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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恒惠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并创立自主品牌“恒惠”、“Henghui”,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测试测量仪器生产厂家，是电源和电子负

载的专业制造商。

       恒惠坚持自主创新，现已研发生产了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电子负载等一系列电子测试仪器。公司拥有一支具有10多年研发经验的技术队伍，面向市

场需求，不断推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恒惠本着“顾客至上、质量第一”的理念，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产品的

质量。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专业的生产能力，优秀的管理团队，敬业的销售队伍，为广

大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单位、电子研究所、自动化测试行业、

老化设备、自动散热系统、LED照明等等，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和赞誉。

企业简介     产品型号列表

荣誉资质



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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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产品介绍

产品特点

产品特色

HCP系列是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提供多种通讯接口，具备方便的定时输出功能，具有丰富的SCPI和

MODBUS指令，方便组建各种测试平台。标准19英寸体积，兼具桌上型和

系统型的特性，操作简易方便。广泛适用于电池充电器、高压超高速二极

管、电解电容、机电控制领域以及ATE测试系统等。

电压可高达600V，电流可高达110A,同

等功率前提下，可达最大的输出电压或电流，一台可以替代多种型号，节约

成本

宽范围直流输出

高准确度和高分辨率

4.3寸高清晰度彩色液晶显示屏

具有输出控制开关，控制更加灵活

安规端子，使用安全

可存储/调用300组电压电流等数据，定时执行可达到简易的自动测试目的

远程感应实现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支持电池充电功能

标配RS232、RS485接口，编程指令集符合SCPI、MODBUS-RTU

标准19英寸体积，兼具桌上型和系统型的特性

超宽范围设计，一台可当多台使用

Auto Range 功能

小体积大功能，更灵活更自由

可远程控制，助力国家工业智能化

电压高达600V,合理设计让高压测试更安全

HCP直流电源可以在固定功率下实现多种电压和电流的组合输出，单台电源

既可满足高电压低电流或是高电流低电压的不同待测物的测试，同时因为电

源电压与电流的输出受极限功率的控制，会表现为电压 、电流自动量程的

切换。

体积庞大笨重的仪器仪器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工程师更加需要体积轻便的

测试仪器。此系列直流电源可安放于标准机柜上，即使是用于桌面使用也不

会占用大量空间。

后面板提供了RS232和RS485接口，可与计算机通讯，并通过上位机软件控制

仪器。SCPI和MODBUS-RTU两种通讯协议，方便组建各种测试平台。

HCP系列最高的电压高达600V。在LED、电池、DC/DC转换器行业，高电压

是对电源的基本需求，HCP系列不仅能够适用于上述行业的测试，也能够满足

对电压要求超高的特殊测试。安全端子的设计保障了测试的安全性。

恒惠

HCP1022

HCP1024

宽范围设计的特点，一台仪器可以解决需要多台仪器才能实现的测
试需求。例如有两个待测的电源产品，第一个待测电源的规格为80V
/5A；第二个待测电源的规格为20V/20A，这样可能需要两台不同规
格的400W电源或者一台成本更高的80V/20A/1600W以上的电源进行
测试，不仅成本很高，不便于工程师对试验状态随机调整，也不利
于实验室仪器的灵活配置。



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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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恒久耐用 惠聚精品

定时输出 触发功能

电池充电功能

电源具有定时输出功能，启用后，仪器将输出预先
设定的电压电流值，真实的模拟现实中各种电源的
运行状况。

便捷的触发器功能，支持4种触发方式。

支持电池充电功能，锂电池曲线充电功,有效保护电池

EXT  
Pulse  
Bus    
IMM   

为外部按键触发
为后面板TTL触发
为通信接口触发
为命令触发

0.1 C

3.0 V

3.6 V

4.1V

1 C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充电电压
充电电流

涓流区 恒流区 恒压区
时间

充电结束电流
0.1C(默认)

宽范围设计 响应快，质量高

宽范围设计,一台替代多台使用
(以HCP1022 80V/20A为例)

快速瞬态响应时间低于5ms，使得当负载电流发生瞬态变化
时，输出电压可以快速恢复到设定值，从而保证输出质量。

作为一款电源产品，其稳定的输出能力是确保待测电
路后续器件安全的前提。HCP系列电源可达到完全无
过冲的电压输出，可以在测试的同时充分保护用户的
待测电路。

远端感应功能无过冲，更安全

当负载消耗较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在电流到负载的连接线
上产生压降，远程感应可以自动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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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惠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HCP系列 宽范围可编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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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久耐用 惠聚精品

定时输出

触发功能

外部模拟量接口电池充电功能

电源具有定时输出功能，启用后，仪器将输出预先
设定的电压电流值，真实的模拟现实中各种电源的
运行状况。

便捷的触发器功能，支持4种触发方式。

后面板有一个9pin的航空接口作为模拟量控制接口，可以
通过它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还可以实现多台同规格电源
并联操作。

