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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封装变压器
的特点



安规封装变压器

標準系列



绝缘提高
 完全真空灌封提供加强绝缘和消除电晕
 4200伏高压测试
 浪涌测试(8-12kV雷击模拟测试)
 抵抗灰尘、潮湿和腐蚀
 阻燃材料

耐高压



体积缩小节省空间

散热性能提高
由于高导热系数的树脂EI30/15.5可减少温度
上升40%
比较EI30及EI35有更高的W / V比率(30%)可

以节省PCB空间
较低的温度上升增加使用寿命



节省生产调整时间

改善机械特性
 高机械强度
 抗振动和冲击性能
 终止时以双绞线结束
 通过条管包装实现包装自动化
 提供了一致性质量的高自动化



清洗工序变简单

结构改良
 整洁的外表
 洗涤PCB板的过程变简单
 在客户安全问题上提供了最好解决方案



自动过程一致性

成本效益
全自动绕线,焊接,测试和装配过程,降低劳动力
成本
减少手工流程,减少报废发生
减少使用绝缘胶带
比较正常变压器来说尺寸减少



EE20       0.08VA ~ 0.5VA
EI30        0.5VA ~ 3.2VA
EI38        3.2VA ~ 5VA
EI42        5VA ~ 6VA 
EI48        10VA ~ 12VA
EI54        13VA ~ 16VA
EI60        20VA ~ 25VA
EI66        30VA ~ 36VA
UI21       0.8VA ~ 1.0VA
UI30       2VA ~ 10VA
UI39       14VA ~ 30VA 
UI48       35VA ~ 70VA

不同大小尺寸及功率的封装变压器



环型变压器
1.6VA ~ 85VA

互感器

点火变压器

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封装变压器



第二章
市场应用



应用领域



PCBA使用案例



第三章
相关的安规



国际安规标示图



德国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中国

最常见的安规



针对灌封电子变压器的安规,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块市场
去进一步说明:-

中国
GB 19212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
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国际
IEC 61558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
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美/加
UL1446 - OBJY2/8
绝缘系统

UL5085 - XOKV2/8
低压变压器



UL认可零部件标记

UL标志



506 特种变压器的标准
551 电焊机变压器的标准
697 玩具变压器的标准
1012 第2类电源设备以外的标准
1310 第2类电源设备的标准
1411 用于音频、无线电和电视类设备的变压器和电机变压器的标准
1561 干式通用和电力变压器的标准
1562 超过600伏特，分布，干式变压器的标准
1876 用于电子设备的隔离信号和反馈变压器的标准
2161 霓虹灯变压器和电源的标准
2763 节能谐波消除变压器
2808 用于能源监控电流互感器的测试大纲

5085-1 低压变压器-第1部分:一般要求
5085-2 低压变压器-第2部分:通用变压器
5085-3 低压变压器-第3部分:第2类和第3类变压器

UL要求变压器的标准





UL 506 特种变压器

这些要求包括用于燃气燃烧器和石油燃烧器的点火变
压器，以及用于产生高压令昆虫触电致死的升压变压
器。变压器包含过电流或过温保护装置，瞬变电压冲
击保护装置，或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也被这些要求所
覆盖。这些变压器的用途是根据美国国家电工标准代
码NFPA 70执行。

这些要求不包括油浸变压器、可变电压自耦变压器,变
压器额定功率超过600伏、电线和插头连接变压器、庭
院灯变压器、稳压器、游泳池和水疗变压器或其他特
殊类型的变压器要求覆盖其他电气设备或设备。



所有变压器
结构, 性能, 标记

通用变压器和電抗器
一般, 结构, 性能, 制造和生产测试, 額定等級, 标记

特种升压变压器
一般, 结构, 性能,制造商测试, 額定等級, 标记

点火变压器
一般, 结构, 性能, 額定等級, 标记



UL 5085 低压变压器

这些要求包括以下类型的变压器:-

1. 风冷式变压器和一般用途電抗器;
2. 一般用自耦变换器;
3. 铁磁谐振变压器;
4. 第2类和第3类变压器(根据第3部分进行评估);
5. 电源线连接的变压器(根据第2部分进行评估);
6. 变压器采用过电流或过温保护装置，瞬态电压

