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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13530 程控直流稳定电源简介 
  

SK13530 是我厂推出的新一代可程控直流稳定电源。标配 RS232 程控接口

并可选配 USB 接口，LED 数码管+LED 指示灯显示电源工作状态，按键灯辅助显示

电源设定状态。使用双数字旋钮+按键输入设定参数，使用编码器调节输出电压/电

流设定值时无需按键切换数字旋钮。使用 32 位微处理器控制电源内部功能模块。内

部功能模块间使用 CAN 总线控制具备灵活的扩展性与可维护性，提供可靠的输出

过压硬件保护，过压保护值步进可调，过压保护功能可使能 /禁止，提供 风扇控制模

块故障/晶体管过热/内部总线设备故障告警并切断输出等多种保护功能。输出稳压 /

稳流设定值步进可调，稳压稳流两种工作状态可随负载的变化自动转换，同时提供

外部电压取样端子，可在一定导线压降范围内为用户负载端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

消除由于输出引线引起的负载效应变差。输出电压/电流设定分辨率高，工作可靠，

使用方便。 

 SK13530 程控直流稳定电源可广泛用于国防、科研、大专院校和工矿企业的

实验室，也适用于计算机自动测量、自动控制系统的直流供电。  

 

主要功能特性 

 全数字控制、内部 CAN 总线控制、低漂移、高分辨率 

 数码管+LED+按键灯显示电源状态，清晰、简洁 

 用户设定存储重现功能 

 双数字旋钮调节电压/电流设定值，可粗调、细调，设置方便 

 键盘锁功能，防止误操作 

 硬件过压保护，可步进调节过压保护设定值并可使能/禁止该功能 

 远端线压降补偿功能，并可使能/禁止该功能 

 风扇温控调速，风扇/过热/内部模块故障告警 

 RS232 接口和 USB 接口(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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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13530 程控直流稳定电源及附件 

 SK13530程控直流稳定电源                             1台 

 三芯电源线                          1条 

 CD光盘（含《用户使用指南》）                    1张 

 RS232程控接口连接电缆                                 1条 

 

 

SK13530 程控直流稳定电源选件 

 USB程控接口及连接电缆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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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要 

 

使用准备： 

第一章  SK13530程控直流稳定电源使用前的准备 

使用说明： 

第二章  SK13530程控直流稳定电源功能、操作和应用的详细叙述 

程控接口 

第三章  程控接口的使用方法 

日常保养与维护: 

第四章  电源的日常保养与维护的方法 

服务与支持： 

第五章  SK13530程控直流稳定电源保修与技术支持的方法 

技术参数： 

第六章  详细介绍 SK13530 程控直流稳定电源性能指标和技术规格 

 

 

 

 

 

 

 

 

 

 

 

告知：本文档所含内容如有修改，恕不另告。本文档中可能包含有技术方面不够准确的地方或印刷错

误。本文档只作为仪器使用的指导，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对本文档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但

不限于为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用性所作的暗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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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使用准备 

 

1.1  检查整机与附件： 根据装箱单检查仪器及附件是否齐备完好，如果发现包装

箱严重破损，请先保留，直至仪器通过性能测试。  

1.2  接通仪器电源： 

仪器在符合以下的使用条件时，才能开机使用。 

市电电压：AC220（1±10％）V  

市电频率：50（1±5％）Hz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20～90%RH（40℃时） 

在插入电源线前，先检查电源电压选择开关状态是否与接入电网相符，然后将

电源插头插入交流 220V 带有接地线的电源插座中，按下面板上的电源开关，电源

接通。仪器进行初始化，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警告： 为保障操作者人身安全，必须使用带有安全接地线的三孔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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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说明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您将对仪器的各种功能和使用方法有一个更详细地了解，轻松

自如地应用本仪器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2.1  前面板总览： 

22 21 20 19

15

17

10

12

14

18

16

13

11

9

8765432

2324252627281

Setting

Prot.set

Output

CV

CC

Err

Ena

Err ZP

Volt Curr

LP HP

OV OVP

OTP Fan

TSen ACM

FCM

POWER   SUPPLY
PROGRAMMABLE SK13530

Unreg

CURRENT

VOLTAGE

Prot FailCali

D
i
s
p

a
t
S

t

 ON

BeepLockAddrLocalRmtShift 0 . ←

321

4 5 6

987

Enter

Cancel

O.V.P

Curr

Volt

Enable
Prot

RPG
Enable

Coarse
RPG

Sense

Save

Recall

S--+S+
Output
Control

Prot ClearUnlock

 

