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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500-5KP型通用电源说明书

客 户： 产品编号：

产品类型：LAS500-5KPLAS500-5KPLAS500-5KPLAS500-5KP 版 本：第三版

输 出：0000—5000V/05000V/05000V/05000V/0—100mA100mA100mA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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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概要
此份文件对 LAS500-5KP电源电气规格、机械规格和环境要求做出详述。

1.1描述：
LAS500-5KP电源具有输出稳定，输入电压 220V±10%(交流),抗干扰能力强等

优点。此电源具有短路保护、放电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

2.0 输入规格
2.1 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的范围为 220V(交流)
2.2 输出电压与电流

输出电压 0~5kV连续可调

输出电流 0~100mA连续可调

2.3 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及噪声纹波
源调整率优于 0.5%
负载调整率优于 0.5%
纹波噪声优于 0.5%

3.0 面板介绍
3.1 前面板介绍

前面板主要包括：电源总开关、高压开启开关、电压设定旋钮、电流设定旋钮、电

压输出显示、电流输出显示。

1 电源总开关：开关扳至 ON则电源接通，扳至 OFF则电源关闭。该开关

控制外界输入 220V的通断，设备检修时最好把该开关关闭。

2 高压开启开关：开关扳至 ON则高压开启，扳至 OFF则高压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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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压设定旋钮：该带表盘的旋钮控制高压的输出，旋至 10时，为最大输

出，旋至 0时为最低输出。

4 电流设定旋钮：该带表盘的旋钮控制电流的输出，旋至 10时，为最大输

出，旋至 0时为最低输出。电压设定时候该旋钮最好旋至最

大否则影响高压的正常输出。

5 电压输出显示：显示输出的高压值

6 电流输出显示：显示输出的电流值

3.2 后面板介绍

后面板主要包括：高压输出端、散热风扇、接地端、交流 220V输入端、串口 1、串

口 2.
1 高压输出端：由于输出高压最大只有 5KV，所以采用 BNC接头 (耐压 5KV

以上 ),操作安装方便。接上带屏蔽线的高压输出电缆，能有效

屏蔽干扰。

2 散热风扇：该风扇是向内部吹风的，所以在安装设备时要保持风路畅通，

严禁有障碍物阻塞风扇进风口。

3 接地端：除了要和负载的地相连外，还要和大地相连，防止静电积累打坏

电源。

4 输入端：交流 220V标准三芯输入端。

5 串口 1：RS232接口，需要远程控制时，如果距离较近小于 15米，建

议用此接口。（全双工实时性较强）

6 串口 2：RS485，适合于距离较远的通讯，（半双工差分输入输出，抗

干扰）。要通过电缆连接至转接头再与 PC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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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机械规格
4.1 机械尺寸（具体如下图所示）



波尔高压电源（宿迁）有限公司

英国真维特(GENVOLTGENVOLTGENVOLTGENVOLT)高压设备公司
追追追追 求求求求 完完完完 美美美美 的的的的 高高高高 压压压压 电电电电 源源源源 制制制制 造造造造 专专专专 家家家家

----------------------------------------------------------------------------------------------------------------------------------------------------------------------------------------------------------------------------------------------------------------------------------------------------------------------------------------------------------------------------------------------------------------------------------------------------------------------------------------------------------------------------------------------------------------------------------------------------------------------------------------------------------------------------------------

波尔高压电源（宿迁）有限公司 英国真维特（GenvoltGenvoltGenvoltGenvolt）高压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基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经济开发区庐山路 60号 总部地址： NewNewNewNew Road,Road,Road,Road, Highley,Highley,Highley,Highley, Bridgnorth,Bridgnorth,Bridgnorth,Bridgnorth,
电话：0527-88068878 传真：0527-88068028 （研发中心） Shropshire,Shropshire,Shropshire,Shropshire, UnitedUnitedUnitedUnited KingdomKingdomKingdomKingdom WV166NNWV166NNWV166NNWV166NN
网址：www.boherhv.com 邮箱：sales@boherhv.com 电话：+441746862555 传真：+441746862666

