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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在电气火灾防范中的应用
张晓山
（ 厦门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摘

福建厦门 361005）

要：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是防范电气火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结合规范要求及系统原理对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在防范火灾

中的应用做了几点阐述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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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建筑智能化、电气化的发展，建筑物内部

采取措施防止因接地故障等引起的火灾。
剩余电流 动 作 保 护 器 （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protective

电气设备、电气线路越来越多。随之由于电气线路过载、短路

device） 简称 ＲCD，几十毫安的接地短路电流就能使它瞬时或

等原因引发的火灾事故越来越多，因此了解电气火灾的起因，

延时动作，ＲCD 对接地故障的动作灵敏度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用 ＲCD 防止接地故障引起的短路起火是非常简单有效的。

在电气设计安装中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消除电气火灾的隐
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电气设计安装中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

1

短路起火
电气火灾事故的原因包括电器设备或导线过载、电器设备

安装或使用不当，而造成温度升高至危险温度，引起设备本身
或周围物体燃烧等。在对电气短路引起的火灾事故分析中，大
部分原因是接地短路起火。接地短路引起火灾都是因为它的
短路电流比较小，不足以使过流保护（ 断路器、熔断器） 及时动
作切断电源，但在短路处可以产生高温足以引燃近旁可燃物起
火。由此可见防范电气接地短路是防火灾事故的重点。

2
2. 1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是指电路中带电导线对地故障所

产生的剩余电流超过规定值时，能够自动切断电源或报警的保
护装置，包括各类带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的断路器、移动式剩余
电流保护装置和剩余电流动作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剩余电流继
电器及其组合器等。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 － 2011 第 8. 7. 2. 6： 每栋住
宅的电源进线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或剩余电流动作报警。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 － 2005 第 8． 5． 2 ： 住宅供配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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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设计中，当 ＲCD 用于插座回路和末端线路，并侧重
防间接电击时，应选择动作电流不大于 30mA 高灵敏度 ＲCD，
分支线首 端 其 动 作 电 流 不 大 于 300mA，对 配 电 干 线 不 大 于
500mA，其动作应有延时。对于住宅建筑其总电源进线 ＲCD
动作电流应根据建筑规模面积确定，一般为 300mA ～ 500mA。
在建筑物低压侧电源进线处安装带 ＲCD 功能的断路器是
一项重要的防电气短路火灾措施，其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对全建
筑物的电弧性接地故障引起火灾进行防护。从 90 年代至今的
住宅建筑中，在进线电表箱处多为设置 ＲCD 作为防电气火灾
的基本措施。在实践中已得到充分证明，并在实际应用中，不
仅多次防止了电气火灾的危险，而且在防止剩余电流引起电能
损耗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3
3. 1

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只是简单的切断总电源来防范火灾

发生，对于一些重要的用电设备及用电场所，切断电源容易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及不良社会影响，如： a） 公共场所的应急电
源、通道照明； b） 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设备； c） 消防设备的电
源，如消防电梯、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 d） 防盗报警的电
源等就不能随便安装 ＲCD 来用于保护。随着科技的进步发
展，电器技术的更新，报警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运而生，该装
置对于线路短路或漏电电流做到提前预报警以防范电气火灾
的发生。
3. 2 规范要求
根据《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规范》（ GB50045 － 95 2005 年版）
（ 以下简称高规）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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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民规） ，对于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都有
所表述。《高规》中规定高层建筑内火灾危险性大，人员密集
等场所宜设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民规》的规定的较
详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特级的建筑物的配电
线路，应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除住宅外，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的建筑物的配电线路，宜设置防
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对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为
二级的建筑物或住宅，应设置独立型防火剩余电流报警器。
3. 3 分级保护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和剩余电流动作报警装置配合使用
以防范电气火灾，应根据建筑物内防火区域及建筑功能做合理

图2

监控系统原理框图

危险性更大。为此仅在末端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是无法保

图3

单体系统组网方案

护电气线路单相接地引起的电气火灾。只有在电气线路的进

用图 3 的系统组网方案：

线端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与末端保护形成分级保护方式，

对于大型群体建筑，才有总监控平台结合分监控机的系统
可采用可采用图 4 的系统组网方案：

分布设计以确定适当的控制保护范围，其剩余动作电流的预
定值和预定动作时间，应满足分级保护的动作特性相配合的
要求。
分级保护参考模式图：

图1

分级保护方式参考模式图

一般线路干线上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比末端电路大得
多，一旦发生电弧性接地故障，干线上断路器不可能切断故障
电流，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干线上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

其动作特性可协调配合。才能起到保护装置既能防止人身电
击事故，又能防止单相接地引起电气火灾事故。
在实际设计中防火剩余电流报警值应根据建筑物的功能
及布置位置等情况且应根据实际检测或计算正常泄漏电流后
确定。对于人员密集、可燃物多、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剩余电
流报警值不应大于 300mA； 其他建筑物如住宅等部位的剩余
电流报警值不宜大于 500mA。

4

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在防电气火灾方面的应用

发展方向
利用剩余电流动作报警装置组成剩余电流报警系统，该系
统用于防电气火灾的产品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发展方向：
4. 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该系统为独立的电气系统，当被保护
线路中的被探测参数超过报警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控
制信号并能指示报警部位的系统，它由监控设备、剩余电流互
感器、监控探测器组成。该系统通过对剩余电流、过电流、过电
压和温度信号的采集与监视，实现对电气火灾的早期预防和报
警，必要时还能联动切除被检测到剩余电流超标的配电回路。
系统各设备之间均采用总线进行连接。
系统原理图如下：
对于中小型单体建筑，且只有一台监控设备的系统，可采

