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机械设备、施工 

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剖析 

2020年6月23日 



 

一   大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二   施工用电安全管理 

目 录 









JGJ33-2012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JGJ88-2010 《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 

JGJ160-2008 《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程》；JGJ/T100-1999 《塔式起重机操作使用规程》； 

JGJ196-2010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安全生产法》； 

JGJ215-2010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JGJ276－2012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GB5144-2006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建设部166号令《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质（2008）76号《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 

GB/T 6067.1-2010《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1部分：总则》；GB10055-2007《 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  



1.2   制定施工管理制度及防护措施 





2.1   加强设备的安装、验收管理 















 触： 安全装置的灵敏性检查、制动系统制动面的检查、

动作与非动作中振动频率感受、排绳轮的流畅性、防护

措施的稳固、供电电缆的表面热度、螺栓的紧固等。 

 听：起落、行走、变速、转臂、

转动、电动接触、钢材材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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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限位器 















吊钩禁止补焊，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以报废（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
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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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夹的用途 













































特种作业人员四种合一核查记录 



二  施工用电安全管理 



1  施工临时用电管理依据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3  JGJ46-2005规范条文解析 

4  触电急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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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1  施工临时用电管理依据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钢筋加工区电缆布置不合理，
没有采取电缆保护措施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缆直接悬挂在钢筋上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用铁丝绑扎电源线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一闸多接 拖板插座代替开关箱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配电箱内存放大量杂物，箱体无门，电器之间距离偏小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配电箱附近堆积大量金属杂物，电缆缺少保护措施，缺少防触电警示标志、负责人等。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箱出线从箱门位置出,容易夹断电缆发生事故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存在带电明露现象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源经插座进线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多台设备缺少保护接零 



 箱门地线断开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镝灯振流器缺少防护罩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焊机防护罩处于非防护状态，
电源线随意拖拉在操作层。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焊机接线柱带电明露 



电焊机二次侧无防护罩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施工现场I类手持电动工具电源线为两芯线缺少保护接零线。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碘钨灯固定在内脚手架上存在安全隐患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电焊工没带绝缘手套 

2  临时用电安全隐患 



3  JGJ46-2005规范条文解析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3.2  临时用电管理 
3.3  外电线路及电气设备防护 
3.4  接地与防雷 
3.5  配电线路 
3.6  配电箱及开关箱 
3.7  电动建筑机械和手持式电动工具 
3.8  照明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原则一：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三级配电系统指施工现场从电源进线开始至用电设备之间，经过三

级配电装置配送电力。 

总配电箱（一级箱）或配电室的配电柜开始

→分配电箱（二级箱）→开关箱（三级箱）

→到用电设备。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三级配电系统及配电箱配置

总配电箱

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

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

分配电箱
开关箱 设备

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隔离开关

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为保证三级配电系统能够安全、可靠、有效地运行，在实

际设置系统时，应遵守四项规则： 

分级分路规则 

动、照分设规则 

压缩配电间距规则 

环境安全规则 



                  分级分路规则 
从一级总配电箱(配电柜)向二级分配电箱配电可以分路。即一个
总配电箱(配电柜)可以分若干分路向若干分配电箱配电；每一分
路也可分支支接若干分配电箱。 
 
从二级分配电箱向三级开关箱配电同样也可以分路。即一个分配
电箱也可以分若干分路向若干开关箱配电，而其每一分路也可以
直接或者连接若干开关箱。 
 
从三级开关箱向用电设备配电必须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
（即“四个一” ），不存在分路问题。即每一个开关箱只能控制
一台与其相关的用电设备(含插座)，包括一组不超过30A负荷的照
明器，或每一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其独立专用的开关箱。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动照分设规则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二个要点： 

