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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子围栏及其安装和安全运行

1 范田

本标准规定 了脉 冲电子围栏系统的环境条件 、型式 、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 、安装与验收、标志 、包装 、

运输及贮存 、运行 、使用与维护 。

本标准还规定了脉冲电子围栏系统主机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

本标准适用于脉 冲电子围栏系统。

2 规范佳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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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

GB/T24231— ⒛08 电工 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A:低 温 (IEC6006⒏ 2

l:2007,IDT)

GB/T24232-2008 电工 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B:高 温 (IEC6006⒏ 2-

2:2007,IDT)

GB/T24233—⒛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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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68-2-78:2001,IDT)                                      ·

GB/T2423‘-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变湿热 (12h+

12h循环×IEC6006⒌ 2-30:⒛05,IDT)

GB/T2d2355-2006 电工 电子 产 品环 境 试验  第 2部 分 ;环境 测 试  试 验 Eh:锤 击试 验

(IEC60068-2-75:1997,IDT)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 (IP代码×GB4208-2008,IEC60529:2oo1,DT)

GB43431一 zO09 家用 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 :发射 (IEC/CISPR

14-1:2005,IDT)

GB/T6113101-2008 无线 电骚扰和抗扰庋测￡设备和测Ι方法规范 第 ⒈l部分 :无线 电骚扰

和抗扰度测I设备 测Ⅰ设备

GB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 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IEC/CIsPR22:2o06,IDT)

GB12663-2001 防盗报t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l部 分 :原理 、要求和试验 (IEC6066⒋ 1:

2007,IDT)

GB17625,1-2012 电磁 兼 容  限 值  谐 波 电 流 发 射 限 值 (设 备 每 相 输 人 电 流 ≤ 16A)
(IEC61000-32:2009Ed32,IDT)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且技术 挣电放 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tl⒋ 2:2001,

IDT)

GB/T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I技术 射频 电磁场檑射抗扰度试验 (IEC6100ll厶

3:2002,IDT)

GB/T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I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IEC61000

4-4:2004,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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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Ⅰ技术  浪涌 (冲 击)抗 扰庋试验 (IEC61000⒋ 5:

2005,IDT)

GB/T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I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IEC61000-

4-6:2006,IDT〉

GB/T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Ι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讠芪验(IEC61000-4-11:2004,IDT)

GB50254 电气装二安装I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5031+-⒛06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fence energ1zer

脉冲电子围栏冢统中r±脉冲电的装置。

网络型脉冲龟子围栏主

能提供通信接口的脉冲

33   ∷ f 三二

设定

等系

报 警 接红外对

时

34     ,  =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

由金属导体、绝缘子、三
●

35          △

生的脉冲电的导

36            ˉ

绝缘子 insuh1or   t
安装在支架上 ,用 于持久地

37

安装  bracket

用于安装绝缘材料和架设金属导体的支撑物。

38

高压绝缘线 “gb voltage“ su】ated Ⅱne

用于连接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和脉 冲电子围栏前端 的具有绝缘性能的与金属导体 同为一材质 的连

接线 。

39

合金线 atloy Iine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便用的专用合金导线。

2

智

可对脉

脉冲电子 ,用 于防护区域的周界、传输脉冲电子

子围栏前端专用的合金线、金属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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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垸条件

41 总则

如杲系统的一部分使用 (安装 )地点为户内或有防护条仵的机柜内 ,则本章适用 ,如杲系统的一部分

使用 (安装 )地点为户外 ,则 按制造商与用户的协议供货。

42 环境温度

安装使用地点的圾南环境空气温度不得超过 55℃ ,环境空气温度下限为-25℃ 。

43 环境相对湿度

安装使用地点的圾湿月月平均最南相对湿度为 90%,同时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超过 25℃ 。

44 海拔

安装场地的海拔不超过 1∞0m。

45 特殊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超出 41~43规定时 ,应 由制造商与用户协议。

5 系统的型式 、垂本参致和技术要求

51 型式

分为普通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和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两种。

511 扌通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

由脉冲电子围栏主机、脉冲电子围栏前端等部分组成。

512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

由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脉冲电子围栏前端、智能控制终端、管理软件等部分组成。

5.2 基本参数

521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垂本参敛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基本参数为 :

a) 脉冲电压蜂值 :商压模式 45kV~lO kV;
b) 脉冲电流烽值 :(10A;
c) 脉冲宽度 (脉 冲持续时闾):≤01s,且超过 300mA的 持续时间应不大于 15ms;
d) 脉冲间陌时间 :1s~3s;

e) 脉冲辖出电Ⅰ :≤25mC,
f) 脉冲犄出能Ι :≤ 50J。

522 脉冲电子田栏主机适用的电源顸定值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适用的电源颌定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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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源供电 :AC,220V、 5o Hz.

