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抗扰度试验

本标准规定在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工作的电气 电子设备的抗扰度试验项目 等级 规范值

方法和性能判定准则 若上述设备已有产品或产品类抗扰度标准 则应优先采用这些标准

本标准是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系列之一 到目前为止 该系列标准仅有下述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联合工作组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电力工业部武汉高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杨自佑 郎维川 许毅 万保权 陈红洁等

本标准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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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的世界性标准

化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电气和电子技术领域内有关标准化方面所有问题的国际合作 为此 除开展其他

活动外 还出版国际标准 并委托技术委员会制定标准 对制定的项目感兴趣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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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可能地接近国际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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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委员会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把 国际标准转化为其国家标

准或地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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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未制定表明其认可的标记程序 也不对任何宣称符合 某项标准的设备承担责任

应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成分可能是专利保护的对象 但 不承担识别任何或所有这样的专

利权的责任

本标准由 第 技术委员会 电磁兼容 制定

本标准考虑了由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第 技术委员会 电磁兼容 起草的欧洲标

准草案 的内容

本标准的文本是以下列文件为基础制定的

最终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有关表决批准本标准的全部资料可从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中得到



引言

本标准是 系列标准的一部分 该系列标准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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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性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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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与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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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一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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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抗扰度试验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适用于第 章所述的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使用并且还没有专用的产品或产品类抗扰

度标准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本标准的频率范围是直流至

在有相关的专用产品或产品类电磁兼容 抗扰度标准的情况下 产品标准或产品类标准在各

方面将优先于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连到低压公用电网或低压公用电网与设备之间的专用直流电源上的设备 也适

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或非工业用的非公用低压电力配电系统供电的设备 如果该设备将用于如第 章

所述的场所

连接到工业电网和在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应采用工业环境通用抗扰度标准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适用范围内的设备规定其对连续的和瞬变的 传导的和辐射的以及静电放电等

骚扰的抗扰度试验要求 这些试验要求代表了基本的 抗抗度要求

本标准对抗扰度要求作了规定 以保证在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有足够的抗扰度电

平 但这些抗扰度电平不包括一些可能在任何场所发生的概率极低的极端情况 本标准的试验并未包

括所有的骚扰现象 而仅考虑与本标准涉及的设备有关的那些骚扰现象

本标准对所考虑到的每一种端口都规定了试验要求

注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骚扰电平超过本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平的情况 例如 在靠近设备处使用手持发

射机 在这些情况下 可能必须采取专门的减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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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 冲击 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 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对来自数字无线电话机辐射电磁场的抗扰度试验

注 这个暂定文件用于欧洲国家 将用 的修订版来替代它

定义

除采用引用标准中的定义外 本标准还采用下列特殊定义

端口

规定的设备与外界电磁环境的特定界面或端口 见图

图 端口的例子

外壳端口

电磁场可以通过它来辐射或侵入的物理边界

电缆端口

设备与导线或电缆连接的端口 如 信号端口 控制端口和电源端口

公用电网

所有各类用户都接入的用电线路 它们由提供电能的供电或配电部门来运行

功能接地端口

设备上除了为安全用电以外而设的接地端口

场所描述

本标准包括的环境是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场所的室内和室外环境 下面列出的场所 尽管不全面 对

环境作了一些说明 它们包括

居住场所 如 住宅 公寓等

零售网点 如 商店 超市等

商务场所 如 办公楼 银行等

公共娱乐区 如 电影院 酒吧 舞厅等

室外场所 如 加油站 停车场 娱乐和运动中心等

轻工业场所 如 车间 实验室 维修中心等

凡是直接从公用电网以低压供电的场所均认为属于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



性能判据

由于在本标准范围内的设备品种繁多 因此难以规定精确的判据来评价抗扰度试验的结果

如果由于进行本标准规定的试验而使设备变得不安全或有危险 则应认为该设备的试验是失败的

在 抗扰度试验期间 或由于试验结果的需要 制造商应提供设备功能的说明和性能判据的定

义并根据下述判据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性能判据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之后 设备应按预定方式连续工作 当设备按预定方式工作时 性能降低或功能

丧失不允许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性能水平 性能水平可以用允许的性能丧失来替代 如果制造商没有规

定最低性能水平或允许丧失的性能 则二者均可从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文件中得到 或者在设备按预定的

方式使用时 从用户的合理期望中得出

性能判据

在试验之后 设备应按预定方式连续工作 当设备按预定方式使用时 性能降低或功能丧失不允许

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性能水平 性能水平可以用允许的性能丧失来替代 在试验期间 允许性能降低 但

实际工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不允许改变 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最低性能水平或允许丧失的性能 则二者

均可以从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文件中得到 或者在设备按预定的方式使用时 从用户的合理期望中得出

性能判据

允许暂时丧失功能 只要这种功能可自行恢复或者可以通过操作控制器来恢复

试验条件

应在所考察的频段内进行试验 受试设备的运行应符合正常使用情况并处在最敏感的工作状态 应

变化受试设备的布置以便获得最大的敏感度

如果设备是系统的一部分 或者可以连接辅助设备 那么设备在进行试验时应连接数量最少且有代

表性的辅助设备 以便按类似于 的规定来使用端口

如果制造商的技术规范特别要求外部保护装置或措施 并已在用户使用手册中明确作出规定 则在

应用本标准的试验要求时要有适当的外部保护装置或措施

测试期间的试验布置和工况都应准确地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对设备的每一项功能未必都能进行试

