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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S1792F/SS3323 直流稳定电源 
(编写人：熊帮新  审核人：龙从玉) 

本实验室采用SS1792F型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和SS3323型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

SS1792F 型和 SS3323 型都是采用三只电源变压器，三路完全独立输出的三路直流稳压

电源，三路完全相同，SS 直流稳定电源的原理框图如图 1－1 所示。 

 
                    图 1－1  SS 直流稳定电源框图 

由图可见，直流稳压电源由整流滤波电路、辅助电源电路、基准限幅电路、转换控

制电路、电压(电流)采样电路、比较放大器、调整电路和保护电路组成。 
转换控制电路 

转换控制器控制继电器 Kl＼K2 的动作，达到换档目的。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模

／数转换器输出不同的数码，控制继电器动作，调整整流器的输入电压。 
调整电路是串联线性调整器，由比较放大电路来控制，使输出电压(电流)保持稳定。

在稳压工作时，电压比较器处于控制优先状态，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

发生相应变化，此变化量经取样电阻送入电压比较放大器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设

置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控制调整器，以使输出电压趋于原来数值，达到稳压目

的。当电源负载过大且超过预置电流时，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将增大，此电压值送到电

流比较放大器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预置的电流基准进行比较放大，输出一低电平，

控制线性调整器，使输出电流恒定在预置的电流值上，从而使电源和负载得到保护。 
在稳流工作时，电流比较器处于控制优先状态，当负载加大到恒流点设定值时，稳

流比较放大器对线性调整器起控，电路的工作状态由恒压转换为恒流，稳流状态的工

作过程与稳压工作时过流保护的工作过程完全相同。 

1.1、SS1792F 型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 

1.1.1 技术指标 

独立输出 
串连输

出 
并联输出 源效应 负载效应 

周期与随机偏移

(PARD)(r.m.s) 
0～30V/3A2 两路 

3～6V/3A 一路 
0～

60V/5A 
0～

30V/10A
CV:1×10-4+5mV
CC:1×10-2+3mA

CV:1×10-4+5mV 
CC:1×10-2+3mA 

CV:≤1mV 
CC:≤3mA 

1.1.2 主要功能特性： 

 1、稳压、稳流  
2、连续可调 
3、电压、电流显示手动切换 
4、可独立、串联使用 
5、主从跟踪 
6、限流型，过流、短路保护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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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位半数字显示，误差：±1%+2 个字。 
1.1.3 仪器面板说明.（见图 1－2） 
①电源开关 
②数字式电压（电流）指示 
③电压调节旋钮 
④电流调节旋钮 
⑤Ⅰ路电源电压（电流）转换按钮 
⑥Ⅰ和Ⅱ独立和跟踪按钮 
⑦Ⅱ路电源电压（电流）转换按钮 
⑧Ⅰ路电源输出 
⑨Ⅱ路电源输出 
⑩3~6 伏电源输出 

 
图 1-2 

1.1.4 使用方法： 

(1)、双路可调电源独立使用 
按钮“跟踪/独立”开关处于独立状态(即 位置)，将稳流调节旋钮顺时针调节到最

大，然后调节电压调节旋钮，使Ⅰ路和Ⅱ路输出直流电压分别调至所需要的电压值。 
 (2)、可调电源作稳流源使用 
在打开电源开关后，先将稳压调节旋钮顺时针调节到最大，同时，将稳流调节旋

钮逆时针调节到最小，然后接上所需负载，再顺时针调节稳流调节旋钮，使输出电流

至所需要的稳定电流值。                           
(3)、双路可调电源串联使用 
将按钮开“跟踪/独立”开关处于跟踪状态(即 位置)。调节主路电源电压调节

旋钮，从路的输出电压严格跟踪主路输出电压，使输出电压最高可达两路额定电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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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意：在串联联接时，主路和从路的联接片不能与地短路；从路的电流调节旋钮

顺时针旋到最大，否则因从路输出电流超过限流保护点，从路输出电压将不再跟踪主

路的输出电压。)双路可调电源并联使用。 

1.2、SS3323 型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 

可跟踪直流稳定电源是稳压、稳流连续可调，稳压及稳流两种方式可随负载的变化

自动切换，两路或多路输出可自动实现串、并联工作，使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达到额定

