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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欢迎您选用本公司生产的电源设备。使用本机器之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

书。在对本机器性能和操作方法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正确使用，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供日后维护时参考，谢谢合作！ 

 

 

注意事项 

 

1. 机器搬运时请小心轻放，避免碰撞。 

2. 请依照安装说明使用。 

3. 请按操作说明指示步骤依序操作。 

4. 请勿打开机盖，以免触电及机器损坏。 

5. 请保持机器之干净与清洁。 

6. 请勿将机器置于潮湿、闷热及阳光直射处。 

7. 请勿将机器置于腐蚀性液体或气体、尘埃、导电纤维或金属细屑较多的场

所。 

8. 请勿将机器置于严重振动或电磁干扰的场所。 

9. 避免长期倒置存放和运输，不得受强烈的撞击。 

10. 如有异常现象，请参阅“异常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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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 

为防止触电，非本公司授权人员，严禁拆开机箱。请勿自行在产品上使用

或安装替代器件，或执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 

产品内部无操作人员可正常使用之部件，若需维修服务，请联系接受过培

训的专业人员。 

 

安全标识 

请参考本手册中特定的警告或注意事项信息，以避免造成人体伤害或产品

损坏： 

 高压警告 

 提示注意，用于有危险的情况。 

 提示注意，用于一般情况。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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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箱及检查 

1.1 开箱注意事项   

1）拆卸过程中，禁止机箱倾斜超过 45 度； 

2）使用扳手或羊角锤拆下木箱固定螺丝或铁钉。 

1.2 检查内容 

1）检查产品型号规格是否与订购产品要求相符； 

2）检查产品外观是否有损伤，如有上述情况，请联系经销商或者我厂进

行处理； 

3）按照装箱清单检查随机附件、资料是否齐全。 

 

2.产品概述 

2.1 保护功能： 

1) 欠压保护：当输入电压低于机器设定的欠压点时，停机后绿灯闪烁。当

输入电压高于机器设定的欠压恢复值后，机器自动启动，红灯灭，绿灯

亮。  

2) 反接保护：当输入电源线接反时，机器自动保护，不工作。  

3) 过载、短路保护：当负载存在过载、短路现象时。机器立即停机，停机

后红灯长亮。  

4) 过热保护：机器外壳温度达到 44℃时自动启动风机，82℃立即停机，停

机后红灯、绿灯闪烁，风扇继续运转，直到机器内部温度低于 37℃时，

系统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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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1)用于巴士，有轨、无轨电车，电动巴士，电动汽车空调于照明供电； 

2) 动车组信号电源，轨道交通照明供电，电气化铁路等； 

3) 其他需要逆变变压的场所。 

 

3 产品特征 

1)采样硬件波形合成和 PID 控制，输出波形稳定，反应速度快； 

2)采用硬件和软件结合的功率器件保护方式，可对使用设备提供完整保护，

避免其受损； 

3)结构新颖、体积小、做工精细、操作简便、免维护、携带方便； 

4)高转速风扇，散热效果超好，机壳不发热； 

5)高性能、足功率,工作运行低噪音； 

6) 逆变器内部有滤波和稳压处理，有效防止冲击波；带电器能力更强； 

7) 对车内蓄电池提供低电压保护；避免因使用设备用电过量,而造成车辆

无法启动，使之更加放心使用电器设备； 

8) 输入范围宽，可适用于任何需要场合。 

 

4 安装说明 

 4.1 连接方法： 

在接入 DC 电源时，应确保电源开关已关闭，然后将 DC 电源的正极连接到机器

的红色接线柱，DC 电源的负极连接到机器的黑色接线柱，确保连接可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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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动。将用电设备接入到机器的输出交流插座，然后再打开电源开关，在输入

电压符合标准时，机器指示灯绿亮，设备即开始工作。对于电动机类负载，建

议在打开设备开关后，再开启电源开关。 

4.2 适用注意事项： 

应将电源外壳接地，以确保操作人员安全。 

1)使用前确定输入电压符合输入技术指标的要求； 

2)DC 输入端前要加装 10-16A 规格的空气开关，以保护机器及供电电路。  

3)机器应在干燥、阴凉、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用。请远离火源及高温，以

防机器温度过高； 

4)风机口、通风散热孔附近 10CM 内不能有障碍物阻挡通风口。更不能阻塞

通风孔；  

5)严禁将导电物体塞入散热孔，以免损坏机器，甚至造成危险；  

6)非专业维修人员请勿打开机器外壳，以免电击；  

7)机器一旦发生异常，请立即断开输入电源；  

8)组输出插座，每组负载功率小于 1200W。 

4.3 其他说明 

交流端有一组线连出来接开关的，是用来给加接客户延长线，此开关可以直

接控制主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当然，在设备完全不用电时，需要关闭空气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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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源规格： 

