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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代号、产品分类、标识、功能、技术参数、使用条件、结

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铭牌与文件资料等。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

——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或者直流不超过1500V的成套设备；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中变压器的标称初级电压和标称次级电压在上述规定的限定值内；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电压在lOkV 及以下的供用电设施的建设工程或者任何类似的工作

场所。

本标准不适用于水下、井下和矿井等专业建设工程施工配用使用的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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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064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T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T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通则

GB/T 7251.4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四部分：对建设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

求

GB/T 14048.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断路器

GB/T 14048.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 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

器

GB/T 14048.5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1 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件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

器

GB/T16935.1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1 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6829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要求

GB/T 1395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GB/T 11918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1919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 2 部分：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互换性要求

GB/T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5072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59 建设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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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低压 low voltage

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直流不超过1500V的电压。

3.2

配电箱 distribution box

一种专门用作分配电力的配电装置，包括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开关箱。

3.3

施工现场 construction site

建设工地, 公众一般不进入的临时工作场所（户内和户外）和建设施工、安装、修理、地产(建设

物)拆除或变化、土木工程(公共建设)、挖掘或者任何类似的工作场所。

3.4

接地电阻 ground resistance

接地装置的对地电阻。它是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阻、接地体与土壤之间的接触电阻和土壤中的散

流电阻之和。

3.5

工频接地电阻 power frequency ground resistance

接地装置流过工频电流时所表现的接地电阻值。

3.6

冲击接地电阻 shock ground resistance

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冲击电流（模拟雷电流）求得的接地电阻。

3.7

电气连接 electric connect

导体与导体之间直接提供电气通路的连接（接触电阻近于零）。

3.8

带电部分 live-part

正常使用时要被通电的导体或可导电部分，它包括中性导体(中性线），不包括保护导体（保护零

线或保护线），按惯例也不包括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合一的导线（导体）。

3.9

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电气设备能触及的可导电部分。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

3.10

隔离变压器 isolating 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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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绕组与输出绕组在电气上彼此隔离的变压器，用以避免偶然同时触及带电体（或因绝缘损坏而

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和大地所带来的危险。

3.11

安全隔离变压器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

提供安全特低电压电源，输入绕组与输出绕组在电气上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分开的隔离变压器

3.12

防护等级 ingress protection

将电器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进行的分级。

3.13

临时消防设施 temporary fire control facility

设置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于扑救施工现场火灾、引导施工人员安全疏散等各类消防设施。包括

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临时疏散通道等。

4 代 号

下列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DK——电源隔离开关。

H——照明器。

L1、L2、L3——三相电路的三相相线。

M——电动机。

N——中性点，中性线，工作零线。

PEN——具有中性和保护线两种功能的接地线，又称保护中性线。

PE——保护零线，保护线。

RCD——漏电保护器，漏电断路器。

T——变压器。

TN——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零线接地的接零保护系统。

TN-C——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合一设置的接零保护系统。

TN-C-S——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前一部分合一，后一部分分开设置的接零保护系统。

TN-S——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设置的接零保护系统。

TT——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的接地保护系统，其中电气设备的

接地点独立于电源中性点接地点。

W——电焊机。

5 产品分类、标识、功能

5.1 分类

5.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电力分配使用的配电箱分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以及消防专用分配

电箱、开关箱。

5.2 标识

5.2.1 配电箱标识由建设工程、施工、配电箱、类型、序号组成，相应符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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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设工程：J；

b) 施工：S；

c) 配电箱：P；

d) 类型：Z-总配电箱，F-分配电箱，K-开关箱；

e) 序号：L-楼层，J-降水，S-生活，M-照明，D-电焊，ZN-智能化，XF-消防。

5.2.2 配电箱标识代码编制规则如图 1 所示。

序号

类型

配电箱

施工

建设工程

图 1

5.3 配电箱功能类型：

a) 进线供电功能：适用于在供电网或变电站或工地发电机的连接；

b) 计量功能：适用于工地上电能消耗的测量；

c) 配电功能：适用于通过端子连接或插座方式为建设工地提供配电和电能保护；

d) 变压功能：适用于提供改变电压的方法或者提供电气保护措施。

6 技术参数

6.1 额定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优选值（Ue）：230（220）V、400（380）V

