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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感谢您购买 PN-100 多功能电子工具箱（以下简称 PN-100）。在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
本声明。一旦使用，即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和接受。请严格遵守本说明使用本
产品。因用户不当使用、安装、总装、改装造成的任何结果或损失，深圳市华之翼科技有
限公司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产品注意事项 

使用 PN-100 前，请详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以免对本产品或者您的人身财产造成伤害和

破坏，请在使用时务必注意安全。 

1. 务必使用华之翼提供的零配件。 

2. 不使用设备时请关闭所有的电源开关。 

3. 使用直流稳压电源的时候务必注意连线的正负极。红黑请相互对应，以免对您的设备

造成损坏。 

4，使用万用表时，请先检查表笔的正负板是否接对。红黑请相互对应。请注意万用表测

量电压的极限值为 600V。 

5，使用电烙铁时，请注意烙铁头，避免烫伤自己。 

6，系统电压低于 22.2V 时,应停止使用并及时充电。 

7，使用外接电源时请保证电源电压在 22~25V。 

8，充电时，请关闭所有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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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PN-100 是一款适合室外使用的多功能电子箱。整机采用内置大容量锂电池供电。集成直

流电源，万能表，电烙铁，220V 交流稳压源，USB 充电多种功能。可用于野外电子调试

和维修。 

物品清单 

主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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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直流源连接线 

烙铁头 

充电器 

万能表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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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正面部件名称 

 

 

 

 

 

 

背面部件名称 

 

 

 

 

 

外接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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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表使用说明 

1. 长按万能表电源开关开机。 

2. 将万能表的红黑表笔对应插入正表笔接口和负表笔接口。 

3. 除去表笔尾部的防折断保护套。开始测量。此万能表可用于直流电压，交流电压，通

断，电阻测量。无需手动切换挡位，万能表可以自动识别。 

4. 短按“保持/背光灯“可以保持万能表显示屏数据显示。长按”保持/背光灯“按键可

打开显示屏背光功能。 

5. 使用完毕后，长按万能表电源开关关机。 

  

      直流电压测量分为 2V/20V/200V/600V 四档。测量的电压值请不要超过 600V 

      交流电压测量分为 2V/20V/200V/600V 四档。测量的电压值请不要超过 600V 

      电阻的测量值分为 2K/20K/200K/2M/10M 五档。当电阻值小于 50Ω时，蜂鸣器

发声。 

直流稳压电源使用说明 

1. 显示界面说明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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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设置界面 

 

 

 

 

 

2. 主界面设定输出电压电流值 

短按 v/⬆，可进入电压设定状态，此时短按旋钮，可逐位循环切换选中电压数字，

当数字被选中时，转动电位器可改变数字大小，顺时针旋转增大，逆时针旋转减小。

数据调节好后，按 v/⬆键保存当前设定数据并退出，如果 1min 内无任何操作会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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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退出设置，电压设定完成。同样通过 A/⬆键可快速设定输出电流值。 

3. 数据界面中参数设定 

在主界面中，短按 SET 键，可进入数据设定界面。在此界面中，短按 v/⬆或者

A/⬇，调节至 U-SET、I-SET 处，同样可设定输出电压电流值，设定方法与主界面中相

同。 

设置保护值 

调节至 S-OVP、S-OCP、S-OPP 处，可分别对过压值、过流值、过功率值进行设定，

达到设定值，关闭输出。短按旋钮进入设置，旋转旋钮至所需数值后，短按 SET 退出

设置。 

 

