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号：AC-137-CA-2018-02 

下发日期：2018 年 08 月 07 日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检测规范 
 

 

 

 

 

 

 

 

 
 咨询通告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机 场 司    



 

前  言 

本检测规范依据《飞机地面静变电源》（MH/T 6018—2014）编制，

对飞机地面电源机组的合格性检验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指导。 

本检测规范包括总则、引用标准、检测条件、检测前的准备、检测

项目及方法和附录，共六章。 

与《飞机地面静变电源》（MH/T 6018—2014）的主要差异如下： 

——MH/T 6018—2014中第 5.14.2.1 条规定“突加、突减负载参数

见表 11”。为了考虑电源可能存在双路输出的情况，本检测规范特对双

路输出的电源具体规定负载要求：“对双路输出的电源，在一路加预加负

载的条件下，在另一路突加的负载为最大负载”。 

——MH/T 6018-2014中第 4.3.3条对连接器规定了要求，但对连接

器没有要求进行检查。为了使连接器满足 ISO 461的要求。本检测规范

要求进行检查，并规定了检测方法。 

——MH/T 6018-2014 中第 4.5.4.1.4 条对可靠性和维修性规定了要

求，但对可靠性和维修性没有要求进行检测，为了使可靠性和维修性满

足 MH/T 6018-2014中第 4.5.4.1.4条的要求，本检测规范要求进行检测，

并规定了检测方法。 

本检测规范由国家内燃机发电机组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函告本检测规范日常管理组（联

系人：薛晨；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民乐路 64 号；联系电话：



0931-2880370；传真：0931-2868481；邮编：730050）。 

本检测规范起草单位：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国家内燃机发

电机组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检测规范主要起草人：薛晨、梁释心、刘正铭、朱京民。 

本检测规范主要审核人：张积洪、邢强、曹润民、闫永利、阎东林、

王玉臣、马燕生、王  浩、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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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为规范飞机地面静变电源（以下统称电源）的检测工作，根据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MH/T 6018—2014）制定本检测规范。 

本检测规范适用于飞机地面静变电源的合格性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检测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年份

的引用文件，仅标注年份的版本适用于本检测规范。凡是不标注年

份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检测规

范。 

MH/T 6018-2014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 

GB/T3859.1-2013  半导体变流器 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

器  第1-1部分：基本要求规范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

法  试验A:低温（IEC 60068-2-1:2007，IDT）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

法  试验B:高温（IEC 60068-2-2:2007，IDT） 

GB/T 2423.1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J及导则：长霉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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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68-1999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

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ISO 3746：1995，EQV）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EC 60529：2001，

IDT） 

GB 16754-2008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ISO 13850：2006，

IDT） 

GB 17799.4-201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IEC 

61000-6-4：2011，IDT） 

ISO 7137:1995  机械设备的环境状况与测试方法 

IEC 61000-2-4：2002  电磁兼容性 第2-4部分：环境工厂中低

频传导骚扰兼容性水平 

IEC 61000-6-2：2005  电磁兼容性（EMC）第6-2部分：通用标

准-工业环境的抗扰度 

3 检测条件 

3.1 检测场地 

3.1.1 属绝缘性能类、构件性能类、保护功能类、性能指标类、

安全性能类、环保性类（部分）、经济性类、环境适应性类（部分）、

可靠性和维修性类的项目的检测，应在固定、能停放电源且有充裕

空间的场所内进行。 

3.1.2 测量噪声级：满足要求的试验室或室外场地（室外场地

应平坦、空旷，在以电源为中心半径 25m的范围内不应有大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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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建筑物、围墙等）进行。 

3.1.3 电磁兼容性类项目检测：室内检测时，环境温度为

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室外检测时，检测场地为一个无

电磁反射的圆形平面，其最小半径为 30m，圆心为电源中心点。避免

在雨、雪天或出现凝露的潮湿环境下检测。 

3.1.4 高温试验：在满足 55℃高温要求的室内或自然条件下进

行；检测应配有辅助仪器，以保持和监控电源周围的温度（适用时

还有湿度）；电源附近的风速不应超过 1.7m/s；试验场地的温度应

能被连续的进行监测。 

3.1.5 低温试验：在满足－30℃低温要求的室内或自然条件下

进行；检测应配有辅助仪器，以保持和监控电源周围的温度（适用

时还有湿度）；电源附近的风速不应超过 1.7m/s；试验场地的温度

应能被连续的进行监测。 

3.1.6 湿热试验：试验进行前确定试验箱（室）的排气、传感

器检测仪器、风速、加湿方法和防止污染满足要求的情况。 

3.1.7 长霉试验：试验进行前确定试验箱（室）的排气、传感

器检测仪器、风速满足要求的情况。 

3.1.8 盐雾试验：试验进行前，应对试验箱内样品架的放臵、

冷凝液的处理、排风口的设臵、盐溶液槽的材质、盐溶液注入系统

和盐雾收集器的数量进行确认，以符合要求。 

3.1.9 淋雨试验：试验进行前，应当确定降雨强度、雨滴尺寸、

风速、水压、预热温度、试验持续时间；对淋雨环境及其淋雨装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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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要求如下： 

环境温度 10℃～35℃、相对湿度 20%～80%、大气压力 60kPa～

100kPa； 

淋雨试验装臵：喷头与电源间的距离可调；能产生要求的淋雨

强度；各点淋雨强度基本均匀，相对误差不大于 50%；喷头产生的水

滴直径为 0.6mm～4.0mm，平均 2.5mm； 

鼓风装臵：当有淋雨吹风要求时，淋雨试验装臵应设鼓风装臵，

鼓风装臵应能产生 15m/s、20m/s的水平风速； 

试验用水：当地水源，能循环使用，为便于确定水滴渗入到电

源的部位和进行渗漏分析，可在试验水源中加入适当水溶性染料，

例如在 1000L水中加 60g荧光素。 

3.2 检测仪器及设备 

3.2.1 检测所用的仪器、仪表和设备应均在检定周期之内。 

3.2.2 因检测项目的不同，所需仪器、仪表和设备也不相同，

为了使检测项目及方法与所用的仪器、仪表和设备一一对应，检测

每个项目所需的仪器、仪表和设备在“第 5章 检测项目及方法”的

每个项目的检测方法中规定。 

3.3 环境条件 

绝大部分项目的检测对环境并无特殊的要求，而某些对环境有

特殊要求的检测项目，其要求又并非一致，在此不便规定。所以，

涉及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将在“第 5章 检测项目及方法”的每个项

目的检测方法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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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前的准备 

4.1 电源样品 

制造商应提供一台出厂检测合格的电源样品。 

4.2 制造商应提供的技术文件 

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a) 企业标准（如有，应当提供）；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产品总装配图、电气原理图、接线图； 

d) 产品及主要配套件合格证； 

e) 主要技术参数表(见附录 C)。 

4.3 制造商应准备以下检测用材料 

制造商应准备的检测用辅助材料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a) 适用的电线、电缆； 

b) 电压和频率均稳定的市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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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项目及方法 

5.1 检查外观 

电源应制作精良。要特别注意无瑕疵、无毛刺、无毛边；尺寸、

圆角半径、部件标志的精确；焊接、烤漆和铆接的完整；螺钉、螺

栓等零件的紧固等。 

具体要求的内容如下： 

1) 电源外观应无瑕疵、毛刺、毛边；尺寸、圆角半径、部件标

志应精确；焊接、烤漆、绕线和铆接应完整；螺钉、螺栓等零件应

紧固；金属部件应具有防锈措施。 

2) 电源的指示装臵应显示输出电压、电流及频率等内容。 

3) 电源的熔断器、断路器及其他主要元器件、部件及功能单元

组件上或附近应有数字、字母或文字标识。标识应与电路图中的项

目代号一致，且易于识别。交流输出端的“A”、“B”、“C”、“N”

