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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A160386

样品名称：小型隔离开关

型 号：CFH5-125

商 标：FATO

样品数量：4

收样日期：2016-12-30

完成日期：2017-01-11

委托人：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工业区

生产者：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者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工业区

生产企业：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工业区

试验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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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4048.3-200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部分：开关、隔
离器、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及委托要求

试验结论： 所检项目符合要求

本检测报告所覆盖的产品型号规格及相关情况说明：

主检：李海达 签名： 日期：2017-01-12

浙江立德产品技术有限公司低压
电器实验室

2017 年 01 月 12 日

审核：林时放 签名： 日期：2017-01-12

签发：王建新 签名： 日期：2017-01-1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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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1.主要技术参数:

1). 额定电压（Ue）：AC400V

2). 额定电流（In）：＃1、＃2：125A；＃3、＃4：63A

3). 额定工作频率：50Hz

4). 使用类别：#1、#3：AC-20A；#2、#4：AC-22A

5). 极数：#1、#3：4P；#2、#4：2P

6). 防护等级：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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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品 照 片

3．产品外形照片(包括外形、内部结构及铭牌三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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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汇总表

序号 检 验 项 目 依据标准条款 检验结果

1 低温试验（#1~#4） GB/T2423.1-2008 P

2
接通和分断能力（#2）

8.3.3.3
GB14048.3-2008

P

3
接通和分断能力（#4）

8.3.3.3
GB14048.3-2008

P

4
介电性能试验（#1~#4）

8.3.3.2
GB14048.3-2008

P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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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1 #2
GB/T2423.1- 低温试验 P

2008 初始检测：

目视检查以及相关要求的性能检测 正常

试验温度：-20℃ -20.0℃

通电时间：16h 16h

最后检测：

目视检查以及相关要求的性能检测 正常

#3 #4
GB/T2423.1- 低温试验 P

2008 初始检测：

目视检查以及相关要求的性能检测 正常

试验温度：-20℃ -20.0℃

通电时间：16h 16h

最后检测：

目视检查以及相关要求的性能检测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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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CFH5-125 125A/2PAC-22A） #2
8.3.3.3 接通和分断能力 P

GB14048.3- 试验电压：1.05×230+5%V 241.5V
2008 试验电流：3×183+5%A（-20℃修正电流） 550.7A

功率因数：0.65±0.05 0.65
操作循环数：5次 5次
间隔时间：30±10s
恢复电压保持时间：≥0.05s
试验时不应发生持续燃弧和极间或极对框架闪络

并且飞弧检测熔丝不断；电器能正常操作且触头不
熔焊。

符合要求

试验电压：1.05×230+5%V 241.5V
试验电流：3×102+5%A（+55℃修正电流） 309.6A
功率因数：0.65±0.05 0.65
操作循环数：5次 5次
间隔时间：30±10s
恢复电压保持时间：≥0.05s
试验时不应发生持续燃弧和极间或极对框架闪络

并且飞弧检测熔丝不断；电器能正常操作且触头不
熔焊。

符合要求

试后操作力验证：
断开电器所需的力 F 22.19N
空载，所需操作力应不大于 8.2.5.2和表 8的试验

力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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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CFH5-125 63A/2PAC-22A） #4
8.3.3.3 接通和分断能力 P

GB14048.3- 试验电压：1.05×230+5%V 241.5V
2008 试验电流：3×79.19+5%A（-20℃修正电流） 238.9A

功率因数：0.65±0.05 0.65
操作循环数：5次 5次
间隔时间：30±10s
恢复电压保持时间：≥0.05s
试验时不应发生持续燃弧和极间或极对框架闪络

并且飞弧检测熔丝不断；电器能正常操作且触头不
熔焊。

符合要求

试验电压：1.05×230+5%V 241.9V
试验电流：3×52.03+5%A（+55℃修正电流） 161.9A
功率因数：0.65±0.05 0.65
操作循环数：5次 5次
间隔时间：30±10s
恢复电压保持时间：≥0.05s
试验时不应发生持续燃弧和极间或极对框架闪络

