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 order to promote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 safety, equal justice for 
all, a better informed citizenry, the rule of law, world trade and world 
peace, this legal document is hereby made available on a noncommercial 
basis, as it is the right of all humans to know and speak the laws that 
govern the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EDICT OF GOVERNMENT ±

GB 10235 (2012) (Chinese): Hazard reducing
device for arc welding power source





 

 

ICS 25.160.30 
J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0235—XXXX 
代替 GB 10235-2000

弧焊电源  防触电装置 

 

Hazard reducing device for arc welding power source 

 

（报批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I 

目  次 

前言 ................................................................................ Ⅲ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产品型式和基本参数 ................................................................ 2 

4.1 产品型式 ...................................................................... 2 
4.2 基本参数 ...................................................................... 2 

5 使用条件 .......................................................................... 2 

5.1 环境条件 ...................................................................... 2 
5.2 特殊环境条件 .................................................................. 3 

6 安装条件 .......................................................................... 3 

7 结构及安全要求 .................................................................... 3 

7.1 动作能力 ...................................................................... 3 
7.2 起动时间 ...................................................................... 3 
7.3 延时时间 ...................................................................... 3 
7.4 动作电阻 ...................................................................... 3 
7.5 低空载电压 .................................................................... 4 
7.6 接线端子 ...................................................................... 4 
7.7 结构要求 ...................................................................... 4 
7.8 保护性导体的接线端子 .......................................................... 4 
7.9 故障保护 ...................................................................... 4 
7.10 正常工作的位置 ............................................................... 5 
7.11 耐燃性能 ..................................................................... 5 
7.12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5 
7.13 绝缘电阻 ..................................................................... 5 
7.14 介电强度 ..................................................................... 5 
7.15 外壳防护等级 ................................................................. 5 
7.16 温升限值 ..................................................................... 5 
7.17 跌落性能 ..................................................................... 6 
7.18 耐湿热 ....................................................................... 6 
7.19 可靠性要求 ................................................................... 6 

8 检验方法 .......................................................................... 6 

8.1 总则 .......................................................................... 6 



  

 
II 

8.2 外观检验 ....................................................................... 6 
8.3 正常工作位置检查 ............................................................... 6 
8.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测量 ......................................................... 6 
8.5 外壳防护等级检验 ............................................................... 6 
8.6 绝缘电阻检查测量 ............................................................... 7 
8.7 介电强度试验 ................................................................... 7 
8.8 着火危险性试验 ................................................................. 7 
8.9 动作电阻测量 ................................................................... 7 
8.10 起动时间测量 .................................................................. 8 
8.11 延时时间测量 .................................................................. 8 
8.12 低空载电压测量 ................................................................ 8 
8.13 故障保护试验 .................................................................. 8 
8.14 温升试验 ...................................................................... 8 
8.15 跌落试验 ...................................................................... 8 
8.16 湿热试验 ...................................................................... 9 
8.17 可靠性检查 .................................................................... 9 

9 检验规则 ........................................................................... 9 

9.1 总则 ........................................................................... 9 
9.2 检验分类 ....................................................................... 9 
9.3 例行检验项目 ................................................................... 9 
9.4 型式检验项目 .................................................................. 10 

10 铭牌 ............................................................................. 10 

 

表 1 延时时间 ........................................................................ 3 
表 2 接线端子能连接导线的标称截面积 .................................................. 4 
表 3 温升限值 ........................................................................ 5 
表 4 灼热丝顶端的温度及试验时间 ...................................................... 7 
表 5 例行检验项目 .................................................................... 9 

 



  

 

 

III 

前  言 

本部分的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 10235-2000。 

本标准与 GB 10235-2000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中的弧焊变压器更改为弧焊电源。 