浪涌保护器或电容和
7. 固定连接变压器。



Construction 结构
Mechanical Assembly 机械装配
Enclosures 外壳
Corrosion Resistance 耐腐蚀
Connections 连接
Internal Wiring 内部线路
Grounding 接地
Spacings and Insulation 间距和绝缘
Switches, Protective Devices, and 
Wiring Devices 开关，保护装置和布线装置

Current-Carrying Parts 带电部件
Cord-Connected Transformers 电源线连接的变压器
Strain Relief 应力消除
Bushings for Low Voltage Wiring 用于低电压布线的套管
Markings 标记
Tests 测试
Insulating Barriers Test 绝缘栅栏测试
Pullout, Bending, and Twisting 
Tests 拉拔，弯曲，扭转测试

Bonding Conductor Test 焊接导线测试
Moisture Absorption Test 吸湿性试验
Hot, Flaming Oil Test 热的，燃烧油的试验

Enclosure Tests 外壳测试



2 定义
以下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1  二级变压器 - 在任何负载条件下，
一个具有30伏特rms最大次电位的变压器。

2.1.2  三级变压器 - 一个具有超过30伏特
rms的二次电位的变压器小于100伏特的是
有限的变压器，或小于150伏特变压器。



4 结构

第1部分的要求是一般的，适用于所有的变压
器。第1部分介绍了变压器特性、标记、构造
和测试的一般要求。

在第2部分和第3部分中详细介绍了各种变压器
类型的需求。第2部分和第3部分补充或修改第
1部分中的相应字句并与第1部分一起阅读。第
2部分和第3部分中的子句的编号与第1部分中
的编号字句相对应。



6 外壳

6.1通用
6.1.1变压器应具有不可燃、防潮、防潮湿的材料。
除了整体外壳外，条款6.1.2 - 6.1.14和表5的要求适
用于围绕终端或配线间隔的附件。

6.2非金属附件
6.2.1聚合物外壳应被评为最低级
a)5VA提供的表面面积大于25800 mm2(40 in2) 
b)5VB在所有表面面积小于25800 mm2的情况下
并应根据聚合物材料标准的要求进行评估



11 间隙和绝缘

11.1.1除这些要求外，参阅第2部分和第3部分第
11部分的间隔和绝缘。当变压器安装时，在不绝缘
的带电部分与非绝缘的带电部分之间和在不绝缘的
带电部分和一个已死的金属部件之间的接线端子上
的间隔不得小于在表6 - 9中所示的每一个情况。为
了模拟操作条件，接线端子的间距应与现场安装的
导体进行测量。

11.1.2的要求，至少有125%的全负荷电流的安培
值。



11.3线圈绝缘

11.3.1线圈应在不同的绕组和绕组之间、绕组和
外壳之间提供绝缘。

11.3.2线圈绝缘，除非具有天然的防潮性，应处
理以使其抗潮湿。

11.3.4线圈绝缘材料用在变压器绝缘系统不是额
定类120(E)或者更高的电子相对热指数不小于
105℃(221℉)高分子材料的需求标准。



UL1446
绝缘系统



绝缘系统是甚么?

绝缘系统是指由多种或以上绝缘材料组成
的紧密结构，用于电气设备例如变压器、
马达、电感、水泵、镇流器等工业制品。

绝缘系统中的绝缘材料一般是指漆包线，
骨架，芯管，胶带，引线，套管，凡立水，
扎带等组成的结构套料，通过UL 1446之
测试，便能成为一个有效耐温等级的绝缘
系统。



系统定义 系统说明 对象

OBJS2/8 System Components, Electrical 
Insulation – Component

绝缘材料
制造商

OBJY2/8 Systems, Electrical Insulation -
Component

电气产品
制造商

甚么是绝缘系统认证?