并且飞弧检测熔丝不断；电器能正常操作且触头不
熔焊。

符合要求

试后操作力验证：
断开电器所需的力 F 22.19N
空载，所需操作力应不大于 8.2.5.2和表 8的试验

力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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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1
8.3.3.2 1.冲击耐受电压试验(1.2/50s) P

GB14048.3- 主电路：7.3kV 7.3kV
2008 断路器断开位置时进出线之间： 9.8kV 9.8kV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试验次数：正、负极性各 5次 各 5次
间隔时间：≥ 1s 10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电器触头处于断开位置的电源端子和负载端子之
间(主电路电源端的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负载端的
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

通过

2.工频耐压试验 P
主电路：1890V，50Hz 1890V，50Hz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施压时间：5s 5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3.泄漏电流测量 P
试验电压：1.1× 400V 440V

泄漏电流：0.5mA(断开位置时每对触头之间)
A B C D

0.003 0.003 0.00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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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3
8.3.3.2 1.冲击耐受电压试验(1.2/50s) P

GB14048.3- 主电路：7.3kV 7.3kV
2008 断路器断开位置时进出线之间： 9.8kV 9.8kV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试验次数：正、负极性各 5次 各 5次
间隔时间：≥ 1s 10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电器触头处于断开位置的电源端子和负载端子之

间(主电路电源端的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负载端的
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

通过

2.工频耐压试验 P
主电路：1890V，50Hz 1890V，50Hz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施压时间：5s 5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3.泄漏电流测量 P
试验电压：1.1× 400V 440V

泄漏电流：0.5mA(断开位置时每对触头之间)
A B C D

0.004 0.004 0.00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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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款 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测量或观察结果 判定

＃4
8.3.3.2 1.冲击耐受电压试验(1.2/50s) F

GB14048.3- 主电路：7.3kV 7.3kV
2008 断路器断开位置时进出线之间： 9.8kV 9.8kV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试验次数：正、负极性各 5次 各 5次
间隔时间：≥ 1s 10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电器触头处于断开位置的电源端子和负载端子之

间(主电路电源端的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负载端的
接线端子连接在一起)

出现闪络

2.工频耐压试验 P
主电路：1890V，50Hz 1890V，50Hz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
施压时间：5s 5s
施压部位：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所有接线端子连接一起（包括控制电路
和辅助电路接至主电路）和外壳或安装板之间

通过

触头处于所有正常工作位置，包括脱扣位置(如适
用)，主电路每极与其他极连接在一起并接至外壳或
安装板之间

通过

正常工作不接至主电路的每个控制电路和辅助电
路与以下部位之间：

/

－主电路
－其他电路

－外露导体部分
－外壳或安装板

3.泄漏电流测量 P
试验电压：1.1× 400V 440V

泄漏电流：0.5mA(断开位置时每对触头之间)
A B

0.00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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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名称：接通和分断能力

示波图号：A160386#2-1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AC-22A

试验方式：MB-1(高温 55℃)
试验电压：241.5V
预期波 I：309.6
预期波 cos：0.65
Ia= 308.5 A
Ib= 309.7 A
Ic=--.--A
通断时间 Tta= 517.1ms
通断时间 Ttb= 517.1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2-3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AC-22A

试验方式：MB-30(高温 55℃)
试验电压：241.5V
预期波 I：309.6
预期波 cos：0.65
Ia= 308.3 A
Ib= 309.5 A
Ic= --.--A
通断时间 Tta= 338.7ms
通断时间 Ttb= 338.7ms
通断时间 Ttc= --.--s

