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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范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技术规范由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上海市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

定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XXX、XXX、XXX、XXX、XXX、。。。。。。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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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一般性确认与常规检测技术规范 

1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般性确认与常规检测的鉴定要求、综合分析与判定

等。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当有关产品标准有要求时）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以下统称“电器”）并

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000V 或直流不超过 1500V 的电路的电器一般性确认检测和常规检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对于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献，鼓励根据

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GB/T 1094.5  电力变压器 第 5 部分：承受短路的能力 

GB/T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ka 盐雾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5585.1 电工用铜、铝及其合金母线第 1 部分：铜和铜合金母线 

GB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47.1 标称电压 1 kV 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第 1 部分:总则----性能、试

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和运行导则 

GB/T 12747.2 标称电压 1 kV 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第 2 部分:老化试验、自愈性

试验和破坏试验 

GB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 部分：总则 

GBT 15969.2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 2 部分：设备要求和测试 

GB/T 19212.1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GB/T 2064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空壳体的一般要求 

GB/T29771.1 工业机械数字控制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JB/T 10323 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主电路用接插件 

3术语及定义 

GB 14048.1《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 部分：总则》以及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中规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4 鉴定要求 

4.1鉴定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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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鉴定人员上岗前应接受相关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培训，授权批准后方能上岗工作。 

4.1.2 鉴定人员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a）熟悉与委托事项相关的材料和委托要求； 

b）了解待鉴定的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结构、性能、主要参数、质量要求等； 

d）收集有关资料，例如相关的技术标准、图纸、质量保证书、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e）制定相应的鉴定方案或鉴定计划，包括各项鉴定委托事项和鉴定要求的鉴定实施要点，鉴定人

员的业务分工及责任； 

f）根据鉴定项目的检验要求准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工具及用品，以及所需要使用的计量器具、仪

器设备； 

g）仪器设备及计量器具应经校准或检定，确保其量值准确可靠，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 

h）准备好相应的记录表式和记录用品（例如相机、摄像机等）。 

4.2 现场工作 

4.2.1 鉴定人员在现场工作时，应遵守进入现场工作的相关管理制度与规定。 

4.2.2 现场工作时，应认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4.2.3 结合鉴定事项、鉴定要求，根据检测项目及试验方式，对检测成套设备进行一般性确认检测及常

规检测。如果现场不具备常规检测条件，要求封样到实验室进行检测。 

4.2.4 认真执行现场检验的有关技术规范或作业指导书，如实做好现场检验及工作记录。 

4.2.5 鉴定人员在现场工作时，如遇大风、雷电、暴雨及其他不适于作业的情况，应停止工作。 

4.3 检测项目及试验方法 

现场检测时，根据 4.3.1 般性确认检验内容进行全检。根据 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

序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中规定的要求，对电器元件抽样进行常规

检验，详见 5.2 电气元件常规检测。如果现场不具备常规检验条件，则将样品封样带回进行实验室检测。 

4.3.1电器元件一般性确认检验 

4.3.1.1 绝缘导线 

绝缘导线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 执行： 

表 1 绝缘导线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应光滑、无破损、应印有 CCC 标志、

生产厂名、型号规格。 
目测 

GB/T 2828.1 

检查合格证 每圈电线应有产品合格证 核对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导线线径 线经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千分尺 

绝缘挤塑 
绝缘层应紧密地挤包在导体上，导体与绝

缘层不应有松动 
手感 

注: 对于 BVR1.5 绝缘导线外观质量，除表面不允许印有 CCC 标志外，其它检验内容应符合上表 

4.3.1.2 刀开关和隔离开关熔断组 

刀开关和隔离开关熔断组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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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刀开关和隔离开关熔断组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装配齐全，坚固，运动部件灵活 

标志、铭牌清晰明确，断开、闭合位置指示清晰，应

有 CCC 标志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每个刀开关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5 次，同步性好 手感 全检 

