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常识
1.电源接线板简介
电源接线板在每个家庭中是必不可少的用品袁在

日常生活中袁各类家用电器设备等袁大多需要配合电
源接线板来使用遥 在商场尧超市尧小商品市场袁甚至地
摊上袁都能见到不同规格尧不同品牌的接线板在出售遥
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差悬殊遥 但在价格悬殊的背后袁往
往意味着质量的悬殊袁 好的接线板使用起来安全尧稳
定袁让人放心遥 差的不仅是发热袁还容易引起火灾事
故遥 在已知的各类居室火灾事故的新闻报道中袁因电
源接线板质量问题导致发热尧短路袁从而引发火灾袁并
造成人员伤亡的新闻并不鲜见遥

由此可见袁小小的接线板袁在方便人们日常生活
的同时袁其安全性能是不能忽视的遥

在这里袁 我们不妨自己动手制作一款标准的接线
板袁在练习装配能力的同时袁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有关
电工电路的基本常识遥 这款电源接线板的成品如图 1
所示袁 其全套散件如图 2 所示遥 其总负载功率为

2000W袁电源引线长度为 1.5 米遥

2.电源接线板上的插座样式
这是一款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接口的接线板袁共有

6 个插座位置遥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袁对于单相不带接地
极的插头袁俗称两脚插头袁也就是只有零线和火线袁不
论插头是扁平的袁还是圆柱形的袁都可以插在接线板
上遥 对于单相带接地极的插头袁俗称三脚插头袁也就是
零线尧火线尧地线都有的袁则只能插入扁平的袁且仅限
10A 规格的遥 圆柱形的尧四方形的将不能插入遥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袁新标准的电源接线板上的插座袁两脚和
三脚的插头将分别插在相对应的位置上遥

图 3 是以前国内大
量生产的电源接线板之
一袁从图中可以看出袁这
种接线板的插座孔与图
1 的不同袁它不论是两脚
还是三脚袁不论是引脚是
扁平的还是圆柱的尧四方
形的引脚袁都可以插入接
线板的插座上袁这样的插
座可以称之为野万能插座冶遥 实际上袁圆柱形的和四方
形的引脚插头多见于国外的电器设备中袁国产的家用
电器袁基本上都是扁平的了遥 但野万能插座冶在带来方
便的同时袁伴随而来的是不安全的隐患遥 一是插孔过
大袁 小孩的手指容易伸入进去导致儿童发生触电事
故袁一些小型金属物品袁比如钥匙尧金属链尧笔等袁容易
误落入插孔内导致意外触电尧短路等事故遥 虽然部分
负责任的厂商在插孔内加装了防误插入的塑料盖板袁
但也会导致正常的插头插拔时比较费劲袁有时还会被
盖板卡住遥 二是插孔内部的簧片袁要同时满足扁的尧圆
的尧四方的等所有插头规格袁必然会导致簧片与插头
之间多为野线冶接触袁甚至是野点冶接触袁从而使得接触
点电阻增大袁承载电流能力显著下降袁在使用大功率
的电器时袁接触点会发热袁长时间使用袁热量迅速产生
还会导致塑料外壳尧导线外皮融化袁接下来的后果可
想而知遥

因此袁现在国家的工商尧技监等管理部门袁已经命
令禁止再销售类似图 3 所示的电源接线板袁而只允许
销售使用图 1 所示的产品遥

3.电源接线板所使用的连接导线
我们要装配的这款电源接线板外部连线为三芯

护套线袁即在白色外皮护套内袁含有三根多股绝缘铜
导线袁每根导线的截面积是 1mm2袁常通俗的表述为 1
平方遥 这里的平方是指的 1 平方毫米遥 三种导线颜色
的分别为红色尧蓝色尧黄绿双色渊俗成花色冤遥 按照国家
标准规定袁火线使用红色导线袁零线用蓝色导线袁地线
用黄绿双色导线遥

电源接线板的内部连接线为 1mm2 单股铜线袁其
外皮已经按照所需的间距剥好袁颜色规则与上述外部
连线要求一致遥

查阅铜导线载流量表可知袁1mm2的铜导线允许通
过的电流为 10A袁在额定电压 220V 的情况下袁使用纯
电阻性负载袁 则允许功率为 P=U伊I袁 也就是 220V伊
10A=2200W遥 在接线板外壳上袁 虽然标有最大电压

250V袁最大电流 10A袁最大功率 2500W袁但考虑到我们
使用的导线带有护套袁散热条件稍差袁且负载不一定
都是纯电阻性的袁还可能是电感性的袁因此接线板的
允许功率还要留有一定富裕量袁所以建议这个接线板
所接设备总的最大功率控制在 2000W 以内为宜遥

市售的电源接线板虽然用途一样袁但不同厂家的
不同产品袁内部结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袁其内部连线袁
除了采用导线焊接的以外袁还有采用金属条铆接的工
艺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单独讨论了遥