额定绝缘电压优选值（Ui）：500V、660V

6.2 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优选值（InA）：40A,63A,100A,160A,200A,250A,400A,630A（600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优选值（Icw）：5kA、10kA、15kA

6.3 额定分散系数（RDF）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出线回路按照附录A或根据表1选用。

表 1 计算负荷值

负荷类型 计算负荷因数(RDF)

配电一2和3条电路 0.9

配电一4和5条电路 0.8

配电—6至9条电路 0.7

配电一10条及以上电路 0.6

InA≥（InC1+InC2+InC3+……）×RDF

式中：

InA——成套设备的额定电流；

InC——条电路的额定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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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额定分散系数。

6.4 额定频率

额定频率（fn）：50Hz。

6.5 其他

制造商应当声明下列特性：

a) 制造商指定的功能；

b) 外形设计；

c) 移动性；

d) 防护等级：见 8.1.2；

e) 安装方式；

f) 电击防护；

g) 防腐蚀；

h) 特殊使用条件；

i) 电磁兼容（EMC）等级。

7 使用条件

7.1 温度

使用环境温度为-25℃～40℃，且在24h一个周期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5℃。

7.2 湿度

最高温度+25℃时，使用环境相对湿度短时可达100%。

7.3 污染等级

使用环境污染等级为污染等级3和污染等级4。

7.4 海拔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得超过 2000m。

7.5 特殊使用条件

在GB/T7251.4-2017中7.2规定的特殊使用条件中使用时，应遵守适用的特殊要求或成套设备制造商

与用户签订的协议。

8 结构要求

8.1 箱体

8.1.1 箱体一般由侧体板，前后外门（总配电箱、分箱配电箱），前门（开关箱），防雨帽，前门与

内防护隔离门连接门套，内防护隔离门，内防护隔离门上部门楣，仪表固定面板，箱体底板，铰链，门

锁，支架等组成。

8.1.2 箱体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44，所有门关闭，所有可移式面板和盖板固定。通风和排水孔不

应降低此防护等级，门内工作面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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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总配电箱及 400A 以上分配电箱宜设计为立式户外箱，仪表支架应固定在箱体上部，外门关闭后

仪表不得外露，箱体底部设支架，支脚高度不低于 170 mm。400A 及以下分配电箱、开关箱宜设计为卧

式。箱体外形尺寸见附录 B。

8.1.4 箱体应采用冷轧钢板或镀锌板制作，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2 mm,总配电箱、分配电

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1.5 mm。

8.1.5 配电箱、开关箱顶部防雨帽中间起脊角度为 150 度（误差为±2度），防雨帽沿边厚度不小于

30mm，沿边与箱体水平距离不小于 45 mm，两侧起脊堵头、沿边底部四边向内翻 90 度折 10 mm-15 mm

的边，防雨帽应套装在箱体上。

8.1.6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部分开关箱（降水箱，楼层移动箱，六路照明箱）顶部应当设置吊装环

或在箱体两个侧面设搬运把手或凹槽，箱门铰链应选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铰链、门插销连接应当牢

固，转动及开启灵活，且开启角度不低于 90°。

8.1.7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部分开关箱（降水箱，楼层移动箱，六路照明箱）应在防雨帽底部前后

沿边纵向开设散热孔，散热孔满足 IP44 防护等级要求。

8.1.8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采用前后开门形式，开关箱采用前开门形式，箱体门框四周应当设制导流

槽，内防护隔离门周边应当增设加强筋或采用双折边。

8.1.9 隔离门水平面应嵌入到开关台面，露出操作手柄和试验、复位按钮，可观察到可见分断点的动

作情况，电器开关的开槽、开孔边缘应光滑、整齐无毛刺。

8.1.10 配电箱、开关箱中进线口和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底面，应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应加绝缘护