2.2 操作部分说明：  

（1）显示屏与状态指示灯：指示电压、电流的设置值和设定状态，显示电压、电流实

际输出值和工作状态。 

（2）交流电源开关：电源接入交流电后处于待机状态，按下此键后将接通 AC 电源，按

键点亮；再次按下此键，电源转为待机状态。 

（3） S+：电源输出正极外部取样接线柱：用于补偿导线电阻引起的电压降。 

（4） +：电源输出正极接线柱。 

（5） -：电源输出负极接线柱。 

（6） S-：电源输出负极外部取样接线柱：用于补偿导线电阻引起的电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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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线。 

（8）Output Control：直流输出开关，用户控制电源输出状态，默认关闭，按下此键

后，电源输出被打开，按键点亮；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输出被关闭。 

（9）数字键区域：用于输入各种数字参数，其中【←】为退格键，用于删除一位输入

数据。 

（10）【Enter】：确认键，按键点亮时提示此键可操作，按下此键后，输入的数据将

生效并被存储，按键自行熄灭。  

（11）【Cancel】：取消键，按键点亮时提示此键可操作，按下此键后，输入的数据不

会生效和被存储，按键自行熄灭。 

（12）【O.V.P】：过压保护值设定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当前键盘输入数

据将存入 O.V.P 设定，可以使用键盘输入过压保护设定值，单位为 V，数据输入操作完

成后，按键自行熄灭。 

（13）【Curr】：输出电流值设定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当前键盘输入数据

将存入输出电流设定，可以使用键盘输入电源输出设定电流值，单位为 A，数据输入操

作完成后，按键自行熄灭。 

（14）【Volt】：输出电压值设定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当前键盘输入数据

将存入输出电压设定，可以使用键盘输入电源输出设定电压值，单位为 V，数据输入操

作完成后，按键自行熄灭。 

（15）【Prot Enable】：过压保护功能使能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过压保护功

能将被使能；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过压保护功能被禁止，该功能按键状态会被记

忆，下次开机仍保持最后一次的状态。 

（16）电流调节旋钮：可使用此旋钮调节电源的输出电流设定值。 

（17）【RPG Coarse】：旋钮粗调控制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旋钮粗调功能被

使能，旋钮调节步进量为 0.1V/0.1A；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旋钮调节步进量为

1mV/1mA。 

（18）电压调节旋钮：可使用此旋钮调节电源的输出电压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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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PG Enable】：旋钮调节使能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旋钮调节功被使

能，旋钮调节步进量由【RPG Coarse】按键状态所控制；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旋

钮调节功能被禁止。 

（20）【Recall】：预设参数调出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当前键盘输入数

据(存储序号)对应的预设参数在按下【Enter】键后被调入，或按下【Cancel】键后返

回之前状态，数据输入操作完成后，按键自行熄灭。 

（21）【Save】：预设参数存储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当前键盘输入数据

(存储序号)对应的预设参数在按下【Enter】键后被存储，或按下【Cancel】键后返回

之前状态，数据输入操作完成后，按键自行熄灭。 

（22）【Sense】：远端补偿控制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电源将使用远端

补偿模式控制电源输出电压；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电源将使用正常输出模式控制

电源输出电压，该功能按键状态会被记忆，下次开机仍保持最后一次的状态。 

（23）【Beep】(Prot Clear) ：蜂鸣器控制按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提示蜂鸣

器功能有效；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蜂鸣器功能禁止。第二功能：清除过压保

护。 

（24）【Lock】(Ulock)：键盘锁定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除【Shift】键有效

外，其他按键旋钮操作均失效。第二功能：按下【Shift】键后再次按下此键，按键

熄灭，按键解锁。 

（25）【Addr】：保留。 

（26）【Local】：转换为本地控制。 

（27）【Rmt】：转换为远程控制，该功能按键状态会被记忆，下次开机仍保持最后一

次的状态。 

（28）【Shift】：第二功能选择键，按下此键后，按键点亮，启用按键的第二功能，

需要与具有第二功能的按键配合使用，当按下其他按键后，自行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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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显示屏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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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显示屏部分说明： 

