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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安全概要
         详细阅读下列安全性预防措施，以避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损坏本产品或与本产品连接的任

         何产品。为避免可能的危险，请务必按照规定使用本产品。只有合格人员才能执行维修过程。

               避免火灾或人身伤害

               使用合适的电源线。请只使用本产品专用并经所在国家/地区认证的电源线。

               使用正确的电压设置。接通电源之前，请确保线路选择器置于当前使用电压相应的位置。

               将产品接地。本产品通过电源线的接地导线接地。为避免电击，必须将接地导线与大地相

         连。在对本产品的输入端或输出端进行连接之前，请务必将本产品正确接地。

               遵守所有终端额定值。为避免火灾或电击带来的风险，请遵守产品上的所有额定值和标记。

         在对产品进行连接之前，请首先查阅产品手册，了解有关额定值的详细信息。

               断开电源。电源开关可以使产品断开电源。请参阅有关位置的说明。不要挡住电源开关；

         此电源开关必须能够随时供用户使用。

               切勿开盖操作。请勿在外盖或面板打开时运行本产品。

               怀疑产品出现故障时，请勿进行操作。如果怀疑本产品已损坏，请让合格的维修人员进行

         检查。

               远离外露电路。电源接通后，请勿接触外露的线路和元件。

               使用合适的保险丝。只能使用为本产品指定的保险丝类型和额定指标。

               请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操作。

               请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干燥。

               请适当通风。有关如何安装产品使其保持适当通风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手册中的安装说明。

               本手册中的术语

         本手册中可能出现以下术语：

         警告：“警告”声明指出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或操作。

       

         注意：“注意”声明指出可能对本产品或其他财产造成损坏的情况或操作。

         产品上的符号和术语

         产品上可能出现以下术语：

         ■   “危险”表示当您阅读该标记时会立即发生的伤害。

         ■   “警告”表示当您阅读该标记时不会立即发生的伤害。

         ■   “注意”表示可能会对本产品或其他财产带来的危险。

         产品上可能出现以下符号： 

     注意   警告高压电  保护性接地端   接地终端   正极   负极      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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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要功能
 ■ 单路输出

 ■ USB通讯接口（232协议）部分机型

 ■ 过流保护 自动恢复

 ■ 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 电压电流四位显示，显示精度 0.01V 0.001A(部分机型)

 ■ 低噪声：采用温控风扇，当内部温度大于55℃风扇自动启动散热。

 ■ 反极性保护报警(部分机型)

入门知识

标准附件和选购
表1：标准附件                                     表2：选购（电源插头）附件

电源主机            1台                            北美 AC 110V   欧洲通用 AC 220V

输入电源线          1条 标配国标线                英国 AC 220V    澳大利亚 AC 220V

说明书              1本                            瑞士 AC 220V    印度 AC 220V

USB数据线          1条 部分机型                巴西 AC 220V   
                                光盘                 1张 部分机型  

                         保修凭证            1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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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表1：

       型    号：         MN-165D           MN-165DU           MN-325D           MN-325DU 

USB设备端口：

输入电压：          □ AC 220V±10% 50Hz   □ AC 110V±10% 60Hz  □ AC 240V±10% 5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

存储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输出电压：            0-16V              0-16V              0-32V               0-32V  

输出电流：            0-5A                0-5A              0-5A                0-5A

过压保护：          16.8V              1 6.8V             32.8V               32.8V

   电 压 ＜0.1%+2mV       电压 ＜0.1%+2mV       电压 ＜0.15%+2mV       电压 ＜0.15%+2mV

负载调节率：
   电 流 ＜0.15%+2mA     电 流 ＜0.15%+2mA       电流 ＜0.2%+2mA       电流 ＜0.2%+2mA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源调节率：
                 电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设定值解析度：

   
 电压±0.1%＋1个字    电 压±0.1%＋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设定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流±0.2%＋1个字    电流±0.2%＋1个字

 
  回读值解析度：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 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1%＋1个字    电 压±0.1%＋1个字    电压±0.15%＋1个字     电压±0.15%＋1个字

回读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 流±0.2%＋1个字     电流±0.2%＋1个字

           
    电压 <5mV(rms)      电 压 <5mV(rms)        电 压 <5mV(rms)      电压 <5mV(rms)