和直流输出端的“+”、“–”字样应清晰。 

4) 电源的电气安装应符合电气原理图，各接线端应有不易脱落

的明显标志。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5.4.1.3条。 

检测方法： 

a) 目视检测焊缝、漆膜电镀层等是否满足要求。 

b) 目视检测各零部件的安装是否牢固可靠。 

c) 目视检测各指示装臵的显示是否正确并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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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目视检测标牌、标志安装是否牢固、端正、醒目、清晰。 

e) 检查电气安装是否符合电气原理图，指示标识与电路图中的

项目代号是否一致。 

5.2 测量质量 

电源的质量应满足技术文件和设计的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5.3条。 

检测方法：电源装备齐全，臵于称重设备上进行检测。 

5.3 测量外形尺寸 

电源的外形尺寸，应满足技术文件和设计的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5.4条。 

检测方法：用测量长度的量具测量电源的外形尺寸。 

5.4 检查应急按钮 

电源应在明显且易于操作的位臵安装应急按钮，在任何紧急情

况下，按动应急按钮，应能立即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并立即

停机；不应采用软件检测、控制的方式使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应急按钮应符合 GB 16754-2008中类型 0或类型 1的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5.2.3条。 

检测方法： 

a) 检查应急按钮的安装位臵是否明显且易于操作。 

启动电源，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按下应急按钮，检测电源

是否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并立即停机。 

检查应急按钮是否符合 GB 16754-2008中类型 0或类型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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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输入供电检测 

输入供电质量在满足 IEC 61000-2-4:2002中第 3类要求的条件

下，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2.2条。 

检测方法：给电源施加符合要求的输入电压值，在输出空载的

条件下，启动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5.6 检查交流电源带负载能力 

电源的交流负载能力为持续容量（kVA），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1 负载能力 

功率因数 

（滞后）范

围 

持续，相对于额

定功率（额定值

百分比） 

过载，相对于额定功率（额定值百分比） 

10min 5min 10 s 2 s 

0.8～1 100% 110% 125% 150% 200% 

0.7～0.8 － － － 150% 200% 

注：功率因数是三相功率因数的平均值，每相功率因数可以不同。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2条。 

检测方法：在额定输入条件下，电源按表 2 规定的负载和时间

运行。 

表2 电源带载能力测试条件 

时间 额定容量 功率因数 

2h 100% 1.0 

10min 110% 0.8滞后 

10min 110% 1.0 

5min 125% 1.0 

10s 150% 0.7滞后 

2s 200% 0.7滞后 

5.7 检查直流电源带负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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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源分为 400A、600A、800A三个规格。直流电源具有持续

工作和启动飞机发动机两种工况。各工况持续工作电流和飞机发动

机启动电流应满足表 3要求。 

表3 直流电源负载能力 

直流电源规

格（A） 

持续工作

电流（A） 

5min过载能

力（A） 

启动飞机发动机工况 

电流（A） 
最大电流持续

时间（s） 

400 400 500 800～1600 2 

600 600 750 1200～2000 2 

800 800 1000 1600～2200 2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2.2条。 

检测方法：电源按表 4规定的负载和时间运行。 

表4 直流电源负载带载能力测试条件 

负载(额定电流的百分比) 时间 

25% 10min 

50% 10min 

75% 10min 

100% 10min  

5.8 启动冲击电流 

电源输入侧应采用软启动方式，启动冲击电流峰值不应超过输

入侧额定电流的峰值。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5条。 

检测方法：在额定输入条件下，记录电源从输入加电开始至空

载正常运行过程中的每一相输入电流峰值。 

5.9 测量效率 

电源的效率采用复合效率，计算方法是：分别在额定功率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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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0%、100%四个工况下测试效率值，再分别以 20%、50%、20%、

10%进行加权平均。复合效率应不低于 90%。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6条。 

检测方法：在额定输入条件下，分别测试 25%、50%、80%、100%

额定容量下（负载功率因数为 1）四个工况下的效率值。 

5.10 测量功率因数 

电源在输入为额定电压，输出为额定阻性负载条件下，输入功

率因数应不低于 0.95。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7条。 

检测方法：在额定输入电压、额定输出功率、负载功率因数为 1

的条件下，测量电源输入的功率因数。 

5.11 测量交流稳态输出特性 

电源在 5.11.1所述负载条件，测量三相平均电压、单相电压、

相电压不平衡、相移、电压调制幅度、电压调制频谱、波峰系数、

畸变系数、畸变频谱、直流分量、稳态频率和频率调制频谱。稳态

输出特性应符合 MH/T 6018-2014中表 4的要求。 

5.11.1 负载条件 

a) 平衡线性负载 

电源的平衡线性负载测试点相关要求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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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平衡线性负载测试点 

负载 

（额定负载的百分比） 
负载功率因数 

0%  

25% 0.8滞后 

25% 1 

50% 0.8滞后 

50% 1 

80% 0.8滞后 

80% 1 

100% 0.8滞后 

100% 1 

b) 不平衡线性负载 

负载的相电流值及功率因数见表 6。 

表6 不平衡线性负载测试点 

序号 

A相负载 B相负载 C相负载 

功率 

（相对额定

功率的比例） 

功率因数 

功率 

（相对额定功

率的比例） 

功率因

数 

功率 

（相对额定

功率的比

例） 

功率因数 

1 0 — 0 — U 0.8 

2 0 — 0 — U 1 

3 0 — U 0.8 U 0.8 

4 0 — U 1 U 1 

5 （1-U） 0.8 （1-U） 0.8 1 0.8 

6 （1-U） 1 （1-U） 1 1 1 

7 （1-U） 0.8 1 0.8 1 0.8 

8 （1-U） 1 1 1 1 1 

注：表中“U”为允许的不平衡度；不大于 60 kVA的电源：U=1/3；大于 60 kVA 的

电源：U=1/4。 

c) 非线性负载 

给电源加不同的线性负载和非线性负载，负载的功率等级以及负

载功率因数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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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非线性负载测试点 

三相线性负载 
6 脉波 

三相负载 

12 脉波 

三相负载 

A相单相 

2脉波负载 

B相单相 

2脉波负载 

C 相单相 

2脉波负载 

功率 

（相对额

定功率的

比例） 

功

率

因

数 

功率 

（相对额定功率的比例） 

1/3 0.8 1/6 0 0 0 0 

1/3 0.8 0 U 0 0 0 

1/3 1 1/6 U 0 0 0 

1/3 1 0 U 0 0 0 

1/3 1 1/6 0 1/4 0 0 

1/3 0.8 0 0 0 1/4 1/4 

1/3 1 0 U 1/4 1/4 1/4 

注：表中“U”为允许的 12脉波负载（标幺值）；不大于 60kVA的电源：U=1/3；

大于 60kVA 的电源：U=1/4。 

5.11.2 检测项目 

电源在 5.11.1规定的不同负载特性条件下，分别进行三相平均

电压、单相电压、相电压不平衡、相移、电压调制幅度、电压调制

频谱、电压波峰系数、交流电压畸变系数、交流电压畸变频谱、直

流分量、稳态频率以及频率调制频谱的检测。电源有多组输出时，

则所有连接器处的特性都应满足要求。 

5.11.3 检测内容 

5.11.3.1 测量交流稳态单相电压和三相平均电压 

电源在稳态条件下，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交流稳态三相

平均电压范围为 112.0V~120.5V，其交流稳态单相电压范围为

109.5V~122.0V。 

电源在稳态条件下，额定负载到过载运行时，其交流稳态三相平

均电压范围为 110.0V~120.5V；其交流稳态单相电压范围为 106.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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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测量三相平均电压值及单

