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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购买伏达仪器，在您使用本仪器之前，请首先确认下一页“装箱清单”中所

列的所有配件是否齐全，若发现配件不齐，或有错误，请尽快与我公司或我们的代理商

联系，以维护您的权益。 

本仪器为精密电子仪器，为确保正确使用，以免使仪器遭到不必要的损坏，在操作

仪器之前请详细阅读本使用手册；请妥善保存本手册，以便遇到问题时能及时查阅。 

 

公司声明： 

1．对于本手册的内容如有不同理解，以本公司技术部门为准。 

2．本手册所描述的内容可能并非仪器的所有内容，本公司有权对本产品的性能、

功能、外观、附件、包装物等进行改进或改变，而不另行通知。 

3．若有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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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 

 

主机                           1 台 

电源线                    1 根 

使用手册                     1 份 

保修卡                       1 份 

合格证                       1 份 

回执                           1 份 

保险丝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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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随着 LED 技术的突飞猛进，LED 向模块化、大功率化发展已成趋势，同时，对 LED

模块的测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市场上的直流电源普遍存在稳定性差、精度低、

功率小，智能化低，不能满足对 LED 模块进行供电与精确测量的要求。伏达公司经多年

研究，推出 WP 系列精密数显直流稳流稳压电源，从而满足对 LED 模块进行精确供电与

测量的要求。 

WP 系列精密直流电源，即可以作为恒流源使用，也可以作为恒压源使用。具有智

能化程度高、使用方便、稳定度好、精度高、输出电流及电压连续可调等优点。实现了

源表一体化，特别适用于高精度电流及电压监视场合使用，是 LED 模块与其它标准光源

的理想电源。 

该电源采用数字程控调节，有粗、中、微三个调节档位，调节方便、可靠性好、使

用寿命长。具有按键锁定、一键复位功能。采用 32 位高速 CPU 及高精度 D/A、A/D 进行

控制与测量。输出电压、电流稳定度好，准确度高。该电源能自动进行稳流和稳压状态

转换。该电源还提供 RS-232 接口，接电脑可方便实现远程控制。 

 

第二章 基本原理 

 

 

 

 

 

 

 

 

 

如图 2－1 所示，供电电源经高效 AC/DC 转换器转换成直流后给功率放大器提供能

量，中央处理器根据用户所设定的电压、电流控制 D/A 输出，从而控制功率放大器的放

大倍率，放大器输出的直流经滤波后输出，同时误差自动修正网络对输出值进行反馈至

功率放大器，使输出值与用户设定值相符。电参数分析测试单元对输出信号进行检测、

采样，由 CPU 计算并进行显示、修正，同时 CPU 对整个系统进行监控与保护。 

图 2-1  原理框图 

AC／DC 转换 功率放大器 滤波单元 

D/A 转换

及控制 

异常监测 

与保护 

误差自动修正网络 

电参数分析

测试单元 

键盘与显

示控制 

中央处理器 CPU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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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点、技术指标 

 

3.1  型号规格说明 

为方便用户选型，仪器型号命名规则见如图 3－1。 

 

 

 

 

 

 

图 3-1  仪器型号命名 

    例如，WP12010 表示是直流电源，最大输出电压 120V，最大输出电流 10A；而 WP6010

表示是直流电源，最大输出电压 60V，最大输出电流 10A。 

 

3.2  仪器特点  

1) 既可以作为恒流源输出、也可以作为恒压源输出； 

2) 作为恒流源输出时，为保护负载，可以限值最大输出电压值； 

3) 作为恒压源输出时，为保护负载，可以限值最大输出电流值； 

4) 四窗口显示，2 个窗口显示设定电压与电流，另 2 个窗口显示实际输出电压与电

流，便于操作者读数与分析； 

5) 提供 2 个数字旋钮，可分别调节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数字旋钮的调节细度分别

有三挡：粗调、中调、微调； 

6) 仪器提供 RS-232 接口，上位机可通过该接口控制仪器的电压与电流输出值； 

7) 输出电压、电流具有极高的稳定度、极高的测量准确度； 

8) 仪器具有完善的过热、开路、短路保护措施，以保证仪器长时间工作的可靠性； 

 