支持电池充电功能，锂电池曲线充电功,有效保护电池。

EXT  
Pulse  
Bus    
IMM   

为外部按键触发
为后面板TTL触发
为通信接口触发
为命令触发

0.1 C

3.0 V

3.6 V

4.1V

1 C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充电电压
充电电流

涓流区 恒流区 恒压区
时间

充电结束电流
0.1C(默认)

低噪音，更纯净 响应快，质量高

电压噪声≤30mVpp（HSP-3030带载1欧姆，电压30V） 快速瞬态响应时间低于1.5ms，使得当负载电流发生瞬态变
化时，输出电压可以快速恢复到设定值，从而保证输出质量。

作为一款电源产品，其稳定的输出能力是确保待测电
路后续器件安全的前提。HSP/PSP系列电源可达到完
全无过冲的电压输出，可以在测试的同时充分保护用
户的待测电路。

无过冲，更安全

OUTPUT

LOAD

+

+

+

-

-

-

前面板输出端子

后面板BNC端子

负载线电阻

负载线电阻

远端感应功能

当负载消耗较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在电流到负载的连接线
上产生压降，远程感应可以自动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HSP/PSP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源高性能

HSP/PSP系列是一款高精确度单输出的可编程直流开关电源，轻便小巧，

可调，多种操作模式。整个系统完全由微处理机（MPU）控制，可以轻易

的利用通讯接口(RS-232) 与计算机 (PC) 联机，来满足使用者对自动测试及

自动控制方面的需求，其软件指令完全符合SCPI 命令格式，方便使用者自

行开发自动测试及自动控制应用程序。由于系统的全数字化，数据输入完

全由键盘及旋钮控制，快速精确且方便。可以广泛用于电子产品开发、器

件测试、通信行业、实验室和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产品介绍

产品特色

可存储/调用300组电压电流等数据，定时执行可达到简易的自动测试目的

标配RS232接口，选配RS485接口

支持U盘存储、模拟控制接口

标准仪器架设计,可无缝嵌入19寸机柜

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远程感应实现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锂电池曲线充电功能

无极伺服，智能风扇

过载保护、极性接反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

产品特点

高精确度和高分辨率1mV/1mA,纹波＜2mVrms

达到与线性电源相同的0-Vout连续可调

达到与线性电源相媲美的输出低纹波和噪声

小巧轻便，具有高功率因数和高效率

4.3寸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屏

一键锁定功能，有效防止误操作

具有输出控制开关，控制更加灵活

编程指令集符合SCPI、MODBUS-RTU

HSP-2045

PSP-3020A

HSP/PSP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源高性能



HLR/PLR系列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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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产品介绍

产品特点

HLR 系列、PLR系列是单通道输出，电压20V 500V，功率180W 375W，

电流0.7A 20A，多种规格高精度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具有过载、极性

接反、过压、过流、过温度保护，可保持电源和负载在不稳定环境下的工

作安全。0.01%低变动率和极低纹波和噪声，自动选择内部连续或者动态

负载，适用于像电流突波这样的应用环境和高精度的中大型桌面空间及测

试系统的应用场合。

~ ~

~

HLR-30 12DH

PLR-50 07DH

0.01%低调整率,

可选择连续或动态负载

低纹波与低噪声

超高分辨率和精度

过载保护、极性接反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4.3寸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屏