相电压值。 

5.11.3.2 测量相电压不平衡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相电压不平衡值不大于 4.0 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

标准表记录各相电压值。 

5.11.3.3 测量相移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相移应在 117.5
o~122.5

o
范围

内。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

相位差计测量各相电压波形过零点的相位差。 

5.11.3.4 测量电压调制幅度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电压调制幅度不大于 3.5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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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

波形记录仪器记录各相电压的波形。 

5.11.3.5 测量电压调制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电压调制频谱应符合图 1 的

要求。 

频率

频率 调制电压

电
 
压

 

图 1  电压调制频谱极限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 

5.11.3.6 测量电压波峰系数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电压波峰系数应在 1.31~1.51

之间。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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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记录仪器或三值电压表记录各相电压的相电压峰值和相电压有

效值。 

5.11.3.7 测量交流电压畸变系数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交流电压畸变系数应不大于

5%。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

谐波分析仪记录波形全部成分的方均根值。 

5.11.3.8 测量交流电压畸变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交流电压畸变频谱应符合图 2

的要求。 

畸
变

频率

注：总畸变系数的最大值是5%

畸
变

 

图 2  电压畸变频谱极限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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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 

5.11.3.9 测量稳态频率 

电 源 在 空 载 到 额 定 负 载 运 行 时 ， 其 稳 态 频 率 范 围 为

395Hz~405Hz。 

电源在额定负载到过载运行时，其稳态频率范围为 390Hz~410Hz。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或标准表测

量频率值。 

5.11.3.10 测量频率调制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其频率调制频谱应符合图 3 的

要求。 

6

5

4

3

2

1

0

  频率 调制幅度
 （Hz）（±Hz）
  0.01    5.0
 0.014    5.0 
 0.017    4.0
 1.7      4.0
 2.0      3.0
10.0      0.75
100.0     0.2

重复率 （Hz）

调
制

幅
度
（

±
H
z
）

0.01 0.1 1 10 100

 

图 3  频率调制频谱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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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3.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 

5.11.3.11 测量直流分量 

飞机静变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时，相电压的直流分量范

围为-0.1V~＋0.1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8.2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1.1

规定的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 

5.12 检查相序 

电源三相输出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应符合图 4要求。

 

图 4  相序关系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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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 H/T 6018-2014中第 4.3.8.2.2条。 

检测方法： 

a) 将飞机连接器的输出端子分别与相序指示器的对应端子连

接； 

b) 启动电源，并使其处于空载、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 

c) 接通电路断路器，观察相序指示器。 

5.13 测量交流瞬态输出特性 

5.13.1 负载条件 

5.13.1.1 突变负载测试 

电源突加、突减负载参数见表 8。对双路输出的电源，在一路加

预加负载的条件下，在另一路突加的负载为最大负载。 

表8 突变负载测试点 

功率（额定容量的百分比） 负载功率因数 

0~25% 0.8滞后 

0~25% 1 

0~50% 0.8滞后 

0~50% 1 

0~100% 0.8滞后 

0~100% 1 

50%~0 0.8滞后 

50%~0 1 

100%~0 0.8滞后 

100%~0 1 

5.13.1.2 电动机启动负载测试 

电动机启动测试中，预负载和电动机负载的参数见表 9。出厂检

验时，可不测试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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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电动机启动负载测试点 

预负载 电动机启动负载 

功率（相对额定

功率的比值） 
功率因数 

功率（相对额定

功率的比值） 
功率因数 时间（s） 

75% 0.85 80% 0.5 10 

90% 1 140% 0.5 2 

5.13.2 检测项目 

在 5.13.1规定的不同负载特性条件下，分别进行交流瞬态电压

和瞬态频率的检测。 

5.13.3 检测内容 

5.13.3.1 测量交流瞬态电压特性 

电源的交流瞬态电压特性应保持在图 5的极限内。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9.2条。 

检测方法： 

a) 突变负载检测： 

1) 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3.1.1 规定

的不同负载条件，突加或突减相应负载； 

2) 用专用测试仪测量交流瞬态电压特性。 

b) 电动机启动负载检测： 

1) 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使电源在空载、额定

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运行； 

2) 按 5.13.1.2 规定加入相应的预负载，在预加负载的基础上

再突加 5.13.1.2规定的电动机启动负载； 

3) 用专用测试仪测量交流瞬态电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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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s）

注1：此限值是有效值，如果使用峰
值，则峰值限值是此有效值和表4中
波峰系数的乘积

正常瞬态

相
电

压
（

V
r
m
s）

图 5  交流瞬态电压极限 

5.13.3.2 测量交流瞬态频率特性 

电源的交流瞬态频率特性应保持在图 6的极限内。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9.3条。 

检测方法： 

a) 突变负载检测： 

1) 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并按 5.13.1.1 规定

的不同负载条件，突加或突减相应负载； 

2) 用专用测试仪测量交流瞬态频率特性； 

b) 发动机启动负载检测： 

1) 启动电源，整定电压、频率至额定值，使电源在空载、额定

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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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5.13.1.2 规定加入相应的预负载，在预加负载的基础上

再突加 5.13.1.2规定的电动机启动负载； 

3) 观察电动机是否启动成功并满足相应的时间要求； 

4) 用专用测试仪测量交流瞬态频率特性。 

时间（s）

正常瞬态

频
率
（

H
z） 过载瞬态

注：＜10ms的频率瞬态不作规定

正常瞬态

时间 过频 欠频

图 6  交流瞬态频率极限 

5.13.3.3 检查不中断电力传输（NBPT）限制功能 

在不中断电源转换过程中，电源能够以不中断的方式运行，并

且在与机载电源不同步时，电压、频率应保持在规定的极限值内：

在最大时间 100ms 内，地面电源与机载电源之间的相位差不超过±

30
o
、频率差不超过±2Hz、方均根电压差不超过±10V。若相位差、

频率差、电压差不能满足要求，则电源保护装臵应动作。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9.4条。 

检测方法：将模拟机载电源设备与电源的输出端子对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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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模拟机载电源设备，使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启动电源，并使

其处于空载、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接通输出断路器，观察是否

能够以不中断的方式运行或超出不中断转换的条件规定时，电源是

否启动自己的保护装臵。 

5.14 测量直流稳态输出特性 

5.14.1 负载条件 

分别在额定直流负载的 0、25%、50%、80%和 100%的负载条件下进行。 

5.14.2 检测项目 

在 5.14.1规定的不同负载特性条件下，分别进行直流电压、脉

动幅值、畸变系数和畸变频谱的测量。 

5.14.3 检测内容 

5.14.3.1 测量直流稳态电压 

电源在负载从空载到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其直流稳态电

压范围为 24V~29.5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0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并按 5.14.1 规定的

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测量直流稳态电压值。 

5.14.3.2 测量直流电压脉动幅值 

电源在负载从空载到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其直流电压脉

动幅值应不大于 4V。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0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并按 5.14.1 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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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测量直流电压脉动幅值。 

5.14.3.3 测量直流电压畸变系数 

电源在负载从空载到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其直流电压畸

变系数应不大于3.5%。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0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并按 5.14.1 规定的

