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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成套产品认证标准换版通知 

各获证企业： 

低压成套产品认证涉及标准：GB/T 7251.8-2020，新版标准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布，2021 年 06 月

01 日实施。GB/T 15576-2020 新版标准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布，2021 年 06 月 01 日实施。为确保标准

换版工作顺利进行，发放通知如下，请各相关企业执行。 

1 标准换版时限 

1.1 初次认证依据标准时限 

2021 年 06 月 01 日起，认证委托人应该依据新版标准申请认证，方圆将采用新版标准实施认证并出具

新版标准认证证书。 

1.2 获证产品换版时限 

对于已获旧版产品认证证书：所有已获旧版标准证书产品应在 2022 年 06 月 01 日前完成标准换版工

作，检查员结合最近一次跟踪检查按照新版标准进行监督检查。至 2022 年 06 月 01 日未完成标准换版工

作，将暂停旧版标准认证证书，暂停截至时间为 2022 年 09 月 01 日；2022 年 09 月 01 日后未完成标准换

版工作，将撤销旧版标准认证证书。 

2 标准换版要求 

2.1 初次认证要求 

对于初次委托认证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可在方圆网站用户平台( http://pc.cqm.cn)在线提出认证委托。

认证委托人按照新版标准进行送样和试验。 

2.2 获证产品标准换版要求 

对于已经依据旧版标准获证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在方圆网站用户平台. ( http://pc.cqm.cn)在线提出标准

变更申请。方圆受理后，依据附件安排企业送样补充差异试验，评价合格后颁发新版标准证书。 

新版标准主要技术指标变化见附件。 

3 旧版证书的回收和新版证书的发放要求 

持证企业需要将旧版认证证书原件邮寄给分支机构相关人员 ，方圆收到旧版证书后发放新版认证证

书，如旧版证书原件遗失，企业需向方圆提交《证书遗失声明》。 

4 联系我们 

为了提高此次标准换版的效率和质量，方圆将根据认证企业需求，适时组织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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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内容讲解以及新旧版标准差异及换版要求。 

如有培训需求，可咨询方圆客服工程师并联系报名。必要时，方圆可指派技术专家到企业现场讲解标

准内容及换版流程。 

联系人：  

齐坤坤 联系电话:010- 6870 8598 邮箱：qkk@cqm.com.cn 

赵亮 联系电话:010- 6870 8571 邮箱：zhaoliang@cqm.com.cn 

戴岳伯 联系电话:010- 6870 8564 邮箱：dyb@cqm.com.cn 

 

本方案由方圆制定并解释。 

 

附件 1 关于部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评价方式依据 GBT15576 标准换版的决议 

附件 2 关于部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评价方式依据 GBT7251.8 标准换版的决议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2021 年 0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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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 

GB/T 15576-2008 换版为 GB/T 15576-2020 标准的决议 

TC06-2021-05 

GB/T 15576-2008 换版标准为 GB/T 15576-2020《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

装置》，发布日期 2020-11-19、实施日期 2021-06-01。 

换版后，原依据 GB/T 15576-2008 标准认证的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

置产品的认证标准变更为 GB/T 15576-2020。 

一、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GB/T 15576-2020 与 GB/T 15576-2008 的标准结构、技术内容及检验要求

有变化。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见表 1。 

表 1.GB/T 15576-2020 与 GB/T 15576-2008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1 
3.1 

3.1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由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低

压电容器和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
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由制造商
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的连接，
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
种组合体。 

注：集成低压无功补偿装置为低
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一种。 

3.1 

3.1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由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

备、低压电容器和与之相关的控
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
设备，由制造商完成所有内部的
电气和机械的连接，用结构部件
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合
体。 

 

增 加 了
“ 注 : 集
成低压无
功补偿装
置为低压
成套无功
功率补偿
装置的一
种。” 

2 
3.2 

3.2 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以一组或多组低压电力电容器

（或电容器、电抗器组合），实现低
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其检测、
投切控制、保护等功能集成一体的无
功补偿装置。 

/ / 新增加 

3 
 
 

3.6 

3.6 相间补偿装置 
安装在三相电路中的任意两相

之间对无功功率进行补偿的低压无
功功率补偿装置。 

/ / 新增加 

4 
 
 

3.7 
3.7 涌流  

电容器投入瞬间产生的瞬态电
流。 

3.5 
3.5 涌流  

电容器投入瞬间产生的最
大瞬态电流。 

最大瞬态
电流改为
瞬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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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5 
 
 

3.14 
3.14额定总容量 

电容器组的额定容量（或标称容
量）之和。 

3.13 
3.13额定容量 

电容器组的额定容量（或标
称容量）。 

额定容量
改成额定
总容量 

6 
 
 

4.3 

4.3补偿相数 
按补偿相数分为： 
a)单相补偿装置； 
b)相间补偿装置； 
c)三相补偿装置； 
d)混合补偿装置（以上三种方式
中两种或两种以上混合补
偿）。 

4.3 

4.3 按补偿相数划分： 
a)分相补偿； 
b)三相补偿； 
c)混合补偿（单相、三相混
合补偿）； 

有变化 

7 
 
 

4.4 

4.4投切电容器的元件类型 
按投切电容器的元件类型分为： 
a)机电开关（例：接触器）； 
b)半导体电子开关（例：晶闸

管）； 
c)复合开关（半导体电子开关和

机电开关并联的组合体、单片机CPU
控制＋磁保持继电器） 

4.4 

4.4 按投切电容器的元件类型
划分 

a)机电开关（例：接触器）； 
b)半导体电子开关（例：晶

闸管）； 
c)复合开关（半导体电子开

关和机电开关并联的组合体） 

复合开关
投切增加
单 片 机
CPU 控 制
＋磁保持
继电器 

8 
 

4.5 

4.5 有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 
按有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分

