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检测项目变化、样品、收费要求 

一、原证书依据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YD/T 1058-2015） 

1、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YD/T 3090-2016）与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YD/T 1058-2015）差异项目对比及处理意见 

序

号 
测试项目 

新旧标准差异 变更检测意

见（存在差异

的检测项目） 
YD/T 3090-2016 YD/T 1058-2015 

1 
结构与外观检

查 

结构要求 

--机柜正面宜装有带锁的门, 应做到不开门就不能对

产品做任何操作。 

--各种操作均应在产品正面进行，操作所用开关、按钮

应灵活可靠。 

--蓄电池放置位置的结构应方便蓄电池的更换操作，蓄

电池之间间距宜不小于 5mm。同时，需有限位措施，

避免箱体倾斜电池触碰箱门使箱门受力，避免开门时

电池滑出箱外。 

外接端口要求 

--壁挂式电源外接的接线端口(包括输入端和输出端、

信号端)应有妥善的连接固定方式,并同外壳防护等级

相适配。 

外观要求 

--机柜结构稳固, 漆面或镀层匀称, 无剥落、锈蚀及裂

痕等现象。 

--机柜表面平整, 所有标牌、标记、文字符号应清晰、

正确、整齐。 

系统面板平整，镀层牢固，漆面匀称，所有标记、标牌清

晰可辨，无剥落、锈蚀、裂痕、明显变形等不良现象。 

要求增加，需

要测试 



2 
交流输入电压

范围 

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380V：304V～456V； 

单相三线制 220V：176V～264V。 

--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380V：允许变动范围为

（323~418）V 

--单相三线制 220V：允许变动范围为（187~242）V 

输入电压范

围增大，需要

测试 

3 输入频率范围 45Hz～55Hz 输入频率允许变动范围为 50Hz±2.5Hz 
频率范围变

大，需要测试 

4 
输入电压波形

畸变率 
输入电压波形畸变率应不大于 5% 无 

新增项目，测

试 

5 系统效率 

50%与 100%额定负载条件下，系统效率应满足： 

1 级：交流输出≥90%；直流输出≥94% 

2 级：交流输出≥85%；直流输出≥90% 

3 级：交流输出≥80%；直流输出≥88% 

输出电流≥30A（60A，24V 时）： 

50%~100%负载：1 级≥94%，2 级≥90%，3 级≥88% 

30%负载：1 级≥90%，2 级≥86%，3 级≥82% 

输出电流＜30A（60A，24V 时）： 

50%~100%负载：1 级≥90%，2 级≥87%，3 级≥85% 

30%负载：1 级≥86%，2 级≥82%，3 级≥78% 

整流模块容

量≥30A，不

需要测试；整

流 模 块 ＜

30A，需要测

试 

6 线缆设计安全 

壁挂式电源内部所有功率电缆宜采用多股铜线或者铜

排设计。如果是电缆设计，电缆接口宜采用专用接线

端子连接，如 OT、冷压端子等，不能采用裸线或者裸

线镀锡直接连接。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7 

电池反接保护

设计安全（可

选） 

壁挂式电源应具有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更换

电池时，电池正、负极反接接入时，不会造成系统部

件不可恢复的损坏。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8 告警功能 

壁挂式电源告警功能包括： 

a)交流中断/异常告警：当输入的交流电压中断或交流

电压高于(低于)内部设定值时,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

告警信号。 

b)门开告警：当壁挂式电源机柜门打开后, 壁挂式电源

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可选） 

--系统在各种保护功能动作（至少包括交流输入过欠压、三

相交流输入缺相、直流输入过欠压、直流输出过流、蓄电

池欠压、温度过高）的同时，应能自动发出相应的可闻(可

选)、可见告警信号，警铃(或蜂鸣器)响、灯亮(灯闪烁)等。

同时，应能通过通信接口将告警信号传送到近端、远端监

要求增加、需

要测试 



c)电池温度告警：当电池温度高于(低于)内部设定值时,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d)电池丢失告警（可选）：当电池不在位时，壁挂式电