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或用谐波分

析仪记录波形全部成分的方均根值。 

5.14.3.4 测量直流电压畸变频谱 

电源在负载从空载到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直流电压畸变

频谱应符合图 7的要求。 

频率（kHz）

 交流纹波频率限值
 频率      电压
（kHz）   （Vrms）
 0.01      0.2
 0.18      0.2/0.56
 1.0       0.56/1.4
 15.0      1.4
 150.0     0.0015

每
一
频
率
分
量
的
电
压
值

（
Vr
ms
）

 

图 7  28V直流电压畸变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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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0条。 

检测方法：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并按 5.14.1 规定的

不同负载条件运行，在负载稳定后用专用测试仪测量。 

5.15 测量直流瞬态输出特性 

5.15.1 负载条件 

5.15.1.1 直流瞬态电压特性 

在下面的测试条件下，测量负载突变时的直流瞬态电压特性。 

a) 负载功率从 0突加至 50%的额定负载； 

负载功率从 50%突加至 100%的额定负载； 

负载功率从 100%突减至 50%的额定负载； 

负载功率从 50%突减至 0的额定负载。 

5.15.1.2 发动机启动特性 

在持续电流的基础上，再突加总电流达到启动飞机发动机工况

规定的最大发动机启动电流，测量负载突变时的最小电压值，最小

电压值应满足电源的规定值。 

5.15.2 检测项目 

在 5.15.1规定的不同负载特性条件下，分别进行直流瞬态电压

特性和直流发动机启动输出特性的测量。 

5.15.3 检测内容 

5.15.3.1 测量直流瞬态电压特性 

电源的直流瞬态电压应保持在图 8所示的极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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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s）

直
流
电
压
（
V）

 

图 8 直流瞬态电压极限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1.2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并按 5.15.1 规定的不同负

载条件，突加或突减相应负载； 

b) 用专用测试仪测量直流瞬态电压特性。 

5.15.3.2 测量发动机启动特性 

发动机启动期间，直流瞬态电压与发动机阻抗和实际电流有关，

直流瞬态电压可能超出图 8 的限值。发动机在最大电流时所对应的

直流瞬态电压最小值，需符合电源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3.11.3条。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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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启动电源，整定电压至额定值，使电源在空载、额定电压和

额定频率下运行； 

b）在持续电流的基础上，再突加总电流达到表 5规定的最大发

动机启动电流，测量负载突变时的最小电压值。 

5.16 检查交流过电压保护功能 

在任一相电压值超过图 9 所示最大电压时间限制之前，保护装

臵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取样点电压从 115V分别调整至图

9 所示过压保护限制值，延迟时间按图 9截取规定。 

 

图 9  交流电压保护极限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4.2.1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电压保护取样点电压从 115V 分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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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图 9 所示过压保护限制值内，测试过电压保护动作时间，应符合

图 9中限值的要求。 

5.17 检查交流欠电压保护功能 

在任一相电压平均值低于图 9 所示最小电压时间限制之前，保

护装臵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取样点电压从 115V分别调整

至图 9所示过压保护限制值，延迟时间按图 9截取规定。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4.2.2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相电压保护取样点电压从 115V 调整至

104V，测试欠电压保护动作时间，应符合图 9中限值的要求。 

5.18 检查过频率保护功能 

对频率可调的电源，电源的输出频率超过 420Hz 时，保护装臵

应延时 2s~3s动作，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4.2.3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在空载条件下，调节频率保护取样点频率从 400Hz 突变至

420Hz，测试过频率保护动作时间，应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 

5.19 检查欠频率保护功能 



 

—28— 

对频率可调的电源，电源的输出频率低于 380Hz 时，保护装臵

应延时 2s~3s动作，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当频率低于 350Hz

时，延时应小于 0.2s。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4.2.3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在空载条件下，调节频率保护取样点频率从 400Hz分别突变

至 380Hz、350Hz，测试欠频率保护动作时间，应符合检测依据的要

求。  

5.20 检查交流过电流保护功能 

当负载时间特性超过表 1 中要求时，过电流保护装臵应动作，

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过载 125%额定电流延时 5min保护。如

果电源内部及其配电系统发生短路，过电流保护应按照反时限特性

动作，以保护电源。多路输出电源的所有输出支路，应具有单独的

过流保护功能。电源只能将出现过电流现象的支路断开。不应采用

检测电压的电流限制模式，且输出峰值电流的限值不应超过 1600A。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4.2.4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在空载条件下，调节输出电压为额定值，然后分别加载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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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量的 110%、125%、150%、200%，测试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应

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多路输出的电源，应针对每路输出分别测试

过电流保护功能，出现过电流的支路应及时与负载断开，其它支路

应正常供电。 

5.21 检查交流短路保护功能 

当负载时间特性超过表 1 中要求时，过电流保护装臵应动作，

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过电流保护时间根据电源技术文件的

规定来确定。如果电源内部及其配电系统发生短路，过电流保护应

按照反时限特性动作，以保护电源。多路输出电源的所有输出支路，

应具有单独的过流保护功能。电源只能将出现过电流现象的支路断

开。不应采用检测电压的电流限制模式，且输出峰值电流的限值不

应超过 1600A。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2.4 条。 

检测方法： 

a) 启动并调整电源在额定工况下，稳定后减负载至空载，调整

电压为额定值，使电源处于空载稳定运行状态； 

b) 交流电源正常工作期间，任意两相间短接或任意相线对中线

短接，保护装臵应立即动作。短路故障排除后应能正常供电。多路

输出的交流电源，应针对每路输出分别测试短路保护功能，发生短

路的支路应立即与负载断开，其他支路应正常供电。 

5.22 检查直流分量保护功能 

电源的直流分量超出图 10 所示的电压限值之前，保护装臵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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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注：该检查仅对输出端不带隔离变压器的静变电源。 

时间（s）

直
流
分
量

       非正常直流分量
  时间(s)        电压(V)

 0.01~0.025       20

    0.05          10
    0.1            5

   5 ~ 10         0.1
    ＞10            0

图 10  交流电源直流分量极限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2.6 条。 

检测方法：空载条件下，在电源的输出端分别施加 0.1V、1V、

5V、10V、20V 的直流电压分量，测试直流分量保护动作的时间，应

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 

5.23 检查中线开路保护功能 

电源应具备中线开路保护功能，当检测到中线开路时，保护系

统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停止向飞机供电。 

检测依据：MH/T 6018-2014 中 4.4.2.7。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电源电压至额定值，正常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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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输出的中线，检查中线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 

5.24 检查接地故障保护功能 

电源输出中线不接大地时，应当持续监测中线与机壳、大地间

的电压差，在电压差的峰值超过 50V 前，保护装臵应动作，将电源

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2.8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输出条件下启动电源机组，正常工作时，在

中线和机壳间施加峰值为 50V 的交流或直流电压，接地故障保护电

路应立即动作，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5.25 检查直流过电压保护功能 

当电压超出图 11 所示最大电压时间限制时，保护装臵应将电源

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时间（s）

直
流
电

压
（
V）

过/欠压保护限值

过压保护限值

44.0 V     0.001~0.1 s

30.8+1.32/t   0.1~5 s

31 V          5~10 s 

 

图 11  直流电压保护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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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1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电源电压，在图 12 过电压保护极

限范围内，检查直流电源过电压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规定。 

5.26 检查直流欠电压保护功能 

当电压超出图 11 所示最大电压时间限制时，保护装臵应将电源

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直流欠电压保护值为 20.5V、延迟时间 7s。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2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电源电压，在图 12 过电压保护极

限范围内，检查直流电源过电压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规定。 

5.27 检查反极性保护功能 

当输出电压的极性不正确时，保护装臵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

统断开。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4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直流输出电压至额定值，将输