4. 插座孔位的定义规则
对于三个极的插头和插座袁 是需要正确区分火

线尧零线尧地线的袁必须按照相应的位置连接遥 具体到
插座来说袁就是野左零尧右火尧中间地冶袁如图 4 所示遥 对
于插头来说袁正好是野镜像冶的关系袁也就是野左火尧右
零尧中间地冶遥 在插头的相应引脚的位置上袁也会标注
野L冶渊表示火线冤尧N渊表示零线冤尧〨渊表示地线冤遥 如图 5
所示遥

对于两个极的插座来说袁 因为在单个插座内部袁
簧片已经连接好袁因此也是遵循了野左零右火冶的规
则袁但对于两个极的插头来说袁并没有规定那个是火
线袁 那个是零线袁 在插入插座时也是随机插入的袁因
此袁两个极的插头就没有必要区分火线和零线了遥

实际上袁使用两个极的插头的家用电器袁其外壳
一般都是塑料的袁或者是其他绝缘材料的袁对火线尧零
线一般是没有顺序要求的袁因此可以随意插入遥

二、电源接线板的装配
1.单个插座的装配
单个插座的所需部件如图 6 所示袁包含前盖渊浅

蓝色冤尧后盖渊白色冤和两大一小共三个簧片遥 为了确保
接下来的焊接顺利袁建议将簧片上的焊接点先行用烙
铁镀锡袁 这样可以在焊接导线时更加顺利也更加牢
固遥 之后袁将三个簧片分别放入插座后盖内袁两个较大
的簧片分别放置在左右两边袁小簧片是地线袁放在中
间位置袁如图 7 所示遥

将浅蓝色的前盖扣上袁 则单个插座就组装好了遥
如图 8 所示遥

依次将六个插座组装好袁然后分别镶嵌在电源接
线板前盖上遥 注意袁上尧下两排插座需野镜像冶安装袁如
图 9 所示遥

2. 装配连接线
下面就可以焊接内部连线了遥 先将接线柱尧电源

开关固定在接线板的相应位置上袁再将红色的单股导
线在插座上盘好袁使线头从电源开关的外侧焊点开始
引出袁依次经过六个插座上的野L冶渊火线冤簧片焊接点袁
并使线尾正好落在最后一个插座上遥 位置摆好后就可
以焊接了遥这里建议使用 30W-50W 的外热烙铁袁使用
直径 1mm 以上的含有助焊剂成分的优质焊锡丝袁焊接
时焊丝用量要足袁烙铁只需少许停留 1-2 秒袁即可将
导线与簧片焊接好遥 如果烙铁停留时间过长袁可能会
导致引线外皮软化而损坏遥 然后将开关的内侧焊点通
过一小段红色单股线与接线柱相接袁并将焊点焊好遥

接下来将蓝色的零线和花色的地线参照上面的
步骤袁分别焊好遥这两
根的线的起始点在接
线柱上遥

再将 电源指 示
LED 放入外壳前端
的凹槽内袁 限流电阻
一般已经压接好袁只

需将两根引脚就近分别与火线和零线焊接起来袁并注
意引脚不要与其他导线干涉尧短路遥 图 10 是内部导线
焊接完毕的图片遥

然后将三芯护套线的线头剥好遥
因该线在接线板内部需要拐一个小
弯袁因此各股线的长度会略有不同袁剥
线之前可以先比划一下实际所需的长
度遥 各股剥出的线头长约 5mm袁并建
议镀锡遥 如图 11 所示遥

将三个线头与插座内部各单股线
一一对应袁并插入接线柱内袁再将接线
柱上的螺丝拧紧袁 确保三芯护套线与
插座内部的三根单股导线可靠连接遥

将压线条压在三芯护套线的外皮上袁 并用两颗
M3伊12 的自攻螺丝固定遥 如图 12 所示遥

仔细检查无误后袁就可以将塑料后盖扣上袁并上
紧六颗 M3伊12 的自攻螺丝遥

3. 插头的装配
插头相对简单袁将三芯护套线线头剥好袁剥线前

可以先在插头上比划一下袁量好长度袁其中地线长度
略长一点袁火线和零线稍短袁线头长度为 3-5mm袁建议
镀锡袁如图 13 所示遥

将三个插片分别插入插座的孔位中袁把三根导线
分别插入插片的螺丝固定孔位中袁 并遵循 野左火尧右
零尧中间地冶的原则袁再用螺
丝将导线压紧遥

把压线条压在三芯护套
线的外皮上袁 并用两颗 M3伊
12 的自攻螺丝固定遥 如图 14
所示遥

将 M3 的螺母放入插座
小盖板的孔位中袁如图 15 所
示遥 将这个小盖板与后盖扣
在一起遥

将扣在一起的后盖与前盖通过 M3伊15 螺丝拧在
一起袁如图 16 和图 17 所示遥

至此袁我们这款接线板就组装完成了袁最后再用
万用表蜂鸣挡或电阻伊1 挡核对一下遥按下接线板上的
电源开关袁一只表笔接在插头火线端袁另一表笔接在
插座的火线端袁万用表应鸣叫袁或者阻值显示为 0遥 再
分别测试零线和地线袁测量结果同上遥 再把表笔接在
插头的任意两个极片上袁两两相测袁三个极相互之间
阻值均为无穷大袁表示三根线之间无短路现象遥 同样
再测试一下插座袁确定正常之后袁这个接线板就可以
投入使用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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