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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制本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4.本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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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报  告 

产品名称 光缆接头盒 
产品型号/ 

规    格 
SUN-FOSC-DH-CL5 

委托单位 上海浦津实业有限公司 
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 
—— 

生产单位 ——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生产地址 —— 

到样日期 2020年 12月 14日 送 样 者 张文科 

样品基数 —— 样品数量 7个 

样品初始 

状    态 样品初始状态完好，符合检验要求 

检验依据 
YD/T 814.1-2013 《光缆接头盒 第 1部分：室外光缆接头盒》 

GB/T 4208-2017/IEC 60529:201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检 

 

验 

 

结 

 

论 

 

应检 19 项，实检 19项。 

其中，不合格项：0项； 

      合格项：19项。       

检验结果详见报告正文数据页。 

 

 

 

 
(检验检测专用章） 

签发日期: 2020年 12月 30日 

备注 检验任务依据：检验委托协议书。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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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样  品  信  息 
1.样品信息描述 

帽式光缆接头盒。 

2.样品照片 

 

 

 

 

 

   图 1 

 

图 2 

 

产品名称： 光缆接头盒 

型号规格： SUN-FOSC-DH-CL5 

照片描述： 1、正面 2、内部结构  
拍摄地点： 信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拍摄日期： 2020年 12 月 14日 

样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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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情  况 一  览  表 

序号 检验项目 结论 

1 外观 合格 

2 密封性能 合格 

3 再密封性能 合格 

4 浸水试验 合格 

5 拉伸 合格 

6 轴向压缩 合格 

7 压扁 合格 

8 冲击 合格 

9 弯曲 合格 

10 扭转 合格 

11 跌落 合格 

12 温度循环 合格 

13 低温冲击 合格 

14 持续高温 合格 

15 振动 合格 

16 化学腐蚀 合格 

17 绝缘电阻 合格 

18 耐电压强度 合格 

19 外壳防护等级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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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 外观 — 

光缆接头盒应形状完整，无毛刺、气泡、

龟裂、空洞翘曲和杂质等缺陷。全部底

色应均匀连续。 

符合要求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1条款，采用目测方法，检查外观。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14 24℃，54%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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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2 密封性能 — 

光缆接头盒按规定的操作

程序封装完毕后，光缆接头

盒内充气压力 100kPa，浸泡

在常温的清水容器中稳定

观察 15min应无气泡逸出。 

无气泡逸出 合格 

3 再密封性能 — 

光缆接头盒按规定的操作

程序重复3次封装后进行试

验。光缆接头盒内充气压力

为 100kPa，浸泡在常温的清

水容器中稳定观察15min应

无气泡逸出。 

 无气泡逸出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2条款； 

2. 试验条件：检查光缆接头盒的密封性能时，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封装，检查光缆接头盒的再密封性

能时，重复封装 3次。向光缆接头盒内充入 100kpa气压的干燥空气，待气压稳定后浸泡在常温的

清水容器中，观察 15min应无气泡逸出。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14 20℃，50%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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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4 浸水试验 — 

光缆接头盒按规定的操作程

序封装完毕后，浸泡在 1.5m

深的常温清水中 24h 后，光

缆接头盒内不应进水。 

无水进入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 YD/T 814.1-2013中 6.3条款； 

2. 试验条件：光缆接头盒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封装后，浸泡在1.5m深的常温清水中24h后，将光缆接头

盒从水中取出，把光缆接头盒表面水滴擦拭干净，打开光缆接头盒，用目视检查光缆接头盒内部

有无水进入。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14～2020.12.15 
(22～23)℃， 

(48～50)%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水压浸渍试验箱 JZ-396 2015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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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5 拉伸 — 

充气 60kPa，拉力值 800N维持

1min，试验后气压下降幅值应

不超过 2kPa，浸入常温的清水

容器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应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6 轴向压缩 — 

光缆接头盒与光缆接合处应能

承受 100N 轴向压力，充气

60kPa 气压，试验后气压下降

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入常温

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

应无裂痕、无损坏和明显变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4.3和 6.4.9条款； 

2. 拉伸试验条件：盒内充气：60kpa，拉伸速率：10mm/min，拉力：800N，维持时间：1min，施力夹

持点距光缆接头盒与光缆连接处距离：500mm； 

3. 轴向压缩试验条件：盒内充气：60kpa，轴向压力：100N，维持时间：1min。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23℃，4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微机控制卧式拉力试验机 WDL-10 14429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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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7 压扁 — 

充气 60kPa，架空、管道（隧

道）光缆接头盒应能承受

1000N/100mm 的压力，直埋光

缆 接 头 盒 应 能 承 受

2000N/100mm 的压力，架空、

管道（隧道）和直埋通用光缆

接头盒应能承受 2000N/100mm

的压力，时间 1min，试验后气

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

泡在常温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

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出，壳体

及其构件应无裂痕、损坏和明

显变形。 

2000N/100mm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4.4条款； 

2. 试验条件：盒内充气 60kpa，在光缆接头盒中心部位上施加 2000N/100mm的压力，维持时间：1min。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20℃，4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万能材料试验机 BDO/FB020TN 173397/2006/E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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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8 冲击 — 