技术服务：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１３号网商世纪商务楼 网址：www.genvolt.co.uk 邮箱：sales@genvolt.co.uk
Ｂ座１２０号

电话：010-62383945 传真：010-62358289

5

5.0 环境要求
5.1 工作状态

电源在以下环境中保证不间断的正常工作。

环境温度：-10℃到 40℃
相对湿度：小于 80%不结露

6.0 可靠性及品质控制
6.1 老化测试

每一台电源都会在满载、40℃的环境下进行不低于 48小时的老化测试。

7.0 保护
7.1 短路保护

当输出负载发生短路时，变换器工作于恒流模式，输出电压为 0
7.2 放电保护

当高压端与地之间发生放电时，放电保护电路工作，输出电压为 0，一定时

间以后，高压重新开启。

7.3 过流保护
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电源进入保护模式，输出高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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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安全和注意事项
8.1 本电源为高压、大功率电源，请在专业人员的指示下谨慎操

作，否则会给您的人身安全带来危险。

8.2 在开启电源之前请做如下检查
1) 电源及其所处环境清洁，干燥。出风口通风正常无异物阻挡。

2) 在高压输出接口或高压负载附近无任何不相关的物品。

3) 请确认负载的返回通过后面的接地螺栓良好接地。

9.0软件控制介绍
本套监控系统主要包括基于单片机智能控制部分的下位机电路和基

于 VB可视化界面的智能上位机软件。整个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对 LAS系

列电源的操作控制，主要功能如下：
1) 通过 VB可视化界面，实现对电源的电压、电流设定操作。

2) VB可视化界面可以直观实时看到输出的高压、电流，此外还可以对输出

的参数进行记录、查询。

3) 上位机还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参数设 定，以便于更好的操作电

源。

4) 本公司还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需要进行特殊功能的定制。

具体功能详见上、下位机介绍部分。

9.1上位机介绍
上位机程序是基于 VB6.0的可视化界面编写，通过 COM口控件实现上下位

机的通讯，同时采用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3数据库，对电源的参数进行记

录保存，以便于用户查询。上位机一共包括四个界面分别是：主界面、记录查询

界面、参数设定界面、过程控制设定界面，下面就上位机具体功能进行详细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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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界面介绍

A区：设定控制区，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否开启过程控制（默认不开启，如果开启也可以通过

过程设定框内选择暂停来关闭过程控制），通常状况，可以手动设定高压、电流值然后

单击开启高压。则电源输出设定的电压，电流。如果需要过程控制，单击过程设定，可

以进入过程设界面。（负载要合适，本电源是恒功率输出，过重的负载会导致输出电压

偏低，过轻的负载将使电流偏小）

B区：参数反馈区，可以实时看到现在输出的高压、电流值，通讯状态指示灯用于指示目前系

统的通讯状态，绿灯是接收数据正常，蓝灯是系统处于发送模式或者通讯有故障。

C区：高压、电流输出曲线，用于直观反映电源的输出走势，可以侧面反映电源的输出稳定

性。

D区：电源输出参数操作区，单击开始记录按钮，数据库可以按照设定的记录周期进行记录

（输出电压、电流、偏差值、记录时间）单击查询记录按钮，可以切换到记录查询界面，

该界面功能详见记录查询界面介绍。

E区：公司名称、网址介绍。

F区：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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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查询界面介绍

A区：查询时刻输入，主界面单击查询记录，起始时刻默认为当前时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更改。

B区：用于显示查询起始时刻内的所有记录和变化率异常记录。

C区：用于查询起始时刻内变化率变化异常的记录，比 如：如果发生放电，则电压变化率会

变化很大， 根据这个判断可以轻易查到起始时刻内放电的次 数。

D区：单击开始查询，则在 B区显示起始时刻内所有记录，单击返回主界面，则焦点回到主

界面，主界面显示。



波尔高压电源（宿迁）有限公司

英国真维特(GENVOLTGENVOLTGENVOLTGENVOLT)高压设备公司
追追追追 求求求求 完完完完 美美美美 的的的的 高高高高 压压压压 电电电电 源源源源 制制制制 造造造造 专专专专 家家家家

