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H 系列纯正弦波逆变器使用说明书
首先感谢您购买使用我司的 JN-H 系列纯正弦波逆变器,为了您能更好的使用和了解我
们的产品。请在安装及使用本产品前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管。本产品的安装、
调试均需按照本手册指导来进行。误用或错误的连接逆变器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损坏
逆变器及其用电设备。

警告：
1.小心触电,远离儿童 。
本机器输出是标准的纯正弦波交流电源,交流输出插座与一般家用交流电插座一样有高
压交流电,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触摸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并且致命,使用时应远离儿童和智
障人士否则会有触电危险。
2.请勿靠近易燃易爆物 。
不要在含有可燃气体和易爆的环境下使用本装置,例如：汽油船船底或丙烷储存罐等。
3.高压危险,请勿随意拆卸和触摸。
随意拆开或改装本逆变器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机器内有高压,防止触电。
4.请勿随意连接接线。
本系列逆变器是离网逆变器,使用前必须将逆变器的接地线（GND)连接大地,并将用电
设备的接地线也连接大地,不可将交流输出端的零线当地线。也不要将逆变器连接到市电交
流电路中（比如家庭 220VAC 线路） ,否则即使逆变器电源开关关闭也可能会造成逆变器的
损坏,甚至引起火灾！

一.产品简介：
本系列逆变器使用智能 IC 控制,具有非常完善的保护功能（包括过载保护,过流保护,
高温保护,短路保护,电池反接保护,电池过压以及欠压保护,设有内置式保险丝等等）,工作
指示功能和故障告警指示功能。采用优质的双面线路板及进口零器件,保证产品高质量,高性
能。本系列产品的输出波形为纯正弦波,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交流负载,本机的体积非常小
巧,外观漂亮,便于携带。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独创的前后级双软启动技术。
2.CPU 核心 SＰＷＭ脉宽控制技术。
3.独创的恒功率技术。

4.二极管防反接技术。
5.前后级全隔离技术。
6.完善强大的故障保护功能（包括过载保护,过流保护,高温保护,短路保护,
反接保护,设有内置式保险丝等等）。
7.蓄电池保护功能（电池过压.欠压保护,过压恢复,欠压恢复等等）。
8.安全防震保护功能。
9.交流输出纯正弦波不影响使用设备的工作寿命。
10.铝合金外壳,表面喷砂阳极氧化处理,硬度高,外形美观大方。

二.使用方法：
安装本逆变电源必须为具有一定的电气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
1.接线连接步骤：
1)

检查所需配件是否齐全（附件袋和使用使用说明书）,电池（电源）电压符合逆变

器额定输入电压等级。输入电池（电源）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其具体算法约为输出功
率 / 输 入 电 压 /0.85= 输 出 电 流 , 例 如 ： 带 一 个 1000W 的 负 载 , 输 入 12V, 则 输 入 电 流
=1000/12/0.85=98（A）,根据 5A/mm 的电流规则选用合适的连接导线，1000W 的逆变器 12V
电压输入应选用 20mm 的导线，并依次类推。
2)

使用前必须先将逆变器的接地线(GND)连接大地,不可将零线当地线使用。

3)

将逆变器电源的开关关闭（OFF 端按下）。

4)

确认电池（电源）的正负极性,高电位为正,低电位为负 。

5)

将逆变器的输入端接线柱红（＋端）黑（－端）接线端子分别拧下。

6)

根据步骤 1）将选用的合适截面积的黑色连接线接到逆变器输入端的黑色（－端）

端子并用黑色旋钮拧紧。
7)

根据步骤 1）将选用的合适截面积的红色连接线接到逆变器输入端的红色（＋端）

端子并用红色旋钮拧紧。
8)

将黑色连接线的另一端接到电池的负极并保证连接牢固。

9)

将红色连接线的另一端接到电池的正极并保证连接牢固。

10) 检查确认各连接接线连接无误后,打开逆变器的电源开关（ON 端按下）。
11) 当逆变器的正常工作指示灯绿色亮后,5 秒内即可得到稳定的交流电。

12) 将不超过逆变器标称额定功率的用电设备接上逆变器输出端的 AC-OUT 插座。
13) 打开负载用电设备的电源开关（ON 端按下）。
2.接线示意图：

三.技术参数：
表一：逆变器技术参数：
功率等级

300W

500W

1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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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功率

3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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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电压

见表二

输出电压

220VAC±5% or110VAC±5%

输出频率

50HZ±0.5HZ or 60HZ±0.5HZ

输出波形

纯正弦波

波形失真

THD＜3%(线性负载)

