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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系统在医疗场所的应用及绝缘检测功能扩展 

吴恩远（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济南市  250001） 

      马名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  100044） 

摘    要：阐述了 IT 系统的定义、组成及特点，IT系统在医疗场所应用时的注意事项。介绍了 IT系统绝缘监测功

能的扩展：IT系统过负荷检测，IT 系统隔离变压器温度检测，IT 系统接地故障定位检测，以及绝缘监测、各类检测的

中央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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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T System in Medical Sites and Function Expansion of Insulation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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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 system, the attention points of IT system 

using in medical sites are expounded. The expansions of the insulation monitoring functions of the IT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overload detection of IT system, temperature detection of the isolation transformer 

of IT system, the grounding fault location detection of IT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sulation monitoring and 

the 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 for all kinds of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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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人们对电的需求量陡然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停电、漏电，

以及线路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电气火灾事故也随之剧增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加强系统供电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 12.8.6 条规定：在 2 类医疗场所内，用于维持生命、外科

手术和其他位于“患者区域” 内的医用电气设备和系统的供电回路，均应采用医疗 IT系统。IT 系统具有泄漏电流小，

可带故障运行等优点，因此在医疗场所、地下矿井、化工企业、船舶、电信、冶金、石油化工及交通工程等领域，IT 系

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IT系统及其特点 

2. 1  IT系统的定义及组成 

  IT系统的电源端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其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被单独地或集中地通过保护线（PE）接至接

地极。在实际应用中，IT 系统一般与 TN或 TT 系统通过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在正常情况下，系统中仅存在线路对地电容的微小泄漏电流。图 1 所示为 IT 系统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示意图，当

系统发生第一次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为两非故障相对地电容电流的相量和 Id ，由于这个电流值甚小，不会造成

人身电击或者其它事故，也不会切断电源，保证了系统供电的连续性。但是如果不及时排除故障，当第二次另一相发生

接地故障时，相当于形成相间短路，使过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引起供电的中断，这对于重要的供电场所来说，是不允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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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T系统接地故障示意图 

Fig. 1 IT system grounding fault diagram 

  为了防止上述短路故障的发生， IT 系统应设置绝缘监视仪。这样当系统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绝缘监视仪就能

及时检测出该接地故障，并通过报警装置发出报警信号（通常是声光报警信号），提醒工作人员赶在第二次发生异相接

地故障前及时排除故障，消除隐患，从而有效地保证系统供电的连续性。 

  为了保证系统供电的连续性，国家《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7-710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医疗场所》

GB16895.24-2005 / IEC60364-7-710:2002 710.53.1 条规定：“……医用 IT 系统的变压器进出线回路不允许设置过负

荷保护……”，以防止系统过负荷时保护开关切断电源。这就要求系统中的绝缘监视仪必须同时还具有负荷检测和过负

荷报警功能。在一些重要的场所，由于隔离变压器持续不断地工作，可能温度过高而导致隔离变压器工作异常。因此绝

缘监视仪还需要实时检测变压器的温度，当其温度过高时，应有相应的超温报警信号，以提醒相关人员及时处理。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一个典型的单相 IT 系统，其组成设备主要包括：隔离变压器、绝缘监视仪、电流互感器，以

及外接报警与显示仪，见图 2。 

 

图 2 单相 IT系统组成框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osition of single-phase IT system 

  系统中，绝缘监测仪具有系统绝缘检测、系统过负荷检测和变压器温度检测功能，以及相应故障的报警与显示功能，

一般安装在现场的终端配电柜中。外接报警与显示仪则用于集中显示相应的检测值，并具有超限报警功能，一般安装在

位置明显的地方，方便人员查看，如手术室 IT系统的外接报警与显示仪通常安装在医院手术室的情报面板上。 

2. 2  IT系统的特点 

  a. 由于系统电源端带电导体不接地，即使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也只能通过系统对地电容构成回路，故障回路阻

抗极大，故障电流极小，发生电击的危险很小，所以不必及时切断电源来防电击，从而维持供电的不间断，只有在发生

第二此接地故障时才要求切断电源。同时，安装在系统中的绝缘监视仪能及时地检测并给出系统绝缘故障报警信号，提

醒工作人员及时排除故障。因此 IT 系统是一个连续、可靠的供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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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T 系统中的绝缘监视仪，一方面实时监测系统的绝缘状态，另一方面还检测系统的过负荷和变压器的温升状态，

一旦出现异常立即报警。因此 IT系统能够减少因系统发热、漏电等原因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防火

安全性。 

  c. 在 IT 系统中，提高回路的绝缘阻抗、降低回路对地电容，是提高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的关键。因此在系统设计

