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节能电源，终级可靠性设计

恒久之“源”
Everlast 电源

电源故障会给信号传输和设施运行带来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在

关键任务环境中的视音频产品，这也是系统集成商、最终用户和
制造商最具挑战的环节。
Extron Everlast™ 系列内置和外置电源

以其强劲的可靠性成就毫不妥协的超级性能，为专业视音频行
业在可靠性和节能性上树立了新的标杆。

Everlast 电源由 Extron 工程团队精心打造，它采用最先进的技

术及最高品质的元器件，确保我们的商业视音频产品具有最高

的可靠性，如数字矩阵切换器、拼接墙处理器、分配放大器、图像
解析度转换器、控制系统等。
与所有 Extron 产品一样，Everlast

电源在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上力求安全、高性能和高可靠性，而
非局限在成本的节约。

例如，业内传统设备的散热主要依赖散热片、导热胶、垫圈和螺

丝的组合。
这样不仅使整个结构变得复杂，还增加了潜在的设备
故障率。相比较之下，Extron 则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散热技术，将

PCB 铜面作为散热片，为表面安装的晶体管和二极管散热。

电源种类千差万别

多数视音频硬件厂家通常使用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成品电源。
这些大批量生产的电源通常具有较低的价格，使用最便宜的元
件只求达到最低的生产标准。使用塑料风扇代替高品质的金属

风扇，或用便宜的二极管代替高效的晶体管，廉价的电容代替高

Extron Everlast 与众不同

时，节省的成本往往无以支付高昂的代价。这些大容量、低成本

件以及高效的现代电源拓扑，提供了热量管理、晶体管开关、能

品质昂贵的电容，这样也许会节省一些物料成本，但当发生故障
电源通常采用陈旧的设计和过时的拓扑。

Everlast 电源由 Extron 自主设计及生产，采用超高品质的元器
量耗散和电源系统的其它各项重要功能。每个 Everlast 电源都

与我们获奖的高端视频产品一样经过严格的测试以及细节方面
的精心设计。

经验证的高可靠性和高性能
通过各个元件的技术参数进行计算，一般视音频设备电源的平
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BF) 大约为 30,000 小时。

为了确保我们的 Everlast 电源达到 Extron 的性能和质量标准，
我们通过环境温度为 85° C 的高温老化试验室，对每一个 PS 系

列桌面型电源进行实际而非估算的加速寿命热老化测试。该系
列电源满负荷连续运行时间超过 2 年。在这样的极限环境下，

每在高温老化室内运行 1 小时，就相当于实际环境下运行 64

基于这一实际的测试，我们电源的 MTBF 达到了 280,000 小时

甚至惊人的 1,000,000 小时，相当于超过 114 年的工作时间，

涉及具体型号会略有差别。
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哪家公司可以

提供如此长的电源可靠性保证。
简而言之，我们的 Everlast 电源

具备无与伦比的可靠性和经过验证的使用寿命，适用于最严苛
的专业视音频环境。

小时。

传统视音频产品的电源
30,000 小时

280,000 小时

1,000,000 小时

可靠、节能、环保

我们节能高效的 Everlast 电源设计大大降低了功耗，不但能降低整个运行成本，还有助于达到环保建筑的要求。

	我们的 Everlast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符合 VI 等级标准，在无输出负载的闲置状态下耗电只有 0.075 W 或更少。
	我们卓越的散热和热量管理工艺使 Everlast 电源在相同负载时，比任何其它电源运行温度都低。
	我们 Everlast 电源超长的使用寿命极大地减少了现场更换电源的需求，避免了无谓的浪费。

Everlast 电源解析
耐高温电解质电容
精密卷绕的变压器
高效的散热

XTP II CrossPoint 6400 具有 4 个可
热插拔的 Everlast 电源 - 2 个主电源
和 2 个冗余电源

设计经久耐用，各
个元件具有最高的
效率、最佳的空气
流通和冷却
金属风扇采用高质
量轴承，具有最长的
额定使用寿命

热量管理

传统方式
高温工作会对部件的性能和寿命产
生不利影响。传统设计通常需要将晶
体管安装到专用的散热器上。由于反
复的热胀冷缩，必须使用弹簧垫圈和
锁紧螺母压紧导热胶。这种传统而又
复杂的方法容易导致晶体管的管脚
因冲击和振动而断裂。

Everlast 方式
Extron 采用专业的印刷电路板 (PCB)
技术，将我们的电源组件安装在 PCB
表面，从而达到散热的目的。由于该方
法的整个过程都无需人工干预，避免
了人为误差，所以非常安全可靠并能
持续连贯地使用。这种高度可靠的结
构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冲击和振动。

谐振软开关
大部分专业视音频设备电源常用
的“硬开关”变压器会导致严重的
晶体管损坏。必须使用较小的晶体
管，但这又会影响到电源的性能和
效率。我们的 Everlast 电源采用谐
振软开关设计，允许 Extron 使用更
大的晶体管，通过减少传导损耗和
热排放来实现高效率的运行。