（1）输出参数设定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数字区域显示内容为输出电压/电流设定

参数。  

（2）保护参数设定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数字区域显示内容为过压保护值设定参

数。  

（3）输出参数监视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数字区域显示内容为输出电压/电流实际

测量参数。  

（4）稳压状态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工作在稳压状态。 

（5）稳流状态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工作在稳流状态。 

（6）输出无法达到设定值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提示电源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参数

无法达到设定值要求，这通常由电源输入电压过低引起，也可能由负载导线压降过大引

起，功率级部分单元损坏失效也会导致此类问题，电源可能需要维修。 

（7）稳压/稳流控制电路状态错误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处于错误状态，输出

电压/电流均超出设定值，或控制电路逻辑出现了错误，需要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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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准使能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工作在校准状态，工厂内部使用。 

（9）校准过程出现错误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校准出现了错误，工厂内部使用。 

（10）电压参数校准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电压校准步骤，工厂内部使用。 

（11）当前校准点为零点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校准零点，工厂内部使用。 

（12）电流参数校准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校准电流，工厂内部使用。 

（13）当前校准点为低点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校准低点，工厂内部使用。 

（14）过压保护参数校准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校准过压保护参数，工厂内部

使用。 

（15）当前校准点为高点指示灯，该指示灯点亮时，正在校准高点，工厂内部使用。 

（16）过压保护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出现了过压保护事件，此时输出被切

断，在保护清除按键不被按下以清除过压保护标志前，输出按键将失效，无法打开输

出。 

（17）过温保护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出现了功率级超温事件，电源将自动关

闭输出，此时需重新启动电源才能再次打开输出，如果再次打开输出时温度回落到正常

范围内，电源将继续工作，否则在打开输出后会被再次自动关闭输出。 

（18）温度传感器故障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电源出现了温度传感器故障事件，此

时电源将进入保护状态无法打开输出，需要维修。 

（19）风扇故障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风扇控制模块检测到风扇发生了故障，无法

按控制模块给定的转速运行，或运行转速无法达到设定要求，此时电源将无法打开输

出，若电源在工作过程，输出将被关闭，需要维修。 

（20）模拟控制系统故障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通常是总线无法与模拟控制模块取

得通讯，此时模拟控制模块可能无法收到控制命令，电源无法工作，需要维修 

（21）风扇控制模块故障告警灯，该指示灯点亮时，通常是总线无法与风扇控制模块取

得通讯，此时风扇控制模块可能无法收到控制命令，电源无法工作，需要维修。 

（22）数字显示区域 2，该区域当使用旋钮输入设定参数时，显示电流设定值，当使用

按键输入参数时，显示先前存储的预设值。 

（23）数字显示区域 1，该区域当使用旋钮输入设定参数时，显示电压设定值，当使用

按键输入参数时，显示当前输入的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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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负载的连接及注意事项： 

2.5.1 不使用远端补偿功能的一般负载连接 

 

    当不需要远端补偿操作时，电源 S+与 S-端子必须悬空，不得连接其他任何元件与导

线，否则会引起电源输出电压错误。 

2.5.2 使用远端补偿功能的一般负载连接 

 

 

当使用远端补偿操作时，电源 S+与 S-端子必须按正确极性连接负载端的+极与-

极，如果连接出现错误，电源会输出错误的电压，可能烧毁负载，S+与 S-连接的导线几

乎不存在电流，但可能会受到干扰，他们受到的干扰将全表现在负载电压上(取样导线

受到了多少干扰负载纹波电压就会增大多少)，最好将 S+与 S-导线绞在一起并加以屏

蔽，可以获得最好的负载纹波效果。 

2.5.3 负载为电池时不使用远端补偿功能的一般负载连接 



SK13530程控直流稳定电源      用户使用指南 

 

-12-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  

 

    当负载为蓄电池时，必须在回路串联防止电流反向流动的二极管，该二极管承受

的电流必须为电源正常工作时所能输出的电流，否则二极管会被烧毁，且严禁电池

极性接反！否则电源会被烧毁。 

2.5.4 负载为电池时使用远端补偿功能的一般负载连接 

 

 

