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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式家庭电路演示

板，包括图1中的底座、提手、安装面板和演示电

路。所述演示电路包括电能表、漏电保护器、第一

空气开关所控制的第一回路里的单控第一电灯

和第一插座、第二空气开关所控制的第二回路里

的第二插座、第三空气开关所控制的第三回路里

的双控第二电灯及面板左上角的数字显示计时

器。所述演示电路演示实验辅助器材—图2的人

体模拟器。本实用新型面板上各元器件清晰、直

观，能够全面展示现代新式家庭电路的组成、各

元器件的安装方式，能够全面演示各种常见故障

现象，学生直观感受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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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安装面板（12）和安装面板（12）上

安装的演示电路、安装面板（12）背后的三脚公插头（22）、数字显示计时器（14）；

所述演示电路包括电能表（13）、配电箱（17），配电箱（17）中设置有漏电保护器（18）、第

一空气开关（19）、第二空气开关（20）、第三空气开关（21）；

电能表（13）的火线、零线输入端分别与三脚公插头（22）中对应的导线连接；电能表

（13）的火线、零线输出端分别与漏电保护器（18）的火线、零线输入端连对应接；所述漏电保

护器（18）的火线输出端与第一空气开关（19）的输入端、第二空气开关（20）的输入端、第三

空气开关（21）的输入端并接在一起；

所述第一空气开关（19）的火线输出端与漏电保护器（18）的零线输出端、第一回路火线

（8）、第一回路零线（25）、卡轨式保险丝座（23）、第一开关（27）、第一电灯（26）、第一插座

（28）连接构成第一回路；

所述第二空气开关（20）的火线输出端与漏电保护器（18）的零线输出端、第二回路火线

（7）、第二回路零线（24）、第二插座（31）连接构成第二回路；

所述第三空气开关（21）的火线输出端与漏电保护器（18）的零线输出端、第三回路火线

（6）、第三回路零线（4）、第二开关（5）、第三开关（2）、第二电灯（3）连接构成第三回路；

所述三脚公插头（22）中的接地线与配电箱（17）的金属外壳、第一插座（28）的接地线、

第二插座（31）的接地线和小型公插头（30）接线端良好并接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面板（12）外设置

有人体模拟器，所述人体模拟器包括盛放有水的透明水瓶（34），透明水瓶（34）底部设置有

第一裸铜线电极（33），第一裸铜线电极（33）及第一硬导线（45）通过第一软导线（44）与小型

母插头（43）连接，透明水瓶（34）顶部设置有第二裸铜线电极（37），第二裸铜线电极（37）及

第二硬导线（38）通过第二软导线（42）与测电笔金属杆（40）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回路中，第一开

关（27）和第一电灯（26）串联后与第一插座（28）并联连接于第一回路火线（8）和第一回路零

线（25）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回路中第二开关

（5）、第三开关（2）和第二电灯（3）连接成双控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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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初中物理教学教具，属于教学演示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初中物理家庭电路及家庭安全用电的教学中，老师们往往只靠课本插图和挂图

进行家庭电路的讲解，学生无法直观地了解家庭电路的组成、连接以及各元器件的作用，而

现有的一些家庭电路演示板还有不少老式的元器件，学生家里已经基本没有了，造成教学

困难，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家庭电路的需要。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6411979U，公开日为2017年08月15日，名称为《一种初中物理家

庭电路演示教具》的专利授权公告文本，公开了一种初中物理家庭电路演示教具，该教具只

是采用12V的直流电源模拟家庭电路的一些故障现象，演示的内容和效果有限，无法让学生

直观真实感受220V的照明电路。

[0004] 授权公告号为CN208367995U，公开日为2019年01月11日，名称为《家庭电路演示

板》的专利授权公告文本，公开了一种家庭电路演示板，该演示板还是采用老式的闸刀开

关，采用老式的只有一个回路的接线方式，不符合现代新式的家庭电路，该演示板无法演示

电路过载现象，无法演示人触电时漏电保护器立即跳闸自动切断电路保护人体安全的实

验，无法演示零线断路的故障现象，无法演示测算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的实验，一旦闸刀开

关里的保险丝烧断，更换比较麻烦。

[0005] 授权公告号为CN210155959U，公开日为2020年03月17日，名称为《一种家庭电路演

示线路板》的专利授权公告文本，公开了一种家庭电路演示线路板，该演示线路板的接线不

符合实际的家庭电路接线，可能会误导学生，该演示线路板无法演示电路过载现象，无法演

示人触电时漏电保护器立即跳闸自动切断电路保护人体安全的实验，无法演示零线断路的

故障现象，无法演示测算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的实验，该演示线路板中还装有老式的保险