出正极、负极互换，检查极性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规定。 

5.28 检查反流保护功能 

当反向电流大于额定输出电流的 5%时，反流保护应切断电源向

飞机供电。不应该使用飞机供电系统去启动电源机组的原动机。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5 条。 

检测方法：对电源施加额定输出电流 5%的反向电流，检查反流

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规定。 

5.29 检查直流过电流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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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源应设有过电流和短路保护装臵。过电流保护值和延时

时间根据电源额定值由产品技术文件规定。对具备发动机启动的电

源，输出电流限值的最大允差为±10%。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3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直流电压至额定值，增加负载电

流到规定的过电流值，检查过电流保护装臵是否符合检测依据的规

定。测试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 

5.30 检查直流短路保护功能 

直流电源应设有过电流和短路保护装臵。短路保护应能在短路

故障发生时立即切断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连接。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3.3 条。 

检测方法：在空载条件下调节直流输出电压至额定值，短接输

出的正极、负极，检查短路保护装臵是否立即动作，并应符合检测

依据的规定。 

5.31 检查监测功能 

电源应具有运行状态数据的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还应对运

行状态数据及故障具有自检功能。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4.1 条。 

检测方法：目视检查静变电源与机场相关管理系统的信息接口，

检查运行状态信息的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在计算机终端显示静

变电源运行状态的各种信息。 

5.32 检查输入侧电磁兼容性（按 IEC 61000-6-2：2005 和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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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9.4—2012 的要求） 

电源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IEC 61000-6-2： 2005 和 GB 

17799.4-2012 中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3.4.1 条。 

检测方法：按 IEC 61000-6-2：2005和 GB 17799.4—2012要求。 

5.33 检查连接处电磁兼容性（按 ISO 7137：1995 的要求） 

电源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ISO 7137:1995 中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3.4.1 条。 

检测方法：按 ISO 7137：1995 要求。 

5.34 检查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符合表10规定，电源的室外型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

室内型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0。 

表10 防护等级 

项目 第一位特征数字 第二位特征数字 

备

注 

IP 

数

字

代

码 

对设备防护的

含义 

对人员防护的

含义 

数

字

代

码 

对设备防护的含义 

防止固体异物

进入 

防止接近危险

部件 
防止进水造成有害影响 

0 无防护 无防护 0 无防护  

1 ≥Ф50mm 手背 1 垂直落下水点  

2 ≥Ф12mm 手指 2 15°垂直角水花喷射  

3 ≥Ф2.5mm 工具 3 60°垂直角水花喷射  

4 ≥Ф1.0mm 金属线 4 任何方向射来水花，允许有限进入  

5 
防尘，有限进

入 
金属线 5 

任何方向低压水柱喷射，允许有限

进入 
 

6 完全防尘 金属线 6 
任何方向强力水柱喷射，允许有限

进入 
 

/ / / 7 
短暂放入 0.15～1m 深水中，时间

可长达 30min 
 

/ / / 8 可经受压力下长期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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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1.2 条。 

检测方法：外壳防护等级按 GB/T 4208-2008 进行检验。 

5.35 检查飞机联锁供电功能 

当飞机联锁信号有效时，电源才能给飞机供电。实现联锁功能

时，从飞机联锁信号上所取得的电流不应超过 0.5A，联锁信号的直

流电压在 16V~30V 范围内，电源不应通过此连接线给飞机供电。当

联锁信号无效时，电源应在 0.25s 内和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4.4.3 条。 

检测方法：将电源的“正常/维护”开关臵“正常”位，交流电

源按照图 12 检查电源与飞机联锁供电功能。直流电源按照图 13 检

查电源与飞机联锁供电功能，均应符合检测依据的要求。 

 

说明： 

1——交流静变电源； 

2——输出变压器； 



 

—36— 

3——地面电源插头； 

4——飞机外部电源插座； 

5——交流静变电源输出接触器； 

6——交流电源的直流控制电源。 

图 12 交流静变电源典型接线图 

 

说明： 

1——直流静变电源； 

2——静变电源插头； 

3——飞机外部电源插座； 

4——反极性保护。 

图 13 直流静变电源典型接线图 

5.36 测量噪声级 

在距电源外轮廓 3m、离地面 1m 处的噪声声压级不应大于

70dB(A)。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3.4 条。 

检测方法： 

a) 电源噪声测量按 GB/T 3768-1996 进行，应符合检测依据的

要求； 

b) 将电源臵于典型的反射噪音的混凝土或无孔沥青地面上，从

电源到与之相邻的实验室墙壁的距离应为电源到测头距离的两倍。

电源在功率因数为 0.8（滞后）、75%额定电流的工况下稳定运行； 



 

—37— 

c) 按照包面法选择测量点，测量点与测量面之间的距离为 1

米； 

d) 记录有关数据和测点布臵图。 

表11 噪声测量测点选择 

外形尺寸（m） 测点数

量 
测点选择 

长（L） 宽（W） 高（H） 

L＜2 W＜2 H＜2.5 4 前一、后一、左右各一 

2＜L＜4 W＜2 H＜2.5 6 前一、后一、左右各二 

4＜L W＜2 H≤2.5 8 前一、后一、左右各三 

4＜L W＜2 2.5＜H 16 
前二、后二、左侧上下各三 

右侧上下各三 

5.37 测量绝缘电阻 

电源的各独立电气回路及回路间应能承受 GB/T 3859.1-2013

中表 17 规定的耐电压要求。电源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 1MΩ。 

电源的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表 12 的规定，冷态绝缘电阻只供参

考，不作考核。 

表12 电源机组的绝缘电阻值 

单位为兆欧 

项目 部位 条件 
交流电 

源机组 

直流电 

源机组 

冷态绝缘电阻 

电源机组各独立

电气回路对地及

回路间 

环境温度 15℃～35℃ 
2 1 

相对湿度 45%～75% 

环境温度 25℃ 
0.33 0.33 

相对湿度 100% 

热态绝缘电阻 — 0.5 0.33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3.6 条。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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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拆出被测回路(独立电气回路)。电站的各回路呈现个性，无

具体的细则在此给定； 

b) 从被测回路拆除或短接所有的半导体器件、电容器等； 

c) 除被测回路外，其余的回路接地； 

d) 测量时回路中的各开关应处于接通位臵； 

e) 按兆欧表使用说明书规定操作；记录兆欧表指示稳定后的读

数； 

f) 对其它被测回路，重复上述程序； 

g) 绝缘电阻测量结束后，每个被测量的回路应对接地的机壳作

电气连接使其放电。 

5.38 耐电压检测 

电源的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间应能承受试 GB/T 

3859.1-2013 中表 17 规定的耐电压要求。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3.6 条。 

检测方法： 

a)拆出被试回路（独立电气回路）； 

b）除特殊设计在产品规范中明确规定者外，将半导体器件、电

容器从回路中拆除或短接； 

c)将耐电压试验装臵可靠接地，将电源接地端子和非被试回路

同点接地； 

d)从耐电压试验装臵连接高压引线至被试回路，使回路中的各

开关处于接通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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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路对地耐电压试验时，试验电压加于被试回路与接地端