b) 扌电池供电 :DC,12V。

53 普通型脉冲电子田栏系统的技术要求

531 系统的安装与验收

系统的安装与验收见第 6章。

532 主机的技术要求

主机的技术要求见第 7章 。

533 前端的技术要求

前端的技术要求见 55。

534 系统的运行、适用与维护

系统的运行 、使用与维护见第 11章 。

535 机诎安全要求

系统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对危险零都件应在结构、设呈或包封方面采取措施以避免其产生人身
伤害。

54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的技术要求

541 容毋要求应满足 :

a) 系统最多可以接人 10000台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 ;

b) 系统最多可以接人 250个智能控制终端 ;

c) 主机触发报啻上传到管理软件的时间不大于 5s。

542 系统应符合如下规定 :

a) 应满足 53的所有要求 :

b) 具有对智能控制终端、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整体布防、撤防、电压等级调节 ;

c) 具有对智能控制终端、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单个布防、撤防、电压等级调节 ;

d) 管理软件具有用户权限设置 ,不同用户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 ;

e) 管理软件可以控制和管理多个智能控制终端 :

f) 管理软件可支持多个客户端 ,提供实时报f,远程控制 ,远程监控功能 ;

g) 具有可联动打印机 ,实现报f即 时打印 ;

h) 具有可接人红外对射、消防报f、 门啻报扌等设备的报扌输出 ,具备强大的兼容性 ;

i) 具有可按防区绘制周界电子地图 ,报啻时直观呈现出报△防区位王。

55 前端的技术要求

55I 全曰导体

前端的金后导体应抗氧化、耐腐蚀 ,且 具有 良好的导电率。金属导体可以是专用合金线、金属导管
等材料。

552 绝缘子

前端的绝缘子应抗氧化、耐腐蚀 ,能承受不小于 15kV的试验电压 。
‘

 www.bzfx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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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亩压绝绥线

前端的南压绝缘导线应能承受不小于 15kV的试验电压。

554 支架

支架分为防区终端受力杆、防区区间受力杆、防区区间支#杆 。应满足 :

a) 受力杆应具备防锈和耐腐蚀性能;   、

b) 防区终端受力杆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30mm、 壁厍不小于 3mm的 金属圆管 ,或不小于 30mm
×30mm、壁厚不小于 3mm的 金属方管制作 ;

c) 防区区间受力杆一般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20mm、壁厚不小于 2mm的 金属圆管 ,或 不小于

20mm× zO mm、 壁厚不小于 2mm的 金居方管制作 |

d) 防区区间支博杆一般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l0mm,璧 厍不小于 2mm的 玻璃纤维柱或金 J=囡

管制作。

56 智能控制终端的技术要求

56 1   夕卜观

外观应满足 :

a) 金属外壳表面涂夜应完全菠盖底层金J=,并无起泡、腐蚀 、划痕、涂层脱落和沙孔 ;

b) 塑料外壳表面应无裂痕、褪色及永久性污渍 ,亦无明显变形和划痕 ,

c) 终端的铭牌应牢固和无卷曲地固定于壳体上 ,标 志的内容应齐全 ,清哳可读且不易磨灭 ;

d) 终端的壳体及零件应无锐边、毛刺和咬边等。

562 性能

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

a) 具有圾多 40台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组成网络系统、统一管理的功能 ;

b) 具有网络通信接 口,支持通信协议 ,可通过软件管理对多个智能控制终端远程控制 ,多 级组网 ;

c) 具备 LCD液 晶屏显示功能 ,显示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系统的运行状态 ,报△信息 ;

d) 可实时记录报:信息 ,并实现与电子地图/视频的联动 ,也可联动打印机 ,实现报营及打印报f
记录的功能 ;

e) 具备智能控制、能定时布撤防 ,电压显示、电压询节报△信息查询 ;

O 具备权限分级 ;

g) 在报啻模式下 ,报啻输出端 口应符合 GB12663-2001的 规定。

563 外壳防护等级

终端的外壳防护等级为 IP20。

564 供电

终端的供电应满足 :

a) 电源供电 :AC,165V、 50Hz;

b) 百电池供电 :DC,12V。

57 皙理软仵技术要求

管理软件应符合如下规定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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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有网络通信功能 ,支持通信协议 ,用户可以通过管理软件远程实时监控 ,控 制网络型脉冲电
子围栏系统 ,

b) 具有对设备管理、用户杈限管理、日志、存储管理等一系列的参数配工 ,防区报f后会 自动产生
报子记录 ,记录报营防区各种信息 ,用 户可对f倩进行分析、处理 ,并将结果记录到系统中 ;

c) 具有实时监控终端系统中各种接人设备运行状态 ,能 实时将报f信号按杈限范围传递给相应
管理人员 ;

d) 具有对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布防、橄防、电压显示、工作模式转换、智能灯光联动等远程
控制功能 ,并提供视频联动、报f信号辁出、灯光联动、短信报f等多种报f联动功能。