丝，不符合现代新式的家庭电路。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家庭电路演示教具跟目前最新的实际家庭电路不匹配的问题，本实

用新型的目的提供一种跟目前实际家庭电路结构相同，采用220V交流供电，能够展示现代

新式家庭电路组成及各元器件的连接，演示现代的家庭电路中的常见故障，演示功能多且

演示效果直观，方便携带的演示教具。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包括底座、安装面板和安装面板上安装的演示电路、安装面

板背后的三脚公插头、数字显示计时器；

[0009] 演示电路包括电能表、配电箱，配电箱中设置有漏电保护器和第一空气开关、第二

空气开关、第三空气开关，

[0010] 电能表的火线、零线输入端分别与三脚公插头中对应的导线连接；电能表的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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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线输出端分别与漏电保护器的火线、零线输入端连接；漏电保护器的火线输出端与第一

空气开关的输入端、第二空气开关的输入端、第三空气开关的输入端并接在一起；

[0011] 第一空气开关的输出端(火线)与漏电保护器的零线输出端、第一回路火线、第一

回路零线、卡轨式保险丝座、第一开关、第一电灯、第一插座连接构成第一回路；

[0012] 第二空气开关的输出端(火线)与漏电保护器的零线输出端、第二回路火线、第二

回路零线、第二插座连接构成第二回路；

[0013] 第三空气开关的输出端(火线)与漏电保护器的零线输出端、第三回路火线、第三

回路零线、第二开关、第三开关、第二电灯连接构成第三回路；

[0014] 三脚公插头中的接地线与配电箱的金属外壳、第一插座的接地线、第二插座的接

地线和小型公插头接线端良好并接在一起。

[0015] 安装面板外设置有人体模拟器，人体模拟器包括盛放有水的透明水瓶，透明水瓶

底部设置有第一裸铜线电极，第一裸铜线电极通过导线与小型公插头对接的母插头连接，

透明水瓶顶部设置有第二裸铜线电极，第二裸铜线电极与测电笔金属杆连接。

[0016] 第一回路中，第一开关和第一电灯串联后与第一插座并联连接于第一回路火线和

第一回路零线之间。

[0017] 第三回路中第二开关、第三开关和第二电灯连接成双控灯电路。

[0018] 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所取得技术进步如下。

[0019] 1、本实用新型安装有底座，可以放置于讲台，便于老师教学，顶部有提手，便于携

带；

[0020] 2、本实用新型采用电源线和实验面板接插式连接，使用时插上，不用时拔下放入

面板背面纸盒中，取用方便，便于携带；

[0021] 3、本实用新型采用220V交流供电，跟目前的真实家庭电路相同，可以进行各种家

庭电路的展示和实验，学生直观感受强烈；

[0022] 4、本实用新型可演示把不同功率的用电器接入电路时，电能表指示灯闪烁的次数

不同，提高学生对电流做功快慢的理解；

[0023] 5、本实用新型可真实演示测算一个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

[0024] 6、本实用新型可真实演示家庭电路中某人使用电器不当触电时，漏电保护器跳

闸，自动切断电路，保护人身安全；

[0025] 7、本实用新型可真实演示零线断路时的故障现象；

[0026] 8、本实用新型可真实演示家庭电路过载的故障现象；

[0027] 9、本实用新型可真实演示家庭电路短路的故障现象。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人体模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标记：1—底座，2—第三开关，3—第二电灯，4—第三回路零线，5—第二开关，

6—第三回路火线，7—第二回路火线，8—第一回路火线，9—第一小孔，10—第二小孔，11—

提手，12—安装面板，13—电能表，14—数字显示计时器，S1—数字显示计时器的供电开关， 

S2—数字显示计时器的计时开关，15—进户线中的火线，16—进户线中的零线，17—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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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18—漏电保护器，19—第一空气开关，20—第二空气开关，21—第三空气开关，22—三

脚公插头，23—卡轨式保险丝座，24—第二回路零线，25—第一回路零线，26—第一电灯，

27—第一开关，28—第一插座，29—第一插座接地线，30—小型公插头，31—第二插座，32—

第二插座接地线，33—第一裸铜线电极，34—纯净水瓶，35—废弃透明塑料酒盒，36—水，

37—第二裸铜线电极，38—第二硬导线，39—测电笔笔尾，40—测电笔金属杆，41—测电笔

笔尖，  42—第二软导线，43—小型母插头，44—第一软导线，45—第一硬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2] 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包括图1中底座1上的安装面板12、安装面板12上的演示电

