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工品质 电源专家

HY601000-DC

高压线束综合试验系统
Programmable High Power DC Power Supply

大功率、高性能、高精度

www.hypower.cn

产品特点

⋇ 输出功率 最大 20kW-300kW（支持并机 2MW）

⋇ 输出电压 Max 2000V

⋇ 输出电流 Max 10000A

⋇ 工作模式：恒压 CV、恒流 CC，CV / CC 优先可设

⋇ 支持前面板编程，无须上位机软件控制

⋇ 上升和下降斜率可调（电压/电流）

⋇ 电源输出软启动功能，应对感性负载

⋇ 16 bits D/A 高精度转换器，输出精确

⋇ 24 bits A/D 高精度转换器，回读更准

⋇ 多重保护功能 OVP / OCP / OTP

⋇ 19 英寸标准机架尺寸

⋇ 7 英寸超大液晶显示屏

⋇ 触摸屏操作 & 数字按键输入

⋇ 多级飞梭调节旋钮

⋇ 电源输入采用断路器控制，更加安全

⋇ 输出 ON/OFF 按键

⋇ 标配远端测量端子，补偿输出线压降

⋇ 风机智能调速设计，减少噪音

⋇ 前面/侧面进风 ，后部出风，节省散热空间

⋇ 支持 Modbus

⋇ 标配接口：RS-485 & RS-232、Digital I/O

选配接口：LAN、CAN、GPIB、USB、模拟量编程和监测（隔离型）

http://www.hypower.cn


产品性能及优势

1、歩阶功能：电压/电流 0-95 歩，可设定循环次数 999 次，同时可以无限循环

2、阶梯功能：设定初始/步进电压，可设定循环次数 999 次，0 代表无限循环

3、电压/电流上升下降斜率可调

4、电源输出软启动功能，可以通过改变输出电压的上升时间，来实现对容性负载或感性负载

软启动的需求

5、支持前面板编程，无须上位机软件控制

6、短接测试

7、过载测试：额定电流的三倍，约 800A，同时回至室温再进行冲击，可无限循环

8、电路方式：采用 IGBT/PWM 脉宽调制方式

9、单机优势：

①可靠性高

②通讯指令 1 对 1 发送/接收，不存在不一致性问题

③抗冲击能力强，IGBT 是 MOS 管的抗冲击能力 8-10 倍

10、采用 24 位 A/D，显示精度高

11、设定分辨率：0.001V/0.1A；回读分辨率：0.001V/0.01A

12、操作方式：触摸屏调节、数字按键调节、飞梭旋钮调节（内圈细调/外圈细调）

13、冷却方式：风机智能调速，降低噪音



一、技术参数

型号（Models） HY601000-DC

额定输出电压 0-60.00V 可调

额定输出电流 0-1000.0A 可调

额定输出功率 60 kW

效率 88%

恒压模式（CV Mode）

可设输出范围 0-额定输出值

输入调整率 ≤0.1%+0.1%（量程）

负载调整率 ≤0.1%+0.1%（量程）

纹波有效值 rms (3Hz-300kHz) ≤0.05%

瞬态响应时间 ≤15ms

上升时间 ≤50ms（可加装-HS 高速跃变功能选件）

恒流模式（CC Mode）

可设输出范围 0-额定输出值

输入调整率 ≤0.1%+0.1%（量程）

负载调整率 ≤0.1%+0.1%（量程）

纹波有效值 rms (3Hz-300kHz) ≤0.15%（80%-100%额定输出）

稳定性&温度系数

稳定性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
U: 0.05% I: 0.05%（在一定的输入电压、负载环境温度下接通
电源 30 分钟后，8 小时）

温度系数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 U: 200ppm/℃ I: 300ppm/℃（接通电源 30 分钟后）

编程及回读 精度&分辨率

电压输出 编程精度 额定输出电压的 0.05%

电流输出 编程精度 输出端电流的 0.1%+额定输出电流的 0.2%

电压设定 分辨率 0.001V

电流设定 分辨率 0.1A

电压输出 回读精度 额定输出电压的±0.05%+实际电压的±0.05%

电流输出 回读精度 额定输出电压的±0.1%+实际电压的±0.1%

电压回读 分辨率 0.001V

电流回读 分辨率 0.01A



保护功能

OVP 过电压保护设置范围 0-101%，超出限值输出立即关断

OCP 过电流保护设置范围 0-101%，超出限值输出立即关断

OTP 过温度保护 超出限值输出立即关断

环境条件

环境 室内使用；安装过电压等级：II；污染等级：P2；II 类设备

工作环境温度 0℃至 45℃

存储环境温度 -20℃至 65℃

工作环境湿度 20%-90%RH，无结露，连续工作

存储环境湿度 10%-95%RH，无结露

海拔高度
海拔 2000 米以上，每升高 100 米功率下降 2%，或最大工作环

境温度每 100 米降低 1℃，不运行时，可达海拔 12000 米

冷却 强制风冷，智能调速风扇，两侧/前部进风，后部出风

噪声 ≤65dB(A)，用 1m 来加权测量

控制面板

显示器 7 英寸，LCD 液晶显示，触摸屏

控制功能
数字按键输入，多级飞梭旋钮调节（外圈粗调/内圈细调）
输出 ON/OFF 开关，Lock 键盘及触控锁定、Reset 重启
状态指示灯（Shift/Local/Remote/Alarm/Lock/Output）

