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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GB 8877-1988。 

本标准与 GB 8877-1988 的主要差异： 

——第 1 章 范围。按照 GB/T 1.1-2002 的书写规范书写；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与家用电器安装、使用、维修相关的若干标准； 

——第 3 章 术语与定义。删除与引用文件中相同的术语，增加“安装”“维修”两个术语； 

——第 5 章 由于本部分不属于本标准范围，将该章删除； 

——第 6 章 由于本部分不属于本标准范围，将该章删除； 

——第 8 章 对电源和建筑物中的电气装置的要求。改为“器具的安装、使用条件”，并

放在第 4 章之后； 

——第 7 章、第 9 章、第 10 章的大部分内容根据国家标准及行业内部 新情况进行修

改。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海尔集团顾客服务经营公司、博西华电器

（江苏）有限公司、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

器维修协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消费者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季晓健、高益宏、朱焰、吴蒙、迟九虹、张桃、郭赤兵、

闵静、韩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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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装、使用、维修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安装、使用、维修时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对特殊环境中使用的器具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 20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T 3187  可靠性、维修性术语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安装 installation 
结合用户的具体环境情况，将器具固定到位并进行正确的组合、连接、调试，以实现其

预定使用功能的完整活动。 
3.2  

维修 maintenance 
为保持或恢复产品处于能执行规定功能的状态所进行的所有技术和管理，包括监督的活

动。 
3.3  

带电部分 live part 
正常使用时被通电的导体或导电部分，它包括中性导体，但按惯例，不包括保护中性导

体（PEN导体）。 

注 ：此术语不一定意味着触电危险。 

3.4  
外露导电部分 exposed live part 
器具能被触及的导电部分。它在正常时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 

注 ：在故障情况下，通过外露导电部分才能带电的器具的导电部分不被认为是外露导电部分。 

3.5  
外部导电部分 external live part 
易引入电位（通常是地电位）的导电部分。 

3.6  
中性导体 neutral conductor 
与系统中性点连接用来传输电能的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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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某些场合，中性导体和保护接地的作用在规定条件下可以合并，使用同一导体。 

3.7  
保护接地 protective grounding 
某些防触电保护措施所要求的用来与下列任一部分作电气连接的导线。 

外露导电部分； 

外部导电部分； 

主接线端子； 

接地极； 

电源接地点或人工中性点。 

注 ：保护接地以符号 或PE表示，并用规定的颜色加以区别。 

3.8  
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 place without hazard of indirect electric shock 
在该场所中的人，本身不可能同时触及某一电器的外露导电部分和任一外部导电部分

（包括地面和墙体），也不可能同时触及两个电器的外露导电部分。在该场所中严禁有保护

接地。 

3.9  
专业人员 qualified person 
受过专业规范培训、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识别出其所安装和维修的器具可能出现

危险的人员；或具有职业资质的人员。 

4 器具的分类 

4.1 按防触电的保护方式分类 
0 类器具 
0Ⅰ类器具 
Ⅰ类器具 
Ⅱ类器具 
Ⅲ类器具 

4.2 按外壳防护等级分类 
各等级的具体要求见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对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推荐

采用如下等级： 
IP20-IP24 
IP30-IP34 
IP41-IP44 

5 器具的安装、使用条件 

5.1 额定电压为 220V/50Hz 和 380V/50Hz 的器具的电源电压允许偏移范围为±10％，额定

电压为 42V 及以下的器具的电源电压允许偏移范围为±10％。 
5.2 使用 0I 类、I 类器具场所的电气线路必须设置专用保护接地。且保护接地以及保护装

置（熔断器、低压断路器、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等）必须满足电气工程设计标准中的相应规

定。 
5.3 室内应设置符合配置供电线路负荷容量、满足使用数量要求的电源插座。 

 

6 器具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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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使用说明中要求专业人员安装的器具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安装或拆装。 
6.2 0 类器具只能安装在没有间接触电危险的场所。 
6.3 Ⅰ类器具的接地系统必须可靠连接至建筑物中固定设置的保护接地上。导线连接处如