路、安装面板12背后的三脚公插头22、数字显示计时器14和图2所示的人体模拟器等。

[0033] 安装面板12采用90cm×60cm的2K画板，横长90cm，竖高60cm。

[0034] 把2根30cm长的方木条(横截面3.5cm×2cm)用铁钉钉在2K画板底部两端，然后用 

T型不锈钢角码进行加固构成坚固的底座1，画板顶端中间安装一个不锈钢提手11。

[0035] 在安装面板12左上角开一个4.5cm×2.5cm的孔用来嵌入安装数字显示计时器14。

[0036] 在数字显示计时器14右侧约2cm距顶部1cm处安装电能表13。

[0037] 在电能表13下方约7cm处安装配电箱17(可采用PZ30明装8回路配电箱)，在配电箱

17内的左侧装入一个2P  16A漏电保护器18，右侧依次装入第一空气开关19(规格为1P  3A)，

第二空气开关20(规格为1P  6A)，第三空气开关21(规格为1P  6A)。

[0038] 在配电箱17右侧约15cm处距顶约28cm处安装一个螺丝口灯座用于安装第一电灯

26，在该灯座下方靠近面板底端安装一个塑料明盒用于安装第一开关27，在该灯座右方约

10cm  和灯座等高处安装一个塑料明盒用于安装第一插座28，第一插座28右方约10cm再安

装一个塑料明盒用于安装第二插座31，第二插座31右方约10cm再安装一个螺丝口灯座用于

安装第二电灯3。在面板右上角和右下角分别安装一个塑料明盒用于安装第二开关5和第三

开关2。

[0039] 在数字显示计时器14背后左边缘处，用102胶把两个船型开关(一个红色安装在上

面，一个绿色安装在下面)用3个小木块(4cm×3.5cm×2cm)夹住粘在后面面板上固定住(在

固定之前先在两个船型开关的接线柱上焊接好一段软导线备用)。上面的一个红色船型开

关是数字显示计时器的供电开关S1，下面的一个绿色船型开关是数字显示计时器的计时开

关S2。

[0040] 数字显示计时器14采用6V直流电源供电，可在4节7号电池盒里装上4节7号干电

池，将电池盒与红色船型开关和数字显示计时器的两根供电线路正确连接即可，绿色的船

型开关和数字显示计时器的两根计时线路正确连接即可，数字显示计时器采用0.56寸数码

管显示时间。在各导线连接前套上热缩管，所有连接处用电烙铁焊接好，焊好后把热缩管移

到焊接处，用打火机加热一下热缩管，让其收缩固定在焊接处，以保证焊接处绝缘。

[0041] 考虑到教具整体重心的问题，可在面板背后大约第二电灯3的位置开一个  10cm×

10cm见方的孔，把电池盒安放在里面即可。

[0042] 在面板左边缘背后距底部约15cm的位置把三脚公插头22(三脚公插头22可以采用

服务器PDU电源线上的三脚公插头，方法是把服务器PDU电源线另一头母插头剪去，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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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长左右外皮备用，里面三根线的颜色分别是棕色、蓝色、黄绿色)用102胶平贴粘在木

板上，再在其上下各用一个4cm×3.5cm×2cm的小木块夹住，小木块也用102胶平粘在木板

上，过几个小时后待102胶干了再用热熔胶固定一遍，以确保粘得牢固。

[0043] 在电能表13下端左边第一接线孔接入一根横截面积为2.5mm2红色硬导线，构成进

户线中的火线15，第三接线孔接入一根横截面积为2.5mm2黑线硬导线构成进户线中的零线

16，在电能表左侧面板上打两个孔，把进户线中的火线15、进户线中的零线16穿入面板背后

备用。

[0044] 在电能表13下端第二孔接入一根横截面积为2.5mm2红色硬导线(相当于火线)，把

该线往下连接到配电箱17中的漏电保护器18输入端左接线孔(火线接线端)中，在电能表13

下端第四孔接入一根横截面积为2.5mm2黑色硬导线(相当于零线)，把该线往下连接到配电

箱  17中的漏电保护器18输入端右接线孔(零线接线端)中。

[0045] 在漏电保护器18输出端左接线孔接入一根横截面积为2.5mm2红色硬导线，作为火

线，把该火线从漏电保护器18左侧向上绕接到第一空气开关19输入端，第一空气开关19、第

二空气开关20和第三空气开关21的输入端分别用一小段横截面积为2.5mm2红色硬导线跨

接好。

[0046] 从第三空气开关21输出端接线孔接入一根长约120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

