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T 系列 30-60 嵌入式通信专用整流开关电源



请确实遵守本手册所述的所有警告事项和操作指示。请将本

手册存放在适当的位置，以便在进行安装之前能确实详阅以

下注意事项。在操作本产品之前，请务必详阅所有安全事项

和操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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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概况

1.1 4860 系统配置

标准配置

(1) 4830整流模块 2个；

(2)监控模块 1个；

(3) 4860 输出部分

直流配电：1路（电池） 1 路(负载)

1.2 4860 的技术性能

4860 适用于小型程控交换机、接入网、传输设备、移动通信、卫星通信地面站、

微波通信供电，也可用于其它通信设备供电。

1.2.1 基本工作原理

系统电源正常情况下，整流模块、配电单元的各种参数均由监控模块进行控制，

按其预定的参数或用户命令进行工作。如果出现市电故障，此时系统将改由电池供

电，随着电池的放电，电池端电压开始下降，当电池电压低于 46V上位机(可设定)

电池低压告警点时，监控模块上报告警信号，低于 43V直接关闭负载输出，整机不

工作。当外部市电恢复，系统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以上监控数据为系统默认值，用

户可重新通过后台设置）。

电源系统的工作环境温度≥55℃，电源系统将需降功率输出。

1.2.2 性能指标

(1) 交流输入

额定输入电压：220VAC

输入电压范围：90～280VAC

最大输入电流：30A

频率： 50Hz；45～63HZ

输入功率因数：≥0.98

(2) 电池输入

蓄电池组的正、负极与整流模块的直流输出并联（极性一致），工作在浮充或均

充状态。

(3) 直流输出



标准电压：54VDC

电压可调范围：42V～58V

直流输出电流（满配）：60A （176～290VAC）

33A （151～175VAC）

22A （90～150VAC）

直流输出：1路（负载）；1路（电池）

(4) 直流输出杂音

电话衡重杂音： ≤2mV

宽频杂音电压： ≤100mV (3.4KHz～150KHz)

≤30mV (150KHz～30MHz)

峰-峰值杂音电压：≤200mV（20MHz范围内）

(5) 电源系统稳压精度： ≤±1％

电源系统负载调整率：≤±1％

电源系统源调整率：≤±1％

(6) 工作效率：≥91％ （220Vac输入时）

≥87％ （110Vac输入时）

(7) 其它特性：

动态响应过冲幅度：≤±5％

动态响应恢复时间：≥10ms

均流不平衡度：≤±5％

(8) 绝缘电阻：

直流部分、交流部分、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10MΩ (试验电压 500Vdc)

漏电流＜3.5mA

(9) 绝缘强度：

对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部分施以 50Hz 的交流电压 2500Vac，漏电流

≤10mA，一分钟无击穿飞弧；交流部分与机壳施以 50Hz的交流电压 2500Vac，

漏电流≤10mA，一分钟无击穿飞弧；对直流输出与机壳之间施以 50Hz的交流

电压 1000Vac，漏电流≤10mA，一分钟无击穿飞弧。



(10) 保护功能

(11) 机械特性：

冷却方式：风机强制冷却

系统尺寸（长×深×高）：482mm×295mm×44.45mm

系统总重量：≤7.3Kg（带模块）

安装尺寸说明：(深度不含拉手长度；20mm 总深度：260mm+20mm+14.7mm=295mm)