3.3  技术指标 

    以下测试条件为 : 环境温度 25±5℃ , 环境湿度 80%R.H 以下，仪器稳定 30 分钟

后，使用纯阻负载，仪器检定一年内。 

 

3.3.1 仪器输出能力 

a. WP12010 

输出电压：0－120V 

输出电流：0－10A 

输出功率：0－1200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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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P6010 

输出电压：0－60V 

输出电流：0－10A 

输出功率：0－600VA 

c. WP6005 

输出电压：0－60V 

输出电流：0－5A 

输出功率：0－300VA 

 

3.3.2 仪器输出质量 

a. 稳压时负载电压稳定度：±（0.01％读数＋0.2mV） 

b. 稳流时负载电流稳定度：±（0.005％读数＋0.2mA） 

c. 满度时输出电压漂移：±0.01％读数（3分钟） 

d. 满度时输出电流漂移：±0.005％读数（3分钟） 

e. 稳压时电压纹波（Vrms）：2.5mV 

f. 稳流时电流纹波（Arms）：1.5mA 

 

3.3.3 显示表技术指标 

a. 电压表量程：WP12010:12V/24V/60V/120V；WP6010: 6V/12V/24V/60V； 

WP6005: 6V/12V/24V/60V 

b. 电压表分辨率:0.0001V(0.0000V-9.9999V)；0.001V(10.000V-99.999V) 

             0.01V(100.00V-120.00V) 

c. 电压表基本准确度: ±(0.02%读数+0.01%量程+1 字) 

d. 电流表量程：WP12010:1A/2A/5A/10A； WP6010: 1A/2A/5A/10A； 

WP6010: 1A/2A/5A 

e. 电流表分辨率：0.0001A(0.0000A-9.9999A) 

f. 电流表准确度：±(0.02%读数+0.01%量程+1 字) 

 

3.4  仪器尺寸与重量 

仪器尺寸：宽×高×深=430×175×550（mm）（不含底脚与前后把手） 

仪器尺寸：宽×高×深=430×188×615（mm）（含底脚与前后把手） 

包装箱尺寸：宽×高×深＝600×300×720（mm） 

WP12010 仪器净重：22.5kg 

WP12010 仪器毛重：32kg（含包装箱） 

WP6010\WP6005 仪器净重：21kg 



伏 达 仪 器                          - 7 -                            www.volnic.cn 

 

WP6010\WP6005 仪器毛重：30.5kg（含包装箱） 

 

第四章 操作说明 
 
☻在操作测试仪器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本章内容！ 
 

4.1 操作安全预防措施 

1、确认仪器的供电电源为：AC 110V/AC 220V （需内部改跳线）±10%，50/60Hz，

（超出其范围，有可能导致仪器不能正常工作，或发生不能预知的危险）。 

2、仪器电源供电应有规范的接地端。 

3、切勿将仪器外壳取下，仪器内部有些地方存在高压，不慎接触可能会发生触电事

故。 

4、仪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已超过了人体安全电压，所以一定不要带电操作。在本仪器

连接被测对象前，必须切断本仪器对被测对象的供电；当被测对象从仪器上卸下

前，请先把本仪器对被测对象的供电切断，否则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5、确认仪器输出接线柱、仪器电压采样接线柱、被测对象之间的极性不要接反。 

6、为保证安全，连接导线与仪器的接线端子之间的连接要可靠、牢固。 

7、若一旦发现仪器发出异味或冒烟，请立即切断仪器的供电电源，并尽快与伏达的

代理商或伏达总部联系。 

 