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应采用橡皮护套绝缘

电缆，不得有接头。

8.1.11 配电箱的内门锁具与外门锁具的钥匙不得通用。

8.1.12 配电箱箱体应先作除锈脱脂处理，再用橘黄色（CSB05－1426－2001《漆膜颜色标准样卡》色

标号：59 YRO4）喷塑罩面，表面色泽一致，光滑完好。

8.1.13 配电箱箱门中间部位应用红漆标明“安全用电”字样和安全用电标志，标志位于字样上方，字

体宜采用仿宋字体。

8.1.14 铭牌宜选用铝板、不锈钢制作，并应固定在前箱门左上方，字迹清晰并符合电气设备标牌有关

规定。

8.1.15 配电箱的抗冲击和碰撞强度应当满足 GB/T7251.4 中 8.1、8.2、8.3、8.4 的要求。

8.2 安装及连接

8.2.1 分配电箱支架应用 4×40 国标角钢制作；开关箱支架应用 3×30 国标角钢制作。

8.2.2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含插座）应先安装在金属安装板上（金属安装板应喷塑），然后方

可整体紧固在配电箱、开关箱箱体内。配电箱电器安装板应采用 1.5mm 厚的冷轧钢板或镀锌钢板制作。

8.2.3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应分设N线端子板和PE线端子板。N线端子板应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

PE 线端子板应与金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

8.2.4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应通过

PE 线端子板与 PE 线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应通过采用镀锡编织软铜线做电气连接。

8.2.5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连接线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相线、N线、PE 线的颜色标记应符合以下规

定：

a) 相线 L1（A）、L2（B）、L3（C）相序的绝缘颜色依次为黄、绿、红色；

b) N 线的绝缘颜色为淡蓝色；

c) PE 线的绝缘颜色为绿／黄双色。

8.2.6 任何情况下上述颜色标记严禁混用和互相代用。连接线要求排列整齐；导线分支接头做绝缘包

扎，不得有外露带电部分。

8.2.7 配电箱、开关箱的安装板尺寸应与电器的数量和尺寸相适应，箱内电器安装板电器安装尺寸可

按照表 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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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配电箱、开关箱内电器安装尺寸选择值

间距名称
最小净距

mm

并列电器（含单极熔断器）间
250A 以下，30

250A 及以上，60

电器进、出线塑胶管孔与电器边沿间

20A 以下,30

20A～40A,50

40A 以上,80

上、下排电器进出线塑胶管孔间 25

电器进、出线塑胶管孔至板边 40

电器侧面至板边 40

8.2.8 总配电箱应设置消防专用线路。消防专用线路应当从配电箱电源侧引入到具有隔离功能的可见

分断点的漏电断路器。

8.2.9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应设置应急电源回路，应急电源回路应当从配电箱电源侧引入到具有隔离

功能可见分断点的漏电断路器。

8.2.10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紧急停电按钮应当设在防雨帽以下外门以上距箱体左边 100 mm 处。

8.3 开关器件和元件

8.3.1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应可靠、完好，严禁使用破损、不合格的电器。断路器、漏电断路器、

交流接触器、互感器、热继电器等主要元器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本标准要求。

8.3.2 总配电箱的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电

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总路设置总漏电保护器时，还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路器

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当所设总漏电保护器同时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

断路器时，可不设总断路器或总熔断器；

b) 当各分路设置分路漏电保护器时，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路

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当分路所设漏电保护器同时具备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的

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设分路断路器或分路熔断器；

c) 隔离开关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并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

离电器。如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的断路器，可不另设隔离开关；

d) 断路器应选用具有可靠灭弧分断功能的产品；

e) 总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应与分路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相适应。

8.3.3 总配电箱应装设电压表、总电流表、电度表及其他需要的仪表。专用电能计量仪表的装设应符

合当地供用电管理部门的要求。装设电流互感器时，其二次回路应与保护零线有一个连接点，且严禁断

开电路。

8.3.4 分配电箱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

器。

8.3.5 开关箱应装设隔离开关、断路器或熔断器，以及漏电保护器。当漏电保护器同时具有短路、过

载、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时，可不装设断路器或熔断器。隔离开关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

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并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当断路器是具有可见分断点时，可不另设

隔离开关。

8.3.6 开关箱中的隔离开关只可直接控制照明电路和容量不大于 3.0kW 的动力电路，但不应频繁操作。

容量大于 3.0kW 的动力电路应采用断路器控制，操作频繁时还应附设接触器或其他启动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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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开关箱中各种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和动作整定值应与其控制用电设备的额定值和特性相适应。通