有源启动电路
常规电源启动时由启动电阻通过交流线
路电压为 12 V 控制系统供电。这种方式非
常低效，因为启动电阻会消耗不必要的能
量并且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Everlast 电
源使用更加昂贵的晶体管代替启动电路中
的电阻器，创建了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

谐振箝位拓扑
传统电源中的转换器通过由二极管和
电容器组成的“耗散型箝位电路”来消
耗不可避免的、不必要的能量。Extron
Everlast 电源采用谐振箝位设计，以几
乎无损的方式对箝位能量进行循环使
用。这种先进的方式可使变压器的能量
存储最大化。

同步整流式 FET
Everlast 电源采用同步整流式 FET
(场效应晶体管)来代替廉价的二极
管。
这就能够减少热排放，极大地延
长系统的使用寿命。

卓越的风扇技术
对于 Everlast 电源，我们的工程师选用了
带滚珠的高品质金属框风扇，具有超长的
MTBF 并能在较低的转速下运行。这就大
大提高了风扇的使用寿命，还能够减少噪
音。最终结果就是相比其它竞争产品中使
用的高速、嘈杂的塑料风扇来说，Everlast
电源更加静音且更耐用。

大型变压器
较大的磁性材料能使电源运行更加可
靠。
使用大型变压器，Everlast 电源会比
其它电源产生更少的热排放，从而创建
更高效及可靠的解决方案。

老化测试
为了进一步确保永久的可靠性，每个
Extron Everlast 电源都经过了 8 个
小时的充分老化测试，可迅速发现并
消除所有制造问题或零件缺陷。我们
对电源的质量和耐用性引以为傲，
对于所有的 Everlast 电源，我们有信
心为客户提供绝无仅有的 7 年部件
和人工保修。

内置和外置式设计

内置 Everlast 电源

Everlast 电源大量应用于常见的 Extron 产品内，如矩阵切换器、拼接墙处理器、图像解析度转换器、系统

控制器、
企业流媒体编码器和音频放大器等。
高达 90% 的节能效率大大减少了热排放，极大地延长了电源
的使用寿命。

在 www.extron.com 产品页上查找 Everlast 标志，确定哪些 Extron 产品使用 Everlast 电源。

外置 Everlast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

该节能的 Everlast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提供 6 W、18 W、24 W 和 50 W 的配置，采用全球兼容性的

100 VAC ~ 240 VAC 电压标准。
为了减少系统运行成本，每个 Extron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都能达到
90% 左右的节能率，也就意味着只有不到 10% 的输入功率会变成废热被排放。

获专利的 ZipClip® 增加了通用性和安装选项

Everlast PS 桌面型系列不仅仅可靠和高效，而且还具有通用性。
Everlast PS 系列采用 Extron 专利的
它们
ZipClip® 安装系统，可牢固地安装在各种表面，包括机架导轨、桌面、讲台、投影机安装杆和桌腿。
带有螺纹嵌槽的紧凑型 1U 高外壳还能直接安装到 Extron 机架搁板上。

服务和支持
7 年部件和人工保修

我们对电源的可靠性具有充分的信心，因此将所有内置和外置的 Everlast 电源的保修期延长至

7 年。
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一直是 Extron 的重要指导原则。
品质和可靠性是每个 Extron 产品的最

重要设计标准。
Everlast 电源的强劲表现使我们拥有足够的信心确保该超乎寻常的延保支持计划。

全球性支持

Extron 在全球拥有多家办事机构，能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这就意味着无论您置身何处，我们都能竭诚为您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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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置换计划

15 个常规外置电源可置换 1 个 PS 124

由于 Extron 的大多数产品都提供 12 V 外置电源，当设备共用电源时，多余的电源常常被闲置。
Extron 的用户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电
源置换方案，我们的电源置换计划正好可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浪费。

我们为 Extron 用户推出了专属的电源置换计划。
您可以通过授权的 RMA 退回 15 个合格的 12 V PS 系列电源，我们会给您置换一

个全新的 PS 124 多路输出 12 V DC 电源。
PS 124 具有 8 路 12 V DC 输出，为所有输出提供总计 4 A 的电流，每个端口电流无限

制。
该电源设计用于代替多个独立的 Extron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可节省更多的设备机架空间。
另外，PS 124 配合可选的软管适配
器套件安装，可达到 UL 2043 阻燃级，满足天花板上空间安装需求。

共 5 款 PS 系列桌面型电源适用于该计划，产品编号分别为 28-331-07LF、
28-331-57LF、
28-327-07LF、
28-327-27LF、
28-327-57LF。

您可以在产品标签的顶部查到这些产品编号。

PS 124

采用 ZipClip 的 12 VDC、50 W 电源

}}通过 8 个 2 针螺丝锁定器提供 8 路 12V DC 电源输出，共计 4.0 A

}}
每个端口的电流强度无限制

}}
与可选的软管适配器套件（产品编号 #70-228-02）配合使用时符合阻燃级标准
}}
用于正常操作和过载状况指示的双色状态 LED 灯
}}
可机架安装的 1U 高、1/4 机架宽金属外壳

}}
Extron 设计的 100-240 VAC、50/60 Hz 通用型电源

全球销售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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