4.2 仪器前面板 

仪器前面板见如图 4－1，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1 ：仪器供电电源开关。 

○2 ：电流调节旋钮。调节该旋钮，改变窗口○8 所显示的电流设定值。 

○3 ：电压调节旋钮。调节该旋钮，改变窗口○11 所显示的电压设定值。 

○4 、○7 ：电压取样接线柱 S+与 S-。从接线端 S+与 S-测量的电压值显示在电压测

量窗口○12 。 

○5 、○6 ：仪器直流输出接线柱，接被测负载。 

○8 ：电流设定值显示窗口“SC”。 

○9 ：电流测量值显示窗口“MC”。 

○10 ：恒流模式工作指示灯“CC”。当仪器工作在恒流模式时，“CC”灯亮。 

○11 ：电压设定值显示窗口“SV”。 

○12 ：电压测量值显示窗口“MV”。从接线端 S+与 S-测量的电压值显示在该窗口。 

○13 ：恒压工作模式指示灯“CV”。当仪器工作在恒压模式时，“CV”灯亮。 

○15 ：电压取样选择开关。当使用二线制测量电压时，按下该开关，此时○4 与○5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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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6 与○7 连通，窗口○12 所显示的值是○5 与○6 接线端之间的电压值；当

使用四线制测量电压时，弹出该开关，此时○4 与○5 断开、○6 与○7 断开，

窗口○12 所显示的值是○4 与○7 接线端之间的电压值。本开关的工作原理见如

图 4-3。 

 

 

 

 

 

 

 

 

 

 

 

 

 

 

图 4-1  仪器前面板 

 

○14 ：功能按键与指示灯，下面分别说明其功能： 

     “/SC/SV”：快捷设定键。可以快捷设定电压值或电流值，配合其它按键使用。

当处于快捷设定状态时，左侧指示灯亮。 

     “COARSE/0.35A” ：粗调及电流值设定复合键。按本键后当调节电压或电流

旋钮时，设定值快速改变，同时左侧指示灯亮；当按

“/SC/SV”键后再按本键，电流设定值为 0.35A。 

     “MIDDLE/1A” ：中调及电流值设定复合键。按本键后当调节电压或电流旋

钮时，设定值中速改变，同时左侧指示灯亮；当按“/SC/SV”

键后再按本键，电流设定值为 1A。 

     “FINE/2A” ：细调及电流值设定复合键。按本键后当调节电压或电流旋钮

时，设定值慢速改变，同时左侧指示灯亮；当按“/SC/SV”

键后再按本键，电流设定值为 2A。 

     “OUTPUT” ：仪器直流输出控制键。当设定好电压与电流值后，按此键后仪

器输出，同时左侧指示灯亮；再按此键，仪器断开输出，同时

左侧指示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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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TE/4V” ：远程控制及电压值设定复合键。当上位机通过仪器的 RS-232

接口控制仪器的工作时，本键左侧指示灯亮，表明仪器处于

远程控制状态，此时仪器面板上的其它按键与旋钮都处于失

效状态，按本键后左侧指示灯灭，仪器退出远程控制状态，

其它按键与旋钮恢复工作；当按“/SC/SV”键后再按本键，

电压设定值为 4V。 

“KEYLOCK/12V” ：键盘锁定及电压值设定复合键。按本键后，左侧指示灯

亮，此时仪器面板上的其它按键与旋钮都处于失效状态，

再次按本键后左侧指示灯灭，其它按键与旋钮恢复工作；

当按“/SC/SV”键后再按本键，电压设定值为 12V。 

     “ALARM RESET/24V”：线路压降补偿及电压值设定复合键。在大电流输出时，

由于线路损耗，仪器输出端电压不等于负载电压，按此

键可使仪器对线路损耗进行适当补偿（补偿范围不超过

2V,详见§4.5.2 节介绍），指示灯亮表示补偿状态、指

示灯灭表示非补偿状态，仪器开机默认为非补偿状态；

当按“/SC/SV”键后再按本键，电压设定值为 24V。 

 

4.3 仪器后面板 

仪器后面板见如图 4－2，各部分功能说明如下： 

 

 

 

 

 

 

 

 

 

 

 

 

图 4-2  仪器后面板 

○1 ：接地线。 

○2 、○3 ：仪器直流输出接线柱，接被测负载。这两个接线柱在仪器内部分别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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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所示前面板的○6 、○5 接线柱连接。 

○4 、RS-232 通讯接口，接上位机。 

○5 、○6 ：仪器的供电输入，额定电压为 220V/50Hz/60Hz。 

○7 ：接地线。 

○8 ：仪器供电保险丝。 

○9 ：仪器供电保险丝。 

 