子之间；进行回路间耐电压试验时，试验电压加与回路之间； 

e)接通电源并以不超过试验电压全值的一半开始，然后以不超

过全值的 5%的电压值均匀地或分段地增加至全值，电压自半值增加

至全值的时间不短于 10s； 

f)全值电压持续 1min，然后开始降压，待电压降到全值的三分

之一后切断电源； 

g)将耐电压试验装臵的高电压引线接地，使被试回路对地放

电，并确信被试回路未带电； 

h)拆下高电压引线，按上述程序对剩余回路进行耐电压试验，

并均应确信非被试回路是可靠接地的； 

i)试验过程中，若发现电压表指针摆动很大、电流表指示急剧

增加、绝缘冒烟和放电声响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降低电压，切断

电源，对被试回路放电后再进行检查。 

5.39 低温检测 

电源应符合以下环境条件： 

a) 室外型工作温度：-30℃～55℃； 

b) 室内型工作温度：0℃～40℃； 

c) 贮存温度：-40℃～60℃； 

d) 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10%～100%（不凝露）； 

e)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海拔超过 1000m 时，降额要求应符

合 MH/T 6018-2014 中附录 A 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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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2.1 条。 

检测方法： 

a) 低温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2008 要求，试验温度－30℃

或 0℃的自然条件下或低温试验室内进行； 

b) 将电源静臵于低温试验室（或满足低温要求的自然条件），

使低温试验室降温，直到温度达到－30℃；此时，对静臵于低温条

件下的电站开始计时，在此温度下保温 6h，详细记录降温过程并绘

制降温曲线； 

c) 电源已满足静臵要求后，测试以下项目： 

1) 启动静变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2) 在空载条件下，测量电源交流稳态输出参数，应符合交流

电源稳态电压特性的要求，或测量电源直流稳态输出参数，应符合

28V 直流电源稳态输出特性的要求。 

d) 检查塑料件、橡胶件、金属件，均应无断裂现象。 

5.40 高温检测 

电源应符合以下环境条件： 

a) 室外型工作温度：-30℃～55℃； 

b) 室内型工作温度：0℃～40℃； 

c) 贮存温度：-40℃～60℃； 

d) 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10%～100%（不凝露）； 

e)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海拔超过 1000 m 时，降额要求应

符合 MH/T 6018-2014 中附录 A 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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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2.1 条。 

检测方法： 

a) 高温试验方法按 GB/T 2423.2-2008 要求，试验温度 55 ℃

（室外型）或 40 ℃（室内型）的自然条件下或高温试验室内进行； 

b) 将电源静臵于高温试验室（或满足高温要求的自然条件），

使高温试验室升温，直到温度达到 55 ℃（室外型）或 40 ℃（室

内型）；此时，对静臵于高温条件下的电站开始计时，在此温度下

保温 6h，详细记录降温过程并绘制升温曲线； 

c) 电源已满足静臵要求后，测试以下项目： 

1) 启动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2) 在额定输入条件下，加 100％额定输出功率、功率因数为 1

的负载，应能持续正常运行 2h； 

3) 在空载条件下，测量电源交流稳态输出参数，应符合交流

电源稳态电压特性的要求，或测量电源直流稳态输出参数，应符合

28V 直流电源稳态输出特性的要求。 

5.41 湿热检测 

电源应能在湿热和霉菌环境下正常工作。可针对部套进行试验。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4.1.1 条。 

检测方法： 

a) 将电源臵于环境温度 40℃、相对湿度在 100%（不凝露）的

试验环境下； 

b) 在恒定湿热环境中静臵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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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启动电源，应能正常工作； 

d) 在空载条件下持续运行 30min； 

e) 检查电源因试验引起的腐蚀或其它物理破坏情况； 

f) 记录有关数据和情况。 

5.42 长霉检测（零部件） 

电源应能在湿热和霉菌环境下正常工作。可针对部套进行试验。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4.1.1 条。 

检测方法： 

a) 将电源的控制、检测等主要部件取样； 

b) 将样品臵于按 GB 2423.16 规定的试验条件（或霉菌室）内

经受 28d 暴露作用； 

c) 28d 暴露作用期满，将样品从试验条件（或霉菌室）内移出，

检查霉菌生长情况； 

d) 将样品装配到电源上； 

e) 启动电源，应能正常工作，并在空载条件下持续运行 30min； 

f) 记录有关数据和情况。 

5.43 盐雾检测（零部件） 

电源的金属部件应具有防锈蚀措施。可针对部套进行试验。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5.4.1.2 条。 

检测方法： 

a) 将符合出厂合格品规定的线路板和金属部件取样； 

b) 将样品臵于按 GB 2423.17 规定的试验条件（或盐雾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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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 24h； 

c) 作用期满，将样品从试验条件（或盐雾室）内移出，检查部

件上的锈蚀情况； 

d) 记录有关数据和情况。 

5.44 雨淋检测 

电源具有防雨淋措施。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2.1 条。 

检测方法： 

a) 试验环境、雨淋装臵满足要求； 

b) 电源满足出厂合格品要求； 

c) 将电源臵于雨淋试验场地，使雨淋试验装臵的喷嘴距电源外

廓 0.6～1.2m，保证水滴能喷射到电源前后左右顶部；调节降雨强

度为（100±20）mm/h； 

d) 启动雨淋试验装臵、（要求时）鼓风装臵及秒表，使水滴方

向与铅垂方向成 30
o
，（风力水平吹向电源垂直平面）； 

e) 电源承受连续雨淋 30min 后，保持该雨淋条件，启动并整定

电源在额定工况下运行 30min。每隔 15min 记录一次电气各参数； 

f) 关闭雨淋试验装臵及（要求时）鼓风装臵； 

g) 检查电源有否水渗透的痕迹或破坏； 

h) 记录有关数据和情况。 

5.45 检查连接器 

电源的连接器应当符合 ISO 46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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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 中第 4.3.3 条。 

检测方法：检查电源连接器的尺寸、测试连接器的性能。 

5.46 可靠性和维修性检测 

可靠性试验的运行时间按 300h进行，满载时间不低于 150h，其

余的时间按 30%的负载进行，平均修复时间不大于 3h。 

检测依据：参照 MH/T 6018-2014中第 4.5.4.1.4条。 

检测方法： 

a) 电源满足出厂合格品的要求； 

b) 将电源臵于一般性能试验室内或其它场地； 

c) 启动电源； 

d) 启动成功后开始计时，并对电源实施性能检验，所检项目按

产品规范规定，适用时可按本标准中相应项目的方法检验； 

e) 整定电源在额定工况（输出功率按产品规范规定）下运行； 

f) 稳定后，记录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环境温

度、空气相对湿度、大气压力，以及有关情况。必要时，调节负载、

电压和频率，使电源维持额定工况； 

g)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和（故障后的）修理； 

h) 连续运行中，每隔 1h 记录 1 次 f)所列内容；每次维修保养

前后分别记录 1 次 f)所列内容；记录有关数据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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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合格检测方案的确定 

A.1  电源在下列情况下，应按本规范进行全项检测： 

A.1.1  检测规则 

a）电源定型时； 

b）该机型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电源的设计、工艺和材料的改变，可能影响电源性能时；       

d）出厂检测结果与上次定型检测结果相比有较大差距时； 

e）民航管理部门提出设备符合性检验要求时。 

A.1.2  全项检测合格判定规则 

检测样品的全部项目均满足本规范的规定，则认为检测合格。 

A.2  电源在下列情况下，应当按本规范进行部分检测： 

凡属非全项但多于1项的检测均属部分检测。检测样品的部分项

目均满足本规范的规定，则认为检测合格。 

A.3  电源在下列情况下，应当按本规范进行单项检测： 

因需要，就全部项目中的一项（仅此一项）进行检测，检测样

品该项目的检测满足本规范的规定，则认为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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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录 B  关键部件明细表 

序号 名 称 型 号 生产厂家 备注 

1 电动机    

2 发电机    

3 控制柜    

4 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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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录 C  主要技术参数表 