用电动机开关箱中电器的规格可按附录 A 选配。

8.3.8 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总配电箱、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且不得用于启动电气设备的操作。

8.3.9 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 GB/T 14048.2 附录 B、GB/T 6829、GB/T l3955 的规定。

8.3.10 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 s，

潮湿或有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 mA，额定漏

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 s。

8.3.11 总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 30 mA·s。

8.3.12 配电箱、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宜选用无辅助电源型（电磁式）产品，或选用辅助电源故障时

能自动断开的辅助电源型（电子式）产品。当选用辅助电源故障时不能自动断开的辅助电源型（电子式）

产品时，应同时设置缺相保护。其产品应符合 GB/T 14048.2 中 B.3.1.2.1 的要求。

8.3.13 给变频等特殊类别的设备配置供电配电箱、开关箱时，应根据变频器的技术特性，合理设置剩

余电流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既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又能使剩余电流保护器发挥应有的保护功能。

8.3.14 开关箱内的插座应选用自锁装置的插座，严禁使用其它形式的插座，且相序一致。

8.3.15 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按钮开关应选用无裸露带电的产品。

8.3.16 开关箱内的照明变压器应是双绕组型安全隔离变压器，严禁使用自耦式变压器。

8.3.17 智能开关箱内的智能控制器必须具备手动停止功能。

8.4 绝缘导线

8.4.1 配电箱接地回路、零线回路所用的铜排应符合 GB/T 5585.2 的要求。

8.4.2 配电箱主回路、接地回路、零线回路、二次控制回路、计量回路所用的绝缘导线应采用铜芯线，

导线的额定电压不得低于配电箱的额定电压值（通常选用 450 V/750 V)。配电箱主回路导线截面积应

符合额定工作电流要求（见表 3）；辅助电路导线其最小截面积 2.5 mm²，导线截面和线径应当控制在

国标允许偏差值内。

表 3 配电箱主回路导线截面积

额定电流（A）

单芯或多芯导线 软导线

截面积（mm²） 截面积（mm²）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8 1 2.5 0.75 2.5

10 1 2.5 0.75 2.5

13 1 2.5 0.75 2.5

16 1.5 4 1 4

20 1.5 6 1 4

25 2.5 6 1.5 4

32 2.5 10 1.5 6

40 4 16 2.5 10

63 6 25 6 16

80 10 35 10 25

100 16 50 16 35

125 25 70 25 50

160 35 95 35 70

200 50 120 50 95

250 70 150 70 120

315 95 240 9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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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性能要求

9.1 介电性能

9.1.1 通则

建筑施工配电箱的每条电路都应能承受：

——暂时过电压

——瞬态过电压

用施加工频耐受电压的方法验证施工配电箱承受暂时过电压的能力及固体绝缘的完整性；用施加冲

击耐受电压的方法验证成套设备承受瞬态过电压的能力。

9.1.2 工频耐受电压

建筑施工配电箱应能承受表6和给出的相应的工频耐受电压（见10.）。建筑施工配电箱任何电路的

额定绝缘的电压应等于或高于其最大工作电压。

9.1.3 冲击耐受电压

建筑施工配电箱主电路及辅助电路应满足GB/T7251.4中 9.1.3条的相关规定。

9.2 温升极限

建筑施工配电箱和它的电路在特定条件下应能够承载其额定电流，且温升极限值应满足GB/T7251.4

中 9.2条的相关规定。

9.3 短路保护和短路耐受强度

建筑施工配电箱应能够耐受不超过额定值的短路电流所产生的热应力和电动应力。建筑施工配电箱

生产企业应采取针对短路电流的防护措施（例如，断路器，熔断器或两者的组合件），且该措施应满足

GB/T7251.4中 9.3条的相关规定。

9.4 电磁兼容性（EMC)

建筑施工配电箱的性能应能满足GB/T7251.4中 9.4条的相关规定

10 例行检验规则

10.1 通则

确保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生产企业的出厂产品符合标准规定和产品一致性的要求。

10.2 规则

例行检验是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组装成成品后进行的最终检验，例行检验的数量按100%进