纹波：                 
 
  电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流 <6mA(rms)      

   <0.1%+2mV         <0.1%+2mV               <0.15%+2mV            <0.15%+2mV

温度系数：   
                    

   <0.15%+2mA         <0.15%+2mA                <0.2%+2mA           <0.2%+2mA  
 

  <0.1%+2mV         <0.1%+2mV              < 0.15%+2mV            <0.15%+2mV 
回读值温度系数：
                    

  
 <0.15%+2mA         <0.15%+2mA               <0.2%+2mA           <0.2%+2mA
               

 显示方式   ：              三位 LED数码管
                

分辨率  ：          

外形尺寸：

重   量  ：  

260(深)×75(宽)×155(宽)

电压 0.01V与10.0V切换 电流 0.01 A     与   1mA切换  

1.9Kg1.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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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表2：

       型    号：    MN-152D   MN-153D       MN-155D          MN-1610D           MN-3205D 

  输出功率：     30 W         45 W           75W               160W                160W

输入电压：          □ AC 220V±10% 50Hz   □ AC 110V±10% 60Hz  □ AC 240V±10% 5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

存储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输出电压：       0-16V     0-16V          0-16V             0-16V               0-32V  

输出电流：       0-2A       0-3A           0-5A            0-10A               0-5A

过压保护：     16.8V     16.8V          1 6.8V            16.8V               32.8V

   电 压 ＜0.1%+2mV         电压 ＜0.1%+2mV       电压 ＜0.1%+2mV       电压 ＜0.15%+2mV

负载调节率：
   电 流 ＜0.15%+2mA       电 流 ＜0.2%+2mA       电流 ＜0.25%+2mA       电流 ＜0.2%+2mA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源调节率：
                 电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设定值解析度：

   
 电压±0.1%＋1个字      电 压±0.1%＋1个字    电 压±0.1%＋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设定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2%＋1个字    电流±0.25%＋1个字    电流±0.2%＋1个字

 
  回读值解析度：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 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1%＋1个字      电 压±0.1%＋1个字    电压±0.1%＋1个字     电压±0.15%＋1个字

回读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2%＋1个字    电 流±0.25%＋1个字     电流±0.2%＋1个字

           
    电压 <5mV(rms)        电 压 <5mV(rms)        电 压 <5mV(rms)      电压 <5mV(rms)

纹波：                 
 
  电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流 <6mA(rms)      

   <0.1%+2mV           <0.1%+2mV               <0.1%+2mV            <0.15%+2mV

温度系数：   
                    

   <0.15%+2mA           <0.2%+2mA                <0.25%+2mA           <0.2%+2mA  
 

  <0.1%+2mV           <0.1%+2mV              < 0.1%+2mV            <0.15%+2mV 
回读值温度系数：
                    

  
 <0.15%+2mA           <0.2%+2mA               <0.25%+2mA           <0.2%+2mA
               

 显示方式   ：              四位 LED数码管
                

分辨率  ：              电压 0.01V     电流 0.001A

外形尺寸：

重   量  ：  

260(深)×75(宽)×155(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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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表3：

       型    号：         MN-3210D           MN-363D           MN-366W             MN-623D 

  输出功率：           320 W               108W              216W                186W

输入电压：          □ AC 220V±10% 50Hz   □ AC 110V±10% 60Hz  □ AC 240V±10% 5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

存储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输出电压：            0-32V              0-36V              0-36V               0-62V  

输出电流：            0-10A                0-3A               0-6A                0-3A

过压保护：          32.8V             3 6.8V              36.8V               62.8V

   电 压 ＜0.15%+2mV      电压 ＜0.15%+2mV      电压 ＜0.15%+2mV       电压 ＜0.2%+2mV

负载调节率：
   电 流 ＜0.25%+2mA     电 流 ＜0.15%+2mA       电流 ＜0.2%+2mA       电流 ＜0.15%+2mA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源调节率：
                 电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设定值解析度：

   
 电压±0.15%＋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设定值精准度：    
               电流±0.2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流±0.2%＋1个字    电流±0.15%＋1个字

 
  回读值解析度：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 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15%＋1个字    电 压±0.15%＋1个字    电压±0.15%＋1个字     电压±0.2%＋1个字