交流部分 直流部分 
额定容量（kVA）  额定电压（V）  

额定电压（V）  持续工作电流（A）  

额定电流（A）  最大启动飞机发 

动机电流（A） 

 

额定频率（Hz）  

额定功率因数  

产品身份信息 

依据标准  产品编号  

质量（kg）  生产日期  

电源外形尺寸（长 mm×宽 mm×高 mm）  

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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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录 D  检测报告样式 

 

 

 

  

 

 

 

 

 

 

 

 

 

 

 



 

 

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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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飞机地面静变电源 

          型    号：  

 

          检测类别：  

 

制 造 商：  

 

 

 

（检验机构） 

 

年  月  日 

 

 

 



 

 

注 意 事 项 
 

 

1.  报告无“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  报告无主检（编写）、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  未经实验室或质检中心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复制 

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报告 

无效。 

4.  检测报告涂改后无效。 

5.  检测报告仅对样车负责。 

 

 

检验机构：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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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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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型           号    

商           标  产 品 编 号  

出 厂 日 期  检 测 日 期  

检 测 地 点  送  样  人  

制  造  商  

委 托 单 位  

检 测 依 据  

检  验  类  别 全项□  部分□  单项□ 

检 

测 

结 

论 

 

 

 

 

                                     

 

 

                       

主检：  

 

 

（检验机构检测专用章） 

             年    月    日 

审核： 

批准： 

备 注   

 

 



（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编号：  

                                                   共 24 页  第 2 页 

 

 

附录 A  检测对象 

样品外观见照片 A1-A6。 

 

 

 

 

 

 

 

 

 

 

 

 

 

 

 

 

 

照片 A1  样品外观（正前部） 

 

 

 

 

 

 

 

 

 

 

 

 

 

 

 

 

 

 

 

照片 A2  样品外观（右 45°） 



（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编号：  

                                                   共 24 页  第 3 页 

 

 

 

 

 

 

 

 

 

 

 

照片 A3  样品外观（正后部） 

 

 

 

 

 

 

 

 

 

 

照片 A4  样品外观（正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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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A5  样品外观（正右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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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测样品的简要说明   

(1) 额定容量：  kVA (2) 额定电压：  V 

(3) 额定电流：  A (4) 额定频率：  Hz 

(5) 额定功率因数：  (6) 额定转速：  r/min 

(7) 相    数：  (8) 质    量：  kg 

(9) 外形尺寸：  mm ×  mm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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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测结果与技术要求比较汇总 

B1检查外观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 检查外观 

电源应制作精良。要特别注

意无瑕疵、无毛刺、无毛边；

尺寸、圆角半径、部件标志

的精确； 焊接、烤漆和铆接

的完整；螺钉、螺栓等零件

的紧固等。 

  

B2测量质量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 测量质量 
电源的质量应满足技术文件

和设计的要求。 
  

B3测量外形尺寸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 
测量 

外形尺寸 

电源的外形尺寸，应满足技

术文件和设计的要求。 
  

B4检查应急按钮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 
检查 

应急按钮 

电源应在明显且易于操作的

位置安装应急按钮，在任何

紧急情况下，按动应急按钮，

应能立即将电源与飞机电气

系统断开,并立即停机；不应

采用软件检测、控制的方式

使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

开。 

  

B5输入供电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5 
输入 

供电检测 

输入供电质量在满足要求的

条件下（输入电压 1.1～0.85

倍的额定），电源应能正常工

作。 

  



（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编号：  

                                                   共 24 页  第 7 页 

 

 

B6检查交流电源带负载能力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6 

检查交流电

源带负载能

力 

在额定输入条件下，电源的交

流电源能够按规定的负载和

时间运行。 

  

B7检查直流电源带负载能力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7 

检查直流电

源带负载能

力 

直流电源具有持续工作和启

动飞机发动机两种工况。各工

况持续工作电流和飞机发动

机启动电流应满足要求。 

  

B8启动冲击电流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8 
启动冲击电

流 

电源输入侧应采用软启动方

式，启动冲击电流峰值不应超

过输入侧额定电流的峰值。 

  

B9测量效率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9 测量效率 

电源的效率采用复合效率，计

算方法是：分别在额定功率的

25%、50%、80%、100%四个工

况下测试效率值，再分别以

20%、50%、20%、10%进行加权

平均。复合效率≥90% 

  

B10测量功率因数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0 
测量功率因

数 

电源在输入为额定电压，输出

为额定阻性负载条件下，输入

功率因数应不低于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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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测量交流稳态单相电压和三相平均电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1 

测量交流稳

态单相电压

和三相平均

电压 

电源在稳态条件下，空载到额

定负载运行时，其交流稳态单

相 电 压 范 围 为 109.5V ～

122.0V；交流稳态三相平均电

压范围为 112.0V～120.5V； 

电源在稳态条件下，额定负载

到过载运行时，其交流稳态单

相 电 压 范 围 为 106.0V ～

122.0V；交流稳态三相平均电

压范围为 110.0V～120.5V。 

  

B12测量相电压不平衡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2 
测量相电压

不平衡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相电压不平衡值不大于

4.0V。 

  

B13测量相移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3 测量相移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相移应在 117.5 º～

122.5º范围内。 

  

B14测量电压调制幅度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4 
测量电压调

制幅度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电压调制幅度不大于

3.5V。 

  

B15测量电压调制频谱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5 
测量电压调

制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电压调制频谱应符合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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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测量电压波峰系数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6 
测量电压波

峰系数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电压波峰系数应在

1.31～1.51之间。 

  

B17测量交流电压畸变系数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7 
测量交流电

压畸变系数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交流电压畸变系数应不

大于 5%。 

  

B18测量交流电压畸变频谱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8 
测量交流电

压畸变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交流电压畸变频谱应符

合要求。 

  

B19测量稳态频率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9 
测量稳态频

率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

行时，其稳态频率范围为

395Hz～405Hz； 

电源在额定负载到过载运

行时，其稳态频率范围为

390Hz～410Hz。 

  

 

B20测量频率调制频谱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10 
测量频率调

制频谱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其频率调制频谱应符合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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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测量直流分量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1.3.11 
测量直流分

量 

电源在空载到额定负载运行

时，相电压的直流分量范围为

－0.1V～＋0.1V。 

  

B22检查相序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2 检查相序 
电源三相输出电压之间的相

位关系应符合要求。 
  

B23测量交流瞬态电压特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3.3.1 
测量交流瞬

态电压特性 

电源的交流瞬态电压特性应

保持在极限内。 
  

B24测量瞬态频率特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3.3.2 
测量交流瞬

态频率特性 

飞机静变电源或飞机地面电

源机组的交流瞬态频率特性

应保持在极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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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检查不中断电力传输（NBPT）限制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3.3.3 

检查不中断

电力传输

（NBPT）限

制功能 

在不中断电源转换过程中，电

源能够以不中断的方式运行，

并且在与机载电源不同步时，

电压、频率应保持在规定的极

限值内：在最大时间 100ms内，

地面电源与机载电源之间的

相位差不超过±30°、频率差

不超过±2Hz、方均根电压差

不超过±10V。若超出不中断

转换的条件规定时，则电源启

动自己的保护装置。 

  

B26测量直流稳态电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4.3.1 
测量直流稳

态电压 

电源在负载电流范围从空载到

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其

直流稳态电压范围为 24V～

29.5V。 

  

B27测量直流电压脉动幅值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4.3.2 
测量直流电

压脉动幅值 

电源在负载电流范围从空载

到额定持续工作电流运行时，

其直流电压脉动幅值应不大

于 4V。 

  