行，例行检验合格后，即可加贴标识和包装入库，不再进行加工。

例行检验项目全部完成且结论合格后，检验员填写《例行检验记录》报质量管理部们存档后，产品

方可交付。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检验的项目依据标准GB/T7251.1、GB/T7251.4、JGJ46、JGJ59、本团体标

准、生产企业制定的检验文件要求进行。

11 例行检验方法

11.1 通则

例行检验用来检查材料和工艺的缺陷和用来确认制造完工的成套设备的良好功能。每一台产品都要

进行例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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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电箱中的器件和整装元件已按照9进行选择，并且按照器件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安装，则不

要求对上述器件和整装元件进行例行检验。

注：制造商应对配电箱中的器件和整装元件的采购和进货进行控制，必要时进行检验/验证以确保

满足要求。

检验应至少包括表4中项目：

表 4 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标准条款 检验设备

1

——外观、结构、信息

——T/SDJSXH 8.1、8.2、8.3、8.4、12.1、12.2、12.3、

附录 B(图集)

目测

直尺或卷尺

游标卡尺

2

——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IP44-操作面 IP21)

——GB/T 7251.4 11.2

目测

φ1.0mm 专用检具

φ12.5mm 球形检具

φ12mm 铰接试指

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GB/T 7251.4 11.3

目测

游标卡尺

4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的完整性

——GB/T 7251.4 11.4、10.5.2

目测

接地电阻测试仪

5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

——GB/T 7251.4 11.5

目测

6

——内部电路和连接

——GB/T 7251.4 11.6

目测

扭力扳手

7

——外接导线端子

——GB/T 7251.4 11.7

目测

8

——机械操作（5 次）

——GB/T7251.4 11.8

——GB/T7251.4 10.13

目测

手动操作

9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GB/T7251.4 11.10

目测

通电试验台

10 ——剩余电流保护功能 剩余电流测试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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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048.2 8.4.4、B4.2.4

11

——缺相保护功能

——JGJ46 8.2.13

通电试验台

12

——成套设备对机械碰撞的防护

——GB/T7251.4 8.2.1

目测

提供壳体检验报告，报告内容应至少包含（静

负载、提升、防护等级（TP 代码）等

13

——介电性能

——GB/T7251.4 11.9

绝缘电阻表(DC500V)

耐压测试仪

11.2 外观、结构、信息

目测，箱体的外观、结构应满足本标准8.1、8.2、8.3、8.4的要求。铭牌、说明书、接线图齐全且

满足本标准12.1、12.2、12.3的要求。

11.3 外壳的防护等级

按照GB/T7251.1中11.2规定进行检验，以确认防护等级：IP44-操作面IP21。

11.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按照《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通则》GB/T7251.1-2013的11.3所规定的试验程序

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确认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空气中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imp/kV 最小的电气间隙/mm

≤2.5 1.5

4.0 3.0

6.0 5.5

8.0 8.0

12.0 14.0

根据非均匀电场环境和污染等级 3 决定

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 Ui/V 最小的爬电距离/mm

40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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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8.0

630 10

800 12.5

根据非均匀电场环境、污染等级 3、材料组别 IIIa 决定

11.5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按照GB/T7251.1中11.4的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确认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符合要求。

11.6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

按照GB/T7251.1中11.5的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确认开关器件和元件的组合符合

《附录：参考图集》设计要求。

11.7 内部电路和连接

按照GB/T7251.1的11.6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检查绝缘导线是否符合标准及设

计要求。

11.8 外接导线端子

按照GB/T7251.1的11.7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

11.9 机械操作

按照GB/T7251.1的11.8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

11.10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按照GB/T7251.1的11.10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确定电气功能满足标准及设计

要求。

11.11 剩余电流保护功能

按照GB/T14048.2的8.4.4、B4.2.4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以确定剩余电流保护功

能满足标准及设计要求。

将漏电断路器接入剩余电流测试台（仪），剩余电流从不大于0.2IΔn值开始稳定增加，大约30s

达到IΔn值，每次试验时测量脱扣电流。每极三次测量值应大于IΔnO且小于IΔn。

将试验电流调节到IΔn，用漏电断路器闭合电路，每极测量三次分断时间，开关箱内漏电断路器分

断时间不大于0.1s；总配电箱内漏电断路器分断时间大于0.1s且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大于