当负载为蓄电池时，如果电源输出端连接线较长，可以使用远端补偿功能以降

低导线压降造成的影响，连接方法如图所示，但必须在回路串联防止电流反向流动

的二极管，该二极管承受的电流必须为电源正常工作时所能输出的电流，否则二极

管会被烧毁，且严禁电池极性接反！否则电源会被烧毁。 

2.6  负载对电源产生的影响 

2.6.1 负载的最大电容量 

    输出过压保护功能被禁止时，由于电源是闭环控制系统，负载电容将会引起电

源相位滞后，当负载电容量足够大时，引起的相位滞后会引起电源自身发生震荡，

为了避免电源出现这种情况，电源负载电容成分应限制在 47000μF 以内。 

输出过压保护被使能时，由于电源输出端连接了单向可控硅作为过压保护回路

的放电元件，过压保护功能的触发会引起可控硅元件的导通并释放负载电容存储的

能量。由于可控硅元件吸收能量的能力是有限的，当负载电容与电源内部电容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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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总和超过可控硅元件的最大承受能力后会导致可控硅元件永久损坏，为了避

免可控硅元件被永久损坏，需要将负载最大电容量限制在 20000μF 以内。 

   对于用户使用超过规定电容量的负载和错误操作造成的内部可控硅元件损坏的情

况，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收取维修费用。 

2.6.2 当负载为蓄电池 

电源内部在输出端子间反向并联了二极管，该二极管电流承受能力为 30A，同时

电源内部输出端连接了单向可控硅作为过压保护回路的放电元件，当负载为蓄电池

且没有串联能够阻止反向电流流过的二极管时，如果电源过压保护设定值低于电池

的电压，并且过压保护功能被打开时，电源将被触发过压保护，此时电源内部的可

控硅会被触发导通，这会导致电源两端连接的蓄电池电压直接施加在内部可控硅元

件和电流取样电阻上，由于蓄电池内阻很小，可能产生巨大的短路电流烧毁可控硅

并造成主板报废。为此当电源输出端连接蓄电池负载时，为了保护电源和电池，必

须连接一只阻止电流反向流动的二极管，该二极管的电流容量为在电源最大输出电

流的情况下二极管能够正常工作的电流容量，否则该二极管也会过热而被烧毁。同

时电源也严禁被反向施加电池电压(电池反极性接入电源)这会导致电源内部输出端

子反向并联二极管烧毁和电流取样电阻烧毁。对于不按操作要求使用电源给蓄电池

充电造成电源烧毁的，我公司将不予实施保修。 

2.7  使用注意事项 

2.7.1 过压保护功能的使用 

电源的过压保护功能可以由用户选择打开或关闭，过压保护值用户可以自由设

定，不正确的过压保护参数设置可能会在电源输出不正常的情况下无法正确保护用

户的系统，同时也可能造电源无法正常输出，所以用户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过压

保护参数。 

过压保护电路测量输出电压不使用 S+与 S-端子，而是直接测量电源内部输出端

子的电压，因为 S+与 S-端子可能被用户错误连接而导致过压保护电路监视到的电压

出现错误，这会导致过压保护电路测量得到的电压不会十分精确(偏高)所以过压保

护值的设定精度无法达到输出电压设定的那样，使用过程应考虑留有一定余量，不

正确的设定过压保护值会造成电源错误动作或当电源电压超过负载能承受的电压后

无法正确保护负载。 

2.7.2 远端补偿功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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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补偿功能可以使用 S+与 S-端子对负载端的电压进行取样， 电源会根据 S+