——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原标准仅适用于单相电源。 

——对引用标准进行了更新。 

——对定义做了部分删除或修改。 

——增加了额定负载持续率的等级、接线端子能连接导线的标称截面积范围以及接线端子的防护

要求、增加了功率器件的温升限值。 

——对使用条件、延时时间、起动电阻值和试验方法、介电强度试验电压值、外壳防护等级、正

对常工作指示的要求、故障保护的要求、跌落试验方法、例行检验项目做了修改。 

——取消了产品型号的编制规定和控制形式的规定。 

——取消了焊条触及工件的时间规定、电磁接触器的触点、抗干扰性能、连续动作能力和成套性

要求。 

——取消了包装、运输及贮存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通三九焊接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北京达三江电器设备厂、浙江肯得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汉神电气有限公司、成都三方电气有限公司、佛山市

格兰电气有限公司、成都电气检验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小建、孟祥义、朱宣辉、邱光、何晓阳、杨庆轩、戎喜、邢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2350-1988； 

—— GB 123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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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焊电源  防触电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弧焊电源防触电装置的产品型式、基本参数、结构及安全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铭牌信息等。 

本标准适用于GB 15579.1所规定的各种类型的弧焊电源用的防触电装置 (以下简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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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900.22-2005  电工名词术语  电焊机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169.10-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0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

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 

GB/T 5169.11-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

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GB 15579.1  弧焊设备 第1部分：焊接电源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22、GB 1557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作电阻  acting resistance   

使装置动作的弧焊电源输出回路的 大电阻值。 

3.2  

起动时间 operating time   

从焊条接触到工件至弧焊电源达到额定空载电压的时间。 

3.3  

延时时间 delay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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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弧焊电源产生额定空载电压到降至低空载电压的时间。 

3.4  

内装式装置  inner device 

安装于弧焊电源壳体内,并可单独销售的装置。此装置可以有独立的外壳,也可以以弧焊电源的外

壳兼做装置的外壳。 

3.5  

外装式装置 outer device 

安装于弧焊电源外部的装置。 

3.6  

柜装式装置 device inside switch cabinet  

安装于对弧焊电源供电的低压配电屏内的装置。 

4 产品型式和基本参数 

4.1 产品型式 

按装置的安装方式分为内装式、外装式和柜装式。 

4.2 基本参数 

4.2.1 额定输入条件 

    装置的额定输入采用电网供电或以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输出作为装置的能量输入。 

4.2.2 额定电流等级 

装置的额定电流等级与弧焊电源的额定输入电流相对应，100A以下推荐按R5优先数系分档；100A

以上推荐按R10优先数系分档。常用的额定电流（A）等级： 

25  40  63  100  125  160。 

4.2.3 额定负载持续率（%） 

20，35，60，80，100。  

4.2.4 工作周期 

10min或连续。  

5 使用条件 

5.1 环境条件 

应符合 GB 15579.1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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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殊环境条件 

当使用的环境条件不符合5.1时，用户应在订货时提出，与制造商协商解决。 

6 安装条件 

装置应按产品制造商规定的要求进行安装。 

7 结构及安全要求 

7.1 动作能力 

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应在额定输入电压的 85％～110％范围内正常工作；由弧焊电源的次级

回路输出作为能量输入的装置应在弧焊电源规定的空载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 

7.2 起动时间 

装置的起动时间应不大于 0.06s。 

7.3 延时时间 

在额定输入条件下测量装置的延时时间，测量 10 次。在 10 次测量中延时时间的 大值与 小值

之差不应超过表 1 的规定值，同时，延时时间的 大值也不应超过表 1 第 2 栏规定的限值。 

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在输入电压为额定值的 110％和 85％时，分别对装置进行 10 次试验，求

出每种情况下延时时间的平均值，它们与额定条件下测量的延时时间的平均值之差不应超过表 1 的规

定值。 

表1 延时时间 

空载电压 
延时时间

s 

大值与 小值之差 

s 

电网波动时延时时间的平均值

与额定条件下的平均值之差 

s 

超过GB 15579.1-2004中 

11.1.2的规定值时 
0.3 0.1 0.05 

GB 15579.1-2004的11.1.2 

和11.1.1的规定值之间 
2 0.5 0.3 

 

7.4 动作电阻 

7.4.1 装置的动作电阻不应大于 200Ω。  

7.4.2 将装置与对应的弧焊电源配套，进行动作电阻的安全性试验。 



  