30mAS。

11.12 缺相保护功能

将漏电断路器处于闭合状态，在其电源侧施加等于其额定电压的电压，将额定电压任何一相断开，

漏电断路器应能分断，时间不应超过0.2s

11.13 成套设备对机械碰撞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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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箱体应满足本标准8.1条要求，且应能耐受6焦耳能量的碰撞。并提供

壳体的定期确认检验报告，报告的检验项目应包含：静负载、提升、防护等级、保护电路连续性等内容。

11.14 介电性能

按照GB/T7251.1的11.8所规定的试验程序和试验次数进行检验。对所有电路进行工频耐受试验，施

加部位见表6。

表 6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内容

施加部位 施加电压 施加时间 试验结果

绝缘外壳外表面（如果外壳为绝缘材料制造）与所有带电

部件之间

2835V±3% 1S

没有击穿或放电现

象

绝缘材料制造的外部操作手柄与所有带电部件之间 2835V±3% 1S

所有带电部件与裸露导电部件之间 1890V±3% 1S

每一极和连接到裸露导电部件上的所有其它极之间 1890V±3% 1S

不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其他电

路、外露可导电部分

1890V±3% 1S

11.15 产品一致性检查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铭牌、说明书和包装箱上标注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警示警告标识

应与经认证机构确认的型式试验样品/认证证书一致（简称为“标志”检查）。

产品的安全结构或内部布线等与经认证机构确认的型式试验样品应一致；若不一致，应向认证机构

申报并经确认（简称为“结构”检查）。

产品所使用的关键元器件与经认证机构确认的型式试验样品应一致；若不一致，应向认证机构申报

并经确认（简称为“安全件”检查）。

12 铭牌、说明书、接线图

12.1 铭牌

制造商应为每台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提供一个或数个铭牌，铭牌应耐久，其位置应该位于

前箱门左上方。铭牌内容包括：

a) 成套设备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 型号或标志号,或任何其他标识,据此可从成套设备制造商处获得相关信息；

c) 鉴别制造日期的方式；

d) GB/T 7251.4；

e) 电流类型(和交流情况下的频率)；

f) 额定电压(Un)(ACS 的)；

g) ACS 的额定电流(InA)；

h) 防护等级（见 8.2）；

i) 质量,若超过 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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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说明书

说明书应指出成套设备及设备内部件的装卸、安装、运行与维护条件。

12.3 接线图

配电箱应向用户提供与配电图中标识一致的电路及其保护器件的接线图，接线图应附在箱门内侧，

应清晰易读、经久耐用且适合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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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动机负荷线和电器选配

表 A.1 规定了电动机负荷线和电器选配。

表 A.1 电动机负荷线和电器选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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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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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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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配电箱参考图集

本图集所涉及的元器件型号不指定、不推荐任何生产厂家及品牌。各配电箱生产企业可选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本团体标准的规定，有国家型式试验报

告，并经过本协会行业确认的电器元件产品。

本图集所标注的产品尺寸为最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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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该……执行”或“应符合……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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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团体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

T/SDJSXH 01-2019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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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便于广大施工、科研、制造、监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编写组按照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供国内使用者

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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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章明确了本标准的主要章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部分：对建筑

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结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电实际，规定了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配电箱的使用场所和不适用场所。

5 产品分类、标识、功能

5.1~5.3 为综合适应施工现场用电设备分区布置和用电特点，提高用电安全、可靠性，现行国家标

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T5005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T50194 以及行业标准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明确规定了施工现场用电工程三级配电原则，将配电箱分

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三类，并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标识、功能做出说明。

依据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 规定的要求：施工现场的消火栓

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

6 技术参数

6.1~6.5这 5 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

备（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 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主要技术参数的选择做出了规范化

规定，提供了电压数据、电流数据、分散系数（RDF）等的优选值。

6.5 条中 b）外形设计：可参照附录 B 箱体尺寸图集外形。d）防护等级应达到 IP44

7 使用条件

7.1~7.5这 5 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

（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 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使用条件及特殊使用条件，指导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结合施工作业的环境选用配电箱。

8 结构要求

8.1.2本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

的特殊要求》GB/T7251.4 对壳体的 IP 防护等级作出规定。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4208 对 IP 代

