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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IEC60529为设备中的电
按
源插头连接件提供IP保护
粉尘和溅水防渗性方面要求的不断提高要求元器件具备相同的性
能。
为了满足设备标准的要求，满足在日常存在粉尘和溅水的恶劣环境下使用或者清洗的需要，在许
多情况下要求设备必须能够提供IP40以上的防护等级。符合IEC60320标准的电源插头连接件、开
关、操作元件或显示元件等元件具有更高的防渗性，且使设备外壳也具备了同样的性能，这为工
程师设计相应的设备提供了便利。这不仅适用于安装在设备前面的元件也适用于安装在设备后部
的元件。

客户需求的不断提高
更加严苛的设备标准以及不断提
高的客户需求促使设备制造商提供越
来越多符合既定目标IP等级的产品。
目前，现代化的工业化工厂通常要求
电气设备外壳具备IP54和IP20的防护
等级。能够提供完全的接触防护的
IP等级在IP5x以上，在这种防护等级
下，可防止直径大于1mm的电线的
意外进入（图2，第2页）。
在医学领域，提高IP防护等级是一项
重要要求。一方面，在需要使用液态
物质的应用场合，如超声波清洗设
备、吸引装置、分析设备或输液泵。
另一方面，设备必须能够经受清洗、
消毒，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所进行的灭
菌，而不会受到损坏。在上述情况
下，通常需要IP54、IP65或者更高的
防护等级。除了医疗领域之外，对于
食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设备而言，可靠
的IP防护也是一项重要因素。针对所
有上述应用，SCHURTER提供各种元
器件，如设备电源插头、保险丝座、
输入元件、线路滤波器或断路器等来
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

在供电线路上，需要保护插头连接件
不被意外拔掉。如果在测量分析中发
生这种情况会非常具有破坏性，在监
测病人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会导致
严重的后果。这种危险在移动设备中
是最为多见的，特别是医疗领域或工
业测量系统中常见的置于推车上方的
设备上部结构，或者在设备附近许多
人活动的场合。我们还建议安装一种
锁紧装置来保证连接器插头和电源线
之间连接的紧密性。

IEC 60529 —设备外壳的防护指数
IP防护指数表明电气设备在不同
环境条件下的性能。IEC60529相关
标准规定：
a) 与以下各项相关的电气设备外壳防
护指数术语:1. 对接触设备内部危险部件的人员
的保护；
2. 为外壳中的设备提供防止电线或
尘土等固体异物进入的保护；
3. 为外壳中的设备提供保护，防止
进水产生的有害影响。
b) 确定防护指数
c) 各种防护指数的要求
d)
要求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符
合标准

图1： 新生儿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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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之后的首位数字表示针对外来
固态物体进入的防护，第二位数字表
示对进水的防护。IP代表入口保护。
于是IP保护指数就可以表明设备是否
适合在相应的环境条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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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代码组成部分及其含义
在下表中对IP代码组件进行了简要描述。
代码字母

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对外来物体进入的防护）

IP
IP xy

（防水）

6

5

设备防护的含义

人员防护的含义

防止固体异物进入

防止接触危险部件

防止进水带来有害影响

x=0

（无防护）

（无防护）

y=0

(未防护)

x=1

直径 50 mm

手背

y=1

垂直滴水

x=2

直径 12.5 mm

手指

y=2

滴水 (15°倾斜)

x=3

直径 2.5 mm

工具

y=3

喷水

x=4

直径 1.0 mm

电线

y=4

溅水

x=5

防尘

电线

y=5

喷水

y=6

尘密

电线

y=6

强力喷水

y=7

短时间浸泡

y=8

持续浸泡

y = 9K

耐高压, i.e.热蒸气冲刷清洁

图2： IP代码概览

IP防护等级提高的产品
SCHURTER所提供的各类元器件
不仅能够为整个元器件本身提供增强
的防护指数，还可以将元器件在无渗
漏的前提下安装在外壳墙体上。这些
是供电领域的元器件，如设备连接器
插头、带线路滤波器或保险丝座的设
备连接器插头， 也可能是操作性元
器件，如开关、按钮或设备断路器。
考虑到基于IEC60320的可插拔电源
的设备密封概念，我们提供两种差异
化的基本IP防护功能等级：
1. 针对设备的IP防护;
2. 针对设备及可插拔电源的IP防护

1. IP 针对设备的IP防护
根据设备的功能，设备插头组合元器
件的密封件可具有多样化的形状。对
于安装有保险丝座和滤波器的设备，
密封件概念包含各种措施。下面通过
SCHURTER的5707型号产品来举例说
明密封件概念。5707产品是一种组
合式密封设备插头元器件，带有一个
安全开关以及IP防护等级为65的电磁
兼容（EMC）滤波器。这种产品也适
用于设备电源的插入式模制插销以及
保险丝座。置于组合元器件和凸缘架
之间凸缘架密封件之中的密封圈也达
到这一防护等级。

设备密封应用示例：
–出于洁净考虑必须密封的设备(医
疗设备, 商业厨具, 食品制作设备）
–电池供电的户外设施
–在粉尘环境中具备灵敏电子/机械
结构的设备
– 内部构件处于真空条件下的设备