 
4 

a) 将装置和弧焊电源均设置在额定输入条件下，在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串接可调节的动作电阻，

连续进行 10 次试验，每次试验在弧焊电源的输出端均能产生低空载电压； 

b) 对于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将输入电压调节至额定值的 110％和 85％时，分别重复 a）

项试验，其装置的动作电阻的安全性同样应达到要求。 

7.5 低空载电压 

装置和弧焊电源均为额定输入条件下，降低的空载电压应不大于铭牌标称值和 GB 15579.1-2004
中 11.1.1 的规定值。  

注：建议降低的空载电压尽可能低。 

7.6 接线端子 

表2 接线端子能连接导线的标称截面积 

额定 大（连续）电流 

A 

导线截面积范围 

mm2 

25 2.5~6 

35 4~10 

50 6~16 

63 10~25 

80 16~35 

100 25~50 

160 50~95 

         
a) 装置的输入和输出接线端子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具有固定表 2 规定的标称截面积导线

的能力。 

b) 装置的接线端子和带电部分必须加以保护。未与电网隔离的接线端子应达到 IP2XC 的要求。

与弧焊电源次级回路相连的接线端子应防止人体的意外触及。 

7.7 结构要求 

a) 装置应设计成专业人员只有使用工具才能改变其技术参数的结构型式。 

b) 为确认装置的动作是否正常，应设置检验用的开关或按钮或自检装置。 

c) 应提供一可靠的装置(如信号灯)指示防触电装置正常工作。                                           

7.8 保护性导体的接线端子 

有金属外壳的装置应设有保护性导线接线端子，其固定导线的能力应与相线接线端子相同。这个

接线端子在内部不能与中性线端子有电的接触，也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外装式和柜装式装置的保护性

导线接线端子旁应标注图示符号“     ”或 PE 字样。 

7.9 故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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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防触电装置不能按 7.3 的要求动作，输出端的电压应按表 1 规定的时间要求降低到低空载电

压值，并且不能自动复位。 

7.10 正常工作的位置 

将正常安装位置上的装置朝任何方向倾斜 30°，仍能正常工作。 

7.11 耐燃性能 

装置使用的绝缘材料应能承受本标准 8.8 规定的着火危险试验。 

7.12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按 GB l5579.1 规定，装置属于Ⅲ类过电压类别，用于 3 级或 4 级污染环境，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

离应符合 GB 15579.1 的规定。 

7.13 绝缘电阻 

与输入（出）电压相连的带电部件各极之间、各极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2.5M
Ω。 

7.14 介电强度 

与输入电压相连的带电部件各极之间、各极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应能经受下述试验电压而无闪

络或击穿现象发生。 
a) 当装置由电源电网供电时，试验电压为交流 1875V； 

b) 当装置由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供电时，试验电压为交流 1000V。 

c) 装置的电网连接端和与焊接电源次级有联系的端口之间的试验电压为 3750V。 

7.15 外壳防护等级 

外装式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1S；对于户外使用的外装式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

于 IP23S；柜装式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20。 

7.16 温升限值 

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装置在额定电流及额定负载持续率下运行，其各部分的温升值应不大于表 3
的规定值。 

对于用其他器件控制的装置，其温升限值应符合相关控制器件标准的规定。    

表3 温升限值 

测定位置 
温升限值 

K 

部件名称 材料及绝缘等级 温度计法 电  阻  法 

电磁接触器触点 银及银合金 75 / 

电磁接触器及 

辅助变压器的线圈 

A 

E 

55 

70 

6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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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 

