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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技术性能 

电气参数 

电气参数 指标 

输出功率 1W-2000W连续可调，正反向功率真彩色 LCD智能显示 

射频末级效率 ≥86％（2000W输出时），≥93%（700W输出时） 

功率稳定度 ≤ ±0.5％(额定功率输出时) 

频率稳定度 ±10ppm 

承受最大反射功率 400W（20-30s） 

最大输出功率裕度 20% 

谐波输出 二次谐波低于 -50dB，三次及更高次谐波低于 -55dB 

频率信号 13.56MHz标准正弦波 

整机效率 ≥70% 

 

控制信号与后面板电气连接 

描述 说明 
模拟口 15针 D型（阴性）（选配） 
串口 RS232/RS485/USB 通讯协议（选配） 

外部时钟同步（CEX） BNC(阴性) 

射频输出口 标准同轴接头输出（M/N型，阴性） 
交流供电口 AC220V供电（50Hz）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机械尺寸 

描述 说明 
体积 132mm(H)X483mm(W)X500mm(D)5.5＂(H)17.3＂(W)19.7＂(D) 
重量 18kg 

安装 前面板高为标准 3U，宽为 19 英寸 
前面板指示 4.3 寸 TFT 真彩数字屏（16：9），分辩率 480X272，LED

背光，28键键盘，纯铝旋钮 

前面板颜色 象牙白（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使用环境 

描述 说明 
环境温度 0 -40℃ 
相对湿度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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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方法 

安装方法 
RFG-2000 型射频电源采用标准 3U 机箱(具体尺寸见图 2)，可以安装在标准机

柜上。安装前应根据图示“机箱位置”在机柜内设置导轨，并根据前面板定位孔

的位置在机柜前框上制作螺孔。将射频电源推入导轨后，用螺丝固定前面板两侧

的定位孔即可。 
    RFG-2000 型射频电源也可以放置于桌面上使用，可根据需要定制桌面型面

板。 
    使用 220V 50~60Hz 单相交流电源，功率容量不得小于 2.5KW。将所配的电

源线一端插入后面板“电源线插座”(图 3)，另一端插入单相交流插座。 
电源开关在前面板左侧(图 1)，按下电源开关打开射频电源，此时电源开关

上的环形指示灯亮；再次按下电源开关，关闭射频电源，指示灯灭。 

本地面板操作 

    1) 功率设置 

用面板设置射频功率的方法有四种： 

        a. 用数字键盘输入功率值(单位为 W)，例如 450，再按 Enter 键确认。

输入过程中，所输入的值显示在屏幕右侧的“键盘输入区”(图 4)，若输入有误，

可以按 Esc键取消 输入，或按 Esc下方的退格键删除前一个输入的数字，然后

继续输入。未输入数字的情 况下直接按 Enter键将会设置功率为 0。 

        b.按键盘上的“加减键”可改变输出功率，每按一次上下方向的“加减

键”，功率 增减 1W。 

        c.按键盘上的“快速加减键”也可改变输出功率，每按一次上下方向的

“快速加减 键”，功率增减 10W。 

        d. 旋转前面板右侧的“功率调节旋钮”可改变输出功率，顺时针旋转

功率增加， 每次增加 1W，逆时针旋转每次减小 1W。按压该旋钮并旋转，可快速

改变功率，每次功率增减 10W。 

        功率设置既可以在射频关闭时进行，此时只是设置功率值，无实际功率

输出；也可 以在射频开启时进行；所设置的功率立即被输出。 

    2) 射频开关 

     按面板上的 Start键开启射频，此时绿灯亮；Stop键关闭射频，此时红

灯亮。处于 关闭状态时，无射频功率输出；处于开启状态时，按照设置的功率

值输出射频功率(包 括 0W)。 

 

 3) 帮助信息 

  按 F1 键进入帮助信息，可以看到其它功能键的简要操作说明。再次按

F1键返回。 

 4) 板压模式(本功能为用户定制) 

    射频电源默认的控制模式为功率模式，按照用户设定的射频功率进行输出。

按 F3键进入板压模式，再次按 F3键回到功率模式。板压模式是为辅助进行手动

匹配之用，若匹配器指示跳动剧烈难以匹配，可以切换至板压模式，在恒定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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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下寻找匹配点。板压模式下，将设置射频电源的内部板压，范围是 0~100V，

此时面板上以小字显示板压，并以大字显示此时的正向功率与反向功率。 

远程控制操作 

 用户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实现远程控制：串口（RS232）或模拟口（用户接口）

如图 3。 

a. 串口（RS232） 
将随产品一起提供 

 

b. 模拟口（用户接口） 
Female DB-15 plug is used for analog interface, described as the following table: 
Pin No. Mnemonic Function 
1 AIN RF forward power set, 0~10V analog input, 30W/V.  
9 AOUT4 Reserved.  
2 AOUT3 RF load power feedback, 0~10V analog output, 1V/30W.  
10 AOUT2 RF reflected power feedback, 0~10V analog output, 1V/10W.  
3 AOUT1 RF forward power feedback, 0~10V analog output, 1V/30W.  
11 AGND GND for AIN and AOUTs.  
4 D2 Reserved. 
12 D3 Reserved. 
5 D4 Reserved. 
13 D5 Reserved. 
6 D6 Reserved. 
14 D7 Analog controls enable. Connect to DGND if use this analog interface. 

Left open if use RS232 mode or manual mode.  
7 DGND GND for D7~D2.  
15 NC Not connected.  
8 VREF +10V reference voltage output, for use of manual debug.  
简易接法： 1 与 11 接模拟电压，中 1 接正，11 接地。7 与 14 短接 

 
 

图 1 前面板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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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箱与前面板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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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图示 

 

图 3 后面板实物图 

 

 

图 4 模拟接口（用户接口） 

 

 

 
图 5 操作界面 

 

 

图 6 按键示意 


	RFG-2000/13.56MHz
	固态射频电源，220VAC
	用户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