型号：            SC/NB-BS-K3000 

额定功率：        2400W  

瞬间最大功率：    额定功率的 2 倍 

额定输入电压：    560V 

输入欠压保护点：  500V 

输入过压保护点：  680V 

风扇启动温度:     42 度-46 度(外壳) 

风扇停止温度:     30 度-35 度(外壳) 

超温保护温度:     75-80 度(外壳) 

输出电压：        220VAC±5% 

空载电流：        小于 0.2A 

输出波形：        正弦波 

输出频率：        50 HZ±1% 

最大变换效率：    ≥95% 

波形失真度：       ≤3% 

体积：             L，400mm；W，200mm；H，80mm 

重量：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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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异常处理 

 

7.保养、维护 

7.1 日常维护、保养 

 定期进行电源机箱、面板的清洁工作，防止电源输入输出端口出现灰尘

聚集现象。 

 请勿在电源上面放置较重的杂物和盛有液体的容器。 

 应避免电源遭受雨水浸淋和日光直接照射。 

 应避免电源工作在周围有挥发性可燃液体、腐蚀性液体、导电纤维粉尘

较多的场所。 

7.2 运行时的维护保养 

 不可在产品的运行状态下，关断电源开关。 

发  生  问  题 发  生  原  因 处  理  方  式 

Q1：无法开机 

 

(1)输入掉电。 

 

(1)检查电源线，插头，插座

是否松动 

Q2：红灯闪烁告警 无法解除 

(1)输出端接至负载设备有短接现

象。 

(2)通风不良导致机器温度升高。 

(1)检查并更正之。 

(2)将机器移至通风良好处。 

Q3、输入正常，机器不工作，

风扇转 

(1)过温度保护 

(2)短路保护 

(1)等待机器自行降温后恢

复启动 

(2)检查输出是否短路 

Q4、通风孔之风扇转动时异

常且有异声 
有异物掉入通风孔卡住风扇。 清除通风孔之异物。 

其它无法解决之疑问或状况，敬请电洽本公司维修人员或发回公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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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长期停用时的维护、保养 

如果电源长期在潮湿环境下放置，应先将电源置于干燥通风处去除机内潮

气，再通电使用。 

 

8.运输、贮存 

   a）禁止倒置存放和运输； 

   b）贮存场所应无易燃、易爆、有毒等化学物品和其它腐蚀性气体，无强烈

的机械振动和冲击，应避免强烈的电磁场作用和阳光照射。 

   c）贮存条件 

 温度：-20℃～50℃ 

 相对湿度：50%～80% 

 

9.产品质保与维修 

9.1 质保期限 

a）本产品完全达到手册中所标称的各项技术指标。本公司产品自售出之日

起给予壹年的质量保证（合同另有规定的以合同为准）。 

b）产品若需质保服务或修理，须将产品送回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维修单位。 

9.2 保证限制 

前述的保证不适用于因以下情况所造成的损坏： 

a）顾客不正确或不适当的维修产品； 

b）未经授权的修改或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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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指定的环境外操作本产品，或是在不当的地点配置及维修； 

d）顾客自行安装的电路造成的损坏； 

e）产品型号或机身序列号被改动、删除或无法辨认； 

f）损坏源于事故，包括但不限于雷击、进水、火灾等。 

9.3 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关于盛驰科技产品的任何问题，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非常

乐意帮您解答，请记住以下的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祥云路 58 号紫顺工业园 3 栋 503 号厂房 

电话：021-61994089 51693509 

传真：021-51714555-78965 

网址：http://www.sencipower.com 

敬告 

本手册随产品的改进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7×24H 服务热线：021-61994089 

 
 
 
 
 
 
 
 
 

 
 
 
 
 
 
 
 
 
 
 
 
 

 

上海盛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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