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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直流电源技术选型表 

一、产品介绍 

1.1 产品特点 

 隔离式输出电路，保障操作安全。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全量程可调。  

 操作界面采用八寸触摸屏，操作便捷。  

 具有恒压、恒流、限功率多种输出模式。  

 具有多级滤波电路，降低对电网谐波干扰。  

 具有线压降补偿功能，自动补偿负载连接线产生的线压降。 

 双闭环控制电路，响应速度快，输出稳定。 

 采用全桥移相软开关技术，整机效率高于 90%。 

 可选 RS485/RS232 通讯接口，采用 MODBUS-RTU 通讯协议。 

 可选外部模拟接口，可实现电源状态外部检测，控制电源输出，调节电源参数以及检测电源输

出状态。  

1.2 使用条件 

(1) 需将电源置于通风良好的室内，避免放置于阳光直射处。 

(2) 工作环境湿度不用超出电源使用的环境湿度要求。 

(3) 工作环境不应有大量灰尘或金属粉末。 

(4) 工作环境中不应有可燃性气体、化学气体、腐蚀性气体。 

(5) 工作环境海拔高度应小于 2000 米。当工作环境海拔高度超过 2000 米，应降额使用。 

1.3 引用标准 

GB/T 21560.3-2008 低压直流电源第 3 部分：电磁兼容性（EMC） 

GB/T 21560.6-2008 低压直流电源第 6 部分：评价低压直流电源性能的要求 

GB/T10236-2006  半导体变流器与供电系统的兼容及干扰防护措施 

GB/T17478-2004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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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 40kW 以下（包括 30kW） 30kW 以上 

输入方式 三相三线+地线 

输入电压 380V+10% 

输入频率 50Hz+5Hz 

直流输出电压范围 0V～Ue（全量程连续可调） 

直流输出电流范围 0A～Ie（全量程连续可调） 

输出电压误差 
≤0.5% FS(100V 以下) 

≤0.2% FS(100V 以上) 

输出电流误差 
≤0.5% FS(100A 以下) 

≤0.2% FS(100A 以上) 

源效应 ≤0.1%FS 

负载效应 ≤0.1%FS 

纹波（Vrms） ≤0.2% F.S 

响应时间 ≤10ms 

通讯接口(选配） RS232/RS485 

外部模拟接口(选配） 

支持紧急停止、启动/停止、故障检测、运行状态检测，电压

电流调节（0V-10V/0V-5V）,输出电压电流检测（0V-10V/0V-5V

）。 

自动电压补偿 10V（max） 

显示分辨

率 

电  压 
0.01V(50V 以下) 

0.1V(50V 以上) 

电  流 
0.01A(50A 以下) 

0.1A(50A 以下) 

产品功能 

工作模式 恒压、恒流 

操作模式 通讯操作，面板操作 

保护功能 
输入缺相保护，输出过流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过热保护等 

显示方式 LED 显示 触摸屏显示 

开机电压冲击 ≤0.1%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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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特  性 

绝缘电阻 ≥20MΩ  

耐压性能 2000VDC 测试 60S，无飞弧，击穿。 

接地电阻 ≤100mΩ  

噪  声 ≤55dB ≤75dB 

防护等级 IP20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工  作 

环  境 

环境温度 0℃～45℃ 

环境湿度 10%～90%(无凝露) 

海拔高度 ≤2000m 

三、产品功能 

1. 恒压限流输出模式 

恒压恒流模式：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值从零至额定值连续可调，恒压和恒流输出模式根据客户后

端负载使用情况自动切换。满足下面的运行曲线。 

 

（1）负载阻抗大于 Ue/Ie,设备按照曲线 1 进行输出。 

（2）负载阻抗小于 Ue/Ie 设备按照曲线 2 进行输出。 

备注：Ue、Ie 为直流电源额定电压值、额定电流值。 

2. 可触控屏显功能 

   电源采用触摸屏，具有参数设置、运行参数显示、报警信息以及自动锁屏等功能。通过参数设

置窗口可设置电源运行的所用参数。在参数显示窗口可以查看电源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值。报警信息

界面存储着电源的报警信息，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同时触摸屏具有锁屏和解锁功能，在长时间不进行

操作的情况下，会锁定触摸屏，此时不允许进行触摸屏操作，只有在解锁后恢复操作功能，防止误操

作改变电源输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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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 OVP、OCP 保护值设置功能 

可以通过操作界面设置 OVP、OCP 值。在输出电压或电流超过保护设置值后，电源能够立即停止

输出，防止异常情况造成客户负载损坏。 

OVP：电源输出过压保护设置值 

OCP：电源输出过流保护设置值 

4. 具有自动线压降补偿功能 

   电源具有自动线压降补偿检测端子（comsense），将此端子与负载端进行连接，电源会自动检

测负载端的电压值，并自动补偿电源线造成的线压降。同时可以检测负载端电源供电是否接反，实现

防反保护功能。 

5. 短路保护功能 

电源能够适应电源运行中短路以及电源启动输出短路两种短路输出情况，并且能够在短路发生时，

电源停止输出并发出报警声，同时在显示屏幕上提示报警信息。 

6. 具有输入电压检测功能。 

电源具有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在输入电压出现异常情况时，电源会产生报警并保护。 

7. 电源具有自放电功能 

   电源内部具有放电电路，在电源停止输出以后能够快速释放存在输出电容的电能，以防止在停

止状态下误碰输出端子，造成人身伤害。 

8. 紧急停止功能 

     电源具有紧急停止按钮，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通过该按钮可以瞬间停止电源输出。 

9. 通讯接口 

   电源具有通讯接口（RS232/RS485 两者任选其一），能够与 PC 连接实现远程控制。通过通讯

接口可以设置电源运行参数和保护值，并能够实时查询电源的运行状态以及运行参数值以及报警信息。 

10. 外部模拟接口 

电源具有外部模拟接口，可以实现电源启动停止控制，紧急停止控制，故障检测以及电源运行状

态检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的调节，输出电压参数的检测。 

 

四、产品列表 1 

额定功率 10kW 20kW 30kW 60kW 80kW 100kW 

电压范围 30V-1000V 60V-1000V 

电流范围 10A-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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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W*H*D/mm） 

5U 标准机箱 

482*220*550 

10U 标准机箱 

482*445*550 

15U 标准机箱 

482*660*550 
600*1700*800 800*1900*800 

产品图片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额定功率 150kW 200kW 250kW 300kW 350kW 400kW 

电压范围 100V-1000V 

电流范围 10A-1000A 

外形尺寸 

（W*H*D/mm） 
1300*2080*800 1700*2080*800 2000*2080*800 

产品图片 图 6 图 7 

备注：可接收 0V-2000V,0A-2000A，5KW-3MW 范围内其他等级直流电源的定制。 

五、产品图片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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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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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专业技术 一流服务                                                          咨询热线：15817232345 

 

 

图 7 

 

制单：技术一部   

 

制造商：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第五工业区二区 16 号 

 

联系电话：15817232345 

 

邮箱：879149855@qq.com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803-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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