为： 
a)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 
b)有抑制谐波功能：装置投入运
行不能使系统谐波含量增加，投
入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应不超过
电容器的额定电流； 
c)有滤波功能：装置投入运行使
系统谐波含量减少。 

4.5 

4.5 有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 
按有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

能分为： 
a)无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 
b)有抑制谐波功能：装置投
入运行不能使系统谐波含
量增加 
c)有滤波功能：装置投入运
行使系统谐波含量减少。 

增加了投
入电容器
的工作电
流应不超
过电容器
的额定电
流的要求 

9 
 
 

5.2.1 

5.2.1 关于装置的信息 
a) … 
g)补偿的路数； 
h)质量，单位为千克（kg），如
需要。 

9.1 
 

9.1 标志、铭牌、文件资料 
 

有变化，
增加补偿
的路数 

10 
 
 

6.1.1.
2 

6.1.1.2 户外装置的周围空气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 40 ℃，且在 24 
h一个周期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5 ℃。
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为-25 ℃。 

5.1.1.
2 

5.1.1.2 户外装置的周围空气温
度 

周 围 空 气 温 度 不 超 过
+40 ℃，且在24 h一个周期的平
均温度不超过+35 ℃。周围空气
温度的下限为-25 ℃。 

注：严寒地区为-50℃，如
在严寒地区使用装置，制造商与
用户之间需要达成一个专门的
协议。 

有变化， 
删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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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11 
 

 

6.3 

6.3 运输、存放条件 
如果运输、存放和安装的条件，

例如温度和湿度与6.1中的规定不符
时，应由装置制造商与用户签订专门
的协议。 

 

5.3 

5.3 运输、存放条件 
如果运输、存放和安装的条

件，例如温度和湿度与6.1中的
规定不符时，应由装置制造商与
用户签订专门的协议。 

如果没有其他的规定，适用
于运输和存放过程的温度范围
在-25 ℃～+55℃之间，且在短
时间内（不超过24h）可达到
+70℃。 

装置在未运行的情况下经
受上述极限温度后，不应遭受任
何不可恢复的损坏，然后在规定
的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有变化，
新标准删
除了部分
要求 

12 
 
 

7.1 
7.1.3 

 

7.1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 

/ / 

 
 
新标准条
款7.1，引
入 GB/T 
7251.1-2
013 中 材
料和部件
的强度的
条款（等
同于 GB/T 
20641）的
要求。老
标 准
6.1.1 有
要求装置
的外壳应
符合 GB/T 
20641，但
未展开。 
 
 
有变化 
 
 
 

……… 
7.1.3 绝缘材料的性能 
7.1.3.1 热稳定性 
对于绝缘材料的外壳或外壳部件，应
按 9.2.3 进行热稳定性的验证。 
7.1.3.2 绝缘材料的耐热和耐着火
性能 
7.1.3.2.1 通则 

由于内部电效应而暴露在热应
力下且由于部件的老化而使装置的
安全性受到损害的绝缘材料的部件，
不应受到正常（使用）发热，非正常
发热或着火的有害影响。 
7.1.3.2.2 绝缘材料耐热性能 
7.1.3.2.3 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
应引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性能 

……… 

对于小的部件（表面积尺寸不超过 14 
mm×14 mm），可采用替代的试验方
法（例如，按照 GB/T 5169.5 的针焰
试验）。同样的步骤可适用于部件的
金属材料大于绝缘材料的情况。 

13 
 
 

7.1.5 

7.1.5 机械强度 

所有外壳或隔板包括门的闭锁装置

和铰链，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承

受正常使用和短路条件下所遇到的

应力（见 9.13） 
可移式部件的机械操作，包括所有的
插入式联锁，应按 9.13 规定的试验
进行验证。 

6.1.1 
 

6.1.1 装置的外壳应符合 GB/T 

20641 的要求，装置应由能承受

一定的机械、电气和热应力的材

料构成，应能够承受元件安装或

短路时可能产生的电动力和热

应力。同时不因装置的吊装、运

输等情况影响装置的性能，在正

常使用条件下应经得起可能会

遇到的潮湿影响。 

14 
 
 

7.1.6 

7.1.6 提升装置 
如需要，装置应配备合适的提升装
置。按照 9.2.5 的试验进行验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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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15 
 
 

7.2.1 

7.2.1 对机械碰撞的防护 
应由装置外壳提供防止机械碰

撞的防护等级，并按GB/T 20138进行
验证。 

/ / 
有变化 
 

16 
 

7.3.2 
7.3.3 

7.3.2电气间隙 
7.3.3爬电距离 

（与 GB/T 7251.1-2013 规定相同） 
6.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装置的不同极性的裸露带

电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地之间的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应小于
表3的规定。 

表3 

额定绝缘电压

Ui/V 

电气间

隙/mm 

爬电距离

/mm 

 

 

Ui≤60 5 5  

60＜Ui≤300 6 10  

300＜Ui≤690 10 14  

690＜Ui≤800 16 20  

800＜Ui≤1000 

(或 1140) 
18 24  

 

新标准的
取值方法
与 GB/T 
7251.1-2
013 相同，
新标准的
要求值降
低 

17 
 
 

