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AA.3 ZGCHDB9M-A-Zm连接器外形尺寸 

 

图AA.4 ZGCHDB9M-B-Xm连接器外形尺寸 

 

图AA.5 ZGCHDB9M-B-Ym连接器外形尺寸 

 

 

  

  

  

 
 

  

  

  

ZGCHDB9M-A B C


	前    言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总要求

	DIN4162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符合表A.1中规定。

	检验
	物资名称、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证明等相关文件。
	外观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插针、插座、接插件的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间距2.54mm插针、插座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B.1的要求，其尺寸应分别符合图B.1、图B.2的要求。Y型焊针的针径为1.0mm，其他应符合表B.2、表B.3、表B.4、表B.5、表B.6、表B.7、B.8的要求。

	检验
	物资名称、外观、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接线板、接线端子的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规格型号应符合表C.1、表C.2、表C.3、表C.4、表C.5、表C.6、表C.7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CS-TX、JXZ、CY34、J52及J19型连接器质量要求
	产品规格及图形
	CS-TX27-5.08×5.08-72TW（等同CY34T72WJ）的尺寸如图D.1所示。
	CS-TX27-5.08×5.08-72ZC（等同于连接器72芯CY34Z72HJ-01）的尺寸如图D.2所示。
	CS-TX29-5.08×5.08-48TW（等同于CY34T48WJ）的尺寸如图D.3所示。
	CS-TX29-5.08×5.08-48ZC（等同于连接器48芯CY34Z48HJ-01）的尺寸如图D.4所示。
	CS-TX28-5.08×5.08-24TW（等同于CY34T24WJ）的尺寸如图D.5所示。
	CS-TX28-5.08×5.08-24ZC（等同于连接器24芯CY34Z24HJ-01）的尺寸如图D.6所示。
	JXZ-36-A的尺寸如图D.7所示。
	JXZ-52-A的尺寸如图D.8所示。
	JXZ-36的尺寸如图D.9所示。
	J52BW128T(等同于CS-TX26-3.81×3.81-128TW)的尺寸如图D.10所示。
	J52B128Z(等同于CS-TX26-3.81×3.81-128Z)的尺寸如图D.11所示。
	J19AH34T/J19AB34Z(等同于CS-TX41-34Z)的尺寸如图D.12所示。
	J19H20T/J19B20Z（等同于CS-TX32-5.5-20Z）的尺寸见图D.13-1、D.13-2所示。
	J19B18T/J19B18Z（等同于CS-TX42-18Z）的尺寸见图D.14-1、D.14-2所示。
	CY34Z72BJ（等同于CS-TX27-5.08×5.08-72Z）/CY34Z48BJ（等同于CS-TX29-5.08×5.08-48Z）的尺寸见图D.15-1、D.15-2所示。
	SPT8-ZB的尺寸见图D.16所示。
	SPT20-ZB的尺寸见图D.17所示
	SPT8-ZB-8(8芯端子)
	插针直径：Φ1.0mm；
	接触对间中心距（长×宽）：7.5×14mm；
	外形尺寸：30×20mm；
	针脚长度：4.6mm；
	垂直安装。

	连接器 JXZ-32PCB
	插针直径：Φ1.0mm，接触对间中心距（长×宽）：5.08×7.62mm
	外形尺寸：86.2×16mm
	注：环境温度：－55～125℃、相对湿度：40±2℃（90～95）％ B级、振动：10－500Hz，50m/S2、碰撞：400m/S、冲击：500m/S、接触电阻：≤15mΩ、绝缘电阻：≥500MΩ、额定电压：300V（AC）。