为不同金属时，应采取防止电化腐蚀的措施。 
6.4 工作时产生高温的器具不得安装在易燃易爆物品附近。 
6.5 高处作业，安装人员必须系牢安全带，并应遵照相应的作业规程进行操作。 
6.6 器具安装前应检查安装部位的强度，确保器具可靠固定。 
6.7 器具安装过程中应确保不会因安装工具和安装部件坠落而发生意外。 
6.8 安装时，首先应对用户的安全用电情况进行检查，检查主要项目有：电源插座火线和

零线正确、可靠连接，接地系统的可靠性，开关、电表容量、供电线路负荷及线路材料规格

选用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等。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用户提出，并建议用户尽快采取

解决措施。如需改装电源，应征得用户同意并由具备电工作业资质的人员实施。 
6.9 器具需要对墙壁进行钻孔的，安装前要充分检查和了解安装墙体的水管、电线走向，

打孔位置避开墙体的水管、电线位置，不破坏房屋承重结构。 
6.10 器具安装过程中，不应在安装现场进行金属焊接与切割作业。 
6.11 器具安装完毕后，应对安装的器具及电源进行电气安装检查。 

7 器具的使用 

7.1 器具的使用者应详细阅读和了解使用说明，并按照使用说明的要求使用器具。 
7.2 器具的电源插头应完全插入固定的电源插座中，且保证电源插头与电源插座接触良好。 
7.3 当需要使用电源插座接线板时，应使用符合 GB 2099.1 要求的电源插座接线板，所接

器具的总额定电流值，不应超过原固定插座或线路的额定电流值。 
7.4 不应从带插座的灯头上引接电源供给器具。 
7.5 对无自动控制的器具，人员离开现场时，应将电源切断。 
7.6 工作时产生高温的器具不应放在易燃易爆物品附近或类似环境中使用。 
7.7 器具出现异常噪声、气味、温度或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关闭开关，切断电源。 
7.8 使用者不应拆卸器具，不应变更内部接线、部件和保护装置。 
7.9 从插座上拔下插头时，应直接用手握持插头，不应对电源线施加拉力。 
7.10 禁止以普通导电体或超出规定电流容量的熔断体替换器具和电源的熔断体。 
7.11 使用者不应自行改变低压断路器或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的整定值。 

8 器具的维修 

8.1 从事器具维修的单位或个人应具有相应的职业资质。 
从事器具维修的单位应具有必要的维修设备，维修用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标准要求。 

8.2 应建立严格的安全作业规程和维修作业规程，维修后的器具，应符合器具安全标准的

要求。 
8.3 应建立规范的维修记录，应保证维修者和用户各存一份。 

维修记录主要内容有： 
a. 维修日期； 
b. 维修器具的型号，生产日期或批号或产品编号； 
c. 维修内容； 
d. 维修者姓名及签字； 
e. 保修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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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制造商应按规定向维修者提供维修所需的合格零部件及维修指南（至少应包括电气线

路图、拆装方法、可替换的零部件规格型号等）。维修者应及时向制造商或销售商反馈产品

质量信息。 
8.5 器具在安全使用年限内进行维修时，维修者未经制造商同意不得改变原设计性能和参

数、结构，也不得采用低于原用材料性能的代用材料和与原规格不符的零部件。超过安全使

用年限的器具维修，应保持原有的防触电保护类型和外壳防护等级。 
8.6 维修者应按安全作业规程和维修作业规程进行操作。维修后要对器具进行相关检查。 
8.7 维修器具时，如发现绝缘损坏，软缆或软线护套破裂，保护线脱落，插头、插座、开

关等部件出现安全隐患时，应告知消费者，在征得消费者同意后修复，以消除不安全隐患。 
8.8 器具在维修后，应进行绝缘电阻的检查。必要时应做电气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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