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宜分别设置。当合并设置同

一配电箱时，则动力与照明应分路配电。这里所说的

配电箱包括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下同)。 

动力开关箱与照明开关箱必须分箱设置，不存在共箱

分路设置问题。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厢变、杆变等附近）； 

 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配电箱与开

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 

 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 

压缩配电间距规则 



                环境安全规则 
 
环境安全规则是指配电系统对其设置和运行环境安全因素
的要求。按照JGJ46-2005的规定，配电系统对其设置和运
行环境安全因素的要求可用以下五个要点说明。 
环境保持干燥、通风、常温场所。 
周围无易燃易爆物及腐蚀介质。 
能避开外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浸溅和热源烘烤。 
周围应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的空间和通道，不得堆放妨
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不得有灌木、杂草丛生。 
周围不堆放器材、杂物。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TN－S系统：就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设置的接零保
护系统。 
TN — 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份
通过零线接地的接零保护系统。 
S — 工作零线（N线）与保护零线（PE线）分开的系统。  

原则二：采用TN-S 接零保护系统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1—工作接地；2—PE线重复接地；3—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正常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L1、L2、L3—相线；N—工作零线；PE—保护零线；DK —总电源隔离开关；RCD—总漏电
保护器（兼有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T —变压器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原则三：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是指在施工现场基本供配电系统

的总配电箱（配电柜）和开关箱首、末二级配电装置中，设

置漏电保护器。其中，总配电箱（配电柜）中的漏电保护器

可以设置于总路，也可设置于各分路，但不必重叠设置。 

    实行分级、分段漏电保护原则：合理选择总配电箱（配

电柜）、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参数。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DB11/945-20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
防保卫标准》的规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
时间参数应合理匹配，形成分级保护。各级的漏电动作参数作出了
如下规定： 

1.总配电箱（又称固定式配电箱）。总配电箱用符号“A”表示。 

I△ 100mA-150mA， T△ ≯ 0.2s（可调式禁用） 

I△ 50mA-75mA， T△ ≯ 0.1s（可调式禁用） 

（注意）电动吊篮应设置专用分配电箱，吊篮自控箱可视为专用开关箱。 

I△ 30mA， T△ ≯ 0.1s（可调式禁用） 

2.分配电箱（又称移动式配电箱）。分配电箱用符号“B”表示。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1  施工临时用电三项原则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第 3.1.1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在5 台及以上或设
备总容量在 50kW 及以上者，应编制用电组织设计。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第3.1.2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3.进行负荷计算；       4.选择变压器；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5.设计配电系统 6.设计防雷系统 

7.确定防护措施 
8.制定安全用电措
施和电气防火措施。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设计配电线路，选择导线或电缆； 

设计配电装置，选择电器；   

设计接地装置；   

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主要包括用电工程总平面图、
配电装置布置图、配电系统 接线图、接地装置设计图。  

施組中“5 设计配电系统”内容包括：  



第3.1.3条  临时用电工程图纸应单独绘制，临时用电

工程应按图施工。 

    临时用电施工图是用电组织设计的具体表现。是

用电组织设计的重要内容。用电组织设计计算后的导

线截面及各种电气设备的选择都要体现在施工图中。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临时用电施工图包括用电总平面图、电气平面图、电气立面图、系统接线图。 

电气平面图是电源、电气线路与用电设备的位置关系图，要标注建筑物、临时

设置、电源的平面位置、导线走向。要注明导线规格、型号，架设方式，标明

各配电箱的位置、规格及编号，注明引上建筑各层线路的引点及接地装置安装

地点。 

电气立面图主要反映电器及线路的空间位置关系，主要用于高层建筑的临时用

电施工设计中。 

系统接线图是线路与电器装置的关系详图，要注明导线规格、型号，设备容量、

计算容量、计算电流、闸刀开关、熔断器规格、漏电保护器等。 

3.2  临时用电管理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第3.1.4条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及变更时，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

准”程序，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经相关部门审核及具有法人资

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实施。变更用电组织设计时应补充有关图纸资

料。 

第3.1.5条   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

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3.1.6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在 5 台以下和设备总容量在50kW以

下者，应制定安全用电和电气防火措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3.1.4、3.1.5 

条规定。 

3.2  临时用电管理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 电工必须经过按国家现行标准考核合格后，持证上