----------------------------------------------------------------------------------------------------------------------------------------------------------------------------------------------------------------------------------------------------------------------------------------------------------------------------------------------------------------------------------------------------------------------------------------------------------------------------------------------------------------------------------------------------------------------------------------------------------------------------------------------------------------------------------------

波尔高压电源（宿迁）有限公司 英国真维特（GenvoltGenvoltGenvoltGenvolt）高压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基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经济开发区庐山路 60号 总部地址： NewNewNewNew Road,Road,Road,Road, Highley,Highley,Highley,Highley, Bridgnorth,Bridgnorth,Bridgnorth,Bridgnorth,
电话：0527-88068878 传真：0527-88068028 （研发中心） Shropshire,Shropshire,Shropshire,Shropshire, UnitedUnitedUnitedUnited KingdomKingdomKingdomKingdom WV166NNWV166NNWV166NNWV166NN
网址：www.boherhv.com 邮箱：sales@boherhv.com 电话：+441746862555 传真：+441746862666

技术服务：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１３号网商世纪商务楼 网址：www.genvolt.co.uk 邮箱：sales@genvolt.co.uk
Ｂ座１２０号

电话：010-62383945 传真：010-62358289

9

1) 参数设定界面介绍

A区：用于设定通讯串口，默认为 COM1。
B区：单击录入\更新，将设定的所有参数（串口、最大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记录周

期）录入数据库，单击返回主界面，则主界面显示。

C区：设定电源和系统的参数，最大输出电压、电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定。记录周期用

于设定系统将数据录入数据库的间隔时间。

2) 过程控制设定界面介绍

A区：工作参数设定区，设定电源的工作电压、输出最大电流以及工作时间，

电压、电流值不得高于系统参数设定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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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区：设定电源的关闭时间

C区：单击更新设定，设定值将录入数据库，单击返回主界面则设定界面关闭，

主界面显示。

9.2下位机介绍
下位机基于 TI公司的 MSP430F149单片机的智能控制系统，下位机主要负

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将上位机设定的值送到电源同时将电源的参数上传给上位

机进行处理，其中通讯方式有两种即 RS232和 RS485，如果传输距离比较近小

于 15米，我们建议采用 RS232通讯，全双工的工作模式，响应迅速，实时性比

较强，同时安装方便（每个电脑都有串口直接插上就可以通讯或者 USB 转

232）。如果是长距离传输，那只有采用 RS485通讯，半双工工作模式，为了提

高数据的稳定性和传输的安全性，我们采用光耦对 MAX485和单片机之间进行

隔离。在安装的时候要在 PC上安装一个 RS485转 RS232的转接头才能实现通

讯，以上通讯的波特率都是 9600bps。
上位机的设定信号有电压设定、电流设定，每个设定值都是 0-10V对应 0-

最高输出电压，为了提高设定值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高质量、高稳定度、低温漂

的电压参考芯片（REF3133），为了进一步提高设定值的稳定性，降低温漂，我

们还采用了 MAX5402数字电位器。它比单片机自身的 12位 DAC转换具有更高

的稳定性和更低的温漂系数。

电源的反馈电压采用单片机自带的 ADC12 模块，对电源的反馈电压（0-
10V）、反馈电流（0-10V）进行滤波、分压、采样、转换处理，然后将 AD转

换的值通过串口送至上位机。

10.0软件安装配置
10.1硬件配置

1 台式机：（主要配件如下）

CPU：Pentium II 及以上

内存：256M 以上

要有 232串口

2 笔记本：（主要指指标如下）

CPU：Pentium II 及以上

内存：256M 以上

需预装 USB 转 232 接头的驱动（买 USB 转 232 串口时可以问商家索取）

10.2软件配置
操作系统为：WINXP SP3

以上就是整个监控系统的一个简单介绍，如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疑问欢

迎致电： 0527-88068878（公司市场部）

0527-88068978（公司技术部）

18761116987（夏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