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e)监控存储历史告警不少于 1000 条，历史告警记录按

循环存储方式保存，记录结果有日期和时间。 

f)蓄电池低电压告警：当蓄电池电压低于内部设定值,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g)模块故障告警：当壁挂式电源内整流模块或逆变器

或主要电路产生故障 ,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

号。 

控设备上，部分告警可通过干接点将告警信号送至机外告

警设备，所送的告警信号应能区分故障的类别。 

--系统应具有告警记录和查询功能，告警记录可随时刷新；

告警信息应能在系统断电后继续保存，且不依赖于系统内

部或外部的储能装置。 

9 监控功能 

监控功能要求包括： 

——实时监视系统工作状态； 

——采集和存储系统运行参数； 

——设置参数的掉电存储功能； 

——配置电池温度传感器，用于实现对浮充电压值作

温度补偿功能； 

——按照局(站)监控中心的命令对被控设备进行控制； 

——具备至少 4 路告警信号输出干接点接口，至少具

有 1 路 RS232、485 或 IP 等通信接口方式向外传递告

警信息，且通信接口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YD/T 1363.3 的

要求，支持接入动环监控设备。 

遥测、遥信和遥控： 

交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可选），输入频率（可

选）； 

（可选） 

系统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实时监视系统工作状态； 

--采集和存储系统运行参数； 

--设置参数的掉电存储功能； 

--按照局(站)监控中心的命令对被控设备进行控制； 

--系统应具备 RS232 或 RS485/422、IP、USB 等标准通讯接

口，并提供与通讯接口配套使用的通讯线缆和各种告警信

号输出端子，符合 YD/T 1363.1 的要求； 

--通信协议应符合 YD/T 1363.3 的要求。 

交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可选)，输入频率(可选)； 

--遥信：输入过压/欠压，缺相，输入过流(可选)，频率过高

/过低(可选)，断路器/开关状态(可选)。 

整流模块部分： 

可选变必测、

需要测试 



——遥信：输入过压/欠压，缺相（可选），输入过流（可

选），频率过高/过低（可选），断路器开/关状态（可

选）。 

整流模块： 

——遥测：整流模块输出电压，每个整流模块输出电

流； 

——遥信：每个整流模块工作状态（开机/关机/休眠，

限流/不限流），故障/正常； 

——遥控：开/关机，均/浮充/测试，休眠节能工作模

式/普通工作模式。 

直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出电压，总负载电流，主要分路电流（可

选），蓄电池充、放电电流； 

——遥信：输出电压过压/欠压，蓄电池熔丝状态，均/

浮充/测试，主要分路熔丝/开关状态（可选），蓄电池

二次下电（可选）。 

逆变器部分： 

——遥测：交流输出电压，交流输出电流，交流输出

频率，直流输入电压； 

——遥信：正常工作、故障、交流输出过电压、三相

输出电压缺相（可选）。 

--遥测：整流模块输出电压，每个整流模块输出电流； 

--遥信：每个整流模块工作状态(开/关机/休眠(可选)，限流

/不限流)，故障/正常； 

--遥控：开/关机，均/浮充/测试，休眠节能工作模式(可选)/

普通工作模式。 

直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出电压，总负载电流，主要分路电流(可选)，蓄

电池充、放电电流； 

--遥信：输出电压过压/欠压，蓄电池熔丝状态，均/浮充/

测试，主要分路熔丝/开关状态(可选)，蓄电池二次下电(可

选)。 

10 复电自动恢复 
在交流输入停电复电之后, 壁挂式电源应能自动恢复

正常运行。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11 

风扇温控调速

（配有散热风

扇时） 

壁挂式电源如配有散热风扇，应能根据壁挂式电源散

热需求自动调节其转速。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12 
蓄电池管理功

能 

壁挂式电源应具备对蓄电池进行浮充电压充电和均充

电压充电的管理功能，并能根据蓄电池温度对浮充电

压值作温度补偿。 

（可选） 

--系统应具有蓄电池接口，输出额定容量 60A 或以下的系

统应至少接入 1 组蓄电池，其他系统应能接入 2 组蓄电池。 

--系统应具备对蓄电池进行均充充电及浮充充电状态进行

手动或自动转换的功能。 

--系统对蓄电池进行均充充电时，应具有限流充电功能，并

且限流值应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系统应能根据蓄电池环境温度，对输出电压进行温度补