码防护等级作出规定：

外 壳 IP44：4（直径 1.0mm 的试具不得进入壳内）；

4（向外壳各个方向溅水无有害影响）。

操作面 IP21：2（直径 12.5mm 的球形物体试具不得完全进入壳内，直径 12mm，长 80mm 的铰接试指与

危险部件有足够的间隙）；

1（垂直方向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8.1.3 本条规定了配电箱箱体的外形以及箱体支架的高度。箱体尺寸是指箱体的净尺寸：箱体高度与

宽度是指防雨帽下部至箱体底部，厚度不包括外门厚度，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配电箱设置高度：箱体

中心点距地面垂直距离，固定式配电箱 1.4m～1.6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 0.8m～1.6m。

8.1.14本条依据《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 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

求》GB/T7251.4 的要求，对箱门标志及铭牌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

8.1.1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一般都设置在露天，且建筑施工现场存在上下交叉作业，难免高处坠

物，因此，本条对配电箱的抗冲击和碰撞的强度提出要求。

8.2.3-8.2.6这 4 条依据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相关规定，为适应施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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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作业环境和用电系统接地保护的需要，做出了相应规定。

8.2.7 箱内电器安装尺寸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一部分：原理、要求和

试验》GB/T16935.1、《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GB/T4064 关于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和 JGJ46 8.1

配电箱、开关箱内电器安装尺寸选择值，考虑到电器安装、维修、操作方便需要而作的规定。

8.2.8 本条依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 专用消防配电线路应自施工现场总

配电箱的总断路器上端接入，且应保持不间断供电。消防专用线路必须接入专用消防设备，严禁接入

其它施工用电设备。

8.2.9 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设置的应急电源，主要用于电气检修，严禁接入其他施工用电设备及照明

设备。

8.3 开关器件和元件

8.3.3 总配电箱装设的电流表、电度表不得共用一组电流互感器，其中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严禁开路

是为了防止运行时二次回路开路高压引起触电危险。

8.3.14本条规定了开关箱选用的插座的要求，其中 16A 以上必须采用工业插座，工业连接器配套的插

头、插座等应符合《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11918 及《工业用插头插

座和耦合器 第 2 部分：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互换性要求》GB/T11919 的有关规定。

8.3.17智能开关箱仅能用于施工现场内的照明和降尘雾炮设备，不得用于施工设备的控制。

8.4 绝缘导线

8.4.1~8.4.2本条按照《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总则》GB/T7251.1 的相关条款规定，

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内的绝缘导线做出了不同电流的选用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

11 例行检验方法

11.1~11.15这 15 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

设备（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 和《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GB/T7251.1

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的例行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做出了规定，用以保障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

的配电箱为符合现场技术要求的合格产品，保障临时用电工程和施工现场用电安全可靠。

12 铭牌、说明书、接线图

12.1~12.3这 3条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

备（ACS）的特殊要求》GB/T7251.4 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铭牌内容、说明书、器件和/或元件的

识别做出了规定，用以指导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保障临时用电工程和施工现场用电安全可靠。


	前  言
	目  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低压  low voltage
	配电箱   distribution box
	施工现场 construction site  
	接地电阻 ground resistance
	工频接地电阻   power frequency ground resistance
	冲击接地电阻 shock ground resistance
	电气连接  electric  connect
	带电部分 live-part
	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隔离变压器   isolating transformer
	安全隔离变压器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
	防护等级 ingress protection
	临时消防设施 temporary fire control facility

	4　代  号
	5　产品分类、标识、功能
	5.1　分类
	5.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电力分配使用的配电箱分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以及消防专用分配电箱、开关箱。

	5.2　标识
	5.2.1　 配电箱标识由建设工程、施工、配电箱、类型、序号组成，相应符号如下：
	a)建设工程：J；
	b)施工：S；
	c)配电箱：P；
	d)类型：Z-总配电箱，F-分配电箱，K-开关箱；
	e)序号：L-楼层，J-降水，S-生活，M-照明，D-电焊，ZN-智能化，XF-消防。
	5.2.2　配电箱标识代码编制规则如图1所示。