回读值精准度：                
  电流±0.2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 流±0.2%＋1个字     电流±0.15%＋1个字

           
    电压 <8mV(rms)      电 压 <8mV(rms)        电 压 <8mV(rms)      电压 <5mV(rms)

纹波：                 
 
  电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流 <6mA(rms)      

   <0.15%+2mV         <0.15%+2mV               <0.15%+2mV            <0.2%+2mV

温度系数：   
                    

   <0.2%+2mA         <0.15%+2mA                  <0.2%+2mA           <0.15%+2mA  
 
  <0.15%+2mV         <0.15%+2mV              < 0.15%+2mV            <0.2%+2mV 

回读值温度系数：
                    

  
 <0.2%+2mA         <0.15%+2mA                 <0.2%+2mA           <0.15%+2mA
               

 显示方式   ：              四位 LED数码管
                

分辨率  ：              电压 0.01V     电流 0.001A

外形尺寸：

重   量  ：  

260(深)×75(宽)×155(宽)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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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表4：

       型    号：         MN-625D           MN-1003A          MN-1201A           MN-1502A 

  输出功率：           310 W               300W               120W                300W

输入电压：          □ AC 220V±10% 50Hz   □ AC 110V±10% 60Hz  □ AC 240V±10% 5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

存储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输出电压：            0-62V              0-100V              0-120V               0-150V  

输出电流：            0-5A                0-3A               0-1A                0-2A

过压保护：          62.8V             1 00.8V              120.8V             150.8V

   电 压 ＜0.2%+2mV      电压 ＜0.2%+2mV      电压 ＜0.2%+2mV       电压 ＜0.2%+2mV

负载调节率：
   电 流 ＜0.2%+2mA     电 流 ＜0.15%+2mA       电流 ＜0.15%+2mA       电流 ＜0.15%+2mA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源调节率：
                 电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1V 电流1mA      电压0.1V 电流1mA设定值解析度：

   
 电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设定值精准度：    
               电流±0.2%＋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流±0.15%＋1个字    电流±0.15%＋1个字

 
  回读值解析度：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1V 电流1mA      电 压0.1V 电流1mA

 
   电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压±0.2%＋1个字     电压±0.2%＋1个字

回读值精准度：                
  电流±0.2%＋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流±0.15%＋1个字

           
    电压 <8mV(rms)      电 压 <8mV(rms)        电 压 <10mV(rms)      电压 <10mV(rms)

纹波：                 
 
  电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流 <6mA(rms)      

   <0.2%+2mV         <0.2%+2mV               <0.2%+2mV            <0.2%+2mV

温度系数：   
                    

   <0.2%+2mA         <0.15%+2mA                  <0.15%+2mA           <0.15%+2mA  
 

  <0.2%+2mV         <0.2%+2mV              < 0.2%+2mV            <0.2%+2mV 
回读值温度系数：
                    

  
 <0.2%+2mA         <0.15%+2mA                 <0.15%+2mA           <0.15%+2mA
               

 显示方式   ：              四位 LED数码管

分辨率  ：           电压 0.01V     电流 0.001A

 外形尺寸：

重   量  ：  

260(深)×75(宽)×155(宽)MM

电压 0.1V 电流 0.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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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表5：

       型    号：         MN-2201A           MN-3001A           MN-100W           MN-150W

 输出功率：          22 0 W               300 W                100W               150W

输入电压：          □ AC 220V±10% 50Hz   □ AC 110V±10% 60Hz  □ AC 240V±10% 5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

存储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90%

输出电压：            0-220V              0-300V              0-60V               0-60V  

输出电流：            0-1A                0-1A               0-5A                0-8A

过压保护：          220.8V             3 00.8V              62.8V               62.8V

   电 压 ＜0.2%+2mV      电压 ＜0.2%+2mV      电压 ＜0.2%+2mV       电压 ＜0.2%+2mV

负载调节率：
   电 流 ＜0.15%+2mA     电 流 ＜0.15%+2mA       电流 ＜0.2%+2mA       电流 ＜0.25%+2mA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压 ＜0.01%+2mV

电源调节率：
                 电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 流 ＜0.01%+2mA

                      
        电压0.1V 电流1mA      电压0.1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设定值解析度：