6 系统的安装与验收

61 总的要求与验收

611 总则

系统的安装应符合 GB50254的规定 ,并按其规定验收。

612 与架空电力线的姣小距离

系统与架空电力线的最小距离应大于表 l所示的距离 ,用米尺测试验收。

表 l 脉冲电子囤栏系统与架空电力线距离

架空电力线 电压等级/kV
与脉冲电子田栏系统的最小矩离

水平距离/m 垂直距离/m

l0及 以下 2

35'-110 5 3

?

9 5

9 0

613 支架

支架应安装在坚固的墙体或其他物件上 ,支架与墒体或其他物件的结合应牢固 ,支架的间距应小于
5m,用米尺测试验收。

6.14 佥口导体的闾距

脉冲电子围栏系统的金属导体的间距应在 50mm~16o mm,用米尺测试验收。

615 接地

脉冲电子围栏系统应有可靠的接地系统。

接地系统不能与任何其他的接地系统连按 (如 雷电保护系统或者通信接地系统),并应与其他接地
系统保持相对的独立按地。

接地体应至少埋深 15m,并埋设在导电挂 良好的地方 ,可 用接地摇表测I接 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10Ω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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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体可采用垂直燕设的角钢、钢管或水平欺设的田钢、扁钢等。

616 报△装丑

系统报f信号部分线缆的布设应符合 GB/T5031衽 -2006的规定 ,并按其规定。

61,7 扌电池放丑

苕电池为内且的 ,即放且在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电池箱内 ,应满足以下要求并验收 :

——放二扌电池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电池箱室内应防火、防酸 (苡 )、 防爆 ;

——放呈苫电池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室内应有防水措施 ;

——为减少电池电解液的温庋差异 ,放王菅电池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室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并防

止灰尘等侵人室内。

蓄电池为外呈的 ,即单独设置苕电池室的 ,应满足以下要求并验收 ;

——苕电池室应避风 良好 ,最低温度不低于 0℃
;

——蓄电池宜安装在耐酸〈碱 )的 台架上 ,蓄 电池与台架间垫以绝缘垫 ,在 蓄电池座与玻璃绝缘垫之

同还应垫以耐酸 (碱 )的衬垫。蓄电池台架与地面同也应垫以绝缘垫。

62 户外主机的安装与验收

安装在户外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王于有防雨措施的箱内。

63 前端的安装与验收

631 附曰式安装型式与验收

附属式安装型式指附口在围墙或栅栏上部或者内侧 ,脉 冲电子围栏前端最上面一根金属导体离墙

顶或栅栏顶部的间距应不小于 800mm;脉 冲电子 围栏前端最下一裉金属导线与附属物 的闾距为

120mm± 10mm;脉 冲电子围栏前端的底都三根金属导线 ,相 邻两根的垂直距离为 120mm士 lO mnl;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其他相邻两根金居导线的垂直距离为 150mm± 1o mm。

63.2 落地式安装型式与验收

落地式安装型式指应在脉冲电子围栏前端的一侧或两侧安装不低于 12m的 防护网或围墙 ,防止

人体误靠近 ;防护网或围堵与脉冲电子围栏前端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lm;脉 冲电子围栏前端高度不应

低于 18m,12m以 下的水平相邻金屠导线之间距离为 120mIxl± lO mmd2m以 上水平相邻金属导

线之间距离为 150mm± 10mm。

633 前岽防区设王与验收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的防区划分应该有利于报f时准确定位 ,且每个防区长度不应大于 100m,用 米

尺测试验收。

634 前端支架的设丑与验收

前端防区支架设施的受力杆应满足如下要求 ,用 米尺和角度尺测且验收 :

a) 每个防区的两端应安装防区终端受力杆 ;

b〉 每个防区的中间应安装防区区间受力杆 ,防 区区间受力杆之闾的间距或与防区终端受力杆间

距应不大于 25m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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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区内有拐角的地方应安装防区区同受力杆 ;拐 角的角度小于 120° 时 ,应 使用防区终端受
力杆。