与 S-端子取样到的电压参数稳定负载端电压，这样可以将电源至负载连接线产生的

电压压降影响减小到最低，保证负载端电压稳定，但过大的引线电阻会引起电源不

稳定，通常引线电阻不能超过 50mΩ，大的引线电阻会与负载端电容形成低通 RC 滤

波器造成电源输出相位滞后，引起电源不稳定，同时引入干扰。 

当 S+与 S-端子接入电路时(启用远端补偿功能)，需要将 Sense 功能打开，否

则电源输出电压将会偏低。 

当 S+与 S-端子悬空时(禁用远端补偿功能)，需要将 Sense 功能关闭，否则电

源输出电压将会偏高。 

2.7.3 对交流电源的要求 

由于该电源功率较大，开机时变压器可能会出现短暂饱和现象，产生若干周期

冲击电流。当使用照明类型(C 类脱扣器特性)空气开关时可能会在电源开机时造成

空气开关跳闸，建议使用动力类型空气开关(D 类脱扣器特性)为电源提供交流电源

且空气开关容量不小于 16A。 

2.8  基本操作 

2.8.1 输出电压的设置 

   方法一：用数字键盘进行设置。按下【Volt】键，然后通过面板上的数字键键

入电压值，按下【ENTER】键保存设置，此时电压设置值就显示为键入的数值。 

   例如：设置电压值为 32.000V。 

      依次按下【Volt】【3】【2】【.】【0】【0】【0】【ENTER】。 

   方法二：用电压调节旋钮进行设置。按下【RPG Enable】键，然后转动电压调节

旋钮，同时电压值随之改变，按【RPG Coarse】键可改变步进值。 

2.8.2 输出电流的设置 

   方法一：用数字键盘进行设置。按下【Curr】，然后通过面板上的数字键键入电

流值，按下【ENTER】键保存设置，此时电流设置值就显示为键入的数值。 

   例如：设置输出电流值为 11.000A。 

   按下【Curr】【1】【1】【.】【0】【0】【0】【ENTER】。 

   方法二：用电流调节旋钮进行设置。按按下【RPG Enable】键，然后转动电流调

节旋钮，同时电流值随之改变，按【RPG Coarse】键可改变步进值。 

2.8.3 过压保护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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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一：用数字键盘进行设置。按下【O.V.P】，然后通过面板上的数字键键入

过压保护值，按下【ENTER】键保存设置。 

   例如：设置过压保护为 32.000V。 

   按下【O.V.P】【3】【2】【.】【0】【0】【0】【ENTER】。 

   方法二：用电压调节旋钮进行设置。按下【RPG Enable】键，然后转动电压调节

旋钮，同时电压保护值随之改变，按【RPG Coarse】键可改变步进值。 

2.8.4 电压电流输出 

   如果在预设状态下按【OUTPUT】键，即可进入输出状态，数码管显示当前输出

的电压、电流值。如果在输出状态下按下此键即又回到预设状态，输出关闭，数码

管显示当前设定的电压、电流值。 

2.8.5 远程控制模式设置 

   按下【RMT】键后，【RMT】按键灯亮此时为远程操作模式，通过 RS232 接口或 USB

接口控制电源工作。 

2.8.6 远程控制模式设置 

   按下【LOCAL】键后，【LOCAL】按键灯亮此时为本地操作模式，电源通过键盘控

制。 

2.8.7 按键上锁 

   按下【 Lock】 (Ulock)键后，【 Lock】 (Ulock)按键灯亮，按键上锁；按下

【SHIFT】+【Lock】(Ulock)键后，【Lock】(Ulock)按键灯熄灭，按键解锁。 

2.8.8 蜂鸣器开关 

   按下【Beep】(Prot Clear)键启动蜂鸣器，【Beep】(Prot Clear)键点亮；再次

按下【Beep】(Prot Clear)键关闭蜂鸣器，【Beep】(Prot Clear)键灯熄灭。 

2.8.9 清除过压保护 

   当电源进入过压保护状态后，按下【Beep】(Prot Clear)键清除过压保护状态，

OVP 指示灯熄灭。 

2.8.10 启动过压保护 

   按下【Prot Enable】键后，【Prot Enable】按键点亮，过压保护功能将被使能；

再次按下【Prot Enable】键后，【Prot Enable】按键熄灭，过压保护功能被禁止。 

2.8.11 设置手轮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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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RPG Enable】键后，【RPG Enable】按键点亮，旋钮调节功能被使能，旋钮

调节步进量由【RPG Coarse】按键状态所控制；再次按下【RPG Enable】键后，【RPG 

Enable】按键熄灭，旋钮调节功能被禁止。 

2.8.12 设置手轮步进 

   按下【 RPG Coarse】键后，【 RPG Coarse】按键点亮，旋钮调节步进量为

0.1V/0.1A；再次按下此键，按键熄灭，旋钮调节步进量为 1mV/1mA。 

2.8.13 调用预设值 

   按下【Recall】键后，【Recall】按键点亮，然后通过面板上的数字键输入存储

地址[1-6]，按下【ENTER】键后当前预设值变为存储的预设值,【Recall】按键熄

灭。 

2.8.14 存储预设值 

   按下【Save】键后，【Save】按键点亮，然后通过面板上的数字键输入存储地址

[1-6]，按下【ENTER】键后当前预设值被存储到相应地址空间，【Save】按键熄灭。 

2.8.15 远端补偿控制 

   按下【Sense】键后，【Sense】按键点亮，电源使用远端补偿模式控制电源输出电

压；再次按下【Sense】键后，【Sense】按键熄灭，电源使用正常输出模式控制电源

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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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程控接口 

按下【RMT】键后，【RMT】按键灯亮此时进入远程操作模式。 

3.1 串口设置 

串行端口波特率设置：9600；校验：无奇偶校验；字长：8；停止位：1。 

3.2 程控命令列表 

SCPI 命令 说明 

*IDN? 