   
 电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设定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流±0.2%＋1个字    电流±0.25%＋1个字

 
  回读值解析度： 电压0.1V 电流1mA      电压0.1V 电流1mA      电压10mV 电流1mA      电 压10mV 电流1mA

 
   电压±0.2%＋1个字    电 压±0.2%＋1个字    电压±0.2%＋1个字     电压±0.2%＋1个字

回读值精准度：                
  电流±0.15%＋1个字    电 流±0.15%＋1个字    电 流±0.2%＋1个字     电流±0.25%＋1个字

           
    电压 <10mV(rms)      电 压 10mV(rms)        电 压 <8mV(rms)      电压 <8mV(rms)

纹波：                 
 
  电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 流 <6mA(rms)      电流 <6mA(rms)      

   <0.2%+2mV         <0.2%+2mV               <0.2%+2mV            <0.2%+2mV

温度系数：   
                    

   <0.15%+2mA         <0.15%+2mA                  <0.2%+2mA           <0.25%+2mA  
 

  <0.2%+2mV         <0.2%+2mV              < 0.2%+2mV            <0.2%+2mV 
回读值温度系数：
                    

  
 <0.15%+2mA         <0.15%+2mA                 <0.2%+2mA           <0.25%+2mA
               

 显示方式   ：              四位 LED数码管
    

分辨率  ：       电压 0.1V     电流 0.001A

外形尺寸：

重   量  ：  

260(深)×75(宽)×155(宽)MM

电压 0.01V 电流 0.001A

1.95Kg



操作要求 

          1.将仪器放在工作台或类似表面上。 

          2.在操作之前，请确保环境温度在 +0℃到 +40℃（+32℉到 +104℉）之间。

          警告：为确保正常散热，请不要在仪器前部、侧面和后面堆放物品。仪器的侧面和后部最少

          留3Cm的通风空间，保证仪器的空气流通。

          

          警告：在使用此产品及任何相关仪器之前，请确保遵守本手册中列出的所有安全性预防

          措施。尽管有些仪器和附件只在非危险电压下使用，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危险情况。本产

          品仅可由合格人员使用，这类人员需能够识别电击危险，并熟悉必需的安全性预防措施，

          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伤害。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并遵照所有安装、操作及维护

          信息。有关完整的产品技术规格，请参阅本手册。在执行任何维护之前，请断开电源线

          和所有测试电缆。此仪器的操作人员必须时刻采取电击防护措施。负责机构必须确保操

          作人员不能接触任何连接点，并且/或者与每个连接点保持绝缘。有些情况下连接点必须

          外露，可能会造成身体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知道如何保

          护自己以避开电击风险。如果电路需要在72伏或更高电压下工作，则该电路中的任何

          导电部分都不得外露。

          警告：使用具有适当额定负载的电线。所有负载电线的容量必须能够承载电源的最大短

          路输出电流而不会发生过热。如果有多个负载，则每对负载电线都必须能够安全承载电

          源的满载额定短路输出电流。

          警告：请勿松开本产品上的任何螺丝。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组件。

       
   警告：为防止起火和电击带来的风险，请参照电源的各项额定值的范围内使用。

安装系统
          ■ 打开仪器包装，检查是否收到了“标准附件”中列出的所有物品。

          ■ 同时检查是否收到随同仪器订购的其他所有附件。

          ■ 请访问 zhaoxin网站 (www.zhaoxinpower.com)了解最新信息。

          要确认电源是否已准备就绪，请执行以下步骤：

        接通和断开仪器电源
          要打开仪器电源，请执行以下步骤： 

          1.完成所有连接。 

          2. 将仪器随附的电源线连接到后面板上的电源连接器。然后将电源线插头连接到正确接

            地的电源插座中。

 

          3.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要关闭仪器电源，请按下前面板电源按钮。

          警告：为满足安全要求，使用的负载电线始终要足以承载电源的最大短路输出电流而不

          会发生过热。如果有多个负载，则每对负载电线都必须能够安全承载电源的满载额定电流。

火线（L）零线（N）

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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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电源无法打开的问题
         要解决打开仪器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 