偿。 

在蓄电池放电及均充时，系统应具备对蓄电池容量进行估

算的功能。 

--系统宜具备蓄电池单体电压管理功能（可选）。 

可选变必测、

需要测试 

13 系统休眠功能 

系统应具有整流模块休眠节能工作模式，并能手动或

自动开启/关闭该模式，出厂设置为关闭，具体要求如

下： 

a) 系统应能设定整流模块休眠和唤醒的负载率，应能

根据实际负载的变化自动调整工作模块的数量；当负

载减小到休眠设定值后，系统自动控制部分整流模块

处于休眠状态，使其他整流模块工作在较高效率区间；

当负载增大到唤醒设定值后，系统自动开启部分整流

模块以免蓄电池放电； 

b) 系统至少应有 1 个或 2 个整流模块工作； 

c) 负载出现振荡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d) 系统应使整流模块自动周期性轮换工作，且周期可

设置； 

e) 整流模块自动轮换工作时，应按照先开后关的原

系统宜具有整流模块休眠节能工作模式，并能手动或自动

开启/关闭该模式，出厂设置为关闭： 

a）系统处于休眠节能工作模式时，应能根据实际负载的变

化自动调整工作模块的数量；当负载减小到休眠设定值后，

系统自动控制部分整流模块处于休眠状态，使其他整流模

块工作在较高效率区间；当负载增大到唤醒设定值后，系

统自动开启部分整流模块以免蓄电池放电； 

b）系统至少应有 1 个或 2 个整流模块工作； 

c）负载出现振荡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d）系统应使整流模块自动周期性轮换工作，且周期可设置； 

e）整流模块自动轮换工作时，应按照先开后关的原则，先

开启连续休眠时间最长的模块，再关断连续工作时间最长

的模块；当系统中不同效率模块混用时，高效率模块优先

工作； 

要求变高、需

要测试 



则，先开启连续休眠时间最长的模块，再关断连续工

作时间最长的模块； 

f) 监控模块出现故障时，所有处于休眠状态的整流模

块应能在 1min 内自动恢复工作； 

g) 蓄电池欠压、输入电压超出允许范围等告警时，系

统不能进入休眠节能工作模式； 

h) 系统整流模块（单相模块）的休眠功耗应满足：1

级≤5W；2 级≤10W 

f）监控模块或通信出现故障时，所有处于休眠状态的整流

模块应能在 3min 内自动恢复工作； 

g）应确保电源系统安全供电，才能进入休眠节能工作模式，

例如，蓄电池欠压、输入电压超出允许变动范围等情况时，

系统不能处于休眠节能工作模式； 

h）容量不小于 1000A 的系统不宜开启休眠功能； 

i）系统整流模块的休眠功耗应满足：单相模块（1 级≤5W，

2 级≤10W）、三相模块（1 级≤10W，2 级≤20W） 

14 低温工作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低温工作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需

要测试 

15 高温工作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高温工作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需

要测试 

16 恒定湿热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恒定湿热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需

要测试 

17 
冲击与振动试

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冲击与振动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需

要测试 

18 防雷试验 

--壁挂式电源的交流输入端应装有防雷器件,且采用对

称式设计，防雷器件的规格应根据产品安装环境条件

决定，至少不低于 YD/T 944-2007 中 5.2.2.1 的表 1 中 H

型防雷要求。 

--壁挂式电源的输出端应装有防雷器件,防雷器件的规

格应符合 YD/T 944-2007 中 5.2.2.2 的表 2 中 H 型防雷

要求。 

--从壁挂式电源向外引出的信号线应在输出端口装有

防雷器件,防雷器件的规格应符合 YD/T 944-2007 中

5.2.2.3 的表 3 的 H 型防雷要求。 

（可选） 

--除嵌入式系统外，其他系统交流输入端应装有浪涌保护装

置，至少能承受电流脉冲(8/20μ s，20kA)的冲击。 

--整流器的交流输入端应具有浪涌保护装置，并符合 YD/T 

944 的要求 

要求增加，需

要测试 



19 防水试验 

室内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GB 4208-2008中 IPX1级

别，且机柜顶部不宜设计进、出线孔； 

室外型壁挂式电源安装电路部分的机柜外壳应符合

GB 4208-2008 中 IPX5 级别。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20 防尘试验 