	CS-TX28-5.08×5.08-24Z尺寸见图D.18。

	技术要求
	环境条件
	电气特性
	外观质量
	尺寸
	互换性
	连接器的拔力
	接触电阻
	绝缘电阻
	工频耐受电压
	低气压
	升温
	连接寿命
	工作温度
	连接器经受125℃的高温试验后，绝缘安装板应无变形、裂纹等损伤，绝缘电阻应符合D.3.8的规定。
	连接器经受-55℃的低温试验后，外壳零件应无变形、裂纹等损伤。
	连接器经受-55℃～125℃三个高低温循环冲击转移后，绝缘电阻应符合D.3.8的规定。工频耐受电压应符合D.3.9的规定，连接器绝缘安装板等外观要求应符合D.3.3规定。
	印制板用连接器应在经受235℃，5s的波峰焊接后，外壳应无异常变形、裂纹的损伤。

	恒定湿热
	交变湿热
	振动
	恒加速度
	碰撞
	盐雾
	外壳防护
	可焊性
	金属表面镀层
	金属表面在底镀层上电镀D.L3Ag7(银)或者D.L1Ni.2/YAuO.3(金)，其镀层厚度不小于0.7μm(银)、0.3μm(金)，对用户有特殊要求的，还可增加镀层厚度。
	镀金层针孔性(硝酸试验)
	经盐雾试验后，不出现影响机械性能与电性能的损伤。
	结合强度(弯曲试验)


	试验方法
	标准试验条件
	标准验证条件
	外观检查
	互换性检查
	拔力试验
	单孔拔力试验按GB/T 5095.8的试验16e方法A进行，实施细则：
	总拔力试验按GB/T 5095.7的试验13b进行(速率为10次/min)，试验结果应符合D.3.6条b)的规定。

	接触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按GB/T 5095.2的试验4a方法A进行，应符合D.3.9的规定。
	温升试验
	连续寿命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冲击试验
	气候顺序试验
	高温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第一周期)
	低温试验
	低气压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剩余周期)

	振动试验
	碰撞试验
	恒加速度试验
	盐雾腐蚀试验
	外壳防护试验
	表面镀层测试
	仪器测厚
	镀层(金)针孔性

	可焊性试验
	设备：温度为235℃±5℃的锡焊槽，焊槽的深度应不大于40mm，容积不小于300mL
	方法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例行检验
	每批出厂的连接器产品，都应抽样进行例行检验
	抽样方法
	据收批
	试品处理

	定期检验
	同一型号的连接器，在连续性生产期间每年进行1次，定期检验的连接器从例行检验合格的连接器中抽取4套进行表D.8的各项试验。
	在定期试验中只要有1套电连接器不符合表D.8的任一项要求，则以2倍的连接器重新进行试验，在第2次试验中若仍有1套连接器不符合表D.8中的任一项要求，则按不合格处理。
	经定期检验后的试品不能再作为合格品交货。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抽样方案
	将通过表D.9检验的10套试品分成A、B、C、D、E五组，每组2套试品，分别做下列试验：
	按D.5.4.2和D.5.4.3规定进行型式检验试验中，只要有1套连接器不符合任一项要求，则以2倍的连接器重新进行试验，在第2次试验中若仍有1套连接器不符合任一项要求，则按不合格处理。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合格标志
	包装标志
	运输
	储存

	入厂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2510kF型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符合表E.1中规定。

	检验
	接插件的名称、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物资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外观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其它型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符合表F.1、F.2、F.3、F.4、F.5、F.6中规定。
	DC2-10P、DC2-14P
	连接器CS-TX41-34HTC（不带磁环）


	表 F.2
	连接器20芯电缆
	连接器18芯电缆
	连接器CS-TX41-34HTC（带磁环）
	连接器CS-TX41-34HTC（带磁环）一端的示意图见图F.12，其34芯插头上下各有一个鉴别销（阴影为凸起，空白为凹下），位置定义见图F.13。上下鉴别销可组合出多种防差错、防插反的组合，如图F.14。
	图F.12连接器CS-TX41-34HTC（带磁环）一端示意图

	检验
	外观检验:


	开关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开关的技术参数符合表G.1中规定。
	KCD7型开关、KCD3A-22型开关的尺寸应分别符合图G.1、图G.2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自复式按键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符合表H.1中规定。