         1.验 证电源AC输入端是否有交流电。

         首先，检查交流电源线是否已牢固地插入电源后面板上的电源连接器中。还应检查与电源

         设备连接的交流电源线是否已通电。然后，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已打开。 

         2.验 证电源线电压设置。

         检查仪器后部标签，标称的输入电压是否适合您所在国家/地区的值（ AC 110V 或 220V）

         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用错误配置的市电电压为仪器供电可能造成市电保险丝断开。 

         3.确 认已安装正确的电源线保险丝。如果保险丝已损坏，请更换电源保险丝。

         4.如 需更多帮助，请联系 zhaoxin。

      检查输出
         以下步骤用于检查电源是否产生额定输出，以及能否正确响应来自前面板的操作。

      电压输出检查 要检查无负载情况下的基本电压功能，请执行以下步骤。 :

         1.拆 除输出连接器上的所有导线。 

         2. 打开电源。 

         3.将 电源的电压设置到最大。按输出On/Off（开/关）按键，启用输出。 

         4.电 源恒压输出状态，C.V指示灯亮起。检查电压能否从0V设置到额定范围的最大值。 

      电流输出检查:要验证电源输出端短路情况下的基本电流功能，请执行以下步骤： 

         1.拆 除输出连接器上的所有导线。 

         2.打 开电源。

         3.将输出电压设置为：5-6V左右。（确保输出已停止） 

         4.使 用绝缘测试导线在 (+)和 (-)输出端子之间连接一段短路电路。使用尺寸足以承受最

         大电流的电线。

         警告：为满足安全要求，使用的负载电线始终要足以承载电源的最大短路输出电流而不会

       
  发生过热。如果有多个负载，则每对负载电线都必须能够安全承载电源的满载额定电流。

         5.按照电流设置方法，设置电流额定范围内的任意值。按输出 On/Off（开/关）

           按键。检查所显示的电流值是否与设置电流相同。
        .

 6 按输出 On/Off（开/关）按键关闭输出关闭电源，并将 (+)和 (-)输出端子之间的短路电线

           拆除。

清洁
         按照操作条件要求的频率检查电源。请按照下述步骤清洁仪器的外表面： 

         1.用不起毛的抹布清除电源外表的浮尘。小心避免刮擦显示器。 

         2.使用一块用水浸湿的软布清洁电源。要更彻底地清洁，可使用 75%异丙醇的水溶剂。

         注意：为避免损坏电源的表面，请勿使用任何研磨或化学清洁剂。
      

   注意：在外部清洁时避免湿气进入设备内部。使用的清洁溶剂量足以蘸湿软布或棉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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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基础

前面板概览

下面的示意图和表介绍了各个控件和显示元素。 

1. 恒压指示灯                           2.恒流指示灯

3. 电压设置                             4. 电流设置  

5. 恒流/过流截止保护设置                6.电 源开/关

7.  输出端子(-)负极                      8.接地端子 

9. 输出端子(+)正极                      10.电压显示 

11.电流显示                             12.电压/电流 加 

13.电压/电流 减                         14.Output On/Off（输出开/关）

功能按键说明
  按键                说明                     按键                    说明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6

电压设置（重复按进行光标移位）

长按 2秒锁键盘

电流设置（重复按进行光标移位）

长按 2秒锁键盘

恒流模式（C.C）过流截止保护模式（OCP）按键灯亮起表示打开OCP模式，关闭则按键灯熄灭。 

长按 2秒打开或关闭声音

电压/电流 加（升）

电压/电流 减（降）

10

电源输出控制开/关闭     默认设置为（关）长按 Output 输出键3秒(按键灯长亮)电源输出控制关闭. 

(此时电源输出端子始终处于带电状态)若关闭电源输出控制,则再次长按 Output 输出键3秒(按键灯亮熄灭)

即可.短按 Output 输出键为启动或关闭



操作基础

前面板概览

下面的示意图和表介绍了各个控件和显示元素。 

1. 恒压指示灯                           2.恒流指示灯

3. 储存2                                 4. 储存 1  

5. 恒流/过流截止保护设置                6.电 源开/关

7.  输出端子(-)负极                      8.接地端子 

9. 输出端子(+)正极                      10.电压显示 

11.电流显示                             12.电压/电流切换，调节旋钮

13.Output On/Off（输出开/关）

功能按键说明
  按键                说明                     按键                    说明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6