7.5.3 

7.5.3 可接近性 
…..由操作人员观察的指示仪表应
安装高出装置安装基准面上方 0.2 
m～2.2 m 之间。 

6.2.3 
仪表的安装高度不宜高出装置
安装基准面 2m。 

有变化 

18 
 
 

7.6.4 

7.6.4 主电路和辅助电路导体的识别 
除了7.6.5中提到的情况外，导

体的识别方法和内容，例如利用连接
端子上的或在导体本身末端上的排
列、颜色或符号，应由装置制造商负
责，并且，应与接线图和原理图上的
标志一致。如果合适，可采用IEC 
60445中的方法识别。 

6.9.7 

为便于识别，保护导体的颜
色应采用黄绿双色，黄绿双色除
作为保护导体的识别颜色外，不
应用于其他用途。 

 
 

新标准删
除了相序
排列 

 

19 
 
 

7.6.5 

7.6.5 保护导体（PE、PEN）和主电路
的中性导体（N）的识别 

用位置和（或）标志或颜色应很
容易地识别保护导体。如果用颜色识
别，应只能是绿色和黄色（双色）。
绿色和黄色（双色）严格地用于保护
导体。如果保护导体是绝缘的单芯电
缆，也应采用此种颜色标识，颜色标
记最好贯穿整个长度。 

主电路的任何中性导体用位置
和（或）标志或颜色应很容易识别（见
IEC 60445中要求为蓝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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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20 
 
 

8.1 

8.1 工频耐受电压 
装置的电路应能承受表4和表5给出
的相应的工频耐受电压。装置任何电
路的额定绝缘电压应等于或高于其
最大工作电压。 
 
 
 
 
 
 
 
 
 
 

6.7.2 

6.7.2 工频耐受电压 
主电路和与主电路直接连接的
辅助电路应能承受表4规定的工
频耐受电压。 
 
 

工频耐压
要求值有
变化，新
标准的取
值方法与
GB/T 
7251.1-2
013相同，
新标准的
要求值降
低 
 
 
 

21 
 
 

8.2 

8.2温升极限 
注1：当温升超过105K时，铜很容易
产生退火。其他材料有不同的最大温
升值。 
注2：本表中给出的温升限值要求在
正常使用条件下周围空气平均温度
不超过+35℃。在验证过程中，允许
有不同的环境温度。 

6.5 

6.5 温升 

表 2  温升限值 

……… 
 

温升限值
表增加了
注 

 

22 
 
 

8.3.2 

8.3.2 保护器件的配合 
如果工作条件要求供电电源有最大
的连续性，则装置内短路保护电器的
整定或选择应是这样配合的，即在任
何一个输出电路发生短路时，利用安
装在该故障电路中的开关器件使其
消除，而不影响其他输出电路，从而
确保保护系统的选择性。 
注：本条的内容不适用于集成电容补
偿装置。 

6.8 

6.8短路耐受强度和短路保护功
能 

………… 
装置应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任何一条输出支路发生短路时，
安装在该故障支路中的器件应
将故障电路断开，而不影响其他
支路正常工作，应确保保护系统
的选择性。 

增加“注：
不适用于
集成电容
补 偿 装
置”。 

23 
 

8.6.3 

8.6.3 涌流保护 
应采取措施限制电容器投入瞬

间所产生的涌流，采用半导体电子开
关或复合开关投切电容器的涌流应
限制在该组电容器额定电流的3倍以
下，采用机电开关投切电容器的涌流
应限制在该组电容器额定电流的50
倍以下。 

6.10.4 

6.10.4应采取措施限制电容器
投入瞬间所产生的涌流，采用半
导体电子开关或复合开关投切
电容器的涌流应限制在该组电
容器额定电流的5倍以下，采用
机电开关投切电容器的涌流应
限制在该组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100倍以下。 

有 变 化 , 
涌流倍数
降低 

24 
 

8.7 8.7放电试验 6.9.8 

6.9.8………………………… 电

容器未放电前，接触会造成危

险，应装有警告标志。 

新标准中
删除了此
规定 

25 
 

8.9.2 
 

8.9.2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
的限值 

 
6.14.1 

6.14.1公用电网谐波电压
（相电压）的限值 

新标准删
除了高电
压部分的
限 制 要
求，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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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26 
 

8.9.3 

8.9.3 公用电网谐波电流允许值 
 

6.14.2 
6.14.2 公用电网谐波电流允许
值 

留 了
0.38kV 的
限制要求 

27 
 
 

8.10 
 

8.10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8.10.1 自配置检测和控制的装置 
无独立部件的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
制器自配置检测和控制的装置，其功
能应符合 JB/T 9663—2013 中 7.2 和
7.3 的要求。 
8.10.2 自配置投切开关的装置 
无独立部件的无功功率补偿投切装
置自配置投切开关的装置，其功能应
符合 GB/T 29312—2012 中 6.5 的要
求。 
8.10.3 智能化 