室内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GB 4208-2008中 IP3X级

别； 

室外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GB 4208-2008中 IP5X级

别(热交换、空调型)或 IP4X（通风型）级别。 

无 
新增要求，需

要测试 

2、结论 

补充测试上述表格中需要测试的项目，即可满足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产品要求。 

3、样品要求 

（1）监督+变更样品要求：抽样。系统设备 1 套（包括交、直流屏及集中监控单元），另需提供测试用引出线（输入、输出端）。 

（2）单独变更样品要求：送样。从获证产品中选送系统设备 1 套（包括交、直流屏及集中监控单元），另需提供测试用引出线（输

入、输出端）。 

4、标准变更的收费办法 

产品名称 新监督+变更 单独新标准变更 

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 18800 10000 

  



二、原证书依据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YD/T 1058-2007、YD/T 731-2008） 

1、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YD/T 3090-2016）与通信用高频开关电源系统（YD/T 1058-2007）差异项目对比及处理意见 

序

号 
测试项目 

新旧标准差异 变更检测

意见（存在

差异的检

测项目） 

YD/T 3090-2016 YD/T 1058-2007 

1 结构与外观检查 

结构要求 

--机柜正面宜装有带锁的门, 应做到不开门就不能对产品

做任何操作。 

--各种操作均应在产品正面进行，操作所用开关、按钮应

灵活可靠。 

--蓄电池放置位置的结构应方便蓄电池的更换操作，蓄电

池之间间距宜不小于 5mm。同时，需有限位措施，避免箱

体倾斜电池触碰箱门使箱门受力，避免开门时电池滑出箱

外。 

外接端口要求 

--壁挂式电源外接的接线端口(包括输入端和输出端、信号

端)应有妥善的连接固定方式,并同外壳防护等级相适配。 

外观要求 

--机柜结构稳固, 漆面或镀层匀称, 无剥落、锈蚀及裂痕等

现象。 

--机柜表面平整, 所有标牌、标记、文字符号应清晰、正确、

整齐。 

系统面板平整，镀层牢固，漆面匀称，所有标记、标牌

清晰可辨，无剥落、锈蚀、裂痕、明显变形等不良现象。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2 
交流输入电压范