调节屏幕背光亮度 

调节至 B-LED 处，短按旋钮进入设置，旋转旋钮调节至所需位置，短按 SET 退

出设置。屏幕背光有 6 个亮度等级，0-5 级，0 级最暗，5 级最亮。 

设置数据并保存指定数据组 

调节至 M-PRE 处，短按旋钮进入数据组序号选择，旋转旋钮至所要查看的数据

组，此时该数据组的所有设置数据会显示出来。再次短按旋钮，进入调出数据输出控

制选项，旋转可以选择 ON/OFF，选择 ON 时，调出数据后立即更新并维持原输出状

态，选择 OFF 时，调出数据立即更新但无输出。短按 SET 然后短按 V/⬆或者 A/⬇调节

至其他选项处，短按旋钮进入设置，调整完所有数值后，长按 SET 键两秒以上，所有

数据会自动存入所属数据组中，同时右侧状态栏会显示已存入的数据组号，此时可短

按 SET 键回到主界面。 

设置开机默认开启或者关闭输出 

调节至 S-INI 处，短按旋钮进入设置，设置为 ON 时，开机默认开启，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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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时，开机默认关闭。 

4. 功能说明 

打开或关闭输出 

在任何界面，短按电压输出按键即可打开输出或者关闭输出 

锁定按键防止误操作 

在任何界面，长按旋钮两秒以上，即可锁定按键，同时右侧状态栏有锁定提示，

再次长按旋钮两秒以上，即可解锁按键。 

内设 M0-M9 共 10 组存储数据组： 

第 0 组为上电默认调用的数据组，且手动操作调用的数据组都会覆盖第 0 组数据，

并且自动保存在第 0 组数据中。 

快捷调出 M1 或 M2 数据组数据： 

在主界面中长按 V/⬆或 A/⬇两秒以上，可以快速调出 M1 或 M2 数据组，同时右

侧状态栏会提示以调出的数据组序号。 

调出指定数据组数据 

在主界面中，长按 SET 两秒以上，右侧状态栏会提示数据组序号，转动旋钮调整

至所需的数据组，短按 SET 即可调出指定数据组数据。 

 

直流源输出电压范围０－２３V，精度０.０１V 

直流源输出电流范围０－５A，精度０.００１A 

直流源输出功率范围０－１６０W 

显示界面的输入电压检测值即内置锂电池电量。当电量低于 22.2V 时请及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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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烙铁使用说明 

1. 开关机说明 

将烙铁头插入烙铁头接口，短按烙铁电源开关开机。待烙铁头升温，即可开始使

用。使用完毕后，短按烙铁电源开关关机。 

2. 菜单设置说明 

进入菜单方式 

按下旋钮３秒即可，待听到“滴”的提示音后松开按钮即可进入菜单界面。长按

旋钮３S 即可退出菜单界面，回到主界面。 

休眠时间、自动关机时间、休眠温度设置 

默认休眠时间３分钟，自动关机时间３０分钟，休眠温度０度。您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设定。注意休眠可以通过振动烙铁手柄恢复，自动关机必须通过按下旋钮唤醒。 

最高温度设定 

为了防止意外调高温度影响烙铁头寿命，默认最高温度４１０度，可通过菜单的

最高温度设置项设置。 

快捷键设置 

单击旋钮和双击旋钮可设置快捷调用以下功能：温度切换，一键强温，休眠，关

机。其中一键强温的工作方式应该是：触发后温度升到设定的较高温度，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降回原来的较低温度。此做法可避免烙铁头长时间高温氧化的问题。 

默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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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修改可设置密码保护，出厂默认密码为０００。 

交流稳压源使用说明 

打开电子箱背面的电源输出开关即可开始使用逆变器。逆变器输出功率３００W，峰值功

率６００W。输出电压２２０V，输出频率５０HZ，输出波形纯正弦波。USB 接口的输出

电压 5V，输出电流最大 2100MA。 

 

电子箱充电 

工具箱的充电口位于箱子的背面。请使用自带的充电器为电子箱充电，充电时间大约 6 小

时，内置锂电池容量：9600MAH，当电池电压低于 22.2V 时请及时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外接电源说明 

室外作业时，如内置锂电池电量不足。可使用外置锂电池供电。只需将 22-25V 锂电池接

入背面的 DC 22~25V 外接电源接口即可。请注意外接锂电池电量，避免锂电池因过度放

电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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