时要尽量缩短系统配电线路的长度，减小系统容量，减少系统分支回路数，并做好线路的绝缘防护措施。这也就限制了

IT 系统仅能用在重要的局部的供电场所，如化工、制药企业的一些程序控制生产线，医疗场所的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

场所。 

3  IT系统在医疗场所的应用 

  医疗 IT系统是 IT系统应用的一个典型实例。医院因其职能的特殊性，对其配电方式有特殊的要求。如外科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等，都需要采用 IT 系统，以提供一个安全、可靠、连续的配电系统。 

3.1  医疗 IT 系统的应用 

  根据国标《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7 - 710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医疗场所》（GB 16895.24–2005 / IEC 

60364–7–710：2002），将医疗场所划分为 0 类场所、1类场所和 2类场所。由于 0 类和 1 类场所不使用与病人直接接

触的医疗器械，或者所使用的设备断电后不会对病人造成危害，因此可以使用 TN-S 系统，但须配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器，在发生接地故障时，能及时断开故障回路。并可同时配置剩余电流监测设备，实时监测系统各回路的泄漏电流值，

在保护设备动作前发出报警信号，避免造成回路断电，引起严重后果。对于 2 类医疗场所，医疗设备的断电或接地故障

将会危及病人生命安全。根据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这类场所必须使用医疗 IT 系统，来保证系统供电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采用 IT系统的 2 类医疗场所包括有手术室、急诊抢救室、各类重症监护室（ICU）、心脏导管及造影室等。每个房

间应配有独立的隔离电源系统。对于多个这类场所，可以采用如图 3所示的配电方案。 

 

图 3 2 类医疗场所配电方案 

Fig. 3  Power distribution scheme in Class II medical site 

图中各个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分别采用独立的 IT 供电系统，所有的 IT 系统由手术部与 ICU 总配电柜通过 TN-S 系统配

电。各 IT 系统的绝缘监视仪及总配电柜内的剩余电流监测设备又通过基于 BMS 协议的 RS485 总线将各个监测信号反馈

到手术部的中央监控室内，并由中央控制室的上位机通过中央控制系统软件进行集中监控。各个 IT 系统与 TN-S 系统的

运行状态，都可以显示在中央监控室的上位机上，方便工作人员对系统进行集中监控与管理。 

  各类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根据各系统容量分别配置单独的 IT 系统，主要的医疗仪器、无影灯、多功能吊塔等用电

设备须从 IT系统中取电。照明灯、观片灯和电动门等可以不从 IT系统取电。  

图 4 为采用医疗隔离电源系统的手术室或 ICU 配电系统图。绝缘监测仪时刻监测 IT 系统的绝缘状态，并在系统出

现故障时给出报警信号，外接的报警与显示仪通过 RS485接口与绝缘监测仪进行实时的数字通信，显示绝缘监测仪的检

测结果，并在报警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除了绝缘监测设备外，系统还配置了绝缘故障评估仪。绝缘故障评估仪内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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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的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医疗 IT 系统的回路上，评估由绝缘监视仪产生的测试电流信号，当检测到某一个分路发

生对地故障时，相应的发光管点亮，并将回路代码通过 BMS 总线传送到外接报警装置的液晶显示屏上，同时发出声光报

警，这极大地方便了工作人员了解系统状态并及时排查故障，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医疗 IT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图 4 手术室或 ICU 配电系统图 

Fig. 4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diagram for operating room or ICU 

   

3.2  IT 系统在医疗场所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由于医疗场所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在进行医疗 IT系统设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a. 医疗 IT系统必须采用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器，并应符合国标《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16 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的要求。 

  b. 为了降低医疗系统对地电容，提高绝缘强度， IT系统的配电箱要尽量安装在使用场所附近，并尽可能减小系统

容量以及系统分支数，尽量缩短系统配电线路的长度。 

  c. 对于心脏手术等手术设备与人体心脏直接接触的手术室，要充分做好防电击措施。有时候仅靠带绝缘监测的 IT

系统是不够的，还应做好局部等电位联结，使保护区内所有可导电的部分都处于同一电位水平上。 

4  结语 

  带有绝缘监测的 IT 系统能够为局部场所提供安全、可靠、连续的供电，这是其它系统无法媲美的。因此在一些重

要的生产加工场所、医疗场所，以及重要的设备运行场所，可以优先考虑使用 IT系统。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 IT 系

统绝缘监测产品方面的规范、标准，国内用于 IT 系统绝缘监测和故障点定位的产品也为数不多。因此，在期待国家标

准尽快出台的同时，尚需努力开发出各类用于 IT 系统的绝缘监测设备与故障点定位设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

们对 IT 系统的充分认识，IT 系统也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文章来源于：《建筑电气》2010 年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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