线作为第三回路火线6，第三回路火线6从配电箱17中穿出来后横平竖直接到第二开关5内，

用102  胶把导线粘在面板上，从漏电保护器18输出端右接线孔接入一根长约120cm、横截面

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作为第三回路零线4，把第三回路零线4也粘在面板上且与第三回路火

线6平行，两线相距约0.5cm，最后把第三回路零线4接入第二电灯3所在灯座螺旋套连接的

接线柱上，第二电灯、第二开关和第三开关连接成双控灯电路。

[0047] 从第二空气开关20输出端接线孔接入一根长约120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

线作为第二回路火线7，第二回路火线7从配电箱17中穿出来后横平竖直接到第二插座31

内，把第二回路火线7同样用102胶粘在面板上且与第三回路零线4平行，两线相距约1.5cm，

仍从漏电保护器18输出端右接线孔接入一根长约120cm、横截面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作为

第二回路零线24，把第二回路零线24同样粘在面板上且与第二回路火线7平行，两线相距约

0.5cm，最后把第二回路火线7接到第二插座31内的火线接线柱上，把第二回路零线24  接到

第二插座31内的零线接线柱上，且插座接线满足左零右火。

[0048] 从第一空气开关19输出端接线孔接入一根长约60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线

作为第一回路火线8，在接第一回路火线8之前先在第一开关27上方第二回路零线24下方

1.5cm  处打一个直径约6mm的第一小孔9，接着把第一回路火线8穿入第一小孔9到面板背

后，同样用102胶把导线粘在面板上且与第二回路零线24平行，两线相距约1.5cm，再取一段

长约25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线一头接入第一插座28内的火线接线柱上，另一头穿

入第一小孔9到面板背后，同样用102胶把导线粘在面板上且水平方向与第二回路零线24平

行，两线相距约1.5cm。在第一电灯26所在灯座上方第一回路火线8下方0.5cm处也打一个直

径约6mm的第二小孔10。

[0049] 在配电箱17下方的第一回路火线8下边平行安装一个卡轨式保险丝座23，拔出玻

璃管保险丝，用电烙铁在玻璃管保险丝两头焊接一根软铜线，以防进行短路实验时玻璃管

保险丝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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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取一段长约30cm横截面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从卡轨式保险丝座23左端接线柱接

出作为第一回路零线，接到漏电保护器18输出端右接线孔。

[0051] 再取一段长约50cm横截面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从卡轨式保险丝座23右端接线柱

接出作为第一回路零线穿入第二小孔10到面板背后，把第一回路零线25同样粘在面板上且

与第一回路火线8平行，两线距离视卡轨式保险丝座23尺寸而定。

[0052] 再取一段长约25cm、横截面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一头接入第一插座28内零线接线

柱，另一头穿入第二小孔10到面板背后，同样用102胶把导线粘在面板上且水平方向与第一

回路火线8平行。

[0053] 再取一段长约20cm、横截面积为1mm2黑色硬导线，导线一头接入第一电灯26所在

灯跟螺旋套连接的接线柱上，另一头穿入第二小孔10到面板背后，同样用102胶把该导线竖

直粘在面板上。

[0054] 再取一段长约50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线，导线一头接入第一开关27，另一