4.3.1.3交流接触器、继电器 

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3 执行： 

表 3 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黑色金属,表面必须有防蚀层塑料件和金属镀层不得有

裂纹、气泡、脱落现象，应有 CCC 标志、铭牌应清晰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每个断路器应有产品合格证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装配质量 零部装配正确，接地标志牢固，螺钉连接可靠 手感 全检 

外形及安装尺寸 符合产品要求 卡尺 全检 

4.3.1.4框架式断路器 

框架式断路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4 执行： 

表 4 框架式断路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金属件不应有严重麻点、气泡和镀层脱落等现象，塑料件

表面光滑、无气泡等缺陷，零部件齐全并符合图样要求，

零件材料符合图样要求。应有 CCC 标志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每个断路器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接地 应有专用接地螺钉及接地标识 核对 全检 

标志 标牌、铭牌、标志应清晰明亮。 目测 全检 

4.3.1.5 塑壳断路器 

塑壳断路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5 执行： 

表 5 塑壳断路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黑色金属.表面必须有防蚀层 

塑料件和金属镀层不得有裂纹、气泡、脱落现象，

应有 CCC 标志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每个断路器应有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装配质量 零部装配正确 手感 全检 

外形及安装尺寸 符合产品要求 卡尺 全检 

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5 次，应灵活无异常 手感 全检 

4.3.1.6 小型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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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断路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6 执行： 

表 6 塑壳断路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塑料制件表面没有裂纹、气泡等缺陷, 铭牌及标

志字迹清晰、完整，正确无误. 应有 CCC 标志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5 次，应灵活无异常 手感 全检 

4.3.1.7 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7 执行： 

表 7 漏电断路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不得有裂纹、气泡、脱落现象，应有 CCC 标志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外形及安装尺寸 符合产品要求 卡尺 全检 

手动操作 手动操作 5 次，应灵活无异常 手感 全检 

4.3.1.8 互感器 

互感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8 执行： 

表 8 互感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完整无缺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及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4.3.1.9 负荷开关、电抗器 

负荷开关、电抗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9 执行： 

表 9 负荷开关、电抗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不得有裂纹、气泡、脱落现象，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外形及安装尺寸 符合产品要求 卡尺 全检 

4.3.1.10 电压表、电流表 

电压表、电流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0 执行： 

表 10 电压表、电流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备注 

外观质量检查 外观完整，无影响产品使用的缺陷 目测 全检 其它元器件包

括：熔断器、热

保护器熔器、指检查合格证或质保书 每批产品应有合格证或质保书 
核对 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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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示灯、按钮 

4.3.1.11 铜母排 

铜母排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1 执行： 

表 11 铜母排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起皮、划伤、麻点等缺陷 目测 

GB/T 2828.1 

 

检查合格证 每个包装单元应有产品合格证 核对 

核对型号规格 长、宽、厚应与采购清单要求一致 卷尺卡尺 

核对牌号 与采购清单要求一致 核对 

外形几何尺寸 外形几何尺寸及其偏差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卡尺 

弯曲检查 铜母线宽边弯曲 900，表面不应出现裂纹 虎钳卷尺 

材质检查 
每一批应有一份质保书或试验报告，化学成分应符合

标准规定 
质保书 

 

表 12 铜母排外形几何尺寸及其偏差规定 

标称尺寸 

尺寸偏差 

-窄边 
宽边 

16.00≤b≤35.50 40.00≤b≤125.00 

2.24～2.80 ±0.03 ------ -------- 

3.00～3.75 ±0.05 ±0.08 -------- 

5.00～12.5 ±0.07 ±0.09 -------- 

14.00～25.00 ±0.10 ±0.11 ±0.13 

26.00～35.5 ±0.15 ±0.15 ±0.15 

40.00～100.00 -------- ------ ±0.30 

112～125 ------- ------ ±0.30%b 

4.3.1.12 绝缘件（母线夹、母线框、绝缘子） 

绝缘件（母线夹、母线框、绝缘子）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3

执行： 

表 13 绝缘件（母线夹、母线框、绝缘子）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光洁，干净，不得有明显的漆堆层，边缘与加工