635 前瑞与其他物体的间距

前端安装在其他物体上时 ,应 与其他物体保持肓于 l0cm的 间距。应防止植物沿脉冲电子围栏 向
上生长 ,脉 冲电子围栏和植物间的最小距离为 200mm,应 从植物摇摆时取最近位王计箅 ,用 米尺测试

小于 2m,用 米尺测试

夕卜冈巴

主机的外观应符合以下要求 :

a) 主机的金属外壳表面涂菠应完全讧盖底层金属 ,并无起泡、腐蚀 、划痕、涂层脱落和沙孔氵
b) 主机的塑料外壳表面应无裂痕、褪色及永久性污渍 ,亦无明显变形利划痕 ;

c) 主机的壳体及零件应无锐边、毛刺和咬边等。

铭牌与标志

主机的铭牌应牢固和无卷曲地固定于壳体上 ,标志的内容应齐全 ,清 晰可读且不易磨灭。

验 收 。

637

a)

b)

C)

638

脉冲电子

使脉冲 离干草堆或其他易燃物 ;

应 防

a)

b)

C)

d)

639

前端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技术要求

系统参数的浏咬 “
..`

系统安装完成后应测
丨

扌扌1户 a)~f)所规定的参数 ,符合

∶       ^               0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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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一扭要求

73i 普通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一扭要求

普通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符合 :

a) 每根合金线任惫位且上测奎电压为 45kV~lO kV的 脉冲电压 ;

b) 能够检涸出脉冲电子围栏前端每根金属导体断路 、任惫相邻两根金属导体短路的恬况 ;

c) 报I输 出端 口应符合 GB12663-2001的 规定 ,

d) 能够分辨出人侵报f和设备故障报啻。

732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般要求

网络型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符合 :

a) 具备 731的所有要求 ;

b) 能显示脉冲电子围栏前端每根金属导体实际运行的电压值 ·

c) 应具有通过通信网络远程开机、关机、布防、鞭防等功能 ;

d) 应提供通信接 口,并 与智能控制终端或软件管理平台组成网络系统。

74 外壳防护衤级

安装在户外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外壳防护等级为 IPdt;

安装在户内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外壳防护等级为 IP32。

注;对安丑在户外设备箱内的主机视作户内条件.

75 壳体抗锤击能力

主机壳体应能承受 GB/T242355-2006的 Eh6:“对壳体等每一个可能的萍弱点上用 05J的锤击

能Ι锤击 3次”
的规定。

76 绝缘电阻

主机在额定使用条件下 ,供 电电源输人端与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外壳、脉冲电子围栏前端之闾的绝缘

电阻应不小于 10MΩ 。

77 泄溽电流

主机在额定使用条件下 ,从 供 电电源的任何一极至易触及 的金属零件上的泄浔 电流不能超过

5mA。

78 电气强度

781 主机在带电部件与所有外露的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试验电压值为 1500V、 时间为

1min的工频耐电压试验 ,期 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782 主机应能承受可能出现的瞬态过电压。脉冲试验电压的空载波形 由一个有效阻抗为 12Ω 的脉

冲发生器提供 ,波前时间 Tl为 12× (1± 30%)us,半蜂时间 Tz为 50× (l± 20%)|ts。

脉冲试验电压的烽值为 2500V,期 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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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温升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额定使用条件下不应产生过南的温度 ,温升不应超过表 2的规定值 。

表 2 主机极限温升

351—zOOB的 规定选取。

——接堆端子及其

端地

能

〓等
氵翔

∮
艴
ε

符

置

地
〓

应

设

接

锄
一
一

铜如
;
·

芎

例·翮
 ‘娜

——保护接地线的截面积

——接地的金属件应具若

应可

,不 同

7112

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 (包括

置脱落时 ,不应使易触及的

金属零件带电 ;

——凡因矢效而可能有损于按 件应能承受正常使用 中产生的机械应力 ,

不允许采用易蠕变的金Ⅱ材料制追的蜾纹联接件 ,传递接触压力的电气联接螺钉应旋人

金属中。

b) 用作电气联接、机械联按和既作电气联接又作机械联接的联接件应可靠锁定 ,并 能承受一定的

电、热、机械应力 ,使用中产生的发热、松动、位移或其他变形应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c) 蟓纹及其联接件应有防腐蚀措施。

713 发射限值 (EMI)

7,131 谐波电流

主机的功率超过 75W时 ,谐波电流不超过表 3规定的限值 。

10

部件或器件 极限温升/K

榜出端子 70

外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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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稳态谐波电流限值

b) 频率范围为 l

电流值应符合表 5

表 5 信号和

7133 辐射珏扰限值

主机的充电系统擂射骚扰值应符合表 6的规定。

GB/T7946-2015

性对地的 扰电压值应符

不对称)的 传导骚扰电压和

(不对称 )发 射限值

众大允许谐波 电流

A
谐波次效

N

230

1】 4

077

040

033

021

015× 15/N

3

5

7

9

11

108

043

030

3× 8/N

2

4

6

8≤ N≤ 0o

的由信号和控

频率范国

MHz

电压限值 电源限值

准蜂值

dB(uV)

平均值

dB(u、D

谁圩值

dB(uV)

平均值

dB(uV)

0 15ˉ 0̄50

0 50~30

97-87

8?