充气 60kPa，光缆接头盒应能

承受落高 1ｍ，钢球质量 1.6 kg

的冲击，冲击次数 3 次，试验

后气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泡在常温的清水容器

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

出，壳体及其构件应无裂痕、

损坏和明显变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4.5； 

2. 冲击试验条件：光缆接头盒在常温下，置于水平光滑平坦的冲击工作台面上，承受落高 1m，锤重

1.6kg，冲击次数为 3次的冲击(冲击光缆接头盒壳体两端及中间各 1次，共 3次)。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4 20℃，4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落球冲击试验机 XJC-10 14425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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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9 弯曲 — 

充气 60kPa，弯曲张力 150N或弯

曲角度45，10个循环，试验后

气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

入常温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出，壳体及其

构件应无裂痕、损坏和明显变

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

气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

裂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10 扭转 — 

充气 60kPa，扭矩 50N·m或扭转

角度90，10个循环，试验后气

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入

常温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出，壳体及其

构件应无裂痕、损坏和明显变

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

气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

裂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4.6和 6.4.7条款； 

2. 弯曲试验条件：盒内充气 60kpa，将光缆接头盒固定在一个光滑平台的水平面上，在距光缆接头盒

端部 150mm长度处的光缆上使光缆偏转 45°，在偏转位置保持 1min后，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再向

相反方向重复同样的操作，保持 1min，完成一个弯曲循环，共 10个循环； 

3. 扭转试验条件：盒内充气 60kpa，将光缆接头盒用夹具夹牢，用旋转夹头将光缆接头盒出缆口 500mm

处的一根光缆夹持牢固，做好光缆扭转起始位置标记后，使光缆扭转 90°，在该位置保持 1min，

然后回到原始位置，在向相反方向重复做同样的操作，保持 1min，完成一个循环，共 10个循环。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20℃，4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微机控制弯曲扭转试验机 NDW-100 14430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报告编号：W-08-20-6399  第 11页 共 19 页  

 

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1 跌落 — 

充气 60kPa，光缆接头盒应能

承受 1m高度 1次的跌落，试

验后气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入常温的清水容器

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

逸出，壳体及其构件应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痕、

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4.8条款； 

2. 试验条件：光缆接头盒按规定的操作程序封装，盒内充气 60kpa，不用安装光缆，在水平状态下从

1m 高处自由落体跌落到硬质地面，跌落次数 1次。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20℃，4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单翼跌落试验机 SC/DL-320 SCDL3201812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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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2 温度循环 — 

充气压力 60kPa，+65℃、

+20℃、-40℃、+20℃各点恒

温 2h，构成 1 个循环，共 5

个循环，试验后气压应不低

于 40kPa。 

试验后气压为 56kPa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5.3条款； 

2. 试验条件：在室温下盒内充气 60kpa，将试样置入温控箱，以 1℃/min的升降温速率升温至高温，

在高温下恒温 2h，接着降温至室温，在室温下恒温 2h，然后降温至低温，在低温下恒温 2h，再升

温至室温，在室温下放置 2h，如此构成一个循环，共做 5次循环，试验后检测光缆接头盒的气压。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1 9:30～

2020.12.23 18:30 

(19～20)℃， 

(5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高低温湿热试验箱 C1000-70A 201512004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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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接头盒检验报告 

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3 低温冲击 — 

接头盒内充气 60kPa，试验温

度为-20℃时，保持时间为 4h，

应能承受落高 1m，锤重 1kg 的

冲击，冲击次数不小于 3 次，

试验后检查气压下降幅值应不

超过 3kPa，浸入常温的清水容

器中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

逸出，壳体及其构件应无裂痕、

损坏和明显变形。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壳体及其构件无裂

痕、损坏和明显变形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5.4条款； 

2. 试验条件：盒内充气 60kPa，以 1℃/min的升降温速率降至-20℃，恒温 4h，拿出该试样，承受落

高 1m，锤重 1kg，冲击次数为 3次的冲击(冲击光缆接头盒壳体两端及中间各 1次，共 3次)，试

样在室温中恢复 4h后，检测光缆接头盒的气压。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19:00～        

2020.12.23 23:30 
2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高低温湿热试验箱 C1000-70A 201512004 

落球冲击试验机 XJC-10 14425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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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4 持续高温 — 

充气压力为 60kPa，试验温度

为 65℃，保持时间为 100h，

试验后气压应不低于 40kPa。 

试验后气压为 42 kPa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5.5条款； 

2. 试验条件：在室温下，将试样置入温控箱，以 1℃/min 的升降温速率升温至 65℃，在 65℃下恒温

100h，然后将箱中温度降到室温，试样在室温中恢复 4h，检测光缆接头盒的气压。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4 8:00～

2020.12.28 12:30 

(20～21)℃， 

(5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高低温湿热试验箱 C1000-70A 201512004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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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5 振动 — 