面应平整，无毛刺，板不应有分层、开裂、起泡现象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或质保书 每个产品应有合格证或质保书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尺寸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4.3.1.13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4 执行： 

表 14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完整无缺、符合设计要求，铭牌及标志

字迹清晰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及产品说明书、 核对 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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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4.3.1.14 电力电容器 

电力电容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5 执行： 

表 15 电力电容器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表面必须有防蚀层塑料件和金属镀层

不得有裂纹、气泡、脱落现象，铭牌应

清晰 

目测 全检 

检查合格证 有产品合格证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4.3.1.15 标准件 

标准件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6 执行： 

表 16 标准件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备注 

外观质量检查 

电镀标准件应色泽光亮、均匀、不应有

不平、脱皮，起泡、裂纹、毛刺或螺纹

闭塞等现象，螺纹应清晰，不允许有滑

丝或太紧现象 

目测 

GB/T 2828.1 

 

标准件只

作以上验

收，可不

作检验记

录，验收

合格后方

可入库 

质量证明文件 每个包装单元应有合格证或质保书 核对 

核对型号规格数

量 
应与采购清单要求一致 核对 

弹簧 用老虎钳连续 3 次压平，弹垫不得断裂。 目测 

弹垫 
将弹垫用手钳扭转 90 度，弹垫不得断

裂 
目测 

螺母 
每盒包装中任选 3—5 件用标准螺钉装

配螺母，不晃不紧，且松紧程度一致 
手感 

螺钉、螺栓 
每盒包装中任选 3—5 件用标准螺母装

配，不晃不紧，且松紧程度一致 
手感 

4.3.1.16 箱体柜体 

箱体柜体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抽样方案，按表 17 执行： 

表 17 标准件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抽样方案 

外观质量检查 

涂覆框架面板要求平整，无可见缺陷。如波浪、

不平、拼接痕、倾斜弯翘及腐蚀锈斑，皱纹、

流痕起泡等，色泽应均匀、色彩应鲜明，表面

丰满，光滑，无露底漆或机械损伤 

目测 全检 

门 门缝均匀整齐，转动灵活，开启角大于 90o 核对 全检 

核对型号规格 应与采购清单一致 核对 全检 

接地装置检查 保护接地螺钉和接地体表面不得有漆层 目测 全检 

防护等级 
用直径为 2.5mm（IP30）、1.0mm（IP40）钢丝，

施加 3N 的力，试验用的钢丝不能进入壳体内 
测量 全检 

4.3.2电气元件常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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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绝缘件（绝缘子、母线夹板、母线框） 

绝缘件（绝缘子、母线夹板、母线框）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18 执行： 

表 18 标准件的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耐压试验 应能承受 2500V 的抗电强度试验，无击穿现象，时间 1min 

GB 7251.1 

2 着火危险性能试验 灼热丝顶端的试验温度为 960℃±15℃，试验时间为 30s±1s。 

3 短路耐受强度 

将绝缘支撑件固定在金属支架上，按规定系数 n 的标准值和相应的功

率因数通以短路峰值电流，时间为 0.1s，共做 3 次。每次绝缘子按正

常使用时安装方式试验,例如:安装在成套设备上,母线框 A1、A2、A3

安装位置互易。 

2、或将绝缘支撑件按正常使用安装在待做试验的成套设备中，与成

套设备的试验同时进行。 

4 耐热性能试验 

固定部件，球面压力试验在温度为 125±2℃的加热箱中进行，持续

时间为 1h，球面垂直施加在被试表面上的力为 20N；压痕直径为≤

2mm 

4.3.2.2壳体 

壳体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19 执行： 

表 19 标准件的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静负载 
1.25 倍最大允许负载均匀地布置在安装板或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支撑件上或门上，保持 1h ,壳体应无裂痕和永久变形。 

GB/T 20641 

2 防护等级验证 
按 GB4208 要求，验证壳体防止固体异物进入和进水防护，

试验结果应符合规定防护等级要求。 

3 绝缘材料性能 

壳体放入（70±2）℃箱体 168h 后，再置入相对湿度 45%～

55%的环境中 96h，应无裂缝。 

检验方法：2.5mm 厚样片，球面压力试验温度为（70±2）℃

加热箱中进行，持续时间为 1h ,球面垂直施加在被试表面上

之力为 20N，球压痕迹为≤2mm. 