适用于配电智能化系统检测数
据上传，远程控制。 

/ / 新增加 

28 
 

9.2. 9.2 材料和部件强度 7.1.1 按 6.1 的规定检查装置的结构 

 
见本表序
号 12的说

明 

9.2.2 
9.2.2 耐腐蚀性 
按 GB/T 7251.1—2013 中 10.2.2，
验证是否符合 7.1.2 的要求。 

7.17.3 7.17.3 耐腐蚀性 

有变化， 
单独列出
试验项

目，户内
金属部件
严酷等级
A 试验，户
外金属部
件试验 

29 
 

9.2.3 
9.2.3 绝缘材料性能 
按 GB/T 7251.1—2013 中 10.2.3，
验证是否符合 7.1.3 的要求。 

  
有变化， 
单独列出
试验项目 

30 
 

9.2.5 
9.2.5 提升 
按 GB/T 7251.1—2013 中 10.2.5，
验证是否符合 7.1.6 的要求。 

  
有变化， 
单独列出
试验项目 

31 
 

9.2.6 
9.2.6 机械碰撞试验 
机械碰撞试验按 GB/T 20138 的规定
进行。 

  
有变化， 
单独列出
试验项目 

32 
 

9.5.2 

9.5.2 装置外露可导电部份与保护
电路之间的有效接地连接性 
……. 
注:有必要限制试验的持续时间，否
则，低电流设备可能会受到试验的不
利影响。 

7.6.1 

7.6.1 装置的裸露导电部件和保
护电路之间的有效连接验证 
…… 
试验时间限制在 5s 

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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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33 
 

9.6 
9.6 电器元件和辅件的组合 
按 7.5 的设计要求，电器元件和辅件
的组合应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 / 有变化 

34 
 

9.7 
9.7 内部电路和连接 
按 7.6 的设计要求，内部电路和连接
应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 / 有变化 

35 
 

9.8 
9.8 外接导线端子 
按 7.7 的设计要求，外接导线端子应
经初始制造商检查确认。 

/ / 有变化 

36 
 

9.9.2.
2 

9.9.2.
3 

9.9.2.2试验电压 
……… 

试验电压波形应是近似正弦波，
频率在45Hz～ 65Hz之间。 

在输出电压已调整到合适的试
验电压值后，当输出端子短路时，用
于试验的高压变压器应设计为输出
电流至少为200mA。 

当输出电流小于100mA时，过流
继电器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应是表4或表5规定
值，允许有±3%的偏差。 
9.9.2.3 试验电压的施加： 

开始时施加的工频试验电压不
应超过全试验电压值的50%，然后将
试验电压平稳增加至全试验电压值，
并维持5（

2
0
+

）s 

7.5.3 

7.5.3 
1.施加试验电压维持的时间5s 
2.交流电压应具有足够的功率
以维持试验电压 

有变化，
新标准与
GB/T 
7251.1-2
013相同 

37 
 

9.10 

9.10 温升验证 
装置的温升极限可通过以下一种或
多种方式验证 
a) 试 验 见 GB/T 7251.1 — 2013 中
10.10. 
b)类似方案额定数据的推导（GB/T 
7251.1—2013中10.10.3）； 
c)计算，即对不超过630 A的单隔室
装 置 按 GB/T 7251.1 — 2013 中
10.10.4.2，或对不超过1 600 A的装
置 按 GB/T 7251.1 — 2013 中
10.10.4.3。 

7.3 7.3  温升试验 

增加了 
GB/T 
7251.1 —
2013中 
验 证 比
较、验证
评 估 方
法。 
（按 GB/T 
7251.1 温
升的检测
增加了检
测部位：
如不同规
格母线周
围空气温
度） 

38 
 

9.12 

9.12 电磁兼容性（EMC） 
EMC 试验按照 GB/T 7251.1—2013 的
J.10.12 进行，验证是否符合 8.4 的
要求。 

7.9 
7.9 电磁兼容性（EMC） 
按 GB7251.1-2005中 8.2.8的规
定进行 EMC 试验。 

新标准
EMC 增加
了“射频
传导抗扰
度、工频
磁场抗扰
度、电压
暂降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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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15576-2020 GB/T 15576-2008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时中断抗
扰度”项

目。 

39 
 

9.13 
 

10.8 

9.13 机械操作 
…… 
对于需要作此验证试验的部件，

在装置安装好之后，应验证机械操作
是否良好。操作循环次数应为200次。 
10 例行检验 
10.8 机械操作 

检查机械操作部件、联锁和锁，
包括与可移式部件有关的部件的有
效性。 

7.4 

7.4 机械操作试验 
设备手动操作的部件，型

式试验的操作次数应不少于 50
次，出厂试验不少于 5 次。 
同时，应检查与这些动作相关的
机械连锁机构的操作。如果器
件、连锁机构等的工作条件未受
影响，而且所要求的操作力与以
前一样，则认为通过了此项试
验。 

新标准型
式试验操
作循环次
增加；例
行试验无
次数要求 

40 9.14 
9.14 噪声测试 
按 GB/T 3768 进行验证，…… 

7.10 
7.10 噪声测试 
试验方法按 GB/T 10233-2005中
4.13 的规定，…… 

引用的试
验方法有

变化 

41 
 
9.15.3 

9.15.3涌流试验 
…随机投入试验应不少于20次，… 

7.13 

7.13涌流试验 
….随机投入试验应不少于20次
（或者在峰值时投入，试验3
次）,… 

删去（或
者在峰值
时投入，
试验3次） 

42 
 

9.21 

9.21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功
能验证 
9.21.1检测、控制功能验证 
按JB/T 9663—2013中8.3和8.4验证
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基本
功能。 
9.21.2投切开关的投切功能验证 
按GB/T 29312—2012中7.3验证集成
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投切功能。 
9.21.3智能化 
按GB/T 7251.8—2020中8.2验证系
统检测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功能。 

/ / 新增加 

 
 

二、新版标准的检验项目 

GB/T 15576-2020 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检验按表 2 执行。 

表 2   GB/T 15576-2020 检验项目及样机/样件 

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1 

9.2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 / 见本表后的注： 

9.2.2 

耐腐蚀性： / / 

耐腐蚀性-严酷试验 A 

-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
和内部部件（各种金属材
料、部件、带或不带防护
层、带不同材料防护层的
不同样品各 5 块）。 