	5.3　配电箱功能类型：
	a)进线供电功能：适用于在供电网或变电站或工地发电机的连接；
	b)计量功能：适用于工地上电能消耗的测量；
	c)配电功能：适用于通过端子连接或插座方式为建设工地提供配电和电能保护；
	d)变压功能：适用于提供改变电压的方法或者提供电气保护措施。


	6　技术参数
	6.1　额定电压
	6.2　额定电流
	6.3　额定分散系数（RDF）
	6.4　额定频率
	额定频率（fn）：50Hz。
	6.5　其他

	7　使用条件
	7.1　温度
	7.2　湿度
	7.3　污染等级
	7.4　海拔
	7.5　特殊使用条件

	8　结构要求
	8.1　箱体
	8.1.1　箱体一般由侧体板，前后外门（总配电箱、分箱配电箱），前门（开关箱），防雨帽，前门与内防护隔离门连接门
	8.1.2　箱体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44，所有门关闭，所有可移式面板和盖板固定。通风和排水孔不应降低此防护等
	8.1.3　总配电箱及400A以上分配电箱宜设计为立式户外箱，仪表支架应固定在箱体上部，外门关闭后仪表不得外露，
	8.1.4　箱体应采用冷轧钢板或镀锌板制作，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应小于1.2 mm,总配电箱、分配电箱箱体钢板厚
	8.1.5　配电箱、开关箱顶部防雨帽中间起脊角度为150度（误差为±2度），防雨帽沿边厚度不小于30mm，沿边与
	8.1.6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部分开关箱（降水箱，楼层移动箱，六路照明箱）顶部应当设置吊装环或在箱体两个侧面设
	8.1.7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部分开关箱（降水箱，楼层移动箱，六路照明箱）应在防雨帽底部前后沿边纵向开设散热孔
	8.1.8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采用前后开门形式，开关箱采用前开门形式，箱体门框四周应当设制导流槽，内防护隔离门周
	8.1.9　隔离门水平面应嵌入到开关台面，露出操作手柄和试验、复位按钮，可观察到可见分断点的动作情况，电器开关的
	8.1.10　配电箱、开关箱中进线口和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底面，应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应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
	8.1.11　配电箱的内门锁具与外门锁具的钥匙不得通用。
	8.1.12　配电箱箱体应先作除锈脱脂处理，再用橘黄色（CSB05－1426－2001《漆膜颜色标准样卡》色标号：
	8.1.13　配电箱箱门中间部位应用红漆标明“安全用电”字样和安全用电标志，标志位于字样上方，字体宜采用仿宋字体。
	8.1.14　铭牌宜选用铝板、不锈钢制作，并应固定在前箱门左上方，字迹清晰并符合电气设备标牌有关规定。
	8.1.15　配电箱的抗冲击和碰撞强度应当满足GB/T7251.4中8.1、8.2、8.3、8.4的要求。

	8.2　安装及连接
	8.2.1　分配电箱支架应用4×40国标角钢制作；开关箱支架应用3×30国标角钢制作。
	8.2.2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含插座）应先安装在金属安装板上（金属安装板应喷塑），然后方可整体紧固在配电箱
	8.2.3　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应分设N线端子板和PE线端子板。N线端子板应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应
	8.2.4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应通过PE线端子板与PE
	8.2.5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连接线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相线、N线、PE线的颜色标记应符合以下规定：
	a)相线L1（A）、L2（B）、L3（C）相序的绝缘颜色依次为黄、绿、红色；
	b)N线的绝缘颜色为淡蓝色；
	c)PE线的绝缘颜色为绿／黄双色。
	8.2.6　任何情况下上述颜色标记严禁混用和互相代用。连接线要求排列整齐；导线分支接头做绝缘包扎，不得有外露带电
	8.2.7　配电箱、开关箱的安装板尺寸应与电器的数量和尺寸相适应，箱内电器安装板电器安装尺寸可按照表2确定。
	8.2.8　总配电箱应设置消防专用线路。消防专用线路应当从配电箱电源侧引入到具有隔离功能的可见分断点的漏电断路器
	8.2.9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应设置应急电源回路，应急电源回路应当从配电箱电源侧引入到具有隔离功能可见分断点的漏
	8.2.10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紧急停电按钮应当设在防雨帽以下外门以上距箱体左边100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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