验 在这种情况下要选择最关键的工况来试验

如果设备有许多类似的端口或某些端口有类似的连接 那么应选择足够数量的端口来模拟实际工

作状态以保证涉及所有不同类型的终端

应在产品规定的温度 湿度和气压范围内 以额定电源电压进行试验 除非基础标准另有规定

产品文件

在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试验期间或试验之后 如果制造商要使用其自身的技术规范来评定

性能合格水平或性能降低情况 则要在用户文件中说明这种情况 并且在需要时提供这种技术规范

适用性

抗扰度试验的应用取决于具体的设备 设备的配置 设备的端口 设备的技术和工艺 设备的工作状

态

应根据表 表 对设备的有关端口进行试验 并且仅在有关端口存在时进行试验

可以根据具体设备的电气特性和用途来确定哪些试验是不适当和不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要在试

验报告中记录不试验的决定和理由



抗扰度试验要求

本标准涉及的设备抗扰度试验要求是按端口逐一给出的

试验应以完全确定的和可重复的方式进行

试验应以单个的试验依次逐项进行 试验顺序是任意的

在表 表 中所列出的基础标准会提供有关试验 试验发生器 试验方法和试验总体布置的说

明

这些基础标准的内容在此不赘述 但是本标准给出了实际应用试验时需要的修改或补充信息

表 外壳端口抗扰度试验

环境现象 试验规范值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

判据

工频磁场 应在适当的工频上试

验 若设备打算只在具

有一个工频的供电地

区使用 则仅在该工频

上试验

见注 和注

射频电磁场 调幅 规定的试验电平是未

调制载波的有效值

见注

射频电磁场

键控载波

工作周期

重复频率

见注

试验电平在键控前规

定 应在指示的频率范

围内的一个频率上进

行试验

静电放电

接触放电 充电电压

空气放电 充电电压

见基础标准中接触和

或空气放电试验的适

用范围

注

只应用于含有对磁场敏感装置的设备

对于显示器 可接受的图像抖动取决于字符大小并针对 的试验电平来计算 抖动 字符

大小 因为抖动正比于磁场强度 因此可用其他的试验电平进行试验再恰当地外推到最大抖

动电平上

在有些非欧洲国家 传导和辐射射频试验之间的过渡频率是在 的范围内任选的 在这些

国家 试验的起始频率可以低于 但不低于 请参见表 表 分别见表中 和

该试验应用于欧洲国家 但正在考虑应用于非欧洲国家 目前正在研究将来采用 的修订本

来替代该试验



表 信号线和控制线端口抗扰度试验

环境现象 试验规范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

判据

射频共模 见注 注 注

规定的试验电平是未

调制载波的有效值

快速瞬变 充电电压

重复频率

见注

使用容性耦合夹

注

试验电平也可以按流入 负载的等效电流来确定

仅适用于根据制造商的功能技术规范 总长度可能超过 的电缆端口

如果已在低于 的频率进行辐射试验 见表 中的注 则试验范围仅延伸到这个频率

表 直流输入和直流输出电源端口抗扰度试验

环境现象 试验规范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

判据

射频共模 见注 注 注

规定的试验电平是未

调制载波的有效值

浪涌

线对地

线对线

充电电压

充电电压

对于输入端口的应用

见注

快速瞬变 充电电压

重复频率

对于输入端口的应用

见注

注

试验电平也可以按 负载上的等效电流来确定

仅应用于根据制造商的功能技术规范 总长度可能超过 的电缆端口

如果已在低于 的频率进行辐射试验 见表 中的注 则试验范围仅延伸到这个频率

不适用于打算连接电池或可再充电电池的输入线端口 为了再充电 这些电池必须取走或断开 具有一个

预定和交流 直流转换器一起使用的直流电源输入线端口的设备应在制造商规定的交流 直流电源转换器

的交流电源输入端进行试验 或者没有规定时 就使用一个典型的交流 直流电源转换器来进行试验 试验

也适用于永久连接到长于 电缆上的直流电源输入线端口



表 交流电源输入和输出端口抗扰度试验

环境现象 试验规范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

判据

射频共模 规定的试验电平是未调

制载波的有效值

见注 和注

电压暂降 减少

周期

减少

周期

电压在过零处变动

见注

电压中断 减少

周期

电压在过零处变动

见注

浪涌

线对地

线对线

充电电压

充电电压

快速瞬变 充电电压

重复频率

注

试验电平也可以按 负载上的等效电流来确定

仅适用于输入端口

如果已在低于 的频率进行辐射试验 见表 中的注 则试验范围仅延伸到这个频率



表 功能接地端口抗扰度试验

环境现象 试验规范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

判据

射频共模 见注 和注

规定的试验电平是未

调制载波的有效值

快速瞬变 放电电压

重复频率

见注

注

试验电平也可以按流入 负载的等效电流来确定

仅适用于根据制造商的功能技术规范 总长度可能超过 的电缆端口

如果已在低于 的频率进行辐射试验 见表 中的注 则试验范围仅延伸到这个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