适用于： 
-户内安装的金属外壳； 
-户内安装成套设备的
外部金属部件； 
-户内和户外安装的成
套设备内部用于机械操
作的金属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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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耐腐蚀性-严酷试验 B 

-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
和内部部件（各种金属材
料、部件、带或不带防护
层、带不同材料防护层的
不同样品各 5 块）。 

适用于： 
-户外安装的金属外壳； 
-户外安装的成套设备
的外部金属部件。 

9.2.3 

绝缘材料性能：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有代表性绝缘材料制造的
外壳一台。 

适用于： 
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
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
证 

用来绝缘、固定、支撑载
流部件的绝缘材料、部件
（如：母线夹、母线框、
绝缘子等）。样件：φ100
（或 100×100）×厚（3～
5，可叠加）mm，每种材料
各 2 块。 

a)用于成套设备部件上
的材料，或 
b)从这些部件上提取部
件的材料。 
试验应在 a)或 b)部件中
最薄的材料上进行。 

9.2.4 耐紫外线（UV）辐射验证 

绝缘材料外壳：每种材料
各至少 20 块，形状尺寸按
GB/T 9341 和 ISO 179
（GB/T 1043）的规定。 
合成材料包覆的金属壳
体：部件至少 2 块。 

适用于用绝缘材料制作
的或用金属制作但完全
用合成材料包覆的，且
用于户外安装的成套设
备的外壳和外装部件。 

9.2.5 提升 
制造商允许提升的最大数
量的单元、组件。 

适用于有提升方法的成 
套设备。 
相同结构，只做最大容
量单元试验（其它认证 
单元，可不做试验）。 

9.2.6 机械碰撞试验 样机 / 

2 9.3 装置的防护等级 样机 / 

3 9.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样机 / 

4 9.5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样机 / 

5 9.6 电器元件和辅件的组合 样机 / 

6 9.7 内部电路和连接 样机 / 

7 9.8 外接导线端子 样机 / 

8 9.9 介电性能 样机 / 

9 9.10 温升验证 样机 / 

10 9.11 短路耐受强度 样机 / 

11 9.12 电磁兼容性（EMC） 样机 / 

12 9.13 机械操作 样机 / 

13 9.14 噪声测试 样机 / 

14 
9.15 装置的控制和保护 

样机 / 
9.15.1 一般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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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9.15.2 工频过电压保护试验 

9.15.3 涌流试验 

9.15.4 缺相保护试验 

15 9.16 放电试验 样机 / 

16 9.17 动态响应时间检测 样机 / 

17 9.18 抑制谐波或滤波功能验证 样机 / 

18 9.19 通电操作试验 样机 / 

19 9.20 环境温度性能试验 样机 仅适用于户外型装置 

20 

9.21 

 9.21 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
装置功能验证： 
9.21.1检测、控制功能验证 
9.21.2投切开关的投切功能
验证 
9.21.3智能化 

样机 / 

9.21.3 智能化 样机 

推荐有智能功能的无功
补偿设备按此项做智能
化试验；智能设备如择
做此项试验，则可不必
再另选择 GB/T 7251.8
做试验。 

21 10.10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样机 / 

 
注： 1.推荐工厂使用标准化、批量生产、经过验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的空壳体、材料、

部件； 

2.如果使用符合 GB/T 20641 的空壳体、材料、部件或使用了与已经验证的 GB/T 15576、

GB/T 7251.12 产品相同的壳体（如：PGJ 柜、GGD 柜、JP 柜）、材料、部件，或已

有有效认证，且没有对其进行降低性能的更改，则不要求按 9.2 再进行壳体、材料、

部件的试验； 

3.须提供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有效的认证信息资料，实验室审核确认。 
 
 
 

三、GB/T 15576-2008 换版为 GB/T 15576-2020 需补充的检验及说明 

换版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品及说明见表 3。 

表 3  换版为 GB/T 15576-2020 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品及说明 

序号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1 9.2.2 耐腐蚀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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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耐腐蚀性-
严酷试验 A 

-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
和内部部件（各种金属材
料、部件、带或不带防护
层、带不同材料防护层的
不同样品各 5 块）。 

适用于： 
-户内安装的金属外壳； 
-户内安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件； 
-户内和户外安装的成套设备内部用于机械
操作的金属部件。 

耐腐蚀性-
严酷试验 B 

-外壳或代表性样品外壳 
-单独的代表性外壳部件
和内部部件（各种金属材
料、部件、带或不带防护
层、带不同材料防护层的
不同样品各 5 块）。 

适用于： 
-户外安装的金属外壳； 
-户外安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部件。 
如户外型装置在原试验报告中经过 GB/T 
15576-2008 中 7.17.3 条款试验，则严酷等
级 B 试验可引用原试验报告中的结果 

2 9.2.3 

绝缘材料性
能： 

  

外壳热稳定
性验证 

有代表性绝缘材料制造的
外壳一台 

适用于： 
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绝缘材料耐
受内部电效
应引起的非
正常发热和
着火的验证 