检验方法：灼热丝顶端的试验温度为（960＋15）℃或（850

＋15）℃或（650＋15）℃，试验时间为 30s＋1s 

4 耐腐蚀验证 

户内安装壳体进行下述试验：温度 40℃，相对湿度 95%环境

中放置 144h 和温度（35＋2）℃盐雾试验环境中放置 48h。 

户外安装壳体进行下述试验：温度 40℃，相对湿度 95%环境

中放置 288h 和温度（35＋2）℃盐雾试验环境中放置 336h。 

4.3.2.3母排 

母排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20 执行： 

表 20 母排的检验内容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弯曲 弯曲 90º二次不出现裂纹 

GB/T 5585 

2 电阻率 20℃ ≤0.01777Ω·㎜²/m 

3 硬度 ≥65HB 

4 抗拉强度 ≥220N/mm2 

5 伸长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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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绝缘件（主电路用接插件） 

绝缘件（主电路用接插件）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21 执行： 

 

表 21 绝缘件（主电路用接插件）的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耐压试验 

应能承受 2500V 的抗电强度试验，无击穿现象，时间 1min。 

冲击电压 7.4kV，1.2/50us，冲击电压波，间隔时间≥1s，正

负极各 3 次，试验部位：相与相之间，相与安装件之间 

JB/T 10323 

2 着火危险性能试验 
灼热丝顶端的试验温度为 960℃±15℃，试验时间为 30s±

1s。 

3 机械寿命试验 

实验可在模拟的抽出式功能单元试验设备中，也可以在成

套开关设备的整机柜上进行。从试验位置至接通位置再返

回试验为 1 个循环，连续进行 500 次，操作频率为 5 次/min，

试验后测量各部位的温升值不得超过试验前的 10K. 

4 耐热性能试验 

支持或固定载流部件和接地部件的绝缘材料制成的部件，

在温度为 125±2℃下承受球面压力试验，被试部件平面放

置在钢性平板支持的水平位置，钢板厚度至少为 5mm，钢

球直径至少为 5mm，持续时间为 1h，球上垂直施加在被试

表面上的力为 20N；试后移去钢球，把试品立即浸入冷水

中，在 10s 内应冷却至接近室温。然后测量钢球沉人试品

的直径，应不超过 2mm. 

4.3.2.5电容器 

电容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22 执行： 

表 22 电容器的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电容测量和容量计算 GB/T12747.1-2004 和 GB/T12741.2-2004 

GB/T12741.1-

2004 、 

GB/T12741.2-

2004 

2 端子间电压试验 

在额定频率下对试品接线端子间施加 2.15Un=0.86kV 工

频交流电压，历时 2s,交流低压试验应在 15Hz～100 Hz,

优先在尽可能接近频率的频率下用实际正弦电波电压.试

验期间不能发生永久性击穿和闪络.允许有自愈性击穿. 

3 
端子与外壳间交流电

压试验 

试验时将电容器所有的线路端子连接在一起，在共同端子

与外壳之间施加电压为 Un＋2Kv 或 3Kv 取较高者，历时

10s,或试验电压提高 20%,历时 2s;试验期间即不发生击穿

也不发生闪络. 