H 

75 

95 

115 

80 

105 

125 

功率器件  60 / 

7.17 跌落性能 

外装式和柜装式装置应有坚固的机械结构。按 8.15 进行跌落试验后，不应产生引起功能故障的变

形或损坏。 

7.18 耐湿热 

装置应有耐湿热环境的能力。装置经恒定湿热试验后，承受 70％介电强度试验电压的考核，应无

闪络或击穿现象发生。 

7.19 可靠性要求 

装置在承受 8.17 所规定的可靠性试验后，其低空载电压、起动时间、延时时间和动作电阻应符合

本标准的规定。 

8 检验方法 

8.1 总则 

型式检验时的环境温度为 10℃～40℃。被检验的装置应该是装配完整的、新的、干燥的。 

检验时，测量仪表的准确度或精度应不低于： 

a) 电气测量仪表   0.5 级 

b) 温度计    ±2K 

8.2 外观检验 

a) 检查随装置出厂的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 

b) 检查装置的结构型式是否达到 7.7 的要求； 

c) 检查装置的保护性导体的接线端子是否符合 7.8 规定； 

8.3 正常工作位置检查 

将装置按产品制造商规定的位置和方向安装，然后朝任何方向倾斜 30°，检查装置是否还能正常

工作，其有关参数有无变化。 

8.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测量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检测方法按 GB 15579.1 的规定进行。 

8.5 外壳防护等级检验 

按 GB 4208 规定对外装式装置进行防异物和防滴试验；对柜装式装置进行防异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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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绝缘电阻检查测量 

使用直流 500V 的兆欧表测量装置的绝缘电阻。测量时待指针稳定后读取数据，对不能经受试验

的电子元器件，在测量前将装置内的这些电子元器件短路或断开。 
测量部位如下： 
a) 装置的输入、输出端各极之间； 

b) 装置的输入、输出端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 

8.7 介电强度试验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为 50Hz 交流电压，波形为近似的正弦波，其峰值不超过有效值的 1.45 倍。试

验的持续时间：型式试验为 60s，出厂试验为 5s。试验时不应出现闪络或击穿现象，其漏电电流不应

超过 10mA。 
对不能经受试验的电子元器件，在试验前将装置内的这些电子元器件短路或断开。试验开始时施

加的试验电压不超过规定值的一半，然后再逐渐增加到规定值，持续 60s（或 5s）后，再逐步降至零。 
介电强度试验，对于同一台装置一般不应重复进行，如有必要，其重复介电强度试验的电压为规

定值的 80％。 
湿热试验后的介电强度试验电压为规定值的 70％。 
试验电压施加部位如下： 
a) 装置的输入、输出端各极之间； 

b) 装置的输入、输出端连接在一起与外壳之间。 

c) 装置的电网连接端和与焊接电源次级有联系的端口之间。 

8.8 着火危险性试验 

装置中以绝缘材料制成的零件或试样（非金属材料）应按 GB/T 5169.10 和 GB/T 5169.11 的规定进

行着火危险试验。灼热丝顶端的温度以及施加在试品上的试验时间按表 4 选取。 

如果几种绝缘零件由同一种材料制成而试验温度又不相同时，则只对其中一个零件按较高温度进

行试验，试验结果按 GB/T 5169.10 和 GB/T 5169.11 进行评定。 

表4 灼热丝顶端的温度及试验时间 

零  件 灼热丝顶端的温度，℃ 试验时间，s 

支承载流件的绝缘零件 960±15 30±1 

不支承载流件的绝缘零件 650±15 30±1 

 

8.9 动作电阻测量 

按制造商规定，将装置装于对应的弧焊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调节串在次级回路里的负载

电阻，测出使装置稳定动作的 大电阻值。试验应进行 10 次，求出平均值，即为该装置的动作电阻。 
将测出的动作电阻用开关接于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并用电压测量装置监测次级回路电压。当开

关断开后，观察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是否处于低空载电压状态。试验应进行 10 次，弧焊电源的次级回

路每次都应处于低空载电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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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将输入电压调节至额定值的 110％和 85％时，分别重复上述试验

10 次。 

8.10 起动时间测量 

按制造商规定，将装置装于对应的弧焊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调节负载电阻，使之达到额

定电流。用开关将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接通，测量从次级回路接通到弧焊电源正常工作时为止的转换

时间。试验应重复进行 5 次，其平均值不应大于 0.06s。 

8.11 延时时间测量 

a) 按制造商规定，将装置装于对应的弧焊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调节负载电阻，使之达

到额定电流。断开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测量从焊接电流中断到空载电压降至低空载电压时