用来绝缘、固定、支撑载
流部件的绝缘材料、部件
（如：母线夹、母线框、
绝缘子等）。样件：φ100
（或 100×100）×厚（3～
5，可叠加）mm，每种材料
各 2 块。 

a)用于成套设备部件上的材料，或 
b)从这些部件上提取部件的材料。 
试验应在a)或b)部件中最薄的材料上进行。 

3 9.2.5 提升 
制造商允许提升的最大数
量的单元、组件。 

适用于有提升方法的成套设备。相同结构，
只做最大容量单元试验（其它认证单元，可
不做试验） 

4 9.2.6 
机械碰撞试
验 

样机 适用于标注了 IK 代码的设备 

5 9.6 
电器元件和
辅件的组合 

样机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 

6 9.7 
内部电路和
连接 

样机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 

7 9.8 
外接导线端
子 

样机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 

8 9.12 
电磁兼容性
（EMC） 

样机 

适用于按老标准要求做了EMC试验项目的产
品。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工厂根据其产品的使用场所及以往
产品运行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补充相关差异
性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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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样机/样件 说明 

9 9.13 机械操作 样机 

操作循环次数由50次变更为200次 
（对于依据相关产品标准进行过型式试
验的成套设备的这些器件（例如：断路
器），在安装时它们的机械操作没有被改
变，则不必对这些器件进行此验证试验）。 

10 9.14 噪声测试 样机 

适用于按老标准要求做了噪声测试项目的
产品。 
本项目可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
进行核查。 

11 9.15.3 涌流试验 样机 
需核查原试验报告，如果试验结果符合新标
准的要求，则不必进行试验，否则，需要进
行试验验证。 

12 

9.21 

集成低压无
功功率补偿
装置功能验
证 

样机 

适用于集成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包括：
智能型）； 9.21.1、9.21.2为新增试验要
求，如原试验报告未涉及或有差异，需做补
充或差异试验；如本项目进行了9.21.3补充
或是差异试验，或是认可原报试验报告相关
内容，后续获证则不需要另行同时选择符合
GB/T 7251.8标准，仅执行GB/T 15576标准，
由工厂自行选择。 

9.21.3 智能化 样机 

适用于有智能功能设备 
（智能设备如选择做此项试验，则可不再另
选择 GB/T 7251.8，是否选择 GB/T 7251.8
由工厂确定）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 

13 10.10 
布线，操作
性能和功能 

样机 
本项目对原试验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进
行核查。 

注：1.原则上本次换版不再做 9.2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试验（原因见表 1 中序号 12 的说明，老标准已有

要求），但如果实验室核查中,评估认为不做相关试验或提供相关资料风险较高时，须提供符合要求的

检测报告、有效的认证信息资料（见注 2），实验室审核确认或做试验验证。 

注：2. 如果使用符合 GB/T 20641 的空壳体、材料、部件或使用了与已经验证的与 GB/T 15576、GB/T 

7251.12 产品相同的壳体（如：PGJ 柜、GGD 柜、JP 柜）、材料、部件，或已有有效认证，且没有对其

进行降低性能的更改，则不要求按 9.2 再进行壳体、材料、部件的试验。 

四、换版送检验的样机、材料及部件 

1.检验样机 

1）原则上按原试验报告中样机型号规格送样；投切开关类型不同为不同

的换版送样单元； 

2）工厂同时具有多种不同型号系列，但结构相同、外壳材质相同时，可

选取其中一个型号系列的最大额定容量/电流（或最多功能）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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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综合配电补偿柜（例 JP 柜）、集成低压

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为不同的送样单元； 

4）样品的其它要求按实施规则。 

2.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试验样件 

原则：相同的部件和材料等不重复送样试验，其他引用，见 XXXX 报告。

对于所有差异性试验可在有代表性的样机、样件中验证，避免重复试验。 

所对应的试验项目及样机、样件详见表 3。 

五、 试验报告的要求 

1． 试验报告类型、格式 

《型式试验报告》的封面报告类型为“变更”。 

采用自我声明系统中提供的题为《型式试验报告》的格式。 

2．单元覆盖（划分） 

新规则的单元覆盖（划分）与以前的覆盖范围有所变化，对于按老的实

施规则单元覆盖（划分）出具的证书,可根据企业的要求按新规则的规定单

元划分出报告、换证书，与标准换版一起更新。 

样机的额定电流/容量与原试验报告样机的额定电流/容量不一致时，还需

在报告的第一页的备注栏中，注明本次送样的样品型号、额定电流/容量值。 

3．检验项目按 GB/T 15576-2020 新标准统一更新，见表 2。 

用以前试验结果的项目，在试验报告的试验项目汇总页，该检验项目“结

果”栏中写“见编号 XXXXX 试验报告”及判定。 

样品描述按老报告，其他涉及变更（如：重量等）及新要求的按企业标准

换版申请、描述及实验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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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升试验 

1）应增加：成套设备内环境空气温度（℃）、不同部位、规格母线周围

空气温度（℃）（试验点放在最严酷点：例如 B 相母线与周围空气的中间）。 

例如：主母线周围空气温度（℃）、主开关进出线周围空气温度（℃）。 

2）应详细描述试验过程及数据，以确保可追溯性及符合标准的规定。 

5. 关键件及其他扩展（必要时）的安全件一览表（产品描述及说明）描

述 

关键件如已列入 CCC 认证产品目录，提供有效的 CCC 认证编号(自我声明

模式的为 CCC 自我声明编号)，未列入 CCC 认证产品目录的产品可提供自愿认

证证书编号，认证是否有效以“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cx.cnca.cn/CertECloud/result/skipResultList”发布的认证信息为