示波图号：A160386#2-5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AC-22A

试验方式：MB-30(高温 55℃)
试验电压：241.5V
预期波 I：309.6
预期波 cos：0.65
Ia= 307.4 A
Ib= 308.4 A
Ic= --.--A
通断时间 Tta= 455.5ms
通断时间 Ttb= 455.5ms
通断时间 Tt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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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名称：接通和分断能力

示波图号：A160386#2-1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 AC-22A

试验方式：MB-1(低温-20℃)

试验电压：400.8V

预期波 I：550.7

预期波 cos：0.65

Ia= 551.1 A
Ib= 549.6 A
Ic=--.--A
通断时间 Tta= 517.1ms
通断时间 Ttb= 517.1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2-3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 AC-22A

试验方式：MB-3(低温-20℃)

试验电压：400.9V

预期波 I：550.7

预期波 cos：0.65

Ia= 548.5 A
Ib= 546.7 A
Ic= --.--A
通断时间 Tta= 520.1ms
通断时间 Ttb= 520.1ms
通断时间 Ttc= --.--s

示波图号：A160386#2-5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125A/2P AC-22A

试验方式：MB-5(低温-20℃)

试验电压：400.5V

预期波 I：550.7

预期波 cos：0.65

Ia= 548.2 A
Ib= 548.2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90.8ms
通断时间 Ttb= 490.8ms
通断时间 T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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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名称：接通和分断能力

示波图号：A160386#4-1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AC-22A

试验方式：MB-1(高温 55℃)
试验电压：400V
预期波 I：161.9
预期波 cos：0.65
Ia= 162.6 A
Ib= 161.9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28.9ms
通断时间 Ttb= 428.9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4-3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AC-22A

试验方式：MB-3(高温 55℃)
试验电压：400V
预期波 I：161.9
预期波 cos：0.65
Ia= 162.3 A
Ib= 161.7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38.5ms
通断时间 Ttb= 438.5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4-5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AC-22A

试验方式：MB-5(高温 55℃)
试验电压：400V
预期波 I：161.9
预期波 cos：0.65
Ia= 162.2 A
Ib= 161.7 A
Ic= --.--A
通断时间 Tta= 437.7ms
通断时间 Ttb= 437.7ms
通断时间 Tt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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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名称：接通和分断能力

示波图号：A160386#4-1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 AC-22A

试验方式：MB-1(低温-20℃)
试验电压：400.7V

预期波 I：238.9

预期波 cos：0.66

Ia= 236.2 A
Ib= 237.4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86.0ms
通断时间 Ttb= 486.0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4-3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 AC-22A

试验方式：MB-3(低温-20℃)
试验电压：400.9V

预期波 I：238.9
预期波 cos：0.66
Ia= 236.3 A
Ib= 235.7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86.8ms
通断时间 Ttb= 486.8ms
通断时间 Ttc=--.--s

示波图号：A160386#4-5

产品名称：隔离开关

型号规格：CFH5-125 63A/2P AC-22A

试验方式：MB-5(低温-20℃)
试验电压：400.2V

预期波 I：238.9
预期波 cos：0.66
Ia= 233.2 A
Ib= 232.2 A
Ic=--.--A
通断时间 Tta= 455.5ms
通断时间 Ttb= 455.5ms
通断时间 T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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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编号 校准有效期
本次

使用

高低温试验箱 / ESR078 2017-7-8 √

绝缘耐压测试仪 TOS5302 ESR070 2017-1-14 √

100 牛米推拉力计 / ESR031-02 2017-1-14 √

冲击耐压试验仪 / ESR048 2017-1-14 √

电寿命端口 / ESR006 / √



声 明

本报告试验结果仅对受试样品有效；

未经许可本报告不得部分复制；

对本报告如有异议，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提出。

检测机构：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低压电器实验室（温州）

(浙江立德产品技术有限公司低压电器实验室)

地 址：浙江省瑞安市集贤路 699号

邮政编码：325200

电 话：0577-65158685

传 真：0577-65158688

E-mail：ddsys@wz.ziq.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