高速调节旋钮和数字按键输入

可存储/调用300组电压电流等数据，定时执行可达到简易的自动测试目的

远程感应实现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无极伺服，智能风扇

锂电池曲线充电功能

标准仪器架设计,可无缝嵌入19寸机柜

标配RS232接口，编程指令集符合SCPI、MODBUS-RTU

支持U盘存储、模拟控制接口

选配RS485接口

CC/CV功能

五大保护功能

输出计时器

通过此功能，电源可在随负载变化而发生

的恒定电压模式到恒定电流模式的转换时

保持不间断操作。源具有定时输出功能，

启用后，仪器将输出预先电源自动切换于

恒压恒流工作模式。

具有过载保护，极性接反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度保护等全面保

护的功能，可保持电源和负载在不稳定工作环境下的安全。

支持输入计时器功能，开启此功能并设置计时时间，从电源输出打开开始计时，

到设定的时间后电源将自动关闭输出。

定时时间设置范围0.1s-9999.9s。

产品特色

Vmax

Imax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恒流

恒压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规格参数

HSP/PSP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源高性能



PLD系列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规格参数 产品介绍

HLR/PLR系列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产品特点

PLD-3603

PLD 系列是单通道输出，功率90W 375W，电压20V 150V

流1.2A 10A 多规格高精度线性可编程直流电源，具有过载、

极性接反、过压、过流、过温度保护，可保持电源和负载在不稳

定环境下的工作安全。0.01%低变动率和小于1mVrms 的低涟波和

噪声，自动选择内部连续或者动态负载，适用于像电流突波这样

的应用环境。PLD系列适用于高精度的中大型桌面空间及测试系

统的应用场合。

~ ~

~ ，

，电

0.01%低调整率,

可选择连续或动态负载

低纹波与低噪声

超高分辨率和精度

过载保护、极性接反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恒压/恒流自动切换

4.3寸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屏

高速调节旋钮和数字按键输入

可存储/调用300组电压电流等数据，定时执行可达到简易的自动测试目的

远程感应实现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无极伺服，智能风扇

锂电池曲线充电功能

标准仪器架设计,可无缝嵌入19寸机柜

标配RS232接口，编程指令集符合SCPI、MODBUS-RTU

选配RS485接口,MODBUS-RTU协议，适用于PLC控制，实现自动化控制。

选配模拟控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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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V功能

五大保护功能

双范围输出

通过此功能，电源可在随负载变化而发生

的恒定电压模式到恒定电流模式的转换时

保持不间断操作。源具有定时输出功能，

启用后，仪器将输出预先电源自动切换于

恒压恒流工作模式。

具有过载保护，极性接反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度保护等全面保

护的功能，可保持电源和负载在不稳定工作环境下的安全。

部分型号具有两个高、低电压范围，客户可以根据测试需求进行切换。当需

要高电压输出时，可选择高电压范围，当需要高电流时，可选择低电压。

产品特色

Vmax

Imax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恒流

恒压

定时输出

电源具有定时输出功能，启用后，仪器将输出预先设定的电压电流值，真实

的模拟现实中各种电源的运行状况。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PLD系列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PLD系列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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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噪音，更纯净4.3寸LCM高清液晶屏显示

高速调节旋钮和数字按键输入，

操作简单快捷。

后置RS232接口，可远程控制仪器，

实现自动化操作。

强大的SENSE和触发功能

纹波≤1mVrms

响应快，质量高

快速瞬态响应时间低于50μs，使得当负载电流发生瞬态变
化时，输出电压可以快速恢复到设定值，从而保证输出质量。

OUTPUT

LOAD

+

+

+

-

-

-

前面板输出端子

后面板BNC端子

负载线电阻

负载线电阻

远端感应功能

当负载消耗较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在电流到负载的连接线
上产生压降，远程感应可以自动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电池充电功能

支持电池充电功能，锂电池曲线充电功,有效保护电池。

0.1 C

3.0 V

3.6 V

4.1V

1 C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充电电压
充电电流

涓流区 恒流区 恒压区
时间

充电结束电流
0.1C(默认)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规格参数



HLW系列 可编程大功率线性直流电源HLW系列 可编程大功率线性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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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产品特点

规格参数

HLW 系列是单通道输出，3KW到12KW的线性直流电源，具有过

载、过压、过流、过温度保护，可保持电源和负载在不稳定环境下

的工作安全。低调整率和低纹波与低噪声，自动选择内部连续或

者动态负载，适用于像电流突波这样的应用环境，高精度的中大

型桌面空间及测试系统的应用场合。

低调整率

超高分辨率和精度

可选择连续或动态负载

低纹波与低噪声

过载，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度保护

具有恒压和恒流两种输出状态，根据负载情况自动切换

4.3寸TFT高清晰度显示，可全面显示仪器的输出状态

方便且快速的操作与设定界面，高速调节旋钮和数字按键输入

内置蜂鸣器作为提示或警告

无极伺服，智能风扇

一键锁定功能，有效防止误操作

具有输出控制开关，控制更加灵活 

可存储/调用300组电压电流等数据，配合定时执行可达到简易的自动

测试目的

远程感应实现补偿负载线的压降

标配RS232接口，RS485接口 

编程指令集符合SCPI、MODBUS-RTU协议，适用于PLC控制，实现自

动化控制

深圳市恒惠源电子有限公司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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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产品介绍

产品特点

产品特色

MEL8511

MEL8500系列电子负载是新一代高性能电子负载。本电子负载不但提供有强

大的测试功能和友好的人机界面，配备通信接口，支持SCPI可编程仪器标准

指令和Labview开发平台。广泛适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制造、汽车电子、太阳

能电池、燃料电池等科研和生产领域。

MEL8511           MEL8512              MEL8512C            MEL8512B            MEL8513             MEL8513C             MEL8513B    

其它特性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产品介绍 规格参数产品介绍

MEL8511           MEL8512              MEL8512C            MEL8512B            MEL8513             MEL8513C             MEL8513B    

17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恒惠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MEL系列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3U支架/4U机箱

       恒惠产品均为标准仪器架设计，设计紧凑，机身尺寸小巧，可无缝嵌入19寸机柜，

节约空间，方便组建各种测试系统。

 生产车间

11 ww.sz-hhy.comw 深圳市恒惠源电子有限公司 2019 持之以恒 诚信互惠

3U支架

4U机箱

19寸机柜安装（单机）

19寸机柜安装（双机）

19寸机柜安装（四台）

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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