OBJS2 是由各种绝缘材料组成的一个材料组合，
目的是证明制造商的材料及其配套的材料已经达
到一定的耐温等级。

OBJY2 是电气产品生产商通过授权使用绝缘系
统材料满足其产品符合要求达到有关耐温等级。

申请绝缘系统UL认证的好处：
 可以将产品规格化系列化，同一温度等级的绕

线产品都可使用认证；
 产品可贴UL标志将有助提升公司形象与满足客

户的需求产品质量的确认，扩阔市场空间，
增强接单能力。



绝缘系统之组成
主要部分 - 绝缘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用来
防止发生触电或火灾危险的。

次要部分 - 通常在机械或热传导能力中使
用的绝缘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不依赖于
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的。
详细请参考UL1446 中 Table 4.2主要和次要组成部分的说明



骨架或
磁芯套管 被导体缠绕的支承架或套管

接地绝缘 导体与接地或死金属接地之间的绝缘

绕组间的绝缘 在绕组与绕组之间的绝缘

层间绝缘 在同一绕组内层与层之间相互交错的绝缘

密封材料

一种成型材料，通常在电气绝缘系统上进行铸模或注
塑成型，目的是绝缘和保护缠绕的电线。封装的设备
不使用周围的外壳，因此封装器可以作为一个电子外
壳

灌注胶
一种典型的成型材料，它通常被铸造成一个外壳，它
的目的是用于绝缘和保护装配的电气绝缘系统的绕组
线

灌封壳 承载灌注胶和绝缘系统的外壳

窗户绝缘 一种用于补充绕组与接地或金属接地之间空气间隙的
材料

UL1446 中 Table 4.2 部分说明



绝缘
等级

耐温

℃

UL 5085
绕组

最高温度℃

IEC 61558
正常使用

最高温度℃

A 105 105 100
E 120 120 115
B 130 135 120
F 155 160 140
H 180 185 165
N 200 205 test 14.3
R 220 225 test 14.3

绝缘材料耐温等级



在UL数据库中提供的数字

绝缘
等级

耐温表示
℃

可供选择
系统数量

E 120 4
B 130 689
F 155 671
H 180 486
N 200 140
R 220 158
S 240 10

电气绝缘系统组件(OBJS2)





IEC 61558 Principle
Safety of power transformers , power suppliers,  reactors and similar 
products Part 2-6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s for general use



GB19212 IEC61558
通用要求和试验 第1部分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tests 

一般用途分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2部分
Part 2-

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eparating 

transformers for general use 

控制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3部分
Part 2-

2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control 

transformers 
燃气和燃油燃烧器点火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第4部分

Part 2-
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ignition 
transformers for gas and oil burners 

一般用途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5部分
Part 2-

4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isolating 

transformers for general use 
剃须刀用变压器和剃须刀用电源

装置的特殊要求
第6部分

Part 2-
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haver 
transformers and shaver supply units 

一般用途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
要求

第7部分
Part 2-

6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s for general use 

玩具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8部分
Part 2-

7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ransformers 

for toys 

电铃和电钟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9部分
Part 2-

8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bell and 

chime transformers 

III类手提钨丝灯用变压器的特殊
要求

第10部
分

Part 2-
9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ransformers 
for class III hand lamps for tungsten 

filament lamps  

GB19212 = IEC61558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1 范围 15 短路和过载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6 机械强度

3 术语和定义 17 防止灰尘、固体异物和和潮湿有害
进入的防护

4 一般要求 18 绝缘电阻，介电质强度和漏电流
5 试验的一般说明 19 结构
6 额定值 20 元器件
7 分类 21 内部布线
8 标志和其他信息 22 电源连接和其他外部软电缆或软线
9 电击防护 23 外部导线接线端子
10 输入电压设定值的改变 24 保护接地装置

11 负载输出电压和输出电
流 25 螺钉和连接

12 空载输出电压 26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贯通绝缘距
离

13 短路电压 27 耐热、耐燃和耐电痕化
14 发热 28 防锈

通用要求和试验



3.1.9.2  固有耐短路变压器

不装有防止过载或短路的任何保护装置的耐短路变压器。
由於結構上的特點，变压器的温度不会超过规定的限值，
且在过载或短路消除后，变压器能继续工作并满足本部分
的所有要求。

