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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2019ZL046GL01  

产品名称:          直流接触器  

产品型号:          GL150HAANA  

检测类别:           委托试验  

生产单位: 昆山国力源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 昆山国力源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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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产品名称 直流接触器 型号规格 GL150HAANA 

委托方 
昆山国力源通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部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水秀路

1418号 

样品数量 3 环境条件 25℃ 51%RH 

接样日期 2019.01.26 检测日期 2019.02.22 

检测项目 正向电寿命 

样品状态

描述 

试验前委托人自送的样品外观完好，无破损、无开裂。 

2019ZL04601、2019ZL04602、2019ZL04603样品进行正向电寿命试验。 

检测条件 

1、正向电寿命试验前进行介质耐压、绝缘电阻、吸合电压、释放电压、

吸合时间、释放时间、吸合回跳和接触电阻基本参数检测。 

基本参数： 

介质耐压按照IEC61810-7-2006 4.9， 

绝缘电阻按照IEC61810-7-2006 4.11， 

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按照IEC61810-7-2006 4.13， 

吸合时间、释放时间和吸合回跳按照IEC61810-7-2006 4.14， 

接触电阻按照IEC61810-7-2006 4.12。 

 
2、正向电寿命按UL508-1999测试；线圈电压12VDC，负载电压1000V，负

载电流150A，样品带载通断，接通时间0.6s，断开时间5.4s，试验次数1000
次，试验后测试样品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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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样品编号 数量 测试结果 页码 组别 

1 
正向电寿命 

(1000V，150A) 

2019ZL04601 

3 

通断 1000次，样品

功能正常 

5 1-1 2019ZL04602 
通断 1000次，样品

功能正常 

2019ZL04603 
通断 1000次，样品

功能正常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声明：报告无编制、审核、批准人签名无效；报告无“证书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

报告涂改；部分复印无效；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实验室提出。 

 

编制 :       审核:       批准/职务: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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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编号 名称 型号 计量有效期 

1 E05093-YT 直流电源 GPR6030D 2018.04.13～2019.04.12 

2 E02056-YT 示波器 DSO-X 2012A 2018.04.16～2019.04.15 

3 E04190-YT 耐压测试仪 7130 2018.04.13～2019.04.12 

4 E04191-YT 绝缘电阻测试仪 8205 2018.04.13～2019.04.12 

5 E01061-YT 低电阻测试仪 TH2511 2018.04.13～2019.04.12 

6 D15022-YT 
直流接触器测试系

统 

VILVA-DC1500V-

2000A-900KW 
2018.05.22～201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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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一）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1 

正向电寿命试验前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4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3V ≥4.5V 

吸合时间 12.48ms ≤25ms 

释放时间 4.50ms ≤10ms 

吸合回跳 0.66ms ≤5ms 

接触电阻 0.28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29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29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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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检验结果表（一）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1 

正向电寿命 

正向电寿命 UL 508-1999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合格 

正向电寿命试验后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3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4V ≥4.5V 

吸合时间 9.02ms ≤25ms 

释放时间 5.16ms ≤10ms 

吸合回跳 0.50ms ≤5ms 

接触电阻 0.17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27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28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22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24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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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二）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2 

正向电寿命试验前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3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4V ≥4.5V 

吸合时间 17.29ms ≤25ms 

释放时间 4.60ms ≤10ms 

吸合回跳 1.41ms ≤5ms 

接触电阻 0.39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3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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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检验结果表（二）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2 

正向电寿命 

正向电寿命 UL 508-1999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合格 

正向电寿命试验后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3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4V ≥4.5V 

吸合时间 16.21ms ≤25ms 

释放时间 5.03ms ≤10ms 

吸合回跳 1.13ms ≤5ms 

接触电阻 0.28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35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2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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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三）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3 

正向电寿命试验前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3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4V ≥4.5V 

吸合时间 18.03ms ≤25ms 

释放时间 4.64ms ≤10ms 

吸合回跳 0.44ms ≤5ms 

接触电阻 0.35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3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mailto:yttechlaboratory@glvac.com


 
                                                                报告编号：2019ZL046GL01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水秀路1418号 

邮箱：yttechlaboratory@glvac.com                             共 19 页 第 10 页     

续检验结果表（三）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指标 判定 

2019ZL04

603 

正向电寿命 

正向电寿命 UL 508-1999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通断 1000次，样

品功能正常 
合格 

正向电寿命试验后检测 

吸合电压 

IEC 61810-7-2006 

7.2V ≤8.5V 

合格 

释放电压 6.4V ≥4.5V 

吸合时间 17.34ms ≤25ms 

释放时间 4.52ms ≤10ms 

吸合回跳 0.74ms ≤5ms 

接触电阻 0.31mΩ ＜0.4mΩ 

触点之间介

质耐压 
漏电流 0.034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3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0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介质耐压 
漏电流 0.031mA 

2500VAC，漏电流

≤1mA，时间 1min 

触点之间绝

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触点与外壳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外壳与线圈

间绝缘电阻 
＞50GΩ 

1000VDC，＞1000M

Ω，时间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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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照片： 

试验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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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1正向电寿命试验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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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2正向电寿命试验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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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3正向电寿命试验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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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1正向电寿命试验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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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2正向电寿命试验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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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L04603正向电寿命试验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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