84^ˇ 74

74

53^ˇ 13

48

40~30

30

7132 传

a)



表 6 在 10m测Ⅱ距离处的致设骚扰限值

准峰值

dB(uV)
频率范围

MHz

40

47
30-230

230'ˇ l O00

GB/T7946-2015

714 抗扰度(EMC)

7l0l 诒电放电

主机在进行 GB/T176262-2006规 定的试验等级 3的奋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时 ,应 能正常工作 ,不

发生误报f和潺报营。若有指示器件 ,则指示器件的闪烁可接受 ,但不应有任何输出的变化。

7l02 射颌电磁场辐射

主机在进行 GB/T176263-2006规定的射频电磁场檑射抗扰庋试验时 ,应 能正常工作 ,不 产生误

报扌和漏报f。 试验等级 3适用于工业环境、试验等级 2适用于居民环境。

714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主机在进行 GB/T176264-2008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时 ,怦 能正

常工作 ,不产生误报△和漏报好 。

7144 浪涌 (冲 击)

主机在进行 GB/T176265-2008规定的浪涌 (冲击)抗扰庋试验时 ,应 能正常工作 ,不产生误报营

和潺报△。试验等级 3适用于电源线 ,试验等级 2适用于直流、信号、数据 、控制及其他输人线。

714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主机在进行 GB/T176266-2008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时 ,应 能正

常工作 ,不产生误报t和浔报f。

7l0,6 电压皙降、短时中浙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进行 GB/T1762611-2008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 电压皙降、短时中断的抗扰

庋时 ,应 能正常工作 ,不产生误报吾和漏报f。

715 环垤适应性要求 亩温和低温

7151 亩温

主机应能承受 GB/T24232-2008试 验 Bb,在温度为 55℃ 的环境下连续运行 16h的 检验 ,而不

发生损坏。

7 152  低启昆

主机应能承受 GB/T2‘ 231_zO08试 验 Ab,在温庋为一25℃ ±3℃ 的环境下连续运行 16h的 检

验 ,而不发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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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湿热佳

7161 交变湿热试验

对安装、使用在户外条件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能承受 GB/T24234-2oo8规定的严酯等级 b的
高温高湿阶段的温度为 55℃ ,试验周期采用循环次数为 6的交变湿热试验。

7162 恒定湿热试验

对安装、使用在户 内条件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能承受 GB/T24z33—zOo6规 定的试验温度为
‘0℃ ±2℃ 、相对湿度为 93%± 2%,试验时间为 2d的恒定湿热试验。

81 外观检查

通过观察和 主机的外观质量 ,检查结杲应符合 71

82 标志检查
●t

型脉冲 围栏 主机应符合

应符合 74

85 锤击试验

锤击试验按 G 2006 的规定进行。

试验方法 试验 Eh∶

/锤击能量 :05J;

对壳体等每一个可能的莳弱点锤

试验结果应符合 75的规定。

86 绝缘电阻曰Ⅰ

在主机的电源输人端与外伢可导电的金属零件之间施加 500V直 流电压 l mln后 ,用 绝缘 电阻测
试仪测且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绝缘电阻,测毋结杲应符合 76的规定。

87 泄泽电流测Ⅱ

主机的泄漏电流按图 1、 图 2进行浏量。圭机应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否则应与地绝缘。

8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试验方法             1

符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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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表示泄汗电流溜Ⅰ仪的电Fs,如 图 2所示 .

图 1 在工作温度下测丑泄溻电流的联接囡

说 明 ;

Rs~15oo Ω;    Rl— — 1o∞oΩ ;

Raˉ -̄5oo Ω,       C1— _0o22uF.