4.1 一般要求

变压器在设计和制造上应当保证在制造厂商说明书的规定
使用，安装和维护时，不会对人员或周围环境产生可预见
的危险，甚至万一在正常工作时可能发生粗心大意的使用
也不会产生危险。通常要通过所有的相关试验来检验其是
否合格。



8 标志和其他信息

Fail-safe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
无危害安全隔离变压器

Short-circuit-proof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
(inherently or non-inherently)
耐短路安全隔离变压器(固有或非固有)

Non-short-circuit-proof safety isolating transformer
非耐短路安全隔离变压器



12 空载输出电压

所測得的空載輸出電壓值與在第11章的試驗時測得的負載
輸出電壓相差，以後者電壓的百分比表示，不得超過表
101所列數值。

表101输出电压偏差

变压器规格
空载时的输出电压与额定输出时的

输出电压之比%

固有耐电路变压器:

≦ 63VA 100

> 63VA ~≦ 630VA 50

> 630VA 20



14 发热
14.2根据绝缘系统的特点应用14.1或14.3的规定
14.3对未说明绝缘系统等级的加速老化试验

因为有耐温等级的识别,在正常使用时,变压器及其支承件的温度是不能
超过限定最高温度值的.注意地方是ta有可能是40℃或是更髙温度70 
℃的时候,测试同样不能超过最高温度值的.试验中和试验后,电气接触
不得松动,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得减小到小于第26章的规定值,密封
胶不得熔化,过载保护装置不得动作.

表1 正常使用时的最高温度值
零部件 温度℃

绕组,如果其绝缘系统(例如,骨架以及与绕组接触的任何其他
绝缘材料)是:

-A级 100

-E级 115

-B级 120

- F级 140

-H级 165



15 短路和过载保护

15.2 固有耐短路变压器（进行试验时,将输出绕组短路,直至
达到稳定状态）

变压器不得由于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短路告过载而变得
不安全.在14章的测试完成后,立即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且不能
改变变压器的工作位置条件下,在1.1倍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
第15章的测试.固有耐短路变压器进行的是15.2试验.

表3 短路或过截条件下的最高温度

绝缘等级 A E B F H
固有保护的绕组
15.2

最高温度℃

150 165 175 190 210



表1 –在正常使用B级绝缘(130ºC)
下最高的温度值為120ºC



表3 –在短路或过载条件下使用
B级绝缘(130ºC)的最高温度值為175ºC



26.1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贯通绝缘距离,对组别IIIa的绝
缘材料 (见GB/T16935.1)不得小于表13的规定值。

26.2  爬电距离(Cr)和电气间隙(cl)
26.3  贯通绝缘距离(dti)

26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贯通绝缘距离

表13  爬电距离(cr),电气间隙(cl)和
贯通绝缘距离(dti)

材料组别IIIa(175 ≤CTI<400)



表13爬电距离(cr),电气间隙(cl)和贯通绝缘距离(dti)
材料组别IIIa(175 ≤CTI<400)

CTI 
(V)

CTI
≧600

600>
CTI

≧400

400>
CTI

≧250

250>
CTI

≧175

175>
CTI

≧100

100>
CTI
>0

UL 0 1 2 3 4 5
IEC I II IIIa IIIb --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贯通绝缘距离请参考表13的数值执行。
变压器使用的骨架如果属于王字型，中间有檔墙分隔初级和
次级的可按照第四个例子的方法去测量有关爬电距离(Cr)和
电气间隙(cl)。对于灌封变压器还要执行26.2.4的试验B作为
对封装材料是否良好的判断。



灌封变压器的结构



爬电距离(cr),电气间隙(cl)和
贯通绝缘距离(dti)



UL材料数据库



UL黄卡的说明



可燃性

测试名称 (ANSI / UL 94)