具有独立相电容的三相单元,可以将所有端子连接在一起

对外壳进行试验.有一个端子固定连接在外壳上的单元,不

做此项试验.当单元的外壳是由绝缘材料制成时,应略去此

项试验。 

4 
电容器损耗角正切

（tan＆）测量 
GB/T12741.1-2004 和 GB/T12741.2-2004 

5 内部放电器件试验 
内部放电器件的电阻（若有的话）应用测试电阻或测量放

电速率的方法来检验。放电电阻满足附录 B 放电公式。 

4.3.2.6控制器 

控制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23 执行： 

表 23 控制器的检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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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外观检查 元器件安装正确、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GB/T15969.2、 

GB/T29771 

2 电性性能 
灵敏度、动作误差测试、过电压保护动作值等符合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技术条件要求。 

3 连续运行检验 
控制器延时 5s,l连续运行时间为 24h,控制器动作及

显示功能正常. 

4 低温存储试验 

将试品按试验要求放置在试验箱内.按试验规定使

试验箱恒温 24h,低温－25℃带电工作.试验后,外观

合格,机械动作灵活可靠.然后进行电气性能试验. 

5 高温存储试验 

将试品按试验要求放置在试验箱内.按试验规定使

试验箱恒温 24h,高温 70℃带电工作.试验后,外观合

格,机械动作灵活可靠.然后进行电气性能试验. 

6 环境温度性能试验 

将试品按试验要求放置在试验箱内.按试验规定使

试验箱恒温 1h,高温 40℃、恒温 1 小时低温带－5℃

带电工作. 试验后,外观合格,机械动作灵活可靠.然

后进行电气性能试验. 

7 介电强度试验 
应能承受 2500V 的抗电强度试验，无击穿现象，

时间 1min，绝缘电阻＞100MΩ 

8 抗干扰试验 对试品 A、B 相施加干扰信号，装置工作正常。 

9 振动（正弦）检验 
依据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技术条件要求中

8.8，8.10。 

10 跌落冲击试验 
高度为 50mm,方向为垂直，跌落后，电性能测试符

合要求，紧固件无松动现象。 

11 防护等级 符合 IP30 要求。 

4.3.2.7电抗器 

电抗器的检验项目及对应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按表 24 执行： 

表 24 控制器的检验内容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 

1 外观.检查和测量 

a.外形和焊缝平整.引出端子良好;b.商标.铭牌和接地

标志齐全; 

c.极间和极对壳的净距合格. 

GB/T 1094.5、

GB 19212.1 

2 极间和外壳耐压试验 
a.端子间施加2.15Un=0.968kV频电压,历时10S; 

b.端子与外壳间施加3kV频电压,历时1min; 

3 
损耗角正切值及高温

下的测量 

(1).a-b: tanσ(%)>O.O5;(2).b-c:tanσ(%)>O.O5 

(3).c-a:tanσ(%)>O.O5 

4 短路放电试验 
直流充电至 2Un=0.9kV 后放电连续在 10min 进行五

次,然后电压升至 2.15Un 历时 2s.电容器应合格. 

5 自愈性试验 

在电容器端子间施加 2 Un=0.64kV 直流电压,然后

断 

开电源,3min后电容器端子间电压应降至75V或更低. 

6 热稳定性试验 试验前后阻抗(μF) <±0.3%和 tanσ(%)<±50% 

7 老化和破坏试验 
壳体部分在 100±2Cº5h 和 35±2Cº /盐雾 5±

1%168h( 恒温室 ) 后无锈蚀 . 裂痕等损坏 (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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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423.17). 

5 综合分析与判定 

5.1 结果分析与判定 

对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一般性确认、并通过常规检测后，若在常规测试中存在任意一项

或多项不符合相关规定，可判定此项或几项不符合标准要求；若一般性确认和常规检测项目均符合相关

规定，则可判定此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5.2 提出鉴定意见，提交鉴定报告 

鉴定意见和鉴定报告是鉴定活动的提炼和总结。 

鉴定意见应观点清晰，依据充分，逻辑严密，表达通顺。鉴定报告还应信息完整，格式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