4.4 仪器工作模式 

4.4.1 仪器取样原理 

仪器前面板总共有 4 个接线柱，其中上面 2个为电压取样接线柱，下面 2个为仪器

直流输出接线柱，取样原理见如图 4-3 所示。 

 

 

 

 

 

 

 

 

 

 

 

 

图 4-3  仪器取样原理示意图 

 

如图 4-3 所示○A 是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值显示在如图 4-1 中○9 所示的 MC 窗口，

同时该值也作为仪器内部的反馈值。○V1 是电压表 1，测得的电压值显示在如图 4-1 中○12
所示的 MV 窗口。○V2 是电压表 2，测得的电压值作为仪器内部的反馈值。 

 

4.4.2 恒流工作模式 

当仪器工作在恒流模式时，面板上的“CC”灯亮，仪器读取电流设定值（该值显示

在 SC 窗口），然后控制仪器输出使从○A 电流表上测量的数值与设定值相等，也就是说，

使输出电流等于设定电流。 

在测量电流的同时，仪器也测量○V2 表上的电压值。一旦○V2 表上的数值超过电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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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该值显示在 SV 窗口），仪器便输不出设定的电流值，此时仪器随即转为恒压工作

模式，输出接线柱两端的电压等于设定电压，同时“CV”灯亮。 

因此，恒流模式在本仪器中实际上是恒流限压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起到对被测

负载的过电压保护。 

 

4.4.3 恒压工作模式 

当仪器工作在恒压模式时，面板上的“CV”灯亮，仪器读取电压设定值（该值显示

在 SV 窗口），然后控制仪器输出使从○V2 电压表 2 上测量的数值与设定值相等，也就是

说，使输出接线柱两端的电压等于设定电压。 

在测量○V2 表电压的同时，仪器也测量○A 表电流值。一旦○A 表上的数值超过电流

设定值（该值显示在 SC 窗口），仪器便输不出设定的电压值，此时仪器随即转为恒流工

作模式，仪器输出的电流值等于设定电流，同时“CC”灯亮。 

因此，恒压模式在本仪器中实际上是恒压限流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起到对被测

负载的过电流保护。 

 

4.5 测量的接线 

4.5.1 二线制测量接线 

二线制测量接线见如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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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二线制测量接线 

在被测负载供电端引出 2 根导线，分别与仪器的输出接线柱连接，就是二线制接线。

此时应把电压取样选择开关合上。从图 4-4 可知，此时 V1=V2，即仪器上显示的测量值等

于输出接线柱两端的电压。 

若仪器工作在恒压状态，且不考虑仪器测量误差与调节精度，那么电压设定值 SV

窗口数值与电压测量值 MV 窗口数值应相等
注 1
。 

若仪器工作在恒流状态，且不考虑仪器的调节精度，那么电流设定值 SC 窗口数值

与电流测量值 MC 窗口数值应相等
注 2
。 

 

注 1：仪器工作在恒压状态时，调节内部功放输出使 V2趋近于设定值，但由于存在调节

精度问题，因此 V2不可能完全等于设定值；同时由于仪器测量误差，测量值 V1并不完全

等于 V2。基于这 2个原因，电压设定值 SV 窗口与电压测量值 MV 窗口的数值会存在一定

差异，但两者非常接近。 

注 2：仪器工作在恒流状态时，调节内部功放输出使 A值趋近于设定值，但由于存在调

节精度问题，因此 A 值不可能完全等于设定值，但两者非常接近。 

 

4.5.2 四线制测量接线 

二线制接线存在一个缺陷：输出接线柱与被测负载之间使用 2根导线连接，导线上

流过电流后会产生一定压降（即线路压降），使输出接线柱两端的电压 V2不等于被测负

载两端电压，从而带来测量误差。为克服该缺陷，仪器提供四线制测量接线，见如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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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四线制测量接线 