试验
水平
燃烧
试验

垂直
燃烧
试验

(20 mm)

薄型
材料
垂直
燃烧
试验

水平
燃烧
发泡
材料
试验

厉害

500W
垂直
测试

(125mm)

火焰
评级
等级

— V-0 VTM-0 — 更厉害
5VA

— V-1 VTM-1 HF-1 ↑
↑
↑— V-2 VTM-2 HF-2

5VB
HB — — HBF 不太

厉害



热稳定性
RTI Elec
— 有关电的RTI,与关键绝缘性能有关。

RTI Mech Imp
— 机械撞击RTI,与临界冲击阻力、韧性、伸长
和柔性性能相关。

RTI Mech Str
— 机械强度(没有机械冲击) RTI,与关键的机械强
度和结构完整性相关，在抗冲击、弹性和灵活性
可能不重要。



CTI Range Tracking Index
(伏特)

Assigned
PLC

600和以上 0

400至599 1

250至399 2

175至249 3

100至174 4

小于100 5

相比漏电起痕指数(CTI) 

表示在50滴0.1%的氯化铵溶液的情况下，在材料上下降
的电压。试验结果表明，3毫米厚度的测试结果在任何厚
度中都是材料性能的代表。



条件: 所考虑的路径包含有一根肋.
规则: 电气间隙就是越过肋条顶部的最短直达空间路径.爬电距离的路径就是沿肋条轮廓

线伸展的路径.

资料性附录补充说明
附录A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测量

污染等级 沟槽的宽度X最小值/ mm
1 0.25
2 1.0
3 1.5

如果涉及的电气间隙小于3mm,则沟槽宽度最小可减小到该距离的三分之一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资料性附录补充说明
附录M

对19.1进行指导用的例子

M1.2并列式
单个绕组骨架

具有第26章中规定的附加绝缘厚度的成型部分

I / II 类



资料性附录补充说明
附录N

试验电压施加点的例子

具有绝缘材料外壳的II类结构变压器

金属箔



资料性附录补充说明
附录P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测量点的例子

金属箔

具有绝缘材料外壳的II类结构变压器



CQC是代表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产品合格
测试与认证组织（IECEE）CB体系的国家认证机构，可
直接颁发14大类300余标准的CB测试证书。CQC所颁发
的CB测试证书被IECEE体系53个成员国以及其他一些
国家、地区所承认。企业也可利用CQC的产品认证证书
直接转换成国际CB测试证书，或利用CB体系内的企业
认证机构颁发的CB测试证书转换成CQC的认证证书。



国际资质
 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设备及零部件合格评定组

织-测试证书互认体系（IECEE-CB）中国国家认
证机构（NCB）

 国际认证联盟(IQNet)中国成员机构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CB测试证书与国际电工
委员会电工设备及零部件合格评定组织-测试证书
互认体系（IECEE-CB）内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69个
国家认证机构实现互认。



合格评定组织-测试证书互认体系中国国家认证机构



GB19212.1-2008 GB19212.7-2012 CQC11-461213-2015

安全隔离变压器的规范



CB测试证书CB 测试证书申请书



如何获得CB证书及报告



以CB证书及报告转认可国家的证书



IECEE CB-完整
的认证方案

CB-完整的认证
方案协议



IECEE工厂监控服务(FSS)





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

1975年 欧洲法庭一系列自由贸易的法令

1979年 欧洲法庭开始推行“互认制度”

1985年 欧共体出台新方法指令

1992年 布鲁塞尔欧洲经济区（EEA）的自由贸易协议

1999年 欧洲统一了其货币形式-欧元

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CE标志
在欧洲经济区延伸的单一市场上，许多产品上出
现了字母“CE”。它们表明在EEA销售的产品已
经被评估以满足高安全性、健康和环境保护要求。
CE标志也支持公平竞争，让所有公司对相同的规
则负责。

CE 标记是28个欧洲国家强制性地要求产品必须
携带的安全标志, 字母 “CE” 是法文句子
“Conformité Européene” 的缩写。其意为
“符合欧洲 (标准)”。



