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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DM-3-20A/220V高频开关电源 

一、 用途及使用环境 

1.1  MLDM-3高频开关电源模块是为免维护电池镉镍电池配套的充电装置。

它广泛应用于各种水力、火力发电厂、大中小型变电站带蓄电池组的直流系统

中，同时它也广泛应用于通讯和载波电源中，以及冶金、矿山等含有直流电源

的设备中。 

1.2  使用环境：环境温度：0℃～45℃，相对湿度：≤95%，大气压力：63

—106kp。 

二、 结构及端子定义 

2.1本装置结构为箱式表面设计美观，箱体采用静电喷涂。装置重量为：18Kg。

装置前面板有液晶显示、工作、故障指示灯、按键；后面板有交流输入端子、

直流输出端子、均流端子、通讯端子。 

装置外型尺寸：长×宽×深=160×355×435mm 

装置开孔尺寸：149×337 mm长方孔 

2.2装置前面板如图一所示，后面板如图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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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端子定义 

2.3.1插拔端子 1、4分别为输出正端和输出负端，26、27、28端分别为交流

输入 A、B、C端，29端为接地端。 

2.3.2均流端子、通讯端子左右两排，由上到下分别为均流正、均流负 485—

A、485—B四个端子。正常工作时所有模块的这四个端子分别连在一起。 

三、 工作原理 

3．1  MLDM—3高频开关电源模块是本公司集多年生产经验，为电力系统、

通信及其它需要直流供电场所开发、研制的新一代电源产品，特别适合于与备

用电池一起组成大容量直流电源系统，也可作为独立供电电源使用。该产品技

术档次高，主回路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程软开关技术，效率高、损耗小。控

制回路采用进口原装器件及芯片，可靠性高。装置散热采用自冷方式，噪音小。 

3．2  装置与监控器采用 485 通讯方式，通讯规约 modbus—RTU,数据处理

能力强、实时性强、调整快速、准确。 

四、 技术指标 

4．1  交流输入：三相三线 380V±20%。 

4．2  交流输入过压：典型动作值≥456V，（关机、自动恢复）。 

4．3  交流输入欠压：典型动作值≤305V，（关机、自动恢复）。 

4．4  直流输出电压：0—280V，典型值均充：254V、浮充 240V。 

4．5  额定输出电流：20A。 

4．6  直流输出过压：典型动作值≥280V，（报警、不关机）。 

4．7 直流输出欠压：典型动作值≤190V，（报警、不关机）。 

4．8 直流输出过压保护动作值：≥300V，（定值不可调、关机、不自动恢

复）。 

4．9 输出过流保护动作值：≥22A，（定值不可调、关机、不自动恢复）。 

4．10 温度保护上限动作值：≥75℃，（定值不可调、关机、自动恢复）。 

4．11 短路保护：允许长期短路（关机、自动恢复）。 

4．12 稳压精度≤0.5%，稳流精度≤0.5%，纹波系统≤0.5%。 

4．13 均流不平衡度<3%。 

4．14 交流输入功率因素：≥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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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满载效率：≥95%。 

4．16 MTBF≥100000小时。 

4．17 耐压：输入、输出对外壳 AC：2000V、1分钟无闪络无击穿。 

五、 按键说明 

5．1 ←键和→键用于左右移位或左右项目选择，在设置项目具体内容中

同时按代表项目进入修改状态。 

5．2 ↑键和↓键用于移动上下行或上下翻页。在进行数值型项目修改中

↑键为增加，↓键为减小。 

5．3 在主画面中按确认键进入项目选择画面共有四项，设置、系统、校

准、故障，通过↑ ↓ ← →键选择项目，此时按确认键进入选择项目内容。 

5．4 返回键是配合确认键对选择项目进行操作。在项目选择画面中按确

认键进入项目内容，按返回键返回到主画面中，在具体项目内容中按确认键，

执行该项目具体内容或保存定值，按返回键退出该项目或返回上一菜单，在具

体项目内容中每按一次返回键只返回上一级菜单，连续按返回键每次返回上一

级直至退到主画面为止。 

5．5 确认键和同时按← →键配合修改设置内容： 

在数值型具体项目修改中，同时按← →键进入修改状态，修改完毕后，按

确认键定值被保存，若想重新修改，必须再同时按← →键重新进入修改状态。

在命令型具体项目修改中，同时按← →键进入修改状态，用↑ ↓键或← →键

选择好项目后，按确认键执行该命令。在命令型项目中，若本次操作命令与原命

令不同，按确认键则执行该命令并返回主画面，若本次操作命令与原命令相同，

按确认键仍保持在原画面上，命令型项目共有五项：母线选择、充电方式、报警

声音、恢复出厂设置、关机。 

5．6   在故障报警状态中，按确认键可消除音响报警，并从故障画面返回

到主画面中。 

六、 面板说明 

6．1主画面： 

开机进入主画面，主画面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其中输出电压根据工

作在均充、浮充、控母不同的工作状态而显示不同的输出电压，在主画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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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确认键有效，按其它按键无任何作用。 

