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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ensen ASD系列 10–320 kW

• 高功率密度：30kW功率，3U尺寸

• 水冷型

• 全数字控制回路

- 可在各种复杂负载阻抗范围内稳定运行

• 先进的数字化设计

- 类似于“飞机黑匣子”的数据记录功能

- 示波器功能

- 输出阻抗测量

- 高级故障检测功能

- PLC功能：可对温度等外部变量进行闭环

   控制

大功率精密可编程直流电源 40–60 Vdc

167–8000 Adc

380 400 480

(Modbus-TCP) (Modbus-RTU)

集成DaVinci Power™技术的ASD系列电源
是新一代精密可编程交直流转换技术的标
志性产品。 

ASD系列在3U尺寸水冷封装内提供目前最
高的30kW功率密度，拥有业内领先的负
载瞬态响应速度和卓越的输出纹波和噪声
参数。由于采用水冷封装，它可应用在气
冷型产品所无法企及的环境中。

凭借先进的数字架构，ASD利用实时数字
控制功能和图形用户界面 (GUI) 软件来进
一步改善各种过程或应用控制和监控功
能。可选高级功能包括内置示波器功能，
可以测量并显示功率、电压、电路、输出
阻抗、输出电缆阻抗及压降等参数。用户
可在ASD上编程设置不同的“故障级别”
，提前检测输出电缆、连接或负载问题以
避免造成重大系统故障。ASD可以通过对
温度等外部参数进行闭环控制来代替您
的PLC。其高级诊断和维护 (ADAMsm) 功
能提供一种类似于飞机黑匣子的数据记录
功能，用来访问多个记录的参数，比如电
压、电流、功率、负载阻抗、故障和输入
电压等，使您轻松确定意外情况的原因。

这些先进的数字监控和控制功能结合业界
领先的功率密度和可靠性，使ASD成为苛
刻和高端过程与应用的首选产品。

高级功能包括：

•为敏感负载提供高精度电压和电流斜率
编程。

•同一个机箱中的多个模块可分别连接到
不同的负载并进行独立控制。

•通过工业现场总线接口（Modus-
TCP、Modbus-RTU、以太网/IP（工业协
议））实现实时数字控制。

•内置电能表可计算出整个过程或一段时
间内所提供的电能。

•选配实时时钟可提供高精度的时间戳事
件标记。

•内置电能质量监控功能可检测并保存异
常输入电压（用于后续诊断分析）。

•通过可编程模拟接口比例调节功能可轻
松将ASD集成到已有系统中。

•负载阻抗测量（包括变化率计算）可实
现负载“健康状态”监控和系统预防性维
护算法。

•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监测器的可编程
滤波器带宽适应用户对特定响应速度的
需求。

•GUI 软件有助于通过与电源实时通信对
系统进行测试和调试。

77



www.ProgrammablePower.com

输出

Voltage Output 10kW 20kW 30kW Noise (pk-pk)*** Noise (RMS)***

40Vdc 250A 500A 750A 150mV 40mV

60Vdc 167A 334A 501A 150mV 40mV

（*）在负载端子处测得，使用1 uF并联电容和6英尺低电感负载电缆，电源在满载和额定输入线路电压下工作。
（**）噪声有效值在输出端子之间直接测得，电源在满负载和额定输入线路电压下工作。
（***）该数值适用于30kW单电压型。其他型号的相应值可能会增加2倍。

传感 为了补偿负载电缆压降，设备可在满量程输出电压下产生2%的额外电压。

ASD系列：技术参数

输入 类型：三相三线（带地），不需要中性地。对相序不敏感

电压范围 342VAC - 440VAC（D型）。额定值为380/400VAC。 
432VAC - 528VAC（E型）。额定值为480VAC

频率 额定频率47 - 63 Hz

效率 >91%（典型值），额定线路电压，满载。

最大电流（每相），低压线路 400/380Vac 480Vac

10kW 型号 (1 模块) 21Arms 17Arms

20kW 型号 (2 模块) 42Arms 33Arms

30kW 型号 (3 模块) 63Arms 50Arms

冲击电流 200A（典型值）

功率因数 >0.9 @满载，额定线路电压

电压跌落 在标称输入电压时满足SEMI F47-0706、S3、S8和S14的要求

电压输出

负载调整率（从空载到满载变化，额定交流输入）

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电流的0.1%

电流 最大输出电压/电流的0.1%

线路调整率（额定交流输入的±10%，负载恒定）

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电流的0.05%

电流 最大输出电压/电流的0.05%

瞬态响应 50%阶跃负载可在1毫秒内恢复到初始值的0.75%

稳定性 在线路、负载和温度不变的情况下，经过30分钟预热后在8个小时之后达到设定点的±0.05%。

模拟远程编程

电压精度 满量程的0.5%

电流精度 满量程的1%

功率精度 满量程的1.5%

电压监控 满量程的0.5%

电流监控 满量程的1%

功率监控 满量程的1.5%

编程范围 0-10Vdc、4-20mA

输出

输出浮动电压 设备串联时，输出端子的浮动电压限值必须在机箱电势±150V范围内

并联运行 多台设备可并联组成更高功率的电源系统。机箱控制回路相互连接在一起，导致更高功率电源系统具有与30kW电
源相同的瞬态响应。控制命令只需发送给“主”电源。并联电源需要使用屏蔽5类线（STP），并要求用户执行适当
的输出接线。