准；或提供经 CNAS 认可的实验室提供的有效的检验报告编号，生产企业应验

证认证信息、检验报告的有效性。 

如果工厂要求进行系列扩展描述，也应与样机关键件描述的项目一样，至

少应包括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商/生产企业，准确描述

每个项目（如下表所示），不得有空，有效认证编号/检验报告编号，项目中有

CCC 或自愿认证的认证编号，无认证的填写试验报告报告号，型号、规格要具

体，不应出现笼统的不确定的描述（例如：断路器的型号、规格描述为 DZ 系

列、DW 系列等）。 

关键件描述示例(至少包含下表表头的项目)：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商/生产企业 有效认证编号/检验报告编号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 
HH15-1600/3(QSA) 
Ie:1600A Iq:50kA 

电气有限公司 2020980302000478 

无功补偿控制器 
JKF 

Is≤5AUe=380V/220V 
电气有限公司 CQW111111677 

无功补偿投切开关 
TSC 

In=100AUn=400V/230V 
电气有限公司 CQW11111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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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认证机构应对型式试验报告中关键件的描述，包括系列扩展描述

进行核实确认，确保关键件按型式试验报告确定的性能、技术参数控制，且关

键件应符合各自产品标准，防止由于试验报告关键件扩展失控，而造成成套产

品的关键件失控。 

6.样机的照片 

样机的照片增加材料和部件试验项目涉及的材料和部件（例如：绝缘件）

照片。 

六.样机的图纸 

对于样机的总装图、电气原理图（包括：主电路(主电路图中应明确标示

出 InA、Inc、QnA、Qnc)及二次电路，其图号在报告中已有说明），实验室应

进行盖章确认并存档，并随报告交给企业一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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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智能型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 

GB/T 7251.8-2005 换版为 GB/T 7251.8-2020 标准的决议 

        TC06-2021-06 

GB/T 7251.8-2005 换版标准为 GB/T 7251.8-202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 第 8 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发布日期 2020-11-19、

实施日期 2021-06-01。 

换版后，原依据 GB/T 7251.8-2005 标准认证的低压智能型成套设备产

品的认证标准变更为 GB/T 7251.8-2020。 

一、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GB/T 7251.8-2020 与 GB/T 7251.8-2005 在标准结构、技术内容及验证项

目、检测方法上有变化。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见表 1。  

表 1   GB/T 7251.8-2020 与 GB/T 7251.8-2005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序

号 

GB/T 7251.8-2020 GB/T 7251.8-2005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1 3.1 

3.1 智 能 型 成 套 设 备 intelligent 

assembly 

一种运用先进传感器技术、数字化技术、

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实

现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的新型成套设备。 

注：智能型成套设备通过主站实现从站的

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全部功能或部

分功能，其具体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具备对成套设备所处环境温度、湿度

及对成套设备关键部位或关键单元温度在

线监测； 

——具备智能预警，如使用寿命预警、故

障预警、超温预警、过流预警、漏电预警

等； 

——具备智能联动保护功能； 

——具备智能故障分析、智能数据统计、

智能数据存储功能； 

——具备智能提醒，如对定期的维护保养

做到提醒服务； 

——具备配电柜整体运行状态实时视频监

视功能，也可以对柜内必要部位实时视频

监视； 

3.1 

3.1 智能型成套设备 intelligent 

assemblies 

采用标准的现场总线或其他数字通讯

方式将具有通讯能力的元器件相互连

接起来，通过控制器或上位机（主站）

实现对现场设备、电网或其他控制器

(从站)等的遥测、遥调、遥控、遥讯中

的部分或全部功能的成套设备。 

定义有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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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7251.8-2020 GB/T 7251.8-2005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便捷性，在上位机上不仅可以监视电

参量及设备运行状态，还可以快速查看元

器件的相关信息（如品牌、型号、电气性

能参数等）； 

——通信稳定、数据安全：通信设备及线

缆要有较好的电磁兼容性，数据传输、存

储要安全可靠；  

——通信协议是标准的、开放的； 

——柜体及各单元结构紧凑、安装灵活方

便。 

2 3.2 

3.2 主站 master 

能够发起和调度其他站（可能是主站或从

站）通信活动的主动的通信实体。 

3.2 

3.2 主站 master station 

一种全功能的、有总线存取控制权

站点。 

定义有

变化 

3 3.3 

3.3从站 slave  

 能够接收报文，并响应其他通信实体

（主站或从站）而发送报文的被动的通信

实体。 

[GB/T 34040-2017, 3.1.51] 

3.3 

3.3 从站 slave station 

一种部分功能的、无总线存取控制权，

只能对主站进行响应的站点。. 

定义有

变化 

4 3.5 

3.5 现场总线 fieldbus 

基于串行数据传输并应用在工业自动化或

过程控制中的通信系统。 

[GB/T 34040-2017, 3.1.18] 

3.5 

3.5 现场总线 fieldBus 

现场总线 FB( FieldBus)是安装在生产

过程区域的现场设备、仪表与控制室内

的自动控制装置或系统之间实现现场

级设备数字化通信的一种工业现场层

网络串行通信的数据技术。 

定义有

变化 

5 3.6 

3.6 工业以太网 Industrial Ethernet 

基于 IEEE 802.3 (Ethernet)的区域和单元

网络。 

  新增 

6 6.2 

在 GB/T 7251.1-2013中 6.1要求的基础上，

成套设备还应在铭牌上标出“GB/T 7251.8”

和四遥的特定功能（如：遥测、遥信）的

信息。 

  新增 

7 8.2.2 

8.2.2 遥测功能 

…………… 

可遥测的各参数准确度由成套设备制造商

与用户之间协商确定，电量参数准确度等

级应不低于 1.0 级。 

5.2.3 

5.2.3 遥测功能  

…………… 

可遥测的各电量参数准确度由成套设

备制造商与用户之间协商确定。 

有变化 

8 8.2.3 

8.2.3 遥信功能 

增加： 

d）采用 RS232、RS485 通信接口时传输速

率宜优先选用 2400bit/s、9600bit/s、

19200bit/s，采用以太网接口传输速率宜

优先选用 10/100Mbit/s。 

5.2.5 5.2.5 遥信功能 

有变化 

9 8.2.4 
8.2.4 遥控功能 

……… 

5.2.4 

 

