二次绕组或发电机的中性
点连接到地。系统可以直接接地（不经阻抗接地）、经阻抗接地（通过电阻或电抗）或不
接地。
图 2-10 所示为直接接地的三相系统。它们通常是 Y 形联结，中性点接地。较少见的是
△ 联结，由一些供电公司供电的 240V 系统通过一个绕组的中心抽头降到 120V 后可用于
照明。这种 240V 的三相四线制系统用在既有三相负载又有单相负载的地方，并且相比于
240V 的负载，120V 的照明负载较小。这种接线方式对供电公司来说成本较低。

图 2-10

直接接地的三相系统（Westinghouse 产品）

B 相接地的三角形联结有时会用（注：现在已很少使用），一相接地以稳定全系统对地的
电压。新建系统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接地系统（如图 2-11 所示）可以是 Y 联结也可是△联
结，尽管不接地的三角形系统更为常见。
经电阻接地系统的星形联结（如图 2-12 所示）是最简单的，它的中性点直接通过电阻
接地。三角形联结的系统可以通过 Z 形或其他类型的接地变压器接地。这种接法引出中性
点，直接或者通过阻抗接地。如果接地变压器具有足够大的容量，引出的中性点可直接接
地并作为三相四线制系统的一部分。大多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都是直接接地或经电阻接地
的。发电机的中性点往往通过电抗器接地，以将接地故障（零序）电流限制在发电机可以
承受的范围内。中压经电阻接地的中性点往往通过一个接地变压器接地，虽然很多 2400V
和部分 4160V 系统与低压系统一样也是直接接地的。

图 2-11

不接地的系统（Westinghouse 产品）

图 2-12

经电阻接地的系统（Westinghouse 产品）

哪种系统是最好的？没有适用所有情况的最好的配电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任何一
个发电厂都能发现这些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在选择直接接地、经电阻接地或不接地的配电系
统时，必须根据动力负载、照明负载、供电连续性、安全性以及成本等方面的要求来衡量该

55

56 工业电器与电动机控制

系统的特性。

2.9

思考题

1. 如果致命的不是电压，那是什么？
2. 多大的电流能使人致命？
3. 什么是心室纤维性颤动？
4. GFCI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NEC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6. 列举两个过电流装置。
7. 如何描述过载？
8. 什么是熔断体？
9. 如何规定双元件熔断器的外形大小？
10. 现在使用的最高输电电压是多少？

2.10

11. 什么是美国国家电气规程？
12.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的作用是什么？
13. 加拿大标准协会的作用是什么？
14. OSHA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15. IEEE 和 ANSI 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16. OSHA 色码中的橙色表示什么含义？
17. 为什么不能在电气火灾中使用水型灭火器？
18. 如何减少触电的风险？
19. 什么是接地？什么是系统接地？
20. 你在哪里能见到经阻抗接地的系统？

练习题

电能可通过电阻转化为热能。在电气领域，
热和电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电阻比较大时。为
了帮助你安全处理和放置这些产生热量的设备，
回顾一下功率的计算公式，它可能会派上用场。
P＝E×I
P＝E2/R
P＝I 2×R
1. 流过螺线管的电流为 4.5A，当连接到 12V 电源
上时，操作它需要多大功率？
2. 电压为 120V 时流过一个聚光灯的电流为 2.5A，
它会产生多大功率？
3. 120V/ 150W 的 电 灯 接 到 电 源 上 时 会 产 生 多 大
电流？

4. 一 个 24V 变 压 器 传 输 1500W 的 功 率 时， 电 流
多大？
5. 一 个 500Ω 的 电 阻 连 接 到 277V 的 电 源 上 时，
消耗多少功率？
6. 一 台 电 压 为 2 4 0 V ， 功 率 为 0 . 5 h p （ 1 h p ＝
746W）马力的电动机会产生多大的电流？
7. 如果一台 5hp 的电动机连接到 240V 的电源线
上，则会产生多大电流？
8. 一 台 线 电 压 为 120V 的 2hp 电 动 机 需 要 多 大
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