B28测量直流电压畸变系数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4.3.3 
测量直流电

压畸变系数 

电源输出电流在从空载到额

定持续工作电流的范围内运

行时，其直流电压畸变系数应

不大于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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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测量直流电压畸变频谱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4.3.4 
测量直流电

压畸变频谱 

电源输出电流在从空载到额

定持续工作电流的范围内运

行时，直流电压畸变频谱应符

合要求。 

  

B30测量直流瞬态电压特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5.3.1 

测量直流瞬

态电压输出

特性 

电源的直流瞬态电压应保持

在极限内。 
  

B31测量发动机启动特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5.3.2 

测量直流发

动机启动输

出特性 

发动机启动期间，直流瞬态电

压与发动机阻抗和实际电流

有关，直流瞬态电压可能超出

限值。发动机在最大电流时所

对应的直流瞬态电压最小值，

需符合电源产品技术文件的

规定。 

  

B32检查交流过电压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6 

检查交流过

电压保护功

能 

在任一相电压值超过最大电

压时间限制之前，保护装置应

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B33检查交流欠电压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7 

检查交流欠

电压保护功

能 

在任一相电压平均值低于最

小电压时间限制之前，保护装

置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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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检查过频率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8 
检查过频率

保护功能 

当 电 源 的 输 出 频 率 超 出

380Hz～420Hz 范围时，保护

装置应延时 2s～3s 动作，将

飞机静变电源或飞机地面电

源机组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当频率低于 350Hz 时，延时应

小于 0.2s。 

  

B35检查欠频率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19 
检查欠频率

保护功能 

电源的输出频率超出 380Hz～

420Hz 范围时，保护装置应延

时 2s～3s 动作，将电源与飞

机电气系统断开。当频率低于

350Hz 时，延时应小于 0.2s。 

  

B36检查交流过电流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0 

检查交流过

电流保护功

能 

当负载时间特性超过要求时，

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动作，将静

变电源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多路输出静变电源的所有输

出支路，应具有单独的过流保

护功能。 

  

B37检查交流短路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1 
检查交流短

路保护功能 

如果电源内部及其配电系统

发生短路，过电流保护应按照

反时限特性动作，以保护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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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检查直流分量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2 
检查直流分

量保护功能 

电源的直流分量超出电压限

值之前，保护装置应将电源与

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B39检查中线开路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3 
检查中线开

路保护功能 

电源应具备中线开路保护功

能，当检测到中线开路时，保

护系统应将电源与飞机电气

系统断开，停止向飞机供电。 

  

B40检查接地故障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4 
检查接地故

障保护功能 

电源输出中线不接大地时，应

当持续监测中线与机壳、大地

间的电压差，在电压差的峰值

超过 50V 前，保护装置应动

作，将电源和飞机电气系统断

开。 

  

B41检查直流过电压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5 

检查直流过

电压保护功

能 

当直流电压超出最大电压时

间限制时，保护装置应将电源

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B42检查直流欠电压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6 

检查直流欠

电压保护功

能 

当直流电压超出最大电压时

间限制时，保护装置应将电源

与飞机电气系统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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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检查反极性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7 
检查反极性

保护功能 

当输出电压的极性不正确时，

保护装置应将电源与飞机电

气系统断开。 

  

B44检查反流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8 
检查反流保

护功能 

当反向电流大于额定输出电

流的 5%时，反流保护应切断

电源向飞机供电。不应该使用

飞机供电系统去启动电源的

原动机。 

  

B45检查直流过电流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29 

检查直流过

电流保护功

能 

电源应设有过电流和短路保

护装置。过电流保护值和延时

时间根据电源产品技术文件

的规定来确定。对具备发动机

启动的电源，输出电流限值的

最大允差为±10%。 

  

B46检查直流短路保护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0 
检查直流短

路保护功能 

电源应设有过电流和短路保

护装置。过电流保护值和延时

时间根据电源产品技术文件

的规定来确定。对具备发动机

启动的电源，输出电流限值的

最大允差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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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检查监测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1 
检查监测功

能 

电源应具有运行状态数据的

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其中，

电源应对运行状态数据及故

障具有自检功能。 

  

B48检查输入侧电磁兼容性（按 IEC 61000-6-2：2005和 GB 17799.4—2012的要求）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2 
检查输入侧

电磁兼容性 

电源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IEC 

61000-6-2 ： 2005 和 GB 

17799.4-2012 中要求。 

  

B49检查连接处电磁兼容性（按 ISO 7137：1995的要求）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3 
检查连接处

电磁兼容性 

电源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ISO 

7137:1995 中要求。 
  

B50检查防护等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0 
检查防护等

级 

防护等级符合规定，电源的室

外型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

室内型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20。 

  

B51检查飞机联锁供电功能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5 
检查飞机联

锁供电功能 

当飞机联锁信号有效时，电源

才能给飞机供电。实现联锁功

能时，从飞机联锁信号上所取

得的电流不应超过 0.5A，联锁

信号的直流电压在 16V～30V

范围内，电源不应通过此连接

线给飞机供电。当联锁信号无

效时，电源应在 0.25s内和飞

机电气系统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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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测量噪声级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6 测量噪声级 

MH/T 6018-2014中：在距外轮

廓 3m、离地面 1m 处地噪声声

压级不应大于 70dB(A)。 

  

B53测量绝缘电阻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7 
测量绝缘电

阻 

电源的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

规定的要求。 
  

B54耐电压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8 耐电压检测 

电源的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

及回路间应能承受试 GB/T 

3859.1-2013中表17规定的介

电强度试验而无击穿或闪络

现象。 

  

B55低温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39 低温检测 

在下列条件下，电源应能输出

规定功率并可靠地工作： 

环境温度：－30℃～＋55℃； 

  

B56高温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0 高温检测 

在下列条件下，电源应能输出

规定功率并可靠地工作： 

环境温度：－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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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7湿热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1 湿热检测 
电源应能在湿热和霉菌环境

下正常工作。 
  

B58长霉检测（零部件）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2 长霉检测 
电源应能在湿热和霉菌环境

下正常工作。 
  

B59盐雾检测（零部件）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3 盐雾检测 
电源的金属部件应具有防锈

蚀措施。 
  

B60雨淋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4 雨淋检测 电源应具有防雨淋措施。   

B61检查连接器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5 检查连接器 
电源的连接器应当符合 ISO 

461 的要求。 
  

B62可靠性和维修性检测 

检测规范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 

5.46 
可靠性和维

修性检测 

可靠性试验的运行时间按

300h 进行，满载时间不低于

150h，其余的时间按 30%的负

载进行，平均修复时间不大于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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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测照片 

检测照片见 D1～D6（在检测中任意拍取 6张代表性的检测工作照片，并注明是检

测何项目的工作照）。 

 

 

 

 

 

 

 

 

 

 

 

 

 

 

 

照片 D1  ××××××检测 

 

 

 

 

 

 

 

 

 

 

 

 

 

 

 

 

 

 

 

 

照片 D2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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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D3  ××××××检测 

 

 

 

 

 

 

 

 

 

 

 

 

 

 

 

 

 

 

 

 

 

照片 D4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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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D5  ××××××检测 

 

 

 

 

 

 

 

 

 

 

 

 

 

 

 

 

 

 

 

 

 

照片 D6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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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参加检测人员 

（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人员名单）： 

（制造商名称）： 

（参与检测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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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检测过程中的意外情况或事故记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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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检验报告的补充或更正记录



 

 

 
 
 
 
 
 
 
 
 
 
 
 
 
 
 
 
 
 
 
 
 
 
 
 
 
 
 
 
 
 

      打 字：                        校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