11

用于存储电压/电流数据

长按 2秒储存，短按调用。

恒流模式（C.C）过流截止保护模式（OCP）按键灯亮起表示打开OCP模式，关闭则按键灯熄灭。 

长按 2秒打开或关闭声音

M1 M2

M1

M2

调节电压或电流数值

( 顺时针 + )( 逆时针 - )

长按3秒切换电压或电流设置

短按改变光标位置,可快速设置数值

用于存储电压/电流数据

长按 2秒储存，短按调用。

电源输出控制开/关闭     默认设置为（关）长按 Output 输出键3秒(按键灯长亮)电源输出控制关闭. 

(此时电源输出端子始终处于带电状态)若关闭电源输出控制,则再次长按 Output 输出键3秒(按键灯亮熄灭)

即可.短按 Output 输出键为启动或关闭



2

3

操作基础

显示说明

后面板概览

1.散热风扇        

2.AC 电源连接器

3.AC 保险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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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压状态指示灯  恒流状态指示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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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安装
1.解压安装【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exe】驱动文件。如图1

         

2.解压安装【setup.exe】上位机软件，

3.将软件安装完毕重启电脑,在电脑桌面双击打开【Zhaoxin32V5A】图标(如图2)

4.进入软件点击 Port Setting 》Number》选择对应的COM接口 图3 

5.打开通讯开关连接电源，图4（未连接为OFF灰色，连接成功为ON绿色） 

 

图1

图2 图3

图5



操作基础

计算机软件界面说明

下面的示意图和表介绍了各个控件 单元 和显示元素。 

1.  端口设置                                      2.通讯开/关

3.   输出曲线显示                                4 . 电池充电模块  

5. 输 出参数设定                                6.输 出启动/停止  

7. 数据记录                                       8 .输出  仪表显示

  9 . 输出数字显示                               1 0 .循环输出模块

11.可 编程预输出曲线预览

 

2 3

4

5

89

1

10

1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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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线的连接
                香蕉插头:将香蕉插头插入端子座内

         

         负载线的类型:负载线为客户选购附件，在选购负载线时必须先确认其电流的容量。每一

         条负载线两端的压降不能超过 0.5V，下表为负载线的额定电流。

      恒压/恒流特性
         1.直流电源可根据负载的条件自动在恒压模式（C.V）

         和恒流模式（C.C）之前切换。当输出电流小于输出

         预设值时，直流电源工作在恒压模式，前面板指示灯

         亮(C.V)输出电压恒定在设定值输出电流随负载而变化

         当电流达到预设值时，电源进入恒流模式(C.C)

         前面板的指示灯亮(C.C)电流输出将恒定在预设值，

         输出电压则随负载而变化。当输出电流小于预设值时，

         直流电源将自动回到恒压模式(C.V）

         注意 1.不正确连接可能导致电源或连接到直流电源的负载损坏。
         

         2.在实际的（C.V）操作中，如果负载阻值减小导致输出电流增加，电流增加到电流设定

         值时，电源将自动切换到（C.C）模式,当负载阻值继续减小时,电流将保持在电流设定值.

         电压则按比例下降(I=V/R)此时加大负载阻值或提高电流设定值则可恢复C.V.输出状态.

         3.在实际的（C.C）操作中，如果负载阻值增大导致输出电压增加，电压增加到电压设定

         值时，电源将自动切换到（C.V）模式，当负载阻值继续增大时，电压将保持在电压设定

         值，电流则按比例下降（I=V/R)此时减小负载阻值或提高电压设定值即可恢复（C.C）状态。

         恒压操作( MN-165D MN-165DU MN-325D MN-32 5  D U 机型 )

         例如：电压设为6V，电流设为5A。

         操作步骤:

         1.打开电源开关

         2.电压设置：①按下电压设置按键  V  键灯常亮数字光标闪烁(再次按下 V 键可进行光标移位)

                      ②按加/减键设置电压为6V（3秒自动确认） 

         3.电流设置：①按下电流设置按键  A  键灯常亮数字光标闪烁(再次按下 A 键可进行光标移位)