围 

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380V：304V～456V； 

单相三线制 220V：176V～264V。 

--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380V：允许变动范围为

（323~418）V 

输入电压

范围增大，



--单相三线制 220V：允许变动范围为（187~242）V 需要测试 

3 输入频率范围 45Hz～55Hz 输入频率允许变动范围为 50Hz±2.5Hz 

频率范围

变大、需要

测试 

4 
输入电压波形畸

变率 
输入电压波形畸变率应不大于 5% 无 

新增项目，

需要测试 

5 
输入电流谐波成

分 

当输入额定电压时，系统的输入电流谐波成分应满足： 

1 级：100%额定负载≤5%；50%额定负载≤8%；30%额定负

载≤15% 

2 级：100%额定负载≤10%；50%额定负载≤15%；30%额定

负载≤20% 

3 级：100%额定负载≤28%；50%额定负载≤30%；30%额定

负载≤35% 

当输入额定电压、输出满载时，系统的输入电流谐波成

分(3 次～39 次 THDA)应满足： 

I 类≤10%，II 类≤28%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6 输入功率因数 

系统输入功率因数应满足： 

1 级：100%额定负载≥0.99；50%额定负载≥0.98；30%额定

负载≥0.97 

2 级：100%额定负载≥0.96；50%额定负载≥0.95；30%额定

负载≥0.90 

3 级：100%额定负载≥0.92；50%额定负载≥0.90；30%额定

负载≥0.85 

当输入额定电压、输出满载时，系统的输入功率因数应

满足： 

I 类≥0.99；II 类≥0.92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7 系统效率 

50%与 100%额定负载条件下，系统效率应满足： 

1 级：交流输出≥90%；直流输出≥94% 

2 级：交流输出≥85%；直流输出≥90% 

3 级：交流输出≥80%；直流输出≥88% 

单个整流模块输出功率（W）：≥1500W，≥88%； 

＜1500W，≥85%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8 线缆设计安全 
壁挂式电源内部所有功率电缆宜采用多股铜线或者铜排

设计。如果是电缆设计，电缆接口宜采用专用接线端子连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接，如 OT、冷压端子等，不能采用裸线或者裸线镀锡直接

连接。 

9 
电池反接保护设

计安全（可选） 

壁挂式电源应具有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更换电池

时，电池正、负极反接接入时，不会造成系统部件不可恢

复的损坏。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10 告警功能 

壁挂式电源告警功能包括： 

a)交流中断/异常告警：当输入的交流电压中断或交流电压

高于(低于)内部设定值时,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b)门开告警：当壁挂式电源机柜门打开后, 壁挂式电源应