通过在产品上贴上CE标志，制造商声明该产品符合CE
标记的所有法律要求，并且可以在整个EEA销售。这也
适用于在EEA销售的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在EEA中，
CE标志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两个主要好处:

 企业知道带有CE标记的产品可以在EEA上进行交
易，无需限制。

 消费者在整个EEA中享有同等的健康、安全和环
境保护。

CE标志是欧盟统一立法的一部分，主要由国内市场、行
业、企业家和中小企业的总干事管理。有害物质的CE标
记由环境主管部门管理。在《蓝色指南》中可以找到关
于执行欧盟产品规则的全面指南。



重要提示: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有CE标志。只有在新方法
指令所涵盖的大多数产品中，它是强制性的。

请注意，CE标志并不表明产品已被欧盟或其他当
局批准为安全。它也不表明产品的来源。部分欧盟
官方规定的产品，需在欧盟官方公告号机构颁发的
CE证书方可加贴CE标志。



如果你是一个制造商，你必须遵循以下六个步骤来
为你的产品贴上CE标志:

1. 确定适用的指导方针和统一标准
2. 验证产品的具体要求
3. 确定是否需要一个独立的一致性评估(由通知的

主体)
4. 测试产品并检查其一致性
5. 起草并保存所需的技术文件
6. 修改CE标志并起草欧盟统一宣言



这六个步骤可能因产品不同而不同。制造商不得将
CE标志贴在产品上，而产品不属于提供给其产品
的指令的范围之内。

对于目前安全风险较高的产品，如燃气锅炉或电锯，
安全不能由制造商单独检查。在这些情况下，一个
独立的组织，特别是由国家当局指定的通知机构，
必须执行安全检查。生产厂家可能只在产品完成后
贴上CE标志。



指令

能源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
Directive 2009/125/EC on the Eco-design 
of energy related products

电磁兼容性
Directive 2014/30/EU

低压
Directive 2014/35/EU



CE认证的过程

 确定和获得适用的指令和协调标准
 确定产品的风险级别，风险分析
 符合指令基本要求
 编制技术文件
 确定产品标牌和说明书
 检验试验提供证据
 安排指定机构NB检查
 签署DOC和在产品上贴附CE标记
 跟踪指令和标准的发展



检验是取得CE认证的基础

申请CE认证的产品必须经实验室检验,出具符合
性的检验报告。

检验依据必须是欧洲协调标准EN然后将检验报
告送交欧盟指定机构NB 进行CE评审，取得CE
认证。

检验机构本身无权发放CE认证，但检验机构的
检验证明是取得CE认证的基础。



European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欧洲测试、检验和认证系统

European Norms
Electrical Certification
欧洲标准电器认证



ENEC，高品质的欧洲电气产品标志现在已经20
多岁了!它表明遵守欧洲标准(ENs)，主要与安全
有关。

ENEC标志是对欧洲市场上的电子产品强制性CE
标志的补充。在第三方独立于制造商或进口商的
情况下，ENEC标记始终表示该产品是安全的，
符合欧洲适当的指令(例如:LVD,MD)。

欧洲的电气部门的欧洲认证机构已经向所有电子
产品部门开放了ENEC欧洲安全标志。在世界范
围内或在特定的条件下，在批准的制造商的实验
室中进行测试。



在ENEC标志右边的数字是辨别CCA不同成员国的
标识（注：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成员国/认证机构，
例如10代表VDE）。现在有21个成员国及23个认证
机构。如果制造商希望的话，认证机构的标志也可以
加上。ENEC是对消费者和有关当局证明该产品是经
由高度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所认证。简而言之，
该标志需要：