Csˉˉ̄ o22uF;

囡 2 测Ι泄吊电流的电路日

测Ι时 ,脉 冲电子主机施加的电源电压为 106倍 的额定电压 ,测Ⅰ电源的任何一极与易触及金曰
零件之间的泄浔电流。

在试验电压施加 5s内 测Ι泄漏电流 ,测 Ⅰ结杲应符合 7,7的 规定。

88 电气强度试验

8.81 工频耐电压试验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不接电源 ,在 电源辖人端与外壳之同的绝缘施加实际正弦波、频率为 50Hz或60Hz的 1500V试验电压 1min,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试验用的南压电源在输出电压调节到相应的试验电压后 ,应 能够为输出端子提供 20o mA的短路电流。对任何小于脱扣电流的电流 ,过 流脱扣器不动作。脱扣电流不应高于 100mA。
施加的试验电压有效值在 150o× (1± 3%)V。
试验结杲应符合 781的规定。

882 瞬态过电压试验

瞬态过电压试验的脉冲试验电压和波形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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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1

注 :波前时间 :T∶ =167× T=12× (1± 30%)us;

半蜂时同:T2=50× (l± 20%)|ls。

图 3 脉冲试验电压波形

试验时 ,脉冲试验电压以不小于 ls的间隔时间在电源端子输人 ,或 相线与中线间施加 5次正脉

冲、5次负脉冲。

额定脉冲试验电压烽值为 2500V。

试验期闾 ,不应有闪络出现。试验结杲应符合 782的规定。

89 温升试验

主机的负荷由 300Ω 的无感电阻与 10uF的 电容组成的并联阻容电路模拟。

试验时 ,主机的输出与模拟负载连接。主机以 106倍 的颔定电压运行 30min后测量表 1的各部

件的温度 ,并应不超过表 2中规定的温升限值。

810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检验

按 GB/T169351-2008检验主机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应符合 710的规定。

8ll 接地装丑和连纹性检验

检验主机的接地装工 ,应符合 7111的 要求。

主机各个金属件之间在通过 30A(DC)时 ,其 电压降圾大为 3V,即可认为符合 7112的要求。

812 电气联接和机掇联接捡验

检验主机的电气联接和机械联接 ,应符合 712的要求。

813 发射浏Ⅰ(EMI)

8131 谐波电流涮Ι

谐波电流测云按 GB176251-2o12的规定进行。

测Ⅰ时 ,脉 冲电子围栏系统的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负荷为 500Ω 的无感 电阻与
02uF的电容并联组成的模拟负载。

测I结果应符合 71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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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 传导垩扰电压测Ⅰ

a) 顼率为 1厶85kHz~30MHz连 续骚扰电压的曰I

连续骚扰电压的测I按 GB43431-2009的 规定进行 ,测 I布二如图 4所示。

5

冖 ^一

l0 000pF

250Ω

注 1:脉 冲电子围栏主机的电源单元 ;

注 2;V型 人工电源网络 ;

注 3:符合 GB/T611310】 —zO08的 CIsPR溜 Ⅰ接收机 ;

注 0:电源引线 ;

注 5:代替田拦的等效 电路元件 (规定的 300Ω 负载阻抗由 250Ω 的电阻器串联 V型人工电源网络的 s0Ω 咀抗提

供 );

注 6:500Ω 模拟泄浔电流电阻器 (加 至第 5顼等效电路 ),

囡 4 主机产生的骚扰电压的测且布置

测量时 ,主机在正常工作状态 ,输 出端接人的负载阻抗应由串联的 RC电路模拟 ,该 电路 由 10nF

电容器(浪涌电压至少等于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空载输出电压)和 250Ω 的电阻器 (装在 V型人工电源

网络内都的 50Ω 电阻并联 50uH的 电感提供所要求的 300Ω 的负载阻抗的平衡)组成 ,并按图 4所示

连接。测Ⅰ相线或中线对地的连续骚扰电压值。

由于使用 250Ω 电阻器串联 V型人工电源网络 50Ω 阻抗的脉冲电子围栏系统等效电路导致分

压 ,应在输出端的测量值上加一个 16dB的标准因子。

测I结果应符合表 4的 限值 。

b) 频率为 1085kHz~30MHz的 信号和控制端的连续骚扰电压的测且

信号和控制端的连续骚扰电压的测Ⅰ按 GB43431-2009的规定进行 ,测毋布工如图 5所示。

囡 5 信号和控制器的浏I布丑

信号和控制端的输出端子应用 05m~lm长 的引线连接到 a)的模拟负载上 ,在脉冲电子围栏主

机正常工作条件下 ,用 探头串联在接收机的输人端进行测Ι。

16

负镦岩子

 www.bzfxw.com 



GB/T7946-2015

测Ⅰ结杲应符合表 5的 限值。

8133 辐射怪扰的测Ι

辐射骚扰的测Ι按 GB9254-2008的 规定进行。

测工时 ,脉 冲电子围栏系统正常工作 ,脉 冲电子围栏主机输出端接人 8132a)的 模拟负载 ,在距离

为 10m处测量其辐射骚扰场强。

测Ι结果应符合表 6的 限值。

8l0 抗扰度试验(EMs)