	检验
	物资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检查开关通断符合要求,外观符合技术要求。


	DZ47－60小型断路器质量要求
	要求
	周围空气温度不低于-5℃，不高于+40℃，日平均值不超过+35℃。大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湿度，例如+20℃时，相对湿度90％，并考虑到因湿度变化在产品表面的凝露。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额定电压短路能力符合表I.1中规定，过电流脱扣特性符合表I.2中规定。

	检验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证明等相关文件。
	外观无破损、无可见损伤、无凸凹、无腐蚀、无焦痕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测量断路器通断，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N”位置时，电路应接通；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FF”位置时，电路应断开。


	熔断器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应符合表J.1要求、尺寸符合表J.2、J.3要求。
	外形和安装图见图J.1、图J.2。
	T500mA250V型熔断器技术参数、尺寸应符合表J.4要求。

	检验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尺寸符合表J.2、J.3要求（每批每种抽检1个）。


	R3-11熔丝座质量要求
	K.1 要求
	K.1.1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K.1.2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K.2检验
	K.2.1 物资名称、外观、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K.2.2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PC4系列穿墙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连接器表面不得有碰伤、明显的划痕或磨擦等痕迹。
	导电部分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连接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L.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PC4系列插头质量要求
	要求
	连接器表面不得有碰伤、明显的划痕或磨擦等痕迹。
	导电部分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插头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M.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S254型滑动开关质量要求
	要求
	物资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开关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N.1的要求。外观及尺寸符合图N.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检验方式:抽检；
	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检验方式:抽检。
	报告检验
	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P60A型插头质量要求
	要求
	物资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插头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O.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检验方式:抽检；
	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检验方式:抽检。
	报告检验
	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万可(WAGO)端子及其配件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物资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P.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J18型和CZJ型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连接器表面不得有碰伤、明显的划痕或磨擦等痕迹。
	导电部分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连接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Q.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检验方式:抽检；
	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检验方式:抽检。
	报告检验: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电源插座质量要求
	要求
	壳体标识字迹清晰，型号与实物一致。
	壳体应有耐压AC250V，耐流至少10A标识。
	插座表面及导电部分不应有碰伤、明显的划痕或磨擦等痕迹。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R.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无损伤；
	标识：壳体标识字迹清晰，型号与实物一致，壳体应有耐压AC250V，耐流至少10A标识。


	2P短路介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无可见损伤。

	检验
	外观无可见损伤。


	KSD-6F型温控开关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具备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产品外观无可见损伤，壳体标识字迹清晰，型号与实物一致。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T.1的要求，外观尺寸应符合图T.1的要求。

	检验
	包装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


	指示灯座质量要求
	要求
	指示灯座外观平整、光亮、无毛刺。
	Φ5指示灯座应能够与Φ5发光二极管配套使用，且其外观尺寸应符合图U.1的要求。

	检验
	外观:应平整、光亮、无毛刺。
	配合:指示灯座能够与对应的发光二极管配合顺畅。


	CS-2型测试孔质量要求
	要求
	测试孔芯表面镀银。测试孔芯用铜/H62加工（其化学成分执行标准GB/T 5231-2001，物理性能执行标准GB/T 14954-94和GB/T 21652-2008）；测试孔座用黑色阻燃尼龙/66加工。
	测试孔应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锈蚀，并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带引线的CS-2型测试孔，引线要求采用压接方式，引线压接要求如表V.1所示。测试孔与引线的配合应紧密、无松动，引线压接处不允许有毛刺、起皮、开裂等缺陷，不允许将引线的绝缘层压到测试孔芯内。要求在引线压接处套10mm黑色Φ2热缩套管，并将热缩套管缩紧至测试孔根部。
	测试孔应标明规格型号（如CS-2、CS-2-1等），规格型号印在测试孔上有凹孔的一面，其印字位置如图V.2所示，要求标识正确、清晰可辨。产品应具备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测试孔技术指标应符合表V.2的要求，且其外观尺寸应符合图V.1的要求。