为止的转换时间。试验重复进行 10 次。10 次测量的平均值即该装置的延时时间。 

b) 对于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将输入电压调节至额定值的 110％和 85％时，分别重复上述

试验，每种情况各做 10 次试验，分别算出 10 次测量的平均值。 

8.12 低空载电压测量 

按制造商规定，将装置装于空载电压超过 GB 15579.1-2004 中 11.1.1 规定的 大空载电压的弧焊

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调节负载电阻，使之达到额定电流。断开弧焊电源的次级回路，测量空

载电压的数值。 
试验应进行 5 次，取 5 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该装置的低空载电压值。 
对于采用电源电网供电的装置，将输入电压调节至额定值的 110％时，重复上述试验。 

8.13 故障保护试验 

将装置装于弧焊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用外接开关将控制器件主接点跨接短路以模拟故障。

装置内的保护电路应将弧焊电源的供电回路完全切断，或者将次级回路的空载电压降至低空载电压。

测量从外接开关闭合到装置出现安全状态的反应时间，试验应重复 5 次，求出平均值。   

8.14 温升试验 

按制造商规定，将装置装于对应的弧焊电源上。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调节弧焊电源的输出电流，

使输入电流与装置的额定电流相同。在装置的额定负载持续率下进行温升试验。温升试验进行到装置

的任何部件的温升速率不超过 2K／h 时为止。测量温度的时间应在 后周期中加热期间的一半时刻进

行。 

8.15 跌落试验 

跌落试验是在装置无外接线的情况下进行，将外装式和柜装式装置从 

a) 质量低于或等于 25kg 的装置从 250 10
0
+ mm 高处,  

b) 质量超过 25kg 的装置从 100 10
0
+ mm 的高处; 

自由跌落到厚度不小于 10mm 的钢板上。试验应进行三次，每次应使装置的不同棱边着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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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把易损的显示装置拆除。 

8.16 湿热试验 

试验按 GB/T 2423.3 的规定进行，并作下述细则规定； 

a) 装置试验前应经过本标准要求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检测； 

b) 装置不包装、不通电，按正常使用状况放置； 

c) 湿热室的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试验周期 48h； 

d) 试验时，不进行电性能检测； 

e) 试验结束时，装置应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 lh～2h； 

注：正常大气条件为：温    度  15℃～35℃ 

相对湿度  45%～75％ 

气    压      86kPa～106kPa 

f) 试验后用清洁布揩去表面潮气； 

g) 装置经恢复处理后，再进行绝缘电阻测量和介电强度试验。 

8.17 可靠性检查 

a) 试验条件：装置安装在一块涂黑漆的厚 20mm 的层压板上，按温升试验的要求接线，周围环境

温度为（40±2）℃。 

b) 试验过程：将装置安装在弧焊电源上，施加额定电源电压，在额定负载持续率下工作，工作

周期为 10min，连续试验 6h。试验后测量低空载电压、起动时间、延时时间和起动灵敏度，

均应符合本标准 7.2～7.5 的规定。 

9 检验规则 

9.1 总则 

装置需经制造商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证明装置质量合格的文件。 

9.2 检验分类 

装置的检验分为： 

a) 例行检验； 

b) 型式检验。 

9.3 例行检验项目 

每台装置在出厂前均应进行例行检验，其检验项目见表 5。 

表5 例行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条款 技术要求条款 

1 外观检验 8.2 7.6、7.7、7.8 

2 绝缘电阻 8.6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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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电强度 8.7 7.14 

4 动作电阻 8.9 7.4 

5 起动时间 8.10 7.2 

6 延时时间 8.11 7.3 

7 低空载电压 8.12 7.5 
 

9.4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本标准的所有检验项目。 

10 铭牌                 

每台装置上都应安装或印刷一块标记清晰且不易擦掉的铭牌。 

铭牌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a) 制造商名称及商标； 

b) 装置名称及型号； 

c) 装置编号及制造日期； 

d) 额定输入条件； 

e) 额定负载持续率； 

f) 额定电流； 

g) 动作电阻； 

h) 低空载电压； 

i) 外壳防护等级（适用于外装式和柜装式）； 

j) 执行标准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