充气压力 60kPa，应能承受

振动频率为 10Hz，振幅为±

3mm，振动次数为 10
6
次的振

动，试验后检查气压下降幅

值应不超过 2kPa，浸入常温

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察

15min应无气泡逸出。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 

无气泡逸出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5.6条款； 

2. 试验条件：盒内充气 60kpa，振动频率：10Hz，振幅：±3mm ,振动次数：10
6
次，试验后检测光缆

接头盒的气压。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16～2020.12.17  
(20～21)℃， 

(5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DC-1000-15 140103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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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6 化学腐蚀 — 

分别在 5%HCL、5%NaOH、5%NaCL

溶液中浸泡 24小时后，光缆接

头盒内充气压力为 60kPa，试

验后气压下降幅值应不超过

2kPa，浸入常温的清水容器中

稳定观察 15min 应无气泡逸

出，同时应无溶胀和腐蚀现象。 

气压下降幅值为 0 kPa，无气

泡逸出，无溶胀和腐蚀现象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5.8条款； 

2. 试验方法：每个试样分别进行一种试液的浸泡。将光缆接头盒平放于一个玻璃容器内，然后倒入

溶液。光缆接头盒在试验期间应全部浸泡在试液中，浸泡 24h后，取出擦干，观察外观，检测光

缆接头盒气压变化。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1～2020.12.22  
(20～21)℃，

(5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精密压力表 YB-150B HC6958240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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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验结果 结论 

17 绝缘电阻 MΩ 

光缆加强构件固定装置之

间：直流电压 500V 下2×

10
4
 

＞5×10
5
 合格 

18 耐电压强度 — 

光缆加强构件固定装置之

间：15kV直流作用下，1min

不击穿，无飞弧现象 

未击穿，无飞弧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YD/T 814.1-2013中 6.6.1和 6.6.2条款； 

2. 绝缘电阻试验：开启光缆接头盒后，用高阻计测试任意光缆加强构件固定装置之间的绝缘电阻，

按 GB/T 5095.2-1997中“试验 3a：绝缘电阻”的方法 C进行； 

3. 耐电压强度试验：开启光缆接头盒后，用电压测试仪测试任意光缆金属构件之间和金属构件与地

之间的耐电压强度，按 GB/T 5095.2-1997中“试验 4a：耐电压”的方法 C进行。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8  2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高压测试仪 YD2013  2013-251 

高压绝缘电阻计 3455-20  1103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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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 验 结 果 结论 

19 外壳防护等级 ─ 

符合 GB/T 4208-2017/IEC 60529:2013

外壳防护等级中 IP6X要求： 

1） 将样品置于试验规定位置，直径为

1.0mm 的试验金属线不得进入外

壳，并与带电部分保持足够的间

隙； 

2） 将样品置于防尘试验箱内, 加负

压，最大压差为 2kpa(20 mbar)，

试验持续 2h，试验后壳内无明显的

灰尘沉积。 

1）直径为 1.0mm的试

验金属线未进入外壳

的任何开口； 

2）试验后壳内无明显

的灰尘沉积。 

符合 IP6X级要求。 

合格 

一、检测方法 

1. 依据：GB/T 4208-2017/IEC 60529:2013中 12.2、13.4、13.6条款； 

2. 环境条件:温度（15～35）℃，相对湿度（25～75）%； 

3. 将样品置于试验规定位置，试验金属线直径为 1.0mm，试验力为 1N，测试试验金属线能否进入外

壳； 

4. 将样品置于防尘试验箱内,加负压，试验持续 2h，试验结束后吹除样品表面灰尘，打开外壳检查积

尘情况。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8  20℃，52%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外壳防护等级触及试

具/物体试具套件 

KXT0301、KXT0302、

KXT0307、KXT0308 

K170117、K170118、

K170119、K170120 

数显推拉力计 ZP-50N K170121 

落尘试验室 WiD27-La 20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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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 结 果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与要求 检 验 结 果 结论 

19 外壳防护等级 ─ 

符合 GB/T 4208-2017/ IEC 60529:2013

外壳防护等级中 IPX8要求： 

被试外壳按生产厂家规定的安装状态全

部浸入水中，并满足以下条件（由生产

商规定）： 

1）高度小于 850mm的外壳的最低点，应

低于水面 2000mm； 

2）试验持续时间 24h。 

试验后，检查外壳进水情况，进水量不

致达有害程度。 

持续潜水试验后外

壳无水进入，符合

IPX8级要求。 

合格 

一、 检测方法 

1. 依据：GB/T 4208-2017/IEC 60529:2013中 14.2.8条款； 

2. 环境条件:温度（15～35）℃，相对湿度（25～75）%； 

3. 潜水试验：外壳的最低点低于水面 2000mm，试验持续时间 24h，试验后打开外壳检查进水情况。 

二、检测日期、环境条件、地点 

检测日期 检测环境条件 检测地点 

2020.12.23 16:20～ 

2020.12.24 16:30 
21℃，55%R.H. 实验室 

 

三、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编号 

水压浸渍试验箱 JZ-396 20151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