 经过ENEC成员国认证机构的测试和认证
 制造商的产品管理必须符合ISO9002或相等的标准
 根据调和检查程序，最初的和最小年产量将受发

证机构的检查
 每隔一年对认证过的产品进行有选择的重测



ENEC标志是欧洲安全认证通用标志，该标志是欧
洲厂商基于调和欧洲安全标准进行测试的基础之上
所采用的。

“ENEC”标志的范围包括：
● 信息设备（EN60950）
● 变压器（EN60742，EN61558）
● 照明灯饰（EN60598）和相关文件

（EN60920，EN60440）
● 电器开关（EN61058）



第四章
申请安规需知



在申请欧美安规时
请留意共同所需的要求



直接通过CQC网站在在线申请



AUe F131A AUe F161A AUe F162A



截至2017/4/24止, UL网上已经有2,156合格绝缘系统可供选择使用

按自家产品结构再对比UL绝缘系统，选择最佳合用的材
料。通过授权使用能让产品自动合格符合UL1446要求
使用UL标签，较没有UL产品更具竞争力。



UL1446证书
申请UL XOKV 
II级III级变压器

文件说明

B级130℃
绝缘系统



为了满足各应用领域
封装变压器亦将会涉及不同应用上的安规

产品安全标准 IEC标准 GB标准 UL标准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IEC60335 GB4706 UL60335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通用要求

IEC60950 GB4943 UL60950

音频和视频及类似设备
安全要求

IEC60065 GB8898 UL60065

医用电气设备基本安全
通用要求

IEC60601 GB9706 UL60601

燈具一般要求和試驗 IEC60598 GB7000 UL1598



杭州裕正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



杭州裕正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灌封变压器专业生产的厂家。
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拥有技术、品管团队30多人，
精英员工250多人，厂房面积达6000平方米,日生产能力达到
九万只。公司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科学、完善的管理
制度，严格按照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对生产、销售
和服务等进行全面、严格、科学的控制和管理，2010年导入
ROHS无铅化生产，使产品质量要求与国际接轨，达到环保要
求。公司相继取得CQC、CE、CB、UL、ROHS等认证。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的竞争与发展同存，机遇
与挑战并举。裕正公司本着“以诚信为根本、以客户为中心、
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念热诚欢迎国内外朋
友携手合作、共展鸿图、再创辉煌！

杭州裕正电子有限公司
Hangzhou Yozea Electronic Co., Ltd.



杭州裕正电子有限公司
Hangzhou Yozea Electronic Co., Ltd.

认证证书

ISO9001 CQC CB

UL CE RoHS



杭州裕正电子有限公司
Hangzhou Yozea Electronic Co., Ltd.

谢谢大家!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幻灯片编号 34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幻灯片编号 37
	幻灯片编号 38
	幻灯片编号 39
	幻灯片编号 40
	幻灯片编号 41
	幻灯片编号 42
	幻灯片编号 43
	幻灯片编号 44
	幻灯片编号 45
	幻灯片编号 46
	幻灯片编号 47
	幻灯片编号 48
	幻灯片编号 49
	幻灯片编号 50
	幻灯片编号 51
	幻灯片编号 52
	幻灯片编号 53
	幻灯片编号 54
	幻灯片编号 55
	幻灯片编号 56
	幻灯片编号 57
	幻灯片编号 58
	幻灯片编号 59
	幻灯片编号 60
	幻灯片编号 61
	幻灯片编号 62
	幻灯片编号 63
	幻灯片编号 64
	幻灯片编号 65
	幻灯片编号 66
	幻灯片编号 67
	幻灯片编号 68
	幻灯片编号 69
	幻灯片编号 70
	幻灯片编号 71
	幻灯片编号 72
	幻灯片编号 73
	幻灯片编号 74
	幻灯片编号 75
	幻灯片编号 76
	幻灯片编号 77
	幻灯片编号 78
	幻灯片编号 79
	幻灯片编号 80
	幻灯片编号 81
	幻灯片编号 82
	幻灯片编号 83
	幻灯片编号 84
	幻灯片编号 85
	幻灯片编号 86
	幻灯片编号 87
	幻灯片编号 88
	幻灯片编号 89
	幻灯片编号 90
	幻灯片编号 91
	幻灯片编号 92
	幻灯片编号 93
	幻灯片编号 94
	幻灯片编号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