岗工作。   

• 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必

须由电工完成，并应有人监护。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

难易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  

电工及用电人员 

对电工的两条严格规定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电工的任务： 

承担用电工程电气设备和线路的安装、调试、迁移和拆除工作； 

承担用电工程运行过程中的巡检和维修工作； 

保障用电工程始终处于完好无损状态和良好运行状态； 

按《规范》规定指导用电人员安全用电，纠正违规用电； 

参与用电安全技术档案的建立和管理。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1、监督电工严格按照《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合理布线、设置接地线、保护零线。 

 2、制止现场安装、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非电工人员操作。 

 3、检查电气装置和漏电保护器是否完好，严禁设备带

“病”运转。 

安全用电日常检查 



4、检查所有设备的负荷线、保护零线和开关箱，发现

问题及时安排电工解决。 

 5、检查职工宿舍和职工食堂的照明用电线路布置是否

符合要求，严禁私拉乱扯。 

 6、做好现场用电巡检记录，及漏电保护器、开关电器

的测试记录存档备检。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安全用电日常检查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1 用电组织设计的安全资料；   

2 修改用电组织设计的资料；   

3 用电技术交底资料；   

4 用电工程检查验收表；   

5 电气设备的试、检验凭单和调试记录；   

6 接地电阻、绝缘电阻和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参数测定记录表；   

7 定期检（复）查表；   

8 电工安装、巡检、维修、拆除工作记录。 

第3.3.1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并应包括
下列内容： 

安全技术档案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第3.3.3条    临时用电工程应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时，应复
查接地电阻值和绝缘电阻值。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 新购置的设备； 

• 搁置已久欲重新投入使甩的设备； 

• 使用中受水溅、水泡，严重受潮。受腐蚀后，经处理欲

继续使用的设备； 

• 已损坏,经维修后投入使用的设备。 

       四类设备必须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3.2  临时用电管理 

第3.3.4条    临时用电工程定期检查应按分部、

分项工程进行，对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并

应履行复查验收手续。 



 
 

3  JGJ46-2005规范强制性条文解析 

为防止外电线路对现场施工构成的潜在危害，要做防护。 
外电防护措施： 
1）绝缘； 

2）屏护； 

3）安全距离； 

4）限制放电能量； 

5）24V及以下安全特低电压。 

3.3  外电线及电气设备防护 

外电线路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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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1条     在建工程不得在外电架空

线路正下方施工、搭设作业棚、建造生

活设施或堆放构件、架具、材料及其他

杂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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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2条   在建工程

（含脚手架）的周边与外

电架空线路的边线之间的

最小安全操作距离应符合

下表规定。 

3.3  外电线及电气设备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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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3条     施工现场
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
空线路交叉时，架空
线路的最低点与路面
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
合下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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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4条     起重机
严禁越过无防护设施的
外电架空线路作业。在
外电架空线路附近吊装
时，起重机的任何部位
或被吊物边缘在最大偏
斜时与架空线路边线的
最小安全距离应符合下
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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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5条     施工现场开挖沟槽边缘与外电埋地电缆沟
槽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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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6条     当达不到本规范第 4.1.2～4.1.4 条中的规定时，必

须采取绝缘隔离防护措施，并应悬挂醒目的警告标志。   

        架设防护设施时，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采用线路暂时停电

或其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并应有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和专职安

全人员监护。  

  防护设施与外电线路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 4.1.6 所列数值。   

防护设施应坚固、稳定，且对外电线路的隔离防护应达到 IP3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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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地与防雷 

重复接地： 

保护性接地： 

功能性接地： 

接地 

电气系统或设备因运行需要的接地。 

为防止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因绝缘损坏带点
危及人、畜安全和设备安全，以及设置相应
保护系统需要，而将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
金属外壳或其他金属结构接地。 

为增强接地保护系统接地的作用和效果，并
提高其可靠性，在其接地线的另一处或多处
再作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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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
接地 

逻辑接地： 

屏蔽接地： 

工作接地： 指电气系统为稳定正常工作电压的接地。
（如变压器和发电机中性点的接地） 

指电气线路或装置为使其内部导体或器件
免受外界电磁场干扰而将其外露可导电部
分接地。（如电缆金属外护层，穿线金属
管及电子组件金属外壳的接地） 

指为保证电子设备稳定工作而将其金属底
板或某一公共连接线作为逻辑信号的电位
参考点而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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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
接地 