	检验
	产品应注明相应的型号标识,如CS-2、CS-2-1等，印字位置如图V.2所示；
	测试孔应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锈蚀；
	测试孔应压接引线，引线压接规则及长度符合表V.1要求；
	剥线长度符合表V.1要求；
	测试孔与引线的配合应紧密、无松动，热塑套管缩紧至测试孔根部；
	产品应具备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南非CBI断路器质量要求
	要求
	断路器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锈蚀。
	断路器开关闭合时，11端子与14端子应导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技术指标应符合表W.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1）外观: 断路器表面光滑、无毛刺、无锈蚀；
	2）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
	断路器通断检验，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N”位置时，电路应导通；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FF”位置时，电路应断开。
	报警接点检验，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N”位置时，11端子与14导通，11端子与12端子不导通，当断路器手柄扳向指示“OFF”位置时，11端子与14不导通，11端子与12端子导通。
	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连接器插座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符合表X.1中规定，外形尺寸见表X.2。

	检验
	外观检验:


	断路器质量要求
	要求
	周围空气温度不低于-5℃，不高于+40℃，日平均值不超过+35℃。大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湿度，例如+20℃时，相对湿度90％，并考虑到因湿度变化在产品表面的凝露。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见表Y.1，表Y.2，DSD1系列断路器命名规则见表Y.3。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
	电气性能检验:
	检验断路器通断应满足要求;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SA-B-10A-Z断路器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见表Z.1。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表面及印字标志清晰。
	电气性能检验:
	检验断路器通断应满足要求;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DB9/DB25（DP9/DP25）系列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物资名称、外观、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DB9/DB25（DP9/DP25）连接器技术规格见表AA.1，外形尺寸见表AA.2、图AA.1。
	ZGCHDB9M系列连接器质量要求
	制作要求
	AA.1.5.2 技术规格见表AA.3。
	AA.1.5.3 型号说明见表AA.4。
	AA.1.5.4 ZGCHDB9M系列连接器接线见表AA.5。
	AA.1.5.5 ZGCHDB9M系列连接器外形尺寸见图AA.2、图AA.3、图AA.4、图AA.5、图AA.6，图中左侧为CONN1:DB9M公头连接器，右侧为CONN2:DB9M公头连接器。

	ZGCHDB25M-A(B/C)连接器质量要求
	制作要求
	AA.1.6.2 技术规格见表AA.6
	AA.1.6.3 型号说明见表AA.7 ，
	AA.1.6.4 ZGCHDB25M-A(B/C)系列连接器接线见图AA.7。
	AA.1.6.5 ZGCHDB25M-A(B/C)系列连接器外形尺寸见图AA.8、图AA.9、图AA.10、图AA.11、图AA.12。

	ZGCHDB25M-D(E)系列连接器质量要求
	制作要求
	技术规格见表AA.8。
	型号说明见表AA.9。
	ZGCHDB25M-D(E)系列连接器接线见图AA.13。
	AA.1.7.5 ZGCHDB25M-D(E)系列连接器外形尺寸见图AA.14、图AA.15、图AA.16。

	ZGCHDB9F系列连接器质量要求
	制作要求
	技术规格见表AA.10。
	型号说明见表AA.11。
	ZGCHDB9F系列连接器接线见表AA.12。
	AA.1.8.5 ZGCHDB9M系列连接器外形尺寸见图AA.17、图AA.18、图AA.19、图AA.20。

	ZGCH2X系列连接器质量要求
	制作要求
	技术规格见表AA.13。
	型号说明见表AA.14。
	连接器外形尺寸见图AA.21。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引脚无不合理弯曲、针数（孔数）正确、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RJ45-1型以太网单端口模块化插孔质量要求
	要求
	物资名称、外观、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RJ45-1型以太网单端口模块化插孔技术规格见表BB.1所示,外形尺寸图见图BB.1。