校准 支持终端用户自行校准。无需拆掉机盖即可执行所有标准和数字校准工作。

数字控制（可选） 以太网（Modbus-TCP或以太网/IP）、RS-485（MODBUS-RTU）

模拟控制 所有控制信号均与输出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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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说明

ASD系列：技术参数

物理参数 30 kW 20 kW 10 kW

宽度 19.00in (48.3cm) 19.00in (48.3cm) 19.00in (48.3cm)

深度 30.00” (76.2 cm) 30.00” (76.2 cm) 30.00” (76.2 cm)

高度 3U - 5.22” rack mount (13.25 cm) 3U - 5.22” rack mount (13.25 cm) 3U - 5.22” rack mount (13.25 cm)

重量 ≤125 lbs (56.69 kg)

发货重量 关于更多产品和发货重量信息请与厂家联系

安装件 带滑轨的EIA机架安装件。建议采用的机架滑轨：Jonathan滑轨，P/N 370EZ-28

交流输入连接器 菲德克斯接线盒

保护地 1/4-20螺柱

输出连接器 带3/8-16 PEM嵌件螺母的总线排

水路连接 3/8-18NPTF六角穿壁接头

环境温度 0 - 50°C

湿度 最高95%相对湿度，无结露

高级数字功能（需要数字控制选件）：

图形用户界面 基于Windows平台，实现电源远程控制和状态显示，包括下列高级功能：

示波器功能 (125 Hz) 最多显示两个参数：电压、电流、输出阻抗、输出电缆阻抗、输出电缆压降、输出功率等

数据记录 更新速度可在1秒到1000秒（默认为10秒）之间进行编程设置，仅存储最近的1000个点。储存参数包括输出电压/电
流、编程设定点、输入电压、输出阻抗、电缆阻抗、总输出功率、功率计、内部故障等

系统故障报告 超出设定点、输出阻抗（检测布线、连接或负载问题）

10–320 kW

水冷参数

流量 额定1.5 gpm，最小1.25 gpm，最大1.75 gpm。应该确保冷却液的温度适度高于周围大气露点，以避免出现内部结
露。

温度 额定25°C，最低20°C，最高30°C

最大压力 80 PSI

压降 典型值为12PSI@1.5gpm（每个机箱）

标准认证

经过UL/CSA 61010和IEC/EN 61010-1认证，符合NRTL、CE标准和LVD低压指令对于II类安装类别、2级污染等级、II级设备（仅适用于室内使用）的要求。
机架安装设备需要在使用时提供合适的机箱。符合EMC指令、EN 61326:1998标准。

-V1ASD ACin Option

ACin (1 character) indicates the AC input voltage:
• D, for 380/400Vrms line to line, nominal voltage.
• E, for 480Vrms line to line, nominal voltage.

-V2 V3 Option

Where V1, V2, V3 (2 characters) 
indicate the individual module voltage levels:
• 40, for a 40V, 250A module.
• 60, for a 60V, 167A module.
• 00, for no module (empty slot).

Option (2 characters) indicates the optional interface type:
• 2A, Advanced digital feature package including full isolated analog 
    interface and Ethernet  (Modbus-TCP) or RS485 interface.
• 2G,  Advanced digital feature package including full isolated analog 
    interface (SG-compatible) and Modbus-RTU (serial) inteface
• 1D, for SG-compatible isolated analog interface. No access to 
    advanced digital features or GUI. Serial port is available with 
    maintenance functions only.

Option (2 characters) indicates 
other optional features:
• AA, standard unit AC Real-time clock 
  (must include advanced digital feature package).

选项 选项

其中V1、V2、V3（2个字母）

表示每个模块的电压等级：

•40（表示40V、250A模块）。

•60（表示60V、167A模块）。

•00（表示无模块，插槽为空）。 

ACin（1个字母）表示交流输入电压：

•D（表示380/400Vrms线电压，额定电压）。

•E（表示480Vrms线电压，额定电压）。

选项（2个字母）表示其他可选功能：

•AA，标准设备交流实时时钟（必须包括高级
数字功能包）。

选项（2个字母）表示可选的接口类型：

•2A，高级数字功能包，包括全隔离模拟接口和以太网
（Modbus-TCP）或RS485接口。

•2G，高级数字功能包，包括全隔离模拟接口（兼容SG）和
Modbus-RTU（串行）接口

•1D，表示兼容SG的隔离模拟接口。无法访问高级数字功能
或图形用户界面。串行端口仅用于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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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系列：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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