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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本绝缘、补充绝缘、以及加强型绝缘，位于封装在一

简介
IEC 61010-1是国际标准，它针对多种电气系统，包括测试和测

起的同样两层之间接口上的导体，塑封之后应间隔至少0.4 mm

量、工业过程控制和实验室设备规定了相关安全要求。该标

(见图6，项目L)。”

准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操作人员以及附近环境和设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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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第一个版本发布于1990年，而最新的第三版于2010
年发布。第三版新增了很多内容，包括完全重写了绝缘要求

L

部分。本笔记讨论针对薄膜绝缘的新要求，以及使用这种材
料作为隔离栅对数字隔离器的影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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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010-1第二版

图1. 模制和密封部件导体间距离的详细图解。

IEC 61010-1第一版和第二版详细定义了基于线路电压、污染程
度、材料组别和海拔高度的外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在这

6.7.2.2.4章节定义了薄膜绝缘，并详细规定了内部间隙和爬电

些早期版本中，特意未加入内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以下

距离的新要求。iCoupler产品在芯片级微变压器内采用高质量

内容出现在第二版的6.7章节中：

的聚酰亚胺层作为绝缘材料。该章节有一张图说明现在如何
查看同一层上导体的间隙和爬电距离(见图2)。

“对于无空洞模制器件的内部，不作间隙或爬电距离要求，包
括多层印刷电路板的内层。”

L

基于当时数字隔离器封装技术所取得的间隙和爬电距离性
能，符合经CSA、VDE和TüV等国际认证机构核准的IEC 61010-1
第二版相关要求。
A

IEC 61010-1第三版
第三版中的变化包括完全重写第6.7章节。绝缘要求现已根据
结构给出不同定义，不同章节分别定义了固体绝缘、模制和

C

密封部件、印刷线路板内层、以及薄膜绝缘。有两小节专门

图2. 薄膜绝缘的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详细图解。

针 对 i Coupler ® 数 字 隔 离 器 ： 6.7.2.2.2： 模 制 和 密 封 部 件 ；
6.7.2.2.4：薄膜绝缘。

对于市电电压最高为300 V rms(或最高300 V直流，包括300 V)

为了满足严格的安全要求，iCoupler数字隔离产品采用包含独

的系统，同一层的导线应当以表1中规定的间隙和爬电距离

特设计特性的工业标准表贴封装。封装内部需要隔离，这就

隔离。

要求通过特别设计的引脚架构来使用多个芯片，由引脚架构

对于市电电压高于300 V的系统，其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由

来创建两个或多个彼此之间实现电流隔离的接地参考。因

Annex K定义。内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依然适用，但由于电压

此，6.7.2.2.2章节适用于任何沿着模具接口隔离的导体。该章

更高，其定义的距离也更宽。

节作了如下声明：
表1. 薄膜绝缘的内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
爬电距离值(mm)
电压线到
零线的交流、
均方根或
直流(V)

印刷线路板材料
间隙值
(mm)

其它绝缘材料

污染
等级1

污染
等级2

污染
等级1

全部
材料组

材料组
I、II、IIIa

全部
材料组

材料
组I

材料
组II

材料
组III

材料

材料
组II

材料
组III

污染等级2

污染等级3

≤150

0.5

0.5

0.5

0.5

0.8

1.1

1.6

2.0

2.2

2.5

>150 ≤ 300

1.5

1.5

1.5

1. 5

1. 5

2. 1

3.0

3.8

4.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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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隔离器应用
根据第三版中iCoupler数字隔离产品的结构以及新要求，内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至少为0.4 mm。然而，第三版
中的另一条规定则降低了内部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
第14章涉及认证的整体系统中的组件和子模块。它允许使用符合相关IEC安全标准要求，或那些至少达到
相关IEC标准规范的非IEC标准要求的组件或子模块(前提是该组件通过测试权威机构的非IEC标准认证)。

iCoupler数字隔离器产品组合中的绝大部分产品均通过VDE V 0884-10组件级标准认证。Verband der Elektrotechnik (VDE)是公认的国际测试权威机构，且VDE V 0884-10的安全要求适用于第三版中的要求。因此，具有这一
认证的数字隔离器产品可用于IEC 61010-1第三版所涉及的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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