能产生告警信号。 

c)电池温度告警：当电池温度高于(低于)内部设定值时, 壁

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d)电池丢失告警（可选）：当电池不在位时，壁挂式电源应

能产生告警信号。 

e)监控存储历史告警不少于 1000 条，历史告警记录按循环

存储方式保存，记录结果有日期和时间。 

f)蓄电池低电压告警：当蓄电池电压低于内部设定值, 壁挂

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g)模块故障告警：当壁挂式电源内整流模块或逆变器或主

要电路产生故障, 壁挂式电源应能产生告警信号。 

系统在各种保护功能动作的同时，应能自动发出相应的

可闻可见告警信号，警铃(或蜂鸣器)响、灯亮(灯闪烁)等。

同时，应能通过通信接口将告警信号传送到近端、远端

监控设备上，部分告警可通过干接点将告警信号送至机

外告警设备，所送的告警信号应能区分故障的类别。 

系统应具有告警记录和查询功能，告警记录可随时刷新；

告警信息应能在系统断电后继续保存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11 监控功能 

监控功能要求包括： 

——实时监视系统工作状态； 

——采集和存储系统运行参数； 

——设置参数的掉电存储功能； 

——配置电池温度传感器，用于实现对浮充电压值作温度

补偿功能； 

系统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 实时监视系统工作状态； 

— 采集和存储系统运行参数； 

— 设置参数的掉电存储功能； 

— 按照局(站)监控中心的命令对被控设备进行控制，通

信协议应符合 YD/T 1363.3 的要求。 

要求增加、

可选变必

选，需要测

试 



——按照局(站)监控中心的命令对被控设备进行控制； 

——具备至少 4 路告警信号输出干接点接口，至少具有 1

路 RS232、485 或 IP 等通信接口方式向外传递告警信息，

且通信接口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YD/T 1363.3 的要求，支持

接入动环监控设备。 

遥测、遥信和遥控： 

交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可选），输入频率（可选）； 

——遥信：输入过压/欠压，缺相（可选），输入过流（可

选），频率过高/过低（可选），断路器开/关状态（可选）。 

整流模块： 

——遥测：整流模块输出电压，每个整流模块输出电流； 

——遥信：每个整流模块工作状态（开机/关机/休眠，限

流/不限流），故障/正常； 

——遥控：开/关机，均/浮充/测试，休眠节能工作模式/

普通工作模式。 

直流配电部分： 

——遥测：输出电压，总负载电流，主要分路电流（可选），

蓄电池充、放电电流； 

——遥信：输出电压过压/欠压，蓄电池熔丝状态，均/浮

充/测试，主要分路熔丝/开关状态（可选），蓄电池二次下

电（可选）。 

逆变器部分： 

——遥测：交流输出电压，交流输出电流，交流输出频率，

直流输入电压； 

——遥信：正常工作、故障、交流输出过电压、三相输出

交流配电部分： 

— 遥测：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可选)，输入频率(可选)； 

— 遥信：输入过压/欠压，缺相，输入过流(可选)，频率

过高/过低(可选)，断路器/开关状态(可选)。 

整流模块部分： 

— 遥测：整流模块输出电压，每个整流模块输出电流； 

— 遥信：每个整流模块工作状态(开/关机，限流/不限流)，

故障/正常； 

— 遥控：开/关机，均/浮充/测试。 

直流配电部分： 

— 遥测：输出电压，总负载电流，主要分路电流(可选)，

蓄电池充、放电电流； 

— 遥信：输出电压过压/欠压，蓄电池熔丝状态，均/浮

充/测试，主要分路熔丝/开关状态(可选)，蓄电池二次下

电(可选)。 



电压缺相（可选）。 

12 

直

流

输

出

保

护 

直流输出

电流限制

或输出功

率限制功

能 

系统直流输出限流保护功能分以下两种形式： 

a)直流输出电流限制功能:当输出电流达到限流值时，系统

以限流值输出，限流值应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限流范围

应不窄于其额定值的 40%~100%； 

b)直流输出功率限制功能:当系统直流输出功率达到功率

限制值时，输出电流增大时系统应能自动降低输出电压以

使输出功率不超过限制值，系统最大输出功率限制值应不

小于系统直流输出电压标称值与额定电流乘积的 120% 

系统直流输出限流保护功能分以下 2 种形式： 

a)系统直流输出电流的限流范围可在其标称值的 20%～

l10%之间调整，输出电流达到限流值时，系统以限流值输

出。 

b)如系统采用恒功率整流模块，当系统直流输出功率达到

恒功率值时，系统应以限功率方式输出。 

要求提高，

需要检测 

蓄电池欠

压 保 护

（可选） 

系统可以在蓄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切断蓄电池输

出，当系统输出电压升高后应自动接入蓄电池。 

直流配电部分可以在蓄电池电压低于系统设定值时，自

动一次或分次自动切断蓄电池输出，而在该设备的输出

电压升高后应自动或人工接入蓄电池。 

要求提高，

需要检测

（有此功

能时） 

负载下电

功能试验

（可选） 

系统可以在蓄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分次切断负载分路

输出，当系统输出电压升高后应自动接入。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有此功

能时） 

13 复电自动恢复 
在交流输入停电复电之后, 壁挂式电源应能自动恢复正常

运行。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14 
风扇温控调速

（可选） 

壁挂式电源如配有散热风扇，应能根据壁挂式电源散热需

求自动调节其转速。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15 蓄电池管理功能 

壁挂式电源应具备对蓄电池进行浮充电压充电和均充电

压充电的管理功能，并能根据蓄电池温度对浮充电压值作

温度补偿。 

系统应具有能接入 2 组蓄电池的装置。 

系统应具备对蓄电池进行均充充电及浮充充电状态进行

手动或自动转换的功能。 

系统对蓄电池进行均充充电时，应具有限流充电功能。 

系统应能根据蓄电池环境温度，对输出电压进行温度补

可选变必

测、需要测

试 



偿。 

在蓄电池放电及均充时，系统应具备对蓄电池容量进行

估算的功能。 

系统宜具备蓄电池单体电压管理功能（可选）。 

16 系统休眠功能 

系统应具有整流模块休眠节能工作模式，并能手动或自动

开启/关闭该模式，出厂设置为关闭，具体要求如下： 

a) 系统应能设定整流模块休眠和唤醒的负载率，应能根据

实际负载的变化自动调整工作模块的数量；当负载减小到

休眠设定值后，系统自动控制部分整流模块处于休眠状

态，使其他整流模块工作在较高效率区间；当负载增大到

唤醒设定值后，系统自动开启部分整流模块以免蓄电池放

电； 

b) 系统至少应有 1 个或 2 个整流模块工作； 

c) 负载出现振荡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d) 系统应使整流模块自动周期性轮换工作，且周期可设