被测负载供电的 2 个接线端各引出 2根导线，共 4根导线分别接仪器的电压取样接

线柱与输出接线柱。接仪器输出接线柱的 2根导线负责流过电流；接仪器电压取样接线

柱的 2根导线负责取样电压。同时，断开电压取样选择开关。这样，所测得的电压 V1

（该电压值显示在 MV 窗口）等于被测负载两端的电压，从而避免了二线制接线带来的

电压测量误差。 

若仪器工作在恒压状态，由于线路压降的存在，那么电压测量值窗口数值（MV 显示

窗口）通常会小于电压设定值窗口数值（SV 显示窗口），其中的差值就是线路压降。 

在一些需要精确控制负载电压的场合，本仪器提供了“线路压降补偿”功能。即在

恒压状态，仪器调整输出使负载端电压至电压设定值窗口数值（SV 显示窗口）。使用

“ALARM RESET/24V”按键进行选择或取消该功能，旁边指示灯亮表示选择该功能；

指示灯灭表示取消该功能，仪器开机默认为取消该功能。“线路压降补偿”功能只在线

路压降小于 2V 时起作用。当线路压降大于 2V 时，说明线路电阻过大引起线路压降过大，

存在线路过热而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这时，请更换更粗的导线以确保安全。 

若仪器工作在恒流状态，且不考虑仪器的调节精度，那么电流设定值窗口（SC 显示

窗口）数值与电流测量值窗口（MC 显示窗口）数值应相等。而电压测量值窗口数值（MV

显示窗口）等于被测负载两端的电压。 

仪器工作模式与接线方式之间的关系见表 4－1。 

 

表 4-1 工作模式与接线方式关系表 

 2 线制 4 线制 

恒压

模式 

SC≠MC＝负载电流 

SV＝MV≠负载电压 

缺点：负载电

压测量不准 

线路无补偿 
SC≠MC＝负载电流 

SV>MV＝负载电压 

缺点：负载电

压小于设定值 

线路补偿 
SC≠MC＝负载电流 

SV＝MV＝负载电压 
缺点：无 

恒流

模式 

SC＝MC＝负载电流 

SV≠MV≠负载电压 

缺点：负载电

压测量不准 

线路无补偿

或有补偿 

SC＝MC＝负载电流 

SV≠MV＝负载电压 
缺点：无 

其中： 

MC: 电流测量值 

SC：电流设定值 

MV：电压测量值 

SV：电压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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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操作步骤 

请按如下步骤操作本仪器： 

1、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预热 10 分钟； 

2、 根据具体要求，确定工作模式，并设定电压值与电流值： 

A、 若需要仪器工作在恒流模式，调节电流旋钮使 SC 窗口至设定值。若需对被

测负载进行限压保护，调节电压旋钮使 SV 窗口至所需限压值；否则调节电

压旋钮使 SV 窗口至最大值。 

B、 若需要仪器工作在恒压模式，调节电压旋钮使 SV 窗口至设定值。若需对被

测负载进行限流保护，调节电流旋钮使 SC 窗口至所需限流值；否则调节电

流旋钮使 SC 窗口至最大值。 

3、 根据负载特性进行接线，推荐使用四线制接线方法： 

A、 若仪器输出至负载的电流较小，那么可以使用二线制接线。选取较粗的两

根多股铜线，按如图 4-4 所示连接被测负载与仪器输出接线柱。接线应紧

固可靠，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B、 若仪器输出至负载的电流较大，考虑到线路压降，那么必须使用四线制接

线。选取较粗的两根多股铜线，按如图 4-5 所示连接被测负载与仪器输出

接线柱；另选取两根导线，连接被测负载与仪器电压取样接线柱。接线应

紧固可靠，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4、 根据接线方式，按下或弹出电压取样选择开关： 

A、 若使用二线制接线，按下电压取样选择开关（“SAMPLING”开关），使该开

关处于闭合状态，原理见如图 4-4。 

B、 若使用四线制接线，弹出电压取样选择开关（“SAMPLING”开关），使该开

关处于断开状态，原理见如图 4-5。 

5、 再次检查并确认仪器设定值、接线、“SAMPLING”开关等正确无误后，按一下前

面板的“OUTPUT”按键，按键左侧指示灯亮，仪器随即按恒压或恒流方式输出，

测试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6、 若仪器工作在恒压模式（“CV”指示灯亮）而且采用四线制接线，由于导线的压