	BB.1.4图形
	检验
	BB.2.1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DSR系列拨码开关
	要求
	DSR系列拨码开关技术规格见表CC.1所示。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无可见损伤、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 产品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DB8/DB25系列连接器（含连接电缆）质量要求
	要求
	物资名称、外观、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产品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连接器G1DB25M、GKDB9（公头）、G1DB9M、G1DB25M-B、G1DB9M-B、G1DB9M-C、G1DB25M-C技术规格见表DD.1。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无可见损伤、引脚不松动、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G1DB25M两端均为DB25针公头连接器，GKDB9两端均为DB9针公头连接器，G1DB9M两端均为DB9针公头连接器；
	b）针数: G1DB25M应为25针、GKDB9应为9针、G1DB9M应为9针；
	C）标识：插针号码标识清晰。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PBS-105自复式按钮开关质量要求
	要求
	开关表面光洁、无划伤，手感良好；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符合表EE.1中规定。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无可见损伤、引脚不松动、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标识正确、清晰可辨。
	通断检验: 按钮按下时,测量两个引出端子应导通,按钮为常态时,测量两个引出端子应断开。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开关（SL1-HL日本山武传感器）质量要求
	要求
	开关表面光洁、无划伤，手感良好；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符合表FF.1中规定。

	检验
	外观检验
	a）外观: 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无凹凸，无可见损伤、引脚不松动、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b）标识：标识正确、清晰可辨。
	报告检验：具备有关产品合格的证明文件。


	模数化插座AC30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具备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产品外观无可见损伤，壳体标识字迹清晰，型号与实物一致；
	技术参数见表GG.1、外形尺寸见图GG.1的技术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接线端子小二线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具备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见表HH.1、示意图见图HH.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叉形电缆端头 C-FC1.5/M5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II.1、尺寸图见图II.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DIN导轨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JJ.1、尺寸图见图JJ.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报告检验: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


	桥接件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KK.1、示意图见图KK.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外壳材料为塑料,外观见图KK.1；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双线管状接头 AI-TWIN2X0.5-10WH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LL.1、示意图见图LL.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环形电缆插针 2.6-6/M6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MM.1、示意图见图MM.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管状接头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无不合理弯曲、无氧化、无锈蚀、无可见损伤；
	技术参数见表NN.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引脚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无氧化、无腐蚀、无锈蚀现象；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OT端头4-5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相关文件；
	端头表面不应有毛刺、裂纹、泛点、发黑、起皮、焊料外溢或缺焊等缺陷；
	端头产品应有不易磨损和清晰的标记、商标或厂标及主要参数 ；
	技术参数见表OO.1的要求，结构图和外形尺寸图见图OO.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端头表面不应有毛刺、裂纹、泛点、发黑、起皮、氧化、锈蚀、腐蚀等缺陷；
	标记：端头应标记“4-5”，标记应清晰且不易磨损；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测试端子质量要求
	要求
	产品具备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见表PP.1、PP.2，PC测试点示意图见图PP.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产品应包装完好，外观无破损，端子表面不应有毛刺、裂纹、泛点、发黑、起皮、氧化、锈蚀、腐蚀等缺陷；
	颜色：如图示，底座颜色为黄色；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J19H20T/J19B20Z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见表QQ.1、外形尺寸见图QQ.1的要求。

	检验
	外观检验:
	外观：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产品包装应完好。
	报告检验：检验产品的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等相关合格证明。


	针形预绝缘端子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针形预绝缘端子外形尺寸见图RR.1，尺寸应符合表RR.1的规定，技术参数符合表RR.2中规定。

	检验
	接插件的名称、规格、型号、尺寸应符合要求。
	物资包装完好，有证明其为合格物资的合格证、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外观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菲尼克斯FKC、MSTBV、TFKC、SPTA、MCV、FMC、MSTBVA系列
	连接器质量要求
	要求
	外观应无破损、无不合理弯曲，无可见损伤，连接点无氧化，腐蚀、锈蚀现象。标识正确、清晰可辨、字迹清楚。
	产品包装应完好，具备有关证明其为合格的合格证明、产品检验报告单等相关文件。
	技术参数符合表SS.1中规定，尺寸应符合图SS.1、SS.2、SS.3、SS.5、SS.6、SS.7要求。用“x”表示级数，用“a”表示连接器最远端两个插针（或插孔）的中心距。

	检验
	接插件的名称、规格、型号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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