输入电源

频率 47Hz-63Hz

接线方式 三相三线+地线，380V±15%

通信接口

标配 RS-485&RS-232, Digital I/O

选配 LAN、CAN、USB、GPIB、迷你量编程和监测接口（隔离型）

补偿 远端电压补偿能力≥10V

外观

颜色 RAL7035

尺寸 30U 600mm(W)*800mm(D)*1453mm(H)



二、外观结构设计



三、前面板设计



四、编程功能

主界面 编程界面

歩阶主界面 歩阶设定界面

阶梯主界面 渐变设定界面（选配）



五、设置功能

1、上电自动输出：如果选择（是）时，不用按启动按钮，电源会自动输出上次设定好的电压，出厂默认选择（否）；

2、输出电压缓升：设置（按下 out 启动后电压缓慢升至设定的值）；

3、输出电压最小：设置输出调节范围 0~90%；

4、输出电压最大：设置输出调节范围 10%~最大额定值；

5、输出电流最小：设置输出调节范围 0~90%；

6、输出电流最大：设置输出调节范围 10%~最大额定值；

7、CC/CV 最大：恒流与恒压优先级选择，当选择 CV 时，表示恒压模式优先；

8、OCP：过电流保护功能，选择“是”，开启过流保护功能，当电流超过设定值，自动关闭输出（请在首界面点击

I-set 设置，详情在见 6.1.2 按键功能介绍）选择“否”时，表示设备未开启过流保护功能；

9、OVP：过电压保护功能，设定范围在 10%--110%；

10、OPP：过功率保护功能，设定范围 10%--110%；

11、各项设置区域：点击对应触摸屏，进行设置；

12、切换到系统设置页面；

13、保存设置；

14、退出设置页面并返回首页。



1、通讯地址：通讯地址设置，可设置范围 0-255，出厂默认设置 0。

2、波特率：波特率设置，可选 7 种不同的波特率进行与上位机通讯，出厂默认 9600。

3、屏幕亮度：设置屏幕的亮度范围，出厂默认 50；

4、采样速度：可设置范围 10—20，默认为 10；

5、按键音：设置按键声音；

6、V 外部：当需要外部模拟量控制电压输出时，需要在系统设置里面选择（是）；（此功能是选配）

7、I 外部：当需要外部模拟量控制电流输出时，需要在系统设置里面选择（是）；（此功能是选配）

8、网口设置：按（Infor）进入网口设置参数界面（针对有网口接口的机型有效）；

9、电源信息：查看出厂设置信息；

10、时钟修改：可校准首页左下角的时钟；

11、各参数设置区域：点击方格进行设置；

12、切换到功能设置页面；

13、保存设置；

14、退出当前页面并返回首页。



六、交付文件

1、电源操作使用手册

2、出厂测试报告

3、合格证

4、保修卡

5、装箱清单

七、售后服务

收到用户故障信息后立刻响应，进行远程初步判断故障原因分析，24 小时内排出故障。

我方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备有备板、备件，可迅速响应客户的售后服务要求。

24 小时联系电话：15000462308

为供应的设备提供 3 年的免费保修，保修期的起始时间从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计算，工作日（24 小时×7

天）。

免费保修期结束之后，终身提供技术咨询，并且提供维修服务时，只收取成本费。



关于航裕电源

上海航裕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致力于电气测量仪器和测试电源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型企业。

上海航裕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源类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及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 400Hz、

500Hz、1000Hz、1200Hz 等中频电源系列与 0.01Hz-300KHz 宽频电源系列、300KHz、400KHz、500KHz、

600KHz 高频电源系列、36V400Hz/40V500Hz/1200Hz 陀螺仪老练、测试与供电电源系列，200Hz-20KHz

传感器用激磁电源系列，DC24、DC28V 与 DC270V 航空用直流电源、DC-300KHz 宽频段功率放大器系列、

800Vp-p 高压功率放大器系列、各种军工级 AC/DC 电源模块、DC/AC 电源模块、DC/DC 电源模块。凭借

其可靠、稳定、优质、安全的电源产品以及全方位高效、优质、快捷的服务获得了市场一致认同，为数以

万计的客户的重要用电设备提供可靠、稳定的电源保护。保护客户的重要负载设备不受到因电力质量供应

问题，影响设备生产运作乃至因电力供应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

贡献。公司以多年研发与生产电源的经验为基础，加上从国外引进的先进生产技术并配合“航裕人”全新思路

的设计理念，我们在一直努力为全球用户创造一流品质的产品。

应用领域覆盖航空、航天、兵器、机载、舰载、雷达、船舶、机车、通信、质检、电容电感元器件测试

开发、商检、计量、高校、研究所、实验室等机构，以及电机与线圈、电源供应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等电子电气制造企业；机场机库、铁路高铁、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智能电网、功率半导体、低压电器检

测、传感器开发以及其他科研领域，尤其是在需要高可靠性的军工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我们的标准产品，我们还定制产品，以帮助客户提供特定或特殊的测试条件，满足客户的需求.欢迎来

电咨询.

上海航裕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7285228
传真：021-67285228-8009
邮箱：hypower@hypower.cn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联营路 615 号 9 幢
网址：www.hypower.cn
官方微信：hypower-cn

http://www.hypow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