 

 

查询电源标识； 

返回 SUIN,SK13530, BJA5.297.520,V1.2 

 

SYSTem:VERSion? 查询软件版本号，返回 1.2 

:LOCal 设定电源为本地控制模式，返回 1、0 

  

VOLTage <NRf> 设定输出电压值 

        MINimum 

        MAXimum 

        :PROTection <NRf> 

                   :CLEar 

 

CURRent <NRf> 

        MINimum 

        MAXimum 

 

OUTPut OFF 

ON 

OUTPut? 

 

MEASure? 

MEASure:CURRent? 

                 :MINimum? 

:MAXimum? 

设定输出为最小电压值 

设定输出为最大电压值 

设定输出保护电压值 

清除过压保护 

 

设定输出电流值 

设定输出为最小电流值 

设定输出为最大电流值 

 

关闭输出 

打开输出 

查询输出状态；返回 1、0 

 

查询全部电流电压值 

查询电流值 

查询电流最小值 

查询电流最大值 

:VOLTage? 

                 :MINimum? 

:MAXimum? 

                 :PROTection?         

 

查询电压值 

查询电压最小值 

查询电压最大值 

查询电压保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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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常保养与维护 

 

4.1  清洁 

在仪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用软布沾中性的洗涤剂和清水擦拭仪器，不可以直接在

仪器上喷洒清洁剂，以防漏到仪器内部，而损坏仪器。 

4.2  日常维护 

为保证安全，以下的操作指示仅适用于专业人员。 

4.2.1 保险丝的更换 

假如保险丝烧坏，仪器不能工作。先找出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并作更正，然后替换原

型号的保险丝，不允许使用临时代用保险丝或将保险丝管短接。 

4.2.2 仪器出现故障维修时，必须将仪器电源断开。 

 

 

 

 

 

 

 

 

警告：为了确保有效的保护措施，只限于更换特定样式和额定值的 250V 保险丝。更

换前必须先切断电源，并从电源插座取下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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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服务与支持 

 

保修概要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对生产及销售产品的工艺和材料缺陷，自发货之日起给予

一年的保修期。保修期内，对经证实是有缺陷的产品，本公司将根据保修的详细规定给

于修理或更换。 

除本概要和保修单所提供的保证以外，本公司对本产品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明示和

暗示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直接、间接的或其他继发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

责任。 

 

联系我们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若您感到有不便之处，可和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直接联

系： 

 

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8：00-17：00 

营销中心：0311-83897148    83897149 

客服中心：0311-83897348 

传    真：0311-83897040 

技术支持：0311-83897241/83897242转 8802/8801 

0311-86014314 

或通过电子信箱与我们联系 

E-mail:  market@suintest.com 

网址：http://www.suintest.com 

 

 

 

 

 

 

 

mailto:market@suin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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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技术参数 

6.1 调节控制范围： 0～35V  步进值 1mV； 

0～30A  步进值 1mA；  

6.2 源效应：       稳压（CV）≤1×10
-5
+1mV；  

      稳流（CC）≤1×10
-5
+3mA； 

6.3 负载效应：     稳压（CV）≤1×10
-4
+3mV (sense端子连接时)； 

                    稳压（CV）≤1×10
-4
+60mV (sense端子断开时)； 

稳流（CC）≤1×10
-4
+3mA； 

6.4 周期与随机偏移（PARD）（rms）：   

稳压（CV）≤1mV；    

稳流（CC）≤6mA； 

6.5 显示分辨率：   电压 1mV；    

电流 1mA； 

6.6 电压设定精度： ≤±（0.1%+10mV）； 

电压回读精度： ≤±（0.1%+10mV）； 

电流设定精度： ≤±（0.2%+50mA）； 

电流回读精度： ≤±（0.2%+50mA）； 

过压设定精度： ≤±（0.5%+0.5V）； 

注：输出小于额定 5%以下，精度再加上 10个字；  

6.7 通用指标： 

电源电压：     AC220（1±10％）V   

电源频率：     50（1±5％）Hz 

环境温度：     0～40℃ 

环境相对湿度： 20～90%RH（40℃时） 

预热时间：     ≤15min 

6.9 程控接口：     RS232（标配）；USB（选配） 

6.10 外形尺寸及重量：宽×高×深  425×150×665mm
3
；重量 约 34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