                      ②按加/减键设置电压为5A（3秒自动确认）

         4.连接负载,按输出 On/Off（开/关）按钮。

         恒流/限流设置操作
         例如：将恒流或限流设置为3A。

         操作步骤:

         1.将电源输出电压设为6V左右

         2.电流设置：①按下电流设置按键  A  键灯常亮数字光标闪烁(再次按下 A 键可进行光标移位)

                      ②按加/减键设置电压为3A（3秒自动确认）

         3.连接负载,按输出 On/Off（开/关）按钮。

操作基础

Vout

Iout

Vmax

Imax

Constant

Current

Constant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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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流截止保护设置：
         1.电流设置：

           ①按下电流设置按键 A 按键灯常亮，数字光标闪烁(再次按下 A 键可进行光标移位)

           ②按加/减键设置所需的保护电流值（3秒自动确认）

         2.设置完成后按下过流截止保护按键后，按键灯亮起表示截止保护功能已启用。    

               按键灯熄灭则为恒流模式（C.C）

      设置按键音：
       默认设置为（开）长按    键2秒即可关闭按键声音。

      设置按键锁：
       默认设置为（关）按下 V  A 任意按键2秒，V  A 同时亮起前面板控件处于锁定状态。

         除 Output On/Off（输出开/关）功能和按键音键外其他按键处于锁定状态。按下 V  A 任意

         按键2秒，V  A 不同时亮起则解锁。

      恒压操作设置(MN-155D MN-3205D MN-1003A...)
         例如：电压设为6V

         操作步骤:

         1.打开电源开关,长按通用旋钮    3秒,光标在电压位置         闪烁。

         2.旋转通用旋钮     将电压设为6V，按下通用旋钮        可进行光标光标移位,光标闪烁3秒

           自动确认。

         恒流操作设置
         例如：将恒流设置为3A。

         操作步骤:

         1.长按通用旋钮    3秒,光标在电压位置         闪烁。

         2.旋转通用旋钮     将电流设为3A，按下通用旋钮        可进行光标光标移位,光标闪烁3秒

           自动确认。

         保存和调出设置
         1.存储:设置好电压/电流值时,长按存储键3秒可将数据存储到相应的按键。

         2.调出:按下相应的按键可直接调出以保持的数据。

       短路保护设置：
         例如：将短路保护电流设置为1A。

         操作步骤:

         1.长按通用旋钮    3秒,光标在电压位置         闪烁。

         2.旋转通用旋钮     将电流设为1A，按下通用旋钮        可进行光标光标移位,光标闪烁3秒

           自动确认。

         3.按下       键，按键灯亮起则打开短路保护功能。电源正常工作时，负载发生突然短路，

           此时电源输出的瞬间电流达到设置电流值时短路报警功能启动(电源会发出间断的蜂鸣声)短

           路排除后，报警将会自动解除，电压就会自动恢复正常。

         电流显示清零设置：
       1.关 闭蜂鸣声音和过流保护键     关闭的状态下按下输出键

         2.按住通用旋钮不放,依次短按     加    键,蜂鸣器发出"滴"的一声后,此时电流清零设置完成.

         

         

操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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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处理
         按下前面板电源开关显示器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电源接头是否接好。

         2.检查保险丝是否正确及是否完好无损。

         恒压输出不正常:

         1.检查最大输出功率是否满足负载要求。

         2.如果满足，请检查:查看电流设置值是否合适,如果过低，可以适当加大电流设置值连接负载

         与电源的线缆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是否接触良好查看负载是否出现问题。

         恒流输出不正常:

         1.检查最大输出功率是否满足负载要求.

         2.如果满足,请检查: 查看电压设置值是否合适,如果过低，可以适当加大电压设置值连接负载

         与电源的线缆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是否接触良好查看负载是否出现问题

         保险丝更换

         1.切断电源，使用一字螺丝刀取出保险座

         2.更换保险丝

         

         

    

         

         为了确保安全有效的防火措施，只限于更换特定规格和额定值的保险丝。更换前必须先切断

         电源，并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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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西村学园路添利工业区3栋4楼

营销中心:深圳市兆信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755)83957113 传真:(86-755)83010865

邮箱:admin@zhaoxinpower .com

网站：www .zhaoxinpower .com 

产品名称：直流稳压电源

执行标准：JB/T 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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