的两倍。具有双数字电表显示电压和电流值，具有过载和反向极性保护功能。能输出

二路 0-32V3A 和一路 3-6V3A 的低纹波及噪声直流稳定电源。 
1.2.1 技术指标 

独立输出 串连输出 并联输出 源效应 负载效应 
周期与随机偏移

(PARD)(r.m.s) 
0～32V/3A 两路 
3～6V/3A 一路 

0～
65V/3A 

0～
32V/6A 

CV:1×10-4+3mV
CC:1×10-2+3mA

CV:1×10-4+5mV 
CC:1×10-2+5mA 

CV:≤1mV 
CC:≤3mA 

1.2.2 主要功能特性： 

1、稳压、稳流 
2、连续可调 
3、内置 CV/CC 自动切换 
4、内置串连、并联连接电路 
5、同时显示两路电压、电流 
6、限流型过流、短路保护、自动恢复 
7、预设电压、电流功能 
8、温控风扇   

1.2.3 仪器面板图.（见图 2－1） 

 
图 2－1 

1.2.4 面板使用方法 

  (1) C．V．／C．C(SLAVE)：当 CH2 输出在稳压状态时，C．V 灯(绿灯)亮。在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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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方式或 CH2 输出在恒流状态时，C．C．灯(红灯)亮。 
(2) OUTPUT 指示灯：输出：状态下指示灯。 
(3) OUTPUT 开关：打开或关闭输出。 
(4) CH2／CH2 显示转换开关：用于选择显示 CH2 或 CH4 两路的输出电压。 
(5)VOLTAGE(SLAVE)：独立模式时，调整 CH2 输出电压。 
(6) POWER：电源开关。置 ON 电源接通可正常—工作，置 OFF 电源关断。 
(7) “-”输出端子：每路输出的负极输出端子(黑色) 。 

（9）“+”输出端子：每路输出的正极输出端子(红色) 。 
(10)CURRENT(SLAVE)：独立模式时，调整 CH2 输出电流。 

  (11)TRACKING：两个键可选择 IDEE(独立)、SERIES(串联)或 PARALLEL(并联)的
跟踪模式。 

A)当两个按键都未按—下时，电源工作在 INDEP(独立)模式。CHl 和 CH2 输出完全

独立。 
B)只按下左键，不按下右键时，电源工作在 SERIES(串联)跟踪模式。CHl 输出端子

的负端与 CH2 的输出端子的正端自动连接，此时 CHl 和 CH2 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完全由主路调节旋钮控制，  电源输出电压为 CHl 和 CH2 两路输出电压之和。显示

电压即为 CHl 和 CH2 两路输出电压读数之和。 
C)两键同时按下时，  电源工作在 PARALLEL(并联)跟踪模式。CHl 输出端：与 CH2

输出端子自动并联，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完全由主路 CHl 控制，  电源输出电流为

CHl—与 CH2 两路之和。显示电流即为 CHl 和 CH2 两路输出电流读数之和。 
    (12)GND 端子：大地和电源接地端子。(绿色) 
    (13)VOLTAGE(MASTER)：调整 CHl 输出电源，并在并联或串联输出时调整电源

的输出电压。 
(14)VOLTAGE(CH3)：调整 CH3 输出电压。 

    (15)CURRENT(MASTER)：调整 CH2 输出电流。并在并联模式是调整整体输出电

流。 
    (16)CHl／CH3 显示转换开关：用于选择显示 CHl 或 CH3 两路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17)C．V／C．C．(MASTER)：当 CHl 输出在稳压壮态时，或在并联或串联跟踪

模式，CHl 和 CH2 输出在稳压壮态时，C．V 灯(绿灯)亮。当 CHl 输出在稳流状态，C．C．灯
(红灯)亮。 
1.2.5 操作说明 

(一)独立输出操作模式 
CHl 和 CH2 电源供应器在额定电流时，分别可供给 0 一额定值的电压输出。当设定在

独立模式时，CHl 和 CH2 为完全独立的两组电源，可单独或两组同时使用： 
    (1)打开电源，确定 OUTPUT 开关置于关断状态。 
    (2)同时将两个 TRACKING 选择按键按出，将电源供应器设定在独立操作模式。 
    (3)调整电压和电流旋钮至所需电压和电流。 