5.2.4 遥控功能 

d)补偿电路:能选择自动/手动补偿。手
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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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GB/T 7251.8-2020 GB/T 7251.8-2005 
说明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d) 补偿电路：能进行自动补偿。 

具体可遥控的功能应根据用户需要确定。 

动方式下，远程可控制电容器的投切

等。 

具体可遥控的功能应根据用户需要确

定。 

10 8.2.5 

8.2.5 遥调功能 

成套设备系统中主站应能通过上位机

远程调节各从站设定值、特性曲线、控制

权限等。如对某一回路断路器进行参数设

定等。 

具体可遥调的功能应根据用户需要确定。 

5.2.2 

 

5.2.2 遥调功能 

成套设备系统中动力中心应能通

过上位机远程调节各从站设定值、特性

曲线等。如对某一回路框架断路器进行

参数设定等。 

 

有变化 

11 8.2.7 

8.2.7 网络和系统安全 

智能型成套设备应满足 GB/T 35673-2017

中规定的网络和系统安全要求和安全等

级。 

  新增 

12 8.4.4 

8.4.4 系统软件 

……… 

e)...... 

  f)移动终端应用程序（APP） 

5.4.4 

5.4.4 系统软件 

…… 

e)…… 

有变化 

13 8.4.5 

8.4.5 控制电源 

应采取可靠措施保障网络通信系统所需要

的控制电源的可靠性，控制电源应带有雷

击、过压保护措施。 

5.4.5 

5.4.5 控制电源 

总线系统所需要的控制电源应与主电

源隔离，并带有雷击、过压保护措施。

电压等级优先选用 AC220V、DC24V。 

有变化 

14 10.2.2 
应在电磁兼容性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分别进

行系统功能测试 
7.2.1 

一般情况下,在温升试验中进行系统功

能测试。 

功 能 测

试 时 机

有变化 

15 附录 AA 采用 Modbus 总线成套设备的附加要求 附录 C 采用 Modbus 总线成套设备的附加要求 
要求有

变化 

16 附录 BB 
采用 DeviceNet 总线的成套设备的附加要

求 
附录 C 

采用 DeviceNet总线的成套设备的附加

要求 

要求有

变化 

17 附录 CC 
采用 EtherNet/IP 网络成套设备的附加要

求 
  新增 

18 附录 DD 
采用 Profibus-DP 总线成套设备的附加要

求 
附录 A 

采用 Profibus-DP总线成套设备的附加

要求 

要求有

变化 

二、新版标准的检验项目 

GB/T 7251.8-2020 标准的检验项目，按表 2 执行。 

表 2   GB/T 7251.8-2020 检验项目及样机  

编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样机 说明 

1 

10.2 

10.2.1 

10.2.2 

10.2 功能试验 

10.2.1一般检查 

10.2.2功能测试 

 

样机 

1.通过上位机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全部功能

或部分功能，为必测项，其他按客户需要。 

2.可遥测的各参数准确度由成套设备制造商与用户之

间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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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B/T 7251.8-2005 转换为 GB/T 7251.8-2020 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机 

换版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机及说明见表 3。 

表 3  换版为 GB/T 7251.8-2020 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机及说明 

序号 标准条款 检验项目 样机 说明 

1 

10.2 

10.2.1 

10.2.2 

功能试验 

一般检查 

功能测试 

样机 

如原报告中经过GB/T 7251.8-2005中7.2.1条款的功能测

试，（通过上位机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的全部功能

或部分功能）且无新增的智能化功能，则可以引用原报告中

的结果，对原报告及工厂提供的资料（包括铭牌）进行核查。 

 

四、换版检验样机 

1、若工厂声明无新增的智能化功能，则可以不送样；若工厂声明有新增

的智能化功能，则送样做差异试验； 

    2、样机的其它要求按实施规则。 

五、 试验报告的要求  

1． 试验报告类型、格式 

《型式试验报告》的封面报告类型为“变更”。 

采用自我声明系统中提供的题为《型式试验报告》的格式。 

2．单元覆盖（划分） 

新规则的单元覆盖（划分）与以前的覆盖范围有所变化，对于按老的实

施规则单元覆盖（划分）出具的证书,可根据企业的要求按新规则的规定单

元划分出报告、换证书，与标准换版一起更新。 

样机的额定电流/容量与原试验报告样机的额定电流/容量不一致时，还需

在报告的第一页的备注栏中，注明本次送样的样品型号、额定电流/容量值。 

3．检验项目按 GB/T 7251.8-2020 新标准统一更新，见表 2。 

      用以前试验结果的项目，在试验报告的检验项目汇总页，该检验项目

“结果”栏中写“见编号 XXXXX 试验报告”及判定。 

样品描述按老报告，其他涉及变更及新要求的按企业标准换版申请、

描述及实验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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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样机的图纸 

对于样机的总装图、电气原理图（包括：主电路(主电路图中应明确标示

出 InA、Inc、QnA、Qnc)及二次电路，其图号在报告中已有说明），实验室应

进行盖章确认并存档，并随报告交给企业一份存档。 

七．其他 

如涉及其他换版要求同 TC06-2021-05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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