图3：电源输入模块5707，防护等级为IP65

对于基本配置中未提供一体化凸缘架
的产品，必须订购密封件套件作为其
配件。例如，型号为6100的设备插
座需配备具备图4所示螺丝套装的平
面密封件，可能还需要一个安全夹套
件来固定设备插座（图5）。上述配
件要求防护等级达到IP54。

图4：型号为6100、具备平面密封件和螺丝
套件的设备插头的防护等级达到I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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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备外部的IP防护一样，设备内部
也可实现防护。在这种情况下，保护
设备免受液体和粉尘进入的优先级要
大大低于密封元器件本身。一方面，
需确定应在多大程度上保障避免意外
接触 （如，维修时）。另一方面，
生产时也可要求将设备密封。例如，
如果设备有些部分是浇铸的，则设备
后部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不渗透性。

2. 设备的IP防护（包括电源保护）
基于以上有关组合元器件和设备之间
密封的描述，现可将密封扩展至插头
连接防护。在与插入的电缆一起操作
时，这种附加保护措施可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湿气和粉尘进入。用一个进气
垫围住插销，可为电源提供密封。插
入电缆插座之后，这个密封结构可防
止插销上的液体和粉尘接触带电零件
并最终进入插座中。采用这种防护理
念，可实现IP54的防护等级。
应加以验证的是，插座表面需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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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整，比如在波形部分没有认证标
志，且这些部分没有污渍和尘土。带
进气垫的设备插头已获得IEC和UL认
证。为确保电线连接器正确、完全的
插入，并防止连接被意外拔出，设备
插头上应配备一个拔出预防装置。只
有这种方式才能确保任何操作条件下
的IP防护连接。

具备增强IP防护的SCHURTER产品概览
SCHURTER为您提供具备增强IP
防护的多种产品选择，产品可根据其
各自需求和功能进行定制。
保险丝座
连接器
断路器
输入系统

电源保护不是仅用于自身的，而是与
设备的IP防护共同进行。同时，设备
的防护等级至少应该达到电源的防护
等级。在此意义上，上述有关要求在
此也是适用的。
最好实现包括电源保护在内的设备密
封的情形示例：
-医疗设备（内视镜、一般手术设备,
实验室设备),移动式物理和电力测量
设备
- 超声波清洗设备
- 商业厨具、食品制作
防止可插拔电源被拔出
在使用医学技术分析仪器、诊断
设备或实验室设备、食品行业的移动
测量仪器或设备等移动设备时，存在
将电源电缆从设备中意外拔出的危
险。为避免上述危险，我们提供几种
不同类型的拔出预防装置。最常见的
类型为固定夹，安装在设备插头上并
压套在电线连接器上。对于任何设备
插头类型或大量电插座形状来说，都
必须正确选择固定夹。如果采用上述
固定夹结构，必须首先确认插座具有
足够的安装深度，其次在内置的平面
密封中保证实现一定程度的IP防护等
级（如IP54）。具备IP防护的电源安
全性需建立在对设备插头、密封组
件、电力电缆和拔出预防装置的仔细
挑选的基础之上。
有些时候，上述拔出预防装置可能不
与电源中的密封件组合使用。

EMC产品

IP 54
IP 54
IP 54
IP 64
IP 68
IP 65

IP 65 IP 67 IP 68
IP 65
IP 65
IP 65 IP 66 IP 67
IP 69K

如需详尽的产品综述，请浏览我们的网
站：
图5：带有固定夹和附加密封组件的插头连
接

如果仅需要固定夹而无需对插头连接
增强IP防护，采用V型锁系统的器具
插座和电力电缆也是可行的。采用这
种系统，电源线连接器与器具插头的
凹口锁扣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防止电
缆插座被意外拔出。通过按压滑动连
杆可以打开这一锁扣结构。由于该系
统采用明亮的黄色，易于识别，并与
传统连接件区分开来。该系统的优势
在于，无需对特定连接器的固定夹系
统进行调整。
SCHURTER利用V型锁锁扣系统生产
各种设备插座、组合元器件以及电力
电缆，在大多数国家有售。

www.schurter.com.cn/Components/Connectors
www.schurter.com.cn/Components/CircuitProtection/Circuit-Breakers
www.schurter.com.cn/Components/EMC-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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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V型锁拔出预防系统用一种简单且优
雅的方式预防电源电缆被意外拔出。

欧洲（总部）
电话: +41 41 369 31 11
contact@schurter.ch
美国
电话: +1 707 636 3000
info@schurter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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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医疗应用提供的防护等级为IP65的电力输入模块

型号为5707的产品配备具有两个螺帽的保险丝座，密封防护等级达到IP65，可实现前部安装或
后部安装。
按照安装指南将法兰密封件安装在机架上。根据IEC60601-1，该产品特别适合于医疗应用。

>
具备保护罩的设备断路器

设备断路器TA45通过不同配置可形成数百万种变体。一个重要的产品类型具备防护罩的摇臂开
关，适用于严苛的环境。
防护罩达到IP54的防护要求，使该断路器能够应用于严苛环境下的过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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