(4)将红色测试导线插入输出端的正极。 
    (5)将黑色测试导线插入输㈩端的负极。 

(6)连接负载后，打开 OUTPUT 开关。 
（7）连接程序参照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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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 2－3 

(二)串联跟踪输出模式 
    当选择串联跟踪输出模式时，CH2 输出端正极将自动与 CH1 输出端子的负极相连

接。而其最大输出电压（串联电压）既由二组(CH1 和 CH2)输出电压串联成一组连续

可调的直流电压，调整 CH1 电压控制旋钮既可实现 CH2 输出电压与 CH1 输出电压同

时变化。具操纵程序如下： 
    (1)打开电源，确定 OUTPUT 开关置于关断壮态。 
    (2)按下 TRACKING 左边的选择按键，松开右边按键，将电源设定在串联跟踪模

式。 
    (3)将 CH2 电流控制旋钮顺时针旋转到最大，CH2 的最大电流的输出随 CH1 电流

设定值而改变。根据所需工作电流调整 CH1 调流旋钮．合理设定 CH1 的限流点(过载

保护)。(实际输出电流值则为 CH1 或 CH2 电流表头读数。) 
    (4)使用 CHl 电比控制旋钮凋整所需的输出电压(实际的输出电压值为 CH1 表头与

CH2 表头显示的电压之和)。 
    (5)假如只需单电源供应，则将测试导线一条接到 CH2 的负极，另一条接 CH1 的

正极，而此两端可以提供 2 倍主控输出电压显示值。如图 2-3 的接法。 
    (6)假如想衔到一组共地的正负对称直流电源，如图 2-4 的接法，将 CH2 输出负端

(黑色端子)当作共地点，则 CH1 输出端正极对共地点，可得到正电压(CH1 表头显示值)
及正电流(CHl 表头显示值)，而 CH2 输出负极对共地点，则可得到与 CH1 输出电压值

相同的负电压，既所谓跟踪式串联电压。 
(7)连接负载后，打开 OUTPUT 开关，既可正常工作。 

 (三)并联跟踪输出模式： 
在并联跟踪模式时，CHI 输出端正极和负极会自动的和 CH2 输出端正极和负极两

两相互连接在一起。 
    (1)打开电源，确定 OUTPUT 开关置于关断状态。 
    (2)将 TRACKING 的两个按钮都按下，设定为并联模式。 
    (3)在并联模式时，CH2 的输出电压完全由 CH1 的电压和电流旋钮控制 CHI 输出

电压，因此从 CHl 电压表或 CH2 电压表可读出输出电压值。 
    (4)因为在并联模式时，CH2 的输出电流完全山 CHI 的电流旋钮控制，并且跟踪于

CHI 输山电流，用 CHl 的电流旋钮来设定并联输出的限流点(过载保护)。电源的实际输

出电流为 CHI 和 CH2 两个电流表指示值之和。 
    (5)使用 CHI 电压控制旋钮调整所需的输出电压。 
    (6)将装置的正极连接到电源的 CHl 输出端子的正极(红色端子)。 
    (7)将装置的负极连接到电源的 CHI 输出端子的负极(黑色端子)。如图 2-5。 

(8)连接负载后，打开 OUTPUT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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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正/负对称电源        图 2-5 并联跟踪输出 

 (四)CH3 输出操作. 
CH3 输出端可提供 3-6V 直流电压及 3A 输出电流 

    (1)打开电源，确定 OUTPUT 开关置于关断状态。 
    (2)根据电路的需要凋整 CH3 的调压旋钮，将 CHl／CH3 按下使电压表显示值为所 
需电压。 
    (3)将负载的正极连接到电源供电器的 CH3 输出端子的正极(红色端子)。 
    (4)将负载的负极连接到电源供电器的 CH3 输出端子的负极(黑色端子)。 
    (5)连接负载后，打开 OUTPUT 开关。(如面板电表指示达到 3A，电压表指示值会

下 
降则表明电流过载，此时应断开负载。要 CH3 恢复工作，应减少负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