置； 

e) 整流模块自动轮换工作时，应按照先开后关的原则，先

开启连续休眠时间最长的模块，再关断连续工作时间最长

的模块； 

f) 监控模块出现故障时，所有处于休眠状态的整流模块应

能在 1min 内自动恢复工作； 

g) 蓄电池欠压、输入电压超出允许范围等告警时，系统不

能进入休眠节能工作模式； 

h) 系统整流模块（单相模块）的休眠功耗应满足：1 级≤5W；

2 级≤10W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17 绝缘强度 壁挂式电源的绝缘电阻测试合格后，壁挂式电源的输入电 交流电路对地、交流电路对直流电路应能承受 50Hz、有 要求增加，



路对保护地、输入电路对输出电路、输出电路对保护地应

能承受 50Hz，方均根值为下面规定的正弦交流电压值

1min，应不击穿、不飞弧，漏电流小于 30mA。也可改用

对应交流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值，做正、反两个方向的测

试。 

绝缘强度测试电压值规定： 

对于交流输出型，输入电路对保护地：2000Vac 或 2828Vdc；

输出电路对保护地 2000Vac 或 2828Vdc 

对于直流输出型，输入电路对保护地：1500Vac 或 2121Vdc；

输入电路对输出电路 3000Vac 或 4242Vdc；输出电路对保

护地 500Vac 或 707Vdc 

效值为 2500V 的正弦交流电压或等效其峰值的 3535V 直

流电压 1min 且无击穿或飞弧现象。 

直流电路对地应能承受 50Hz、有效值为 1000V 的正弦交

流电压或等效其峰值的 1414V 直流电压 1min，且无击穿

或飞弧现象。 

需要测试 

18 
低温工作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低温工作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

需要测试 

19 
高温工作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高温工作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

需要测试 

20 
恒定湿热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恒定湿热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

需要测试 

21 
冲击与振动试验 

经过标准要求的冲击与振动试验后，系统应正常工作 无 
新增项目，

需要测试 

22 防雷试验 

--壁挂式电源的交流输入端应装有防雷器件,且采用对称式

设计，防雷器件的规格应根据产品安装环境条件决定，至

少不低于 YD/T 944-2007中 5.2.2.1的表 1中 H型防雷要求。 

--壁挂式电源的输出端应装有防雷器件,防雷器件的规格应

符合 YD/T 944-2007 中 5.2.2.2 的表 2 中 H 型防雷要求。 

--从壁挂式电源向外引出的信号线应在输出端口装有防雷

器件,防雷器件的规格应符合 YD/T 944-2007 中 5.2.2.3 的表

系统交流输入端应装有浪涌保护装置，至少能承受电压

脉冲（10/700μs、5kV）电流脉冲(8/20μ s, 20kA)的冲击。 

整流器的交流输入端应具有浪涌保护装置，并符合 YD/T 

944 的要求。 

要求增加，

需要测试 



3 的 H 型防雷要求。 

23 防水试验 

室内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 GB 4208-2008 中 IPX1 级别，

且机柜顶部不宜设计进、出线孔； 

室外型壁挂式电源安装电路部分的机柜外壳应符合 GB 

4208-2008 中 IPX5 级别。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24 防尘试验 

室内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 GB 4208-2008 中 IP3X 级别； 

室外型壁挂式电源机柜应符合 GB 4208-2008 中 IP5X 级别

(热交换、空调型)或 IP4X（通风型）级别。 

无 
新增要求，

需要测试 

2、结论 

补充测试上述表格中需要测试的项目，即可满足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产品要求。 

2、样品要求 

（1）监督+变更样品要求：抽样。系统设备 1 套（包括交、直流屏及集中监控单元），另需提供测试用引出线（输入、输出端）。 

（2）单独变更样品要求：送样。从获证产品中选送系统设备 1 套（包括交、直流屏及集中监控单元），另需提供测试用引出线（输

入、输出端）。 

3、标准变更的收费办法 

产品名称 监督+变更 单独新标准变更 

通信用壁挂式电源系统 19300 1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