头穿入第一小孔9到面板背后，跨过第一回路零线25的地方，用钳子弯一个弧形，用102胶把

该导线竖直粘在面板上。

[0055] 再取一段长约30cm、横截面积为1mm2红色硬导线，导线一头接入第一开关27，另一

头接入第一电灯26所在灯座内，同样用102胶把该导线竖直粘在面板上。

[0056] 在第一插座28接地线29下方面板底部安装一个小型公插头30，可先用102胶水把

小型公插头30粘在面板底部，待胶水干了再用热熔胶进行加固。

[0057] 把穿过第一小孔9到面板背后的三根红色导线良好连接起来，做好绝缘措施，同样

把穿过第二小孔10到面板背后的三根黑色导线良好连接起来，做好绝缘措施，最后把第一

小孔9  和第二小孔10用热熔胶堵起来。

[0058] 把第一插座28和第二插座31内的三眼插座里的接地端分别接入一根长约30cm、横

截面积为1mm2的黄绿色硬导线，在各自插座下方约12cm的地方各打一个小孔，分别把各自

的接地线从小孔中穿入到面板背后。

[0059] 在面板背后把进户线中的火线15跟三脚公插头22中的棕色线良好连接，做好绝缘

措施；把进户线中的零线16跟三脚公插头22中的蓝色线良好连接，做好绝缘措施；把三脚公

插头  22中的黄绿线跟配电箱17的金属外壳、第一插座接地线29、第二插座接地线32和小型

公插头30的接线端良好连接，做好绝缘措施。

[0060] 由于面板背后接线比较多，影响美观，可在板后用一块90cm×40cm的KT板把背后

盖起来，具体方法是：根据KT板的尺寸，在面板背后用102胶粘4个5cm×3.5cm×2cm的小木

块，用自攻螺丝把KT板固定在小木块上，这样KT板与画板之间会自然空出约2cm的距离。

[0061] 面板背后底座1上固定一个10cm×10cm×50cm的废纸盒子用来放置电源线、测电

笔和备用灯泡等。

[0062] 下面介绍图2中人体模拟器的制作过程：

[0063] (1)取一段横截面积约1mm2长约15cm红色硬导线45，去掉约5cm长的绝缘皮，然后

在一个500ml的废纯净水瓶34的底部中心烫一个小孔能使裸露铜导线穿入约4.8cm形成底

部第一裸铜线电极33，瓶内外均用热熔胶把裸铜线固定在小孔处，不能漏水，瓶外裸铜线处

用热熔胶封住，以保证绝缘。

[0064] (2)在废纯净水瓶34盖子中间烫一个小孔，另取一段横截面积1mm2长约15cm红色

说　明　书 5/7 页

7

CN 215417179 U

7



第二硬导线38。把导线穿过小孔约8cm，用热熔胶把导线固定在瓶盖上，确保导线与瓶盖接

触处不能漏水，把瓶内导线绝缘皮剥掉约7cm形成顶部第二裸铜线电极37，向瓶中装适量水

36  (水模拟成人体)，拧上盖子，当瓶盖下的第二裸铜线电极浸入水中约2cm时即可，然后拧

紧瓶盖。

[0065] (3)为保证老师操作时的安全，可设置双层绝缘，即把该水瓶34装入一个  13cm×

13cm×33cm的废弃透明塑料酒盒35中，在酒盒顶部开一个小孔，把水瓶盖子上的第二硬导

线38穿出来，用热熔胶把第二硬导线38固定在小孔处，端口破掉约1cm绝缘皮，把一段30cm

长的第二软导线42一头去掉约1cm的绝缘皮后和第二硬导线38焊接起来，焊接处套上热缩

管绝缘，软导线另一头去掉约3cm绝缘皮后，把软铜线缠绕在测电笔金属杆40上，然后在软

铜线表面浇上厚厚一层热熔胶，使软铜线与外界保持良好绝缘，在酒盒底部侧面也开一个

小孔，让水瓶底部的第一硬导线45从小孔穿出来，用热熔胶把第一硬导线45固定在小孔处，

端口破掉约1cm绝缘皮，把另一段40cm长的第一软导线44一头去掉约1cm的绝缘皮后和硬导

线焊接起来，焊接处套上热缩管绝缘，软导线另一头接上一个和小型公插头30对应的母插

头43。这样一个简单安全的人体模拟器就做成了。

[0066] 采用本实用新型进行教学和演示的过程为：

[0067] (1)将新式家庭电路演示板放置在讲台上，面向学生，把一个60W的白炽灯装入第

一电灯26的灯座，把一个10W的LED灯装入第二电灯3的灯座，讲解家庭电路的结构，构成家

庭电路各元器件的作用及安装方式。

[0068] (2)合上漏电保护器开关和各空气开关，将电源线(可采用5m长的电饭锅电源线)