项目 单

位

有/无 最小值 典型

值

最大值 恢复特性

输入过压告警 Vac 有 250 260 270
恢复回差 10±
5V

输入欠压告警 Vac 有 130 140 150

输入过压保护 Vac 有 300 315 可自恢复，回

差 10±5V
输入欠压保护 Vac 有 75 85

输出过压告警 V 有 58 59 恢复回差 1V

输出欠压告警 V 有 46.5 47 47.5 恢复回差 1V

输出过压保护 V 有 59 60 不可自恢复

电池下电保护 V 有 42.5 43 43.5 恢 复 回 差
2.5-3V

环境高温告警 ℃ 有 45 50 55
恢复回差 3℃

环境低温告警 ℃ 有 -15 -10 -5

短路保护 A 有
可长期短路；检测到短路后打嗝工作，打

嗝 5min后如果模块输出仍然短路则关机



(12) 环境条件要求

工作温度：4860 嵌入式电源系统在小于-40℃时上电(但不给负载供电)，在

-40℃~+55℃正常工作；当温度高于 55℃时，电源系统降额工作。

相对湿度：10～90%

大气压力：70～106KPa

海拔高度：0～3000m

1.3 4860 系统的安装

4860 系统在包装运输时，监控模块和所有的整流模块都已安装在系统主机箱

上，如图所示（系统配置容量为 60A，即由 2个 4830 整流模块和 1个监控模块组

成）。

4860 主机箱（正面图）

4860 主机箱（从后面看）

1.3.1 主机箱与外部的电气连接

1.3.1.1 电气连接关系说明

1）主机箱与外部的电气连接通过其上的系统接口板进行，系统接口板的接口位

置如图所示。

交流输入

接线端口 监控模块 功率模块 1 功率模块 2

RS485

干接点

直流输出 电池输入



4860 电源系统主机箱的系统接口板接口位置示意

接线端子连接关系说明：

(1)交流输入接口：L（火）、N（零）、PE（地）；

(2)从左到右依次：输出负极、输出正极、电池正极、电池负极、

1.3.1.2 电气连接过程

主机箱与外部设备的电气连接包括：交流输入的连接、直流输出与蓄电池的连

接、通信线连接、接地线的连接等。下面进行具体描述，电气连接的要点是安

全、可靠。

(1) 系统交流引入线连接

4860系统的交流引入为接线端子，位于系统前面板；交流连接线可直接接

入。

注意 ：

1、交流引入线为高压工作线路，操作过程一定要确保交流输入断电，操作过

程中对不许动用的开关要加上临时禁止标识牌。

2、交流线路端子接点及其它不必要的裸露之处，要充分绝缘。

3、上电之前必须接地。

(2) 系统直流工作线连接

A. 负载线连接

4860系统的负载接线端子为“LOAD+和LOAD-“接线端子，位于系统的前面板上，

连接线可直接接线。

a、负载线的选用与走线按工程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电缆。

b、把正极连接线的一端连接于系统前面板的” LOAD+”端；

c、把负极连接线的一端连接于系统前面板的 “LOAD-”端；

B. 电池线连接

系统与电池的接线为接线端子，标识“BAT+”、”BAT-“，用于连接蓄电池，连接线可直接

接线端子。下面为蓄电池的连接过程进行具体说明。



a、做好正极连接线和负极连接线（包括接好接线端子和正极或负极标识）。

b、捆扎好电池连接线。

c、把正极连接线的一端连接于系统后面板的BAT+端；

d、把负极连接线的一端连接于系统后面板的BAT-端；

(3) 地线安装

保护接地连接：用6mm2以上电线把系统主机箱的机壳接地点和外部接地汇流排进行

连接。

(4) 通信线的安装

4860系统的通信线接口RS485位于系统的后面板，RS485为通讯口，用于与上位机通

信。

RS485通讯方式：

A、将通信线的一端接4860后面板的RS485。

B、将通信线的另一端接上位机的RS485，RS485的正端、负端分别与RS485的正端、

负端对应。

1.3.2 安装检查

(1) 安装检查内容：架体安装稳固性检查，各组装单元的稳固性检查。

(2) 交流引入与配电检查：交流用线色谱是否规范，机架原有布线是否有松脱，交

流配电部分安全标识是否齐全。参照设计资料检查交流布线与用线情况。

(3) 直流输出与电池连接点，编号、线序极性检查，线缆连接点稳固性检查，母排

连接正确性、可靠性检查，电池连接极性与次序再检查。

(4) 所有开关置于关的位置。

1.4 监控模块、整流模块的安装说明

监控模块和整流模块在 4860 系统主机箱上的安装位置如图所示。



4860主机箱上各部件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1、 2个 4830 整流模块插槽。

2、 1个监控模块接口插槽。

监控模块、整流模块的面板上都带有把手，插入主机箱插框时要一手握紧把手，

一手托起部件，缓慢推入相应槽位，直至部件后面板的连接端子插入主机箱系统母

板相应插座上，最后把面板上边的固定螺钉拧紧在主机箱上，安装即告完成；各部

件退出主机箱时，应先拧松面板上边的固定螺钉，握紧把手，缓慢将部件退出相应

槽位即可。

注意：

4830模块具有热插拔功能，但在插入模块前必须保证模块面板指示灯全灭。

1．5 监控模块的维护

(1)、通信中断原因分析及维护

① 设置原因：监控单元与上位机设置不一致；

维护：通过后台重新设置监控单元地址。

② 监控模块 CPU电路故障或二次整流模块电路故障。

维护：通知厂家进行维修。

(2)、若上报数据有误（包括模拟量和开关量）且保持不变，或控制状态与下发

命令不一致，或参数设置与实际执行情况不符时，可能是以下原因：

（1）输入信号有误；

（2）输入电路损坏；

（3）整流模块故障。

维护：通知厂家进行维修。

1.6 整流模块告警信号指示

（1）电源模块运行正常时，绿灯亮；反之则灭。（市电故障、模块无输出时绿

灯灭）

（2） 电源模块运行正常时，黄灯灭；电源模块异常出现温度预告警、自动降

额、限流、风扇预告警时、黄灯亮。

（3） 电源模块运行正常时，红灯灭；电源模块故障出现输出过压关机、风扇故障、

过温关机、远程关机或其它内部原因引起的无输出时，红灯亮。



(4) 整流模块的使用与维护注意事项

4.1 若正常期间整流模块前面板上红灯(FAULT)常亮，则表明整流模块发生

工作故障，此时要将模块从系统中退出，准备维修。如整流模块损坏，

请与厂家联系，未经允许，禁止非本厂专业人员拆卸整流模块。

4.2 允许带电热插拔

a. 当需要将整个模块退出工作时，拧松紧固螺钉，拉住拉手，拔出即可，

而无需关交流电源。这样可以很好地保证多模块组成的电源系统，在

需退出某个整流模块进行检修时，整个电源系统不需要下电，确保电

源系统的正常运行。

b. 在把整流模块的电气接口接入电源系统时，必须保证整流模块前面板

上的指示灯已灭，才能将整流模块插入。

LED 信号指示

LED状态

模块告警状态

指示灯颜色 正常状态 异常状态 异常原因

运行指示灯 绿 亮 灭
出现红灯亮时灭

出现黄灯亮时见下表

保护指示灯 黄 灭 亮

电源模块出现可恢复保护，模块 ALARM有效时常

亮，否则，当通信中断时黄灯闪烁；

OTP（环境温度超过 65℃到模块过温关机）、输入

过欠压有效以及过流时 ALARM有效。

休眠关机（休眠关机时模块只亮保护指示灯，模块

不上报告警）

故障指示灯 红 灭 亮

模块内部有不可恢复的故障，模块 FAULT有效时

常亮：PS-enable正常时，Vo-OV、风扇故障（单

或双风扇故障）、输出短路、无输出出现时 FAULT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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