图4

群体建筑综合系统组网方案

独立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对于大型公共建筑及多栋高层
居住建筑的建筑群通过对供电线路剩余电流（ 漏电） 、过载电
流、线路温升的探测，可以直观、全面地监测整个供电线路的运
行情况，一旦供电线路发生漏电、过载、短路、过热等故障时，电
气火灾监控系统能快速、准确发出声光报警，指示报警位置，记
录报警时间，提醒相关人员去消除电气火灾隐患，做到防患于
未然。但是该系统的产品还是新型产品，应用标准和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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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缺乏统一的规范，相关部门应根据现状出具可操作的指导

穿入分立式剩余电流探测器内，注意不要把 PE 线也传入其

规范。
4. 2 与传统火灾报警联动系统相结合：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

中； 同时相线与 N 线必须是同一回路，不同回路之间不能共用
N 线； 在下级配电线路中 N 线与 PE 线不能混接，N 线严禁接

探测器与监视模块相结合利用报警总线将信号传至消控室显

地，否则会造成误报警。

示装置。该类信息在消控室的图形显示与其他类报警信息显

本人之前设计的一个项目就出现过剩余电流火灾监控系

示应有区别。传统火灾报警系统是市场成熟的产品，具有完善
的设计、验收规范指导，但是由于火灾报警联动系统线路的传

统安装完成后某个检测点一直有误报警的情况，打印显示该点
检测到的剩余电流大 7000 ～ 9000mA ，经过设计单位、施工单

输容量等原因该系统用于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的点数不宜过多。

位的仔细检查发现某检测点配电箱内的剩余电流互感器接线

该系统适用于小型公共建筑等。
4. 3 与智能电表相结合： 某些智能电表厂家根据原来的中低

有误，经过调整后整个系统运行正常。

5

结束语

压配电管理系统扩展研发出剩余电流火灾报警系统，将剩余电

剩余电流火灾监控系统是一新生事物，在实际工程运用中

流动作报警系统装设于智能电表上，利用电表的远传总线将信

还处于探索、实验阶段，随着产品的不断成熟，相关部门会尽快

号传至工作站。该产品在每个需要监控的配电箱上安装一台

出台新的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指导剩余电流火灾监控系统在建

监控器和多个探测器，所有参数（ 包括参数预警值、报警值、脱

筑物中合理的安装与运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火灾的防
护作出积极的贡献。“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

扣延迟时间、地址码、报警是否脱口等参数） 均通过智能化菜
单进行设定，智能化、数字化”是该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最大
特点。该产品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推广还不成熟。期待以后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
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是我们的共同目的，规

产品更加成熟并适用于现状下的建筑。
4. 4 剩余电流火灾监控系统的应用需处理好与配电系统的关系

火灾。这是笔者在近几年工程设计、学习理解规范的过程中的

剩余电流的检测点设在配电系统，剩余电流火灾监控系统

范的条文、新科技新产品的运用都是为了消灭漏洞，预防发生
几点见解，文中观点难免偏颇，供同仁们参考和探讨。

报警后需电气运行人员去处理和加强监控剩余电流超设定值
的配电系统； 为了防止干扰，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作为火灾报警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希望非探测器电源的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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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16 页）
4． 2． 3. 2 严格电源管理
（ 1） 凡列为重点保护的村镇建筑，除砖、石结构外，国家有

［5］王厚余． 电气火灾防范对建筑物电气装置设计安装和检验的要求
［J］. 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 2003 年第 9 期 .

级消防行政监督力量难以监管到位，建议将其作为行政许可报
备项目逐步列入消防监督三级管理范畴，由派出所加强监管。
4． 2． 6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组织群众加强学习村镇建筑消防

关部门明确规定，一般不准安装电灯和其他电器设备。如必须

保护的法规，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不断提高群众主动搞好消防

安装使用，须经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批准，

安全的自觉性。
4． 2． 7 建立义务消防组织，定期组织训练。每个义务消防队

并由正式电工负责安装维修，严格执行电气安装使用规程。
（ 2） 村镇建筑内的电气线路，一律采用铜芯绝缘的导线，

员都要做到： 会防火安全检查，会宣传消防知识，会报火警，会

并用金属管穿管敷设。不得将电线直接敷设在梁、柱、枋等可

扑救初起火灾，会维护保养消防器材。

燃构件上，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 3） 在重点保护的古建筑或仓库内，不宜采用大功率的照

5

明灯泡，禁止使用表面温度很高的碘钨灯之类的电光源和电炉

措施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因地

等电加热器； 灯具和灯泡不得靠近可燃物。
4． 2． 4 建立防火档案。将重要的村镇建筑作为乡镇、村不同

制宜地采取一系列防火对策，包括实施消防规划、采取建筑防
火技术措施、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和人员力量、建立健全防火安

级别的防火安全重点单位，将其管理使用的基本情况、各级防

全制度，落实各项消防措施等方面，能够有效提升和巩固村镇

火责任人名单、各种消防安全制度贯彻执行情况、历次防火安

消防安全工作基础。

全检查的情况（ 包括自查、上级主管部门和消防监督部门的检
查） 、火险隐患整改的情况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

［1］GB 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

加强新农村新建改建建筑的备案审查。《农村防火规
1．
范》第 0． 2 条规定： “本规范适用于农村新建、扩建和改建建

4． 2． 5

筑的防火设计； 农村既有建筑的防火改造”实际中，普遍存在
私人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不报审、不报验的现象，而目前的二

结论
笔者通过对东南地区村镇建筑火灾形势、建筑特点、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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