8l01 静电放电试验

静电放电抗扰度按 GB/T176262-2006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 4,进行 10次正极放电和 l0次负极放电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1的规定。

8142 射频电磁场辐射试验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按 GB/T176263-2006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 2,场强为 3V/m,试验等级 3,场强为 10V/m,频 率范围为 80M Hz~lO00MHz。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2的规定。

8l0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庋按 GB/T176264-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 3,脉冲应当以 5kHz的 重复频率在正极进行 2mln,在负极进行 2min。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3的规定。

8l04 浪涌 (冲 击)试 验

浪涌 (冲击)抗扰度按 GB/T176265— ⒛08的 规定进行试验。

在选定点上进行 5个正脉冲、5个负脉冲试验。试验等级 3适用于线对线的耦合方式 ,使用电源阻

抗为 2Ω 的发生器。试验等级 4适用于线对地的耦合方式 ,便用电源阻抗为 12Ω 的发生器。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4的规定。

8l05 射频场恧应的传导骚扰试验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按 GB/T176266-2008的 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试验过程要Ⅱ盖 015MHz~23o MHz的所有频率。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5的规定。

8146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试验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按 GB/T1762611-2008的 规定进行试验。

以 3类产品的试验等级和持续时间进行 ,GB/T1762611-2008的 表 1和表 2中 的值在电压过零

点施加。

试验结果应符合 714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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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亩温、低温试验

8151 高温试验

南温试验按 GB/T24232—zO08的规定进行 ,样 品暴露于高温环境中 ,高 温环境允许在较短的时

间内形成并应模拟 自然通风。用足够的时间以使温庋达到稳定 ,测 试其功能和/或对其实施监视。试验

过程的最后 05h时 ,进行样品的垂本功能洳试。

试验后 ,至少恢复 lh,检验绝缘电阻(76)、 泄浔电流(77),并进行电气强庋 (78)试验。

试验结束后还应对实验样品进行 目视检查以及报古功能检查。

8152 低温试验

低温试验按 GB/T24231-2008的 规定进行 ,样 品暴锊于低温环境中 ,低温环境允许在较短的时

间内形成并应模拟 自然通风。用足够的时间以使温度达到稳定 ,测试其功能和/或 对其实施监视。试验

过程的最后 05h时 ,进行样品的荃本功能曰试。

试验后 ,至少恢复 1h,检验绝缘电阻(76)、 泄漏电流(7?),并进行电气强庋 (78)试验。

试验结束后还应对实验样品进行 目视检查以及报△功能检查。

8.16 湿热试验

8161 交变湿热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按 GB/T胚 234-2008的规定进行。

严醅等级为 Db;

高温高湿阶段的温度为 55℃ ;

试验周期为 6次 。

试验后 ,捡验绝缘电阻 (76)、 泄溽电流(77),并进行电气强度(78)试验。

816,2 恒定湿热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按 GB/T24233—⒛06的规定进行。

严酯等级为 Ca;

试验温庋为 40℃ ±2℃ ;

相对湿庋为 93%± 2%;

试验周期为 48h。

试验后 ,检验绝缘电阻 (76)、 泄溽电流(77),并进行电气强度 (7,8)试验。

9 俭验规则

91 裣验分类和项 目

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系统只进行出厂捡验。系统的安装验收按第 6章进行。

主机按规定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出 厂检验和型式试验的项 目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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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主机的检验项 目

序 号 顼 目名称 出厂捡验 型式试验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l 外 观 △ △ 71 81

2 铭牌与标志 △ △ 72

3 一般要求 △ △ 73

4 外壳防护等级 △ 74

5 壳体抗锤击能力 △ 85

6 绝缘电阻    . △ 76

7 泄漏电流 ▲

`k  ?7

87

乞气莛受
·门′

|戋ξr: 88

9 | 温升 △ \`
10 电气同亻知爬电距离 △ ~ 夂o 810

11 Γ ∶1 8 11

毫气皋矮和机撖联接△∶∶ 7 12 8 12

+皮吧流 .i∶ 受 鹭 7】
31 8131

∷  谙导骚扰黾盂蒎宿:

∷
壤射搔扰限值△

静降瘘良 ∷
=:∶

。̄i频 电菠场辐射l· J

耄快速蹬变脉冲群 ∷

● |
T TllT~ˉ '   _
△· l丬

-∴∷‖  ∷∷
玎Π T2ˉ
^      l    ' ‘

8132

8133

8141

l? 8142

8143

、
丬:々v蒈

t击
) △ 8144

射频场‰应 的膏晟墅
扰 △ /吵 8 145

电胼啤1谘目寥扌沪\
^冖

口 凵
亻

会
日

口
口

~'

卢 邯 8146

南沮  ` 穸 7151 8 15 1

低 温
■口ˉ

. 7 152 81s2

交变湿热试验 △ 7161 8161

恒定湿热试验 △ 716 2 8162

注 :除南温、低温和湿热性外 ,其余试驻顼 目应在同一台试验样机上进行 ,并通过全部试验 ,

92 检验规则

脉冲电子围栏系统应经试验合格后才能出厂。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 ,应进行型式试验 :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时 ;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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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型生产后 ,如 结构 、材料或工艺有较大改变 ,可 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c) 长期停产后 (一年以上),再恢笈生产时 ;

d) 国家质Ⅱ监督部门指定进行的检验时。

lO 系统的标志、包装、运耪及贮存

101 标志

脉冲电子围栏系统的产品、包装箱或内包装应有如下标志 :

a) 制造商名称 ;

b) 产品名称 ;

c) 商标 ;

d) 产品型号或规格 ;

e) 制造 日期或批号 ;

f) “
切勿受潮

”“
小心轻放

”
或表示该含义的标记。

102 包装

1021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装人纸盒或塑料袋 ,配有防压材料 ,然 后装箱。

1022 脉冲电子围栏系统应配有制造商的说明书。

103 运翰和贮存

103.l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的运辖和贮存条件如下 :

a) 运犄温度 :-30℃ ~70℃ ,运输相对湿度不大于 93%;

b) 贮存温度 ;— lO℃ ~55℃ ,贮存相对湿度不大于 93%。

lO32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的运耪和贮存条件如下 :

a) 运输温度 :-30℃ ~70℃ ,运输相对湿度不大于 93%;

b) 贮存温度 :— lO℃ ~55℃ ,贮存相对湿度不大于 93%。

ll 系统的运行、使用与垡护

ll l 运行安全要求

ll11 主机的过电压 、过电流保护

11111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额定电压的 110%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无误报芒和浔报芒。

ll1,1,2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发生事故时 ,电流保护措施应能够准确工作。

ll113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有欠电压报扌功能。

ll12 电涌保护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在电源侧设丑浪涌倮护装王 ,防止雷击波和供电回路可能出现的瞬态过电压

对脉冲电子围栏主机造成的损害。

ll13 时久性

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连续工作 168h,应不产生误报f和漏报f。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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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使用和缓护

系统的使用与维护应 :

a)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来进行操作和维护。

b) 电源中断时 ,在做好安全措施以前 ,不得触及高压装至 ,以 防突然通电。

c) 每月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d) 每 6个月作一次系统断路报扌和短路报f试验。

e) 每月对主机作一次表面清洁 ;每 6个月对苕电池检查-次 ,每 12个月更换-次 ;定期对系统周

围环境进行巡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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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佳附录 )

脉冲电子围栏前端的安装示例

曰 A1 实体围墙上安装示例

图 A2 栅栏围墙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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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实体围墙 6线斜装效果图

图 A4 12线 落地装正视效果图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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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 料性附录)

抗扰度性能判据

在抗扰度(EMs)试验过程中或根据 EMs试验结杲生产者应根据下列性能判据提供脉 冲电子围栏
主机功能描述和性能判据等级 ,并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性能判据 A:在试验过程中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按预期使用 ,其性能降低或功能丧失允许低于生产
者规定的性能水平 (或 可容许的性能丧失 )。 如果生产者未规定最低的性能水平或可容许的性能丧失 ,

则可以从产品说明书、文件及用户按预期使用时对脉冲电子围栏的合理期望中推断。

性能判据 B:试验后脉冲电子围栏主机应按预期继续运行。当脉冲电子围栏按预期使用 ,其性能降
低或功能丧失不允许低于生产耆规定的性能水平 (或 可容许的性能丧失 )。 在试验过程中 ,性 能下降是
允许的 ,但是不允许实际运行状态或存贮数据有所改变。如杲生产者未规定最低的性能水平或可容许
的性能丧失 ,则 可以从产品的说明书、文件及用户使用时对脉冲电子围栏的合理期望中推断。

性能判据 C:允许出现暂时的功能丧失 ,只 要这种功能可 自行恢复 ,或 者是通过操作控制器或按使
用说明书规定进行操作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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