防静电接地： 

防雷接地： 

保护接地： 指在接地保护系统中将电气设备外露可导
电部分接地 

指为防止雷电电气系统和设备，以及高架金
属设施和建、构筑物造成的危害，当雷击防
雷装置时雷电流能顺利泄入大地而将防雷装
置接地。（如接闪器、避雷器的接地） 

指为防止电气系统或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静电对人畜和财产造成危害，并将有
害静电顺利导入大地，而将产生静电的部
位接地，。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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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1条   在施工现场专用变压器的供电的 TN-S 

接零保护系统中，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保护零

线连接。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

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 

一般规定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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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变压器的供电的 TN-S 接零保护系统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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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2条 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电

气设备的接地、接零保护应与原系统保护一致。不得一部分设备
做保护接零，另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地。 

   

       采用TN系统做保护接零时，工作零线（N 线）必须通过总
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PE线）必须由电源进线零线重复接地
处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形成局部TN-S接零保护
系统。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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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3条   在 TN 接零保护系统中，通过总漏电保
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之间不得再做电气连接(N
线与ＰＥ线不能有接触)。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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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1 条   在TN系统中，下列电气设备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

分应做保护接零：  

• 1  电机、变压器、电器、照明器具、手持式电动工具的金属外壳；   

• 2  电气设备传动装置的金属部件；  

• 3  配电柜与控制柜的金属框架；   

• 4  配电装置的金属箱体、框架及靠近带电部分的金属围栏和金属门；   

• 5  电力线路的金属保护管、敷线的钢索、起重机的底座和轨道、滑升模板金

属操作平台等；   

• 6  安装在电力线路杆（塔）上的开关、电容器等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及支架。  

保护零线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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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2条     TN 系统中的保护零线除必须在配电室或总配电箱处做重
复接地外，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和末端处做重复接地。在 TN系
统中，保护零线每一处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0Ω。在
工作接地电阻值允许达到10Ω的电力系统中，所有重复接地的等效电
阻值不应大于 10Ω。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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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4条    每一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 2 

根及以上导体，在不同点与接地体做电气连接。   

        不得采用铝导体做接地体或地下接地线。垂直
接地体宜采用角钢、钢管或光面圆钢，不得采用螺
纹钢。   

        接地可利用自然接地体，但应保证其电气连接
和热稳定。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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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是由接地体（如钢管、角钢、钢筋）电
阻、土壤电阻、接地体与土壤接触电阻三部分组成。 

由公式知，并联的电阻越多，总电阻就越小。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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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 

  第5.4.1条    在土壤电
阻率低于 200Ω·m 区域
的电杆可不另设防雷接地
装置，但在配电室的架空
进线或出线处应将绝缘子
铁脚与配电室的接地装置
相连接。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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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2条    施工现场内的起重机、井字架、龙门架等机械设备，

以及钢脚手架和正在施工的在建工程等的金属结构，当在相邻建
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防雷装置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以外时，应按
下表 规定装防雷装置。    

        当最高机械设备上避雷针（接闪器）的保护范围能覆盖其
他设备，且又最后退出于现场，则其他设备可不设防雷装置。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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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7条    做防雷接地机械
上的电气设备，所连接的PE
线必须同时做重复接地，同
一台机械电气设备的重复接
地和机械的防雷接地可共用
同一接地体，但接地电阻应
符合重复接地电阻值的要求。 

3.4  接地与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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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电线路 

     施工现场的配电线路，按其敷设方式和场所

不同，主要有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室内配线三

种。设有配电室时，还应包括配电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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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线的选择 

架空线路导线 

电缆线路电缆 

室内线路导线、电缆 

配电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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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线的选择 ---主要是选择种类和截面 

      架空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即为绝缘铜线或
绝缘铝线。严禁采用裸导线。 

    铜的导电性能远远优于铝，有条件时可优先
选用绝缘铜线，其优点是与铝线相比电气连接性
好，电阻率低，机械强度大，并有利于降低线路
电压损失。 

 1) 导线种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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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导线截面的选择 