6．2 项目选择画面： 

由主画面按确认键进入或由下级子菜单按返回键返回到项目选择画面，共

四项，包括设置、系统、校准、故障，通过↑ ↓ ← →键选择项目，按确认键

进入对应项目子菜单。 

6．3 设置画面 

设置画面共七幅：用↑ ↓ 键翻页，选择好项目后同时按← →键该项目进

入修改状态，用← →键选择更改的位，然后再用↑ ↓ 键更改数值，↑ 键为

增加，↓ 键为减小，更改完毕后按确认键保存更改值。若还需选择其它项目再

用↑ ↓ 键翻页，若不再选择其它项目，按返回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设置项目中，通讯地址范围 1—254，典型值 5—32，输出限流范围 2—20.5A，

典型值 20.0A，均充电压范围 0—280V，典型值 254V，浮充电压范围 0—280V，

典型值 240V，过压告警范围 0—300V，典型值 280V，欠压告警范围 0—300V，

典型值 190V，控母电压范围 0—280V，典型值 220V。 

6．4 校准画面：共有四幅，按键方式与设置画面相同 

6．4．1 显示电压校准；用 0.2 级精密电压表测量输出电压端子，然后将测

量值输入到显示电压校准画面，按确认键保存。若存在误差坚持显示值低于测

量值原则。（建议输出电流在 1.0A—5.0A之间） 

6．4．2 显示电流校准：调整输出电流在 10.0A左右，用 0.2 级精密电流表

测量输出电流，然后将测量值输入到显示电流校准画面，按确认键保存。若存

在误差坚持显示值低于测量值原则 

6．4．3 输出电压校准：首先选择浮充工作方式，输出电流在 1.0—5.0A 之

间，然后在校准项目中用↑ ↓ 键选择到输出电压校准，同时按← →键该项目

进入修改状态。此时画面显示（1）——XXX.XV。该值为浮充状态输出电压值。

此时用↑ ↓ 键调整该电压，使显示值以最小正误差接近浮充设置值，然后按

确认键暂存。此时画面显示（2）——XXX.XV，该值为均充状态输出电压值，用

↑ ↓ 键调整该电压，使显示值以最小正误差接近均充设置值，然后按确认键。

此时浮充设置值校准、均充设置值校准都被保存，即输出电压校准被保存。 

6．4．4 输出电流校准 

在校准项目中用↑ ↓ 键选择到输出电流校准，同时按← →键该项目进入

修改状态，此时画面显示（1）——XX.XXA，该值为 5A输出限流值，此时用↑ ↓ 

键调整该电流，使显示值以最小正误差按近 5.00A。然后按确认键暂存，此时画

面显示（2）——XX.XXA，该值为 15A输出限流值，用↑ ↓ 键调整该电流，使

显示值以最小正误差接近 15.00A。然后按确认键，此时 5A、15A 输出限流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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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被保存，即输出电流校准被保存。（5A、15A 校准时应进入限流状态，负载

应配合调整，使装置具备限流条件，应尽量保持限流时输出电压在 200V—235V

之间，典型值 220V左右）。 

6．5 故障查询画面 

   故障查询画面只一幅画面。无故障时显示无故障，有故障时按下列优先权只

显示一个故障，输入异常、过温、输出过压保护、输出过压、输出欠压。此画

面按确认键由上一菜单进入，按取消键返回上一菜单。 

6．6 故障在线报警画面 

   装置正常工作时，显示主画面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当装置发生故障时故障

指示灯点亮，蜂鸣器响（假设报警声音在开状态）。装置显示报警画面，报警画

面第一行显示故障名称，第二行显示“按确认键消音”。此时按确认键，蜂鸣器

停，装置回到主画面。若无新的故障发生则装置保持主画面显示，但故障指示

灯只有在故障真正解除后才熄灭。故障共有五种：输入异常、过温、输出过压

保护、输出过压、输出欠压，当发生多个故障时，按优先级别只显示一个故障。 

6．7 系统画面 

   系统画面共有五幅，全部为命令项目，用↑ ↓ 键选择需要的项目后，同时

按← →键，该项目进入修改状态，然后用← →键或↑ ↓ 键选择具体命令，

选择完毕后按确认键。若本次命令与原命令相同，按确认键仍保持原画面不动，

若本次命令与原命令不同，则执行新命令并返回到主画面。 

   母线选择共有四个选项，分别为合母一段 、合母二段、控母、独立、充电

方式有均充、浮充两个选项，报警声音有开、关两个选项，恢复出厂设置有是、

否两个选项，关机有是、否两个选项。其中选择关机并按确认键则显示“已关

机，按确认键开机”，按确认键后，显示开机是或否画面，此时选择开机，装置

正常运行并返回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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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资料，包括图纸、图示和图表设计均反映我们当前的理解，并且也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

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但是，用户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评估每种产品的适用性。在任何情况下，本说明书不

能构成保证书。此类保证仅在产品规格说明书或者产品的购买合同中将予以规定。我们对产品的责任将在

标准销售合同条款上作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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