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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综述 

SPD3000C 可编程直流电源具有三组独立输出，

最高输出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32V 和 3.2V，分辨

率为 10mV、10mA，总功率可达 220W，同时具

有输出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可以在不同类型的

生产和研究中使用。 

 

特性与优点 

 三路高精度电源独立可控输出： 

32V / 3.2A × 2，可切换 2.5V / 3.3V / 5V / 

3.2A × 1，总功率 220W 

 最高 4 位电压和 3 位电流显示，最小分辨率

为 10mV、10mA 

 三种输出模式：独立，串联和并联连接; 

 100V / 120V / 220V / 230V 兼容的设计，以

满足不同电网的需求 

 智能温控风扇，有效降低噪音 

 内部 5 组系统参数保存/调取，支持数据存

储空间扩展 

 提供 EasyPower 上位机软件，提供 SCPI 程

控命令集和 LabView 驱动包，满足远程控制

和通信需求 

 

 

 

SPD33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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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特色 

 高分辨率输出 

SPD3000C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最高分辨率为 10mV，10mA，优良的设定和回读精度，确保精确纯净

的输出，即使非常小的电压或电流变化，也能够准确模拟，完全满足负载的供电要求，这是普通的低精

度电源所不能做到的。 

 

 

 串联 / 并联 / 独立模式功能 

串并联功能能够将两路电源合并成一路电源使用，扩充了单路电源的输出功率范围，这在一些应用场所

带来了方便。三路独立电源均可单独控制输出开关，也可同时打开或关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保存/调用本地设置参数 

SPD3000C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提供了五组本地存储系统参数，并支持外部内存扩展，能在本地或外

部存储器中存储、调用或删除，因此很容易返回到您所需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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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型号 SPD3303C 

通道输出 

CH1 输出电压：0～32V，输出电流：0～3.2A 

CH2 输出电压：0～32V，输出电流：0～3.2A 

CH3 输出电压：2.5 / 3.3 / 5.0V，输出电流 3.2A 

显示 LED 显示屏；四位电压、三位电流显示 

分辨率 10mV/10mA 

设定精度 
电压 ±（0.5% of reading+3digits） 

电流 ±（0.5% of reading+3digits） 

回读精度 
电压 ±（0.5% of reading+3digits） 

电流 ±（0.5% of reading+3digits） 

恒压模式 

电源调整率 ≤ 0.01%+2mV 

负载调整率 ≤ 0.01%+2mV 

纹波和噪声 350μVrms / 2mVpp（5Hz～1MHz） 

恢复时间 ＜50μs（负载改变 50%，最小负载 0.5A） 

恒流模式 

电源调整率 ≤ 0.01%+250μA 

负载调整率 ≤ 0.01%+250μA 

纹波和噪声 ≤ 2mArms 

并联模式 
电源调整率 ≤ 0.01%+2mV 

负载调整率 ≤ 0.01%+2mV 

串联模式[1] 
电源调整率 ≤ 0.01%+5mV 

负载调整率 ≤ 300mV 

CH3 

输出电压 ( 2.5 / 3.3 / 5V ) ±8% 

线性调整率 ≤ 0.01%+2mV 

负载调整率 ≤ 0.01%+2mV 

纹波和噪声 350μVrms / 2mVpp（5Hz～1MHz） 

锁键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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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调用 5 组 

最大输出功率 220W 

输入电源 AC 100V / 120V / 220V / 230V ±10%；50/60Hz 

标配接口 USB Device 

绝缘度 
底座与端子间 ≥ 20MΩ (DC 500V) 

底座与交流电源线间 ≥ 30MΩ (DC 500V) 

操作环境 

户外使用： 

海拔：≤ 2000m ；环境温度 0~40℃ ；相对湿度≤ 80% 

安装等级：Ⅱ；污染程度：2 

储存环境 储存环境：环境温度 -10 ~ 70℃ ；相对湿度≤ 70% 

尺寸 225(W)×136(H)×275(D) mm 

重量 约 7.5kg 

注释： 

[1] 在串联模式，最大输出电压为 60V。 

 

 

订购信息 

产品说明 产品代码 

三路独立输出，最小分辨率 10mV、10mA，USB Device 接口，LED 显示屏 SPD3303C 

标配附件 

USB 数据线 -1 

快速指南 -1 

产品合格证 -1 

校验证书 -1 

电源线 -1 

一套 EasyPower 软件（官网免费下载） 

测试输出线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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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鼎阳 

鼎阳科技（SIGLENT）是通用电子测试测量仪器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同时，也

是通用电子测试测量仪器行业第一家 A 股上市公司。 

 

2002 年，鼎阳科技创始人开始专注于示波器研发，2005 年成功研制出第一款数

字示波器。历经多年发展，鼎阳产品已扩展到数字示波器、手持示波表、函数/任

意波形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仪、射频/微波信号源、台式万用表、

直流电源、电子负载等基础测试测量仪器产品，是全球极少数能够同时研发、生

产、销售数字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和矢量网络分析仪四大通用电子

测试测量仪器主力产品的厂家之一，是这四大主力产品领域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

“小巨人”企业。同时也是国内主要竞争对手中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这四大主力产

品并且四大主力产品全线进入高端领域的厂家。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在美国克利

夫兰和德国奥格斯堡成立了子公司，在成都成立了分公司，产品远销全球 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SIGLENT 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测试测量仪器品牌。 

联系我们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878-0807 

网址：www.siglent.com 

技术许可 

对于本文档中描述的硬件和软件，仅在得到许可

的情况下才会提供，并且只能根据许可进行使用

或复制。 

声明 

                 是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注册商标，事先未经过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

或通过任何方式复制本手册中的任何内容。 

本资料中的信息代替原先的此前所有版本。技术数

据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