输出最高效率

最大 94%

启动方式

前后双极软启动

冷却

风冷
欠压/过压

保护功能

过载

LED 红灯亮,锁死 蜂鸣器报警

过温

LED 红灯亮,自动恢复 蜂鸣器报警

短路

LED 红灯亮,自动恢复 蜂鸣器报警

输入反接
工作环境温度

LED 红灯亮,自动恢复 蜂鸣器报警

二极管
﹣20°-—+70°

储存环境温度

﹣30°-—+75°

表二：逆变器输入直流电压(Vdc)(误差：<1V)
12V 系列

24V 系列

48V 系列

96V 系列

开机电压

11V-14.5V

22V-29.5V

44V-59V

88V-118V

工作电压

10.5V-15V

21V-30V

42V-60V

84V-120V

四.

注意事项

(1) 逆变器只能接小于其额定功率的负载。
注意：冰箱、冰柜、彩电、水泵、电动机、空调、空气压缩机、电脑等一
些用电设备启动电流较大,需选用比额定功率大 2-3 倍的规格逆变器。
(2) 蓄电池电压必须与逆变器输入电压要求相匹配,过高的电压将使其损坏。
(3) 由于逆变器输入端电流较大,尽量减小输入端导线长度。
(4) 如果逆变器开机后输出负载过大而产生输出保护后,应先关机,减小负载，10-15 秒后
再开机,如果频繁过载开机将有可能使逆变器永久损坏。
(5) 禁止本逆变器和市电有连接,否则将有可能使逆变器永久损坏 。
(6) 请不要用湿手或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本逆变器。应置于阴凉和通风坏境下使用。
注意：不要堵住逆变器散热风扇的排风口和进风口,保持良好的通风坏境。
(7) 在不使用逆变器时,请将其关闭。长期不用或外出时请断开逆变器与电池的连接。
(8) 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应与用电设备的输入电压和频率相符,若不相符则有可能
导致用电设备损坏。

五．常见故障排除（仅供参考）：
1.逆变器开机后指示灯不亮,机器无任何反应：
1)

检查接线是否接触不良,重新连接导线。

2)

检查电池与逆变器之间的导线是否接反,重新正确连接,并更换同种规格的保险丝。

2.逆变器开机后告警指示灯为红灯常亮无输出：
1)

检查电池电压规格是否与逆变器的额定要求输入电压相符,如不相符请更换符合规

格的电池。
2)

检查电池是否电压不足,如缺电请充电或更换电池。

3)

检查温度是否过高（70 度以上）,冷却机器并放在通风处,等冷却后重新开机。

4)

检查负载是否超出额定功率,减小负载功率或更换更大功率的逆变器使之不超过机

器的额定功率,重新开机。
5)

检查输出端和负载端是否短路,排除短路后重新开机。

6)

开机失败,10 秒后重新上电开机。

六.清洁与维护：
1)

用干毛巾轻轻擦拭掉逆变器机壳表面的灰尘。

2)

若灰尘过多或有油污请适当蘸一点清洁剂后擦拭。

3)

定期用毛刷清洁风扇排风口及进风口。

七.产品保修维护：

质量保证书
本公司生产的 JN-H 系列正弦波逆变电源出厂前确保为品质优良,经过严格检查测
试。本公司向用户保证在此保证卡内所列明的机器性能良好、机件完整。核实如产品存
在质量缺陷,我们将提供免费保修服务,提供一年免费保修服务,保修条例如下：
（一）由购买机器一年保用期内,机件如有损坏和发生故障,经本公司技术人员检查证
实,该机属正常使用下发生者,将提供免费修理及更换零件,损坏件归本公司。 在保修期
间造成运输费用,由用户承担。
（二）本保证卡内所列明的机器在下列情况下,保修期会自动失效。
1、 更改公司商标；
2、超出本手册中说明的非常恶劣的环境运行。
3、 因错误操作、疏忽使用、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导致损坏。
4、 非本公司技术人员擅自开机修理、改装或涂改、除去机号或封条。
5、 不按原厂提供的安装指示安装。
6、若产品尺寸及参数有变化,以本公司最新资料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只是用于安装指导使用,与产品不能完全等同时请咨询本公司的技术人员,
由专业的工程师指导操作！

客户存根
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并妥善保管。作为售后时的凭据！
用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购机时间:＿＿＿＿＿＿＿＿＿＿＿＿

产品型号:＿＿＿＿＿＿＿＿＿

Email:＿＿＿＿＿＿＿＿＿

联系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