降，此时负载两端的电压（该值显示在 MV 窗口）会小于设定值。请按下“ALARM 

RESET/24V”按键，同时旁边指示灯亮，仪器自动调整电压输出，使 MV 窗口的

电压上升至所需的设定值。 

7、 测量完毕后，按一下前面板的“OUTPUT”按键，按键左侧指示灯灭，仪器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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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8、 拆卸导线，取下被测负载。 

9、 关闭仪器电源开关。 

 

提醒： 

1、 测量某一负载，仪器无论工作在恒压或恒流状态，当“OUTPUT”指示灯灭时，

输出接线柱上的电压为 0。 

2、 测量某一负载，仪器工作在恒压状态，当“OUTPUT”指示灯亮时，卸下负载，

输出接线柱上的电压维持在设定电压值。 

3、 测量某一负载，仪器工作在恒流状态，当“OUTPUT”指示灯亮时，卸下负载，

输出接线柱上的电压会稍大于上一次的负载电压，但不会超过设定电压值。这

时输出接线柱上的电压在本仪器中称为“保护电压”。“保护电压”的设置有利

于提高大规模同类型负载测试的效率（避免了仪器频繁转换量程），也保护了负

载（限压值设置过高对负载有损害）。 

4、 测量某一负载，仪器工作在恒流状态，先按“OUTPUT”键使指示灯灭，然后卸

下负载，当再次按下“OUTPUT”键使指示灯亮，起始瞬间也以稍大于上一次的

负载电压即“保护电压”输出。 

5、 一旦操作前面板的旋钮，仪器即解除“保护电压”输出状态，重新回到正常工

作状态。 

6、 在“保护电压”输出状态，若下一次测量 LED 负载，而 LED 负载的导通电压大

于“保护电压”时，LED 负载将不能工作。此时请转动电压或电流旋钮，仪器即

可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7、 当仪器前面板显示“VOLt PrOtC ”字样时，表示设定的限压值太高，为保护被

测负载，请调低限压值，仪器即可回复正常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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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环境及保修 

5.1 使用环境 

1、正常工作条件 

温度：     （15~35）℃ 

相对湿度：  ≤80％ 

2、供电电源 

        输入电压 ：AC 220V/AC 110V （需内部改跳线）±10% 1φ2W 50/60Hz         

注意：千万不要在放有易燃、易爆品的地方使用仪器，在这种环境下使用任何电气

仪器都有可能引起安全伤害。 

5.2 保修 

在符合下述条款的条件下，伏达公司对顾客所购产品或产品内部纯正配件给予免费

保修。 

1、伏达产品以及产品内部配件自购买之日起 12 个月内予以保修。 

2、在保修期内，若产品出现故障，伏达公司或其授权的服务单位会使用新的或重新制

作的替换品来维修或替换有故障的部件，并尽快把可正常使用的产品返还给顾客。

修理或替换的零部件不向顾客收费，人工也不向顾客收费。所有被替换下来的零部

件都将成为伏达公司的财产。 

3、仪器的外壳和装饰部件，若顾客在验收该产品时未提出异议的，不被列入本保修范

围内。 

4、在保修期内，若需要把待维修的产品返回伏达公司或其授权的服务单位维修，顾客

应负责发货的费用；伏达公司应负责仪器返还的运输费用。若是国外顾客，该顾客

应负责所有的来回相关费用。 

5、修理过的产品在原保修期剩下的时间里被保修。 

6、若超过保修期，或不符合保修范围（见第 7条），伏达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收取

维修费用。 

7、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7.1 不是直接从伏达公司或伏达的授权代理商购买的二手产品。 

7.2 在保修期内，伏达公司没有得到产品的故障或缺陷的通知。 

7.3 产品标签被涂改、损坏或去除。 

7.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非正常条件下的使用或储存，错误的操作，错误的连接，

未授权的改变，未授权的修理，事故，不可抗力，物品或液体进入到产品内部，

或其它超出伏达公司合理控制范围的行为。 

7.5 顾客无法提供购买收据或其它能证明购买日期和地点的证明。 

8、若由于产品的故障引起客户的时间、利益、利润，或其它的损失，伏达公司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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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伏达公司也不承担任何超出本保修范围之外的其它责任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