 

     主要是依据线路负荷计算结果,按绝缘导线允许温
升初选导线截面,然后按线路电压偏移和机械强度要求
校验,按工作制核准,最后综合确定导线截面。 

Α 按允许温升初选导线截面，应使所选导线长期连续
负荷允许载流量Iy大于或等于其实际计算电流Ij 
 

   即   Iy≥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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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电压偏移校验导线截面 

     所谓电压偏移，一般是指负偏移，即电压损失。它

是指线路始、末两端电压偏移值占线路额定电压值的百
分数，即 

 

△U％=(U1-U2)／Ue×100％    

 

式中，U1:线路始端电压(V)； 

          U2:线路末端电压(V)； 

          Ue:线路额定电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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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机械强度较验导线截面 
初选导线截面按机械强度校验，其最小允许截面如表所示，
即要求初选导线截面必须大于或等于表中所列最小截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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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按线路工作制核准导线截面 

     架空线中各导线截面与线路工作制的关系为：
三相四线制工作时，N线和PE线截面不小于相线(L
线)截面的50％：单相线路的零线截面与相线截面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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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架空线的绝缘色标准 
    

Ll(A相) — 黄色；  
L2(B相) — 绿色； 
L3(C相) — 红色。        
N线  — 淡蓝色： 
PE线 — 绿／黄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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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配电箱及开关箱 

 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
关箱直接控制2台及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配电箱 、开关箱的电器应安装在金属或非木质阻燃绝缘板
上，安装板上必须分设N线端子板和PE线端子板，N线端
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
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 

 总配电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30mA，
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大于0.1s，但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
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30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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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30mA，

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端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活动连

接。 

 对配电箱、开关箱进行定期维修、检查时，必须将其前一

级相应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禁止合闸，有

人工作”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工作。 

 配电箱、开关箱内不得放置任何杂物，并应保持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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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电急救常识 

a  触电急救的步骤 

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 

正确进行现场救护            

急救的原则：迅速、就地、 

            正确、坚持 
用干燥工具挑开触电者身上或身下的电源线 



4  触电急救常识 

b     触电者现场的急救 

听呼吸看胸腔起
伏 

摸脉搏 



 c   不同触电者救护措施 

轻度（有呼吸和心跳） 

      保证呼吸道畅通、空气流通、平躺休息、禁止走动、严密观察 

稍重（意识丧失） 

         畅通呼吸、严密观察、联系医生 

严重 
         心肺复苏法 

         无心跳  --------------做胸外按压 

         无呼吸  ---------------做人工呼吸 

         无心跳、呼吸----------同时做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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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工呼吸操作要点 

----将患者置仰卧位，头后抑，迅速松解衣

和裤带以免障碍呼吸动作，急救者一手按住

额部，另一手抬起颈部。 

----急救者一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病人鼻孔

，然后深吸一口气，以嘴唇密封住患者的口

部，用力吹气，直至病人胸部隆起为止。 

4  触电急救常识 



d    人工呼吸操作要点 

----当病人胸部隆起后即停止吹气，放

开紧捏的鼻孔，同时将口唇移开，使病

人被动呼气。 

----当病人呼气结束即行第二次吹气，

吹气时间约占呼吸周期的1/3，吹气频率

为14-16次/min。 

4  触电急救常识 



e    胸外心脏按压法操作要点 

----体位：患者应仰卧于硬板床或地上。     
----部位：即按压部位，以一手掌根部置于患者胸骨
中下1/3交界处（或剑突上二横指宽距离），另一手
掌压在该手背上。 
----姿势：操作者肘关节伸直，借助双臂和躯体重量
向脊柱方向垂直下压。 
----按压深度：每次按压，成人使胸骨下压4-5cm。
按压后放松胸骨，便于心脏舒张，但手不能离开按压
部位。如此反复进行。 
----按压频率：操作频率以100次/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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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胸外心脏按压法操作要点 

按压姿势示意图  

心肺复苏   贵在坚持！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 

4  触电急救常识 



多谢聆听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