品字尾母插头插入演示板三脚公插头22中，再把电源线另一端三脚插头插入教室里220V照

明电路的三眼插座中。

[0069] (3)打开第一开关27，第一电灯26发光，这是一个单控灯电路。

[0070] (4)分别拨动第二开关5、第三开关2，观察这两个开关都能控制第二电灯3，这是一

个双控灯电路。

[0071] (5)用测电笔笔尖金属体分别插入第一插座28和第二插座31的左边插孔中，测电

笔氖管不发光，再把测电笔笔尖金属体分别插入两插座的右边插孔中，测电笔氖管发光，说

明两个插座左插孔接的是零线，右插孔接的是火线。

[0072] (6)演示比较白炽灯和LED灯的节能情况。具体方法是：打开60W的第一电灯26的白

炽灯和10W的第二电灯3的LED灯，可观察到10W的LED灯的亮度大于60W的白炽灯，说明LED 

灯比白炽灯节能。

[0073] (7)演示家庭电路各用电器之间是并联连接。具体方法是：把第一电灯26和第二电

灯3  都点亮，带好手套，拧下其中一个灯泡，不会影响另一灯泡的工作，说明并联电路各用

电器之间工作互不干扰。

[0074] (8)演示电能表指示灯闪烁的快慢跟接入电路用电器电功率的关系：具体方法是：

打开第一电灯26使其发光，观察电能表指示灯闪烁比较慢，熄灭电灯，在第二插座31上插入

一个额定功率约2000W左右的电吹风，打开电吹风工作开关，使其开始工作，观察电能表指

示灯闪烁比较快。

[0075] (9)演示测算一个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具体方法是：关闭面板上所有用电器，把

一个电吹风插入第二插座31，打开面板左上角数字显示计时器14供电开关S1，数字显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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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器  14上显示为零，接着同时闭合电吹风工作开关和数字显示计时器14计时开关S2，电吹

风开始工作，数字显示计时器14开始计时，记录下电能表13上的指示灯闪烁N次所需要的时

间，再结合电能表13上的铭牌即可推算出该电吹风的实际电功率。

[0076] (10)演示零线断路时的故障现象。具体方法是：闭合第一开关27，使第一电灯26发

光，用测电笔测量第一插座28的左右插孔，发现测电笔测量左插孔时，测电笔的氖管不发

光，测电笔测量右插孔时，测电笔的氖管发光；断开第一开关27，使第一电灯26熄灭，用测电

笔测量第一插座28的左右插孔，产生的现象跟前面相同。接着闭合第一开关27，仍使第一电

灯发光，此时拔下第一回路零线上的卡轨式保险丝座23上的保险丝，切断第一回路零线25，

第一电灯26熄灭，用测电笔分别测量第一插座28的左右插孔，测电笔的氖管均会发光，演示

完毕，插上卡轨式保险丝，恢复原样。

[0077] (11)演示家庭电路中某人使用电器不当接触到火线触电时，漏电保护器跳闸，自

动切断电路的现象。具体方法是：把图2的人体模拟器中的母插头43插入小型公插头30(相

当于人站在大地上)，手握测电笔笔尾39，让测电笔笔尖41接触火线(相当于人手碰到火

线)，电流通过人体模拟器流入大地，漏电保护器瞬间跳闸，自动切断电路，保护人身安全。

演示完毕请首先按下漏电保护器复位按钮，然后合上漏电保护器开关，恢复原样。

[0078] (12)演示电路断路的故障。具体方法是：打开第一电灯26使其发光，打开第二电灯

3  使其发光，在第一插座28、第二插座31中分别插入一个用电器，使这些用电器均能正常工

作，断开第一空气开关19，第一电灯26熄灭，第一插座28上的用电器停止工作。断开第二空

气开关20，第二插座31上的用电器停止工作。断开第三空气开关21，第二电灯3熄灭。把第一

空气开关19、第二空气开关20、第三空气开关21合上，断开漏电保护器18的开关，所有用电

器停止工作。实验完毕，关闭所有用电器，合上漏电保护器18的开关。

[0079] (13)演示电路过载的故障。具体的方法是：打开第一电灯26，第一电灯26发光，接

着在第一插座28上插入一个约2000W左右的电吹风，打开电吹风工作开关，约2秒后第一空

气开关19跳闸，电吹风停止工作，第一电灯26熄灭。实验完毕，拔下电吹风，合上第一空气开

关19。

[0080] (14)演示电路短路的故障。具体的方法是：用一根长约10cm两端去掉一小段绝缘

皮的铜芯硬导线，单手抓绝缘处，两端分别插入第二插座31火线、零线插孔，第二空气开关

20、漏电保护器18均会立即跳闸(教室里的空气开关也可能同时跳闸)，自动断开，演示完毕

合上漏电保护器18、第二空气开关20，恢复原样。

[0081] (15)演示完毕，拔下电源线，把电源线折好后放入背后纸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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