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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南重要安全指南重要安全指南重要安全指南    

 

警告: 触电和电源的危险: 

开始安装充电器之前，请务必详读安全指南和注意与警告事项，安装者有责任确保对于

特定的应用须符合安装规定。在安装之前请勿连接任何AC和DC电源 

 

1. 请勿将充电机暴露于雨中，雪堆，水雾，船底污水或粉尘。为降低发生风险的机率，不要将

通风口阻塞或覆盖，也不要将充电机安装于密闭空间，会导致机器过热。 

2. 充电机的设计可持续与AC和DC电力系统链接。 

3. 使用充电器之前，请阅读充电器和电池上的使用指南和警告标语。 

4. 请仅使用原厂销售和建议的配件，使用其他不明配件有发生触电和火灾的风险或使人受伤。 

5. 请勿自行拆解充电器，尝试维修机器会有引起火灾和触电的风险，充电后移除所有电源但机

器内部电容仍留有残余电能。 

6. 当要维护和清洁充电器或与任何线路连结，请务必移除充电器上的AC和DC电源和关闭控制器，

可降低触电的风险。 

7. 如果充电器发生尖锐爆炸声，被摔落或其他方面的受损，请勿再使用。 

8. 为了避免发生触电和失火的风险，请确实使用状况良好且尺寸适中的电源线，切勿使用受损

或低于标准的电源线。 

9. 接上AC时，建议等待10秒，待绿色Power灯号亮灯，再与铅酸电池连接。(注:此为热启动) 

10.电瓶电压必须大于电瓶可接受最低电压，否则本机自动判定电瓶异常而停止充电。红色Error

灯号亮灯。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安装条件须知 

 

 

条 件 内 容 

清 洁 请勿将充电器暴露于金属屑和其他类传导性污染物，存在这些污染物将损害机器和造成保固无效。 

凉 爽 ﹠通风 
为了维持机器最好性能,周遭环境温度保持在摄氏 0℃到 30℃之间，并确实将机器安装于通风良好的空间 

风扇进风口和通风口至少保持 10CM以上距离，以免对流不良，减少使用寿命。 

干 燥 充电机需在干燥的环境下使用，请勿将任何液体洒落在充电机上，安装机器的地方不可被雨淋到或船底水溅到。 

远离易燃物 最安全的方式，不要将充电器安装在有汽油桶或需要防火设备的地方。 

靠近 AC 控制箱 尽可能不要使用延长线。 

靠近电瓶 避免使用过长或过细的电线，使用建议的长度和尺寸，小于规格或过长的电线会影响充电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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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AC输入电压:   

电压 90~132VAC (110 VAC通用) 

电压 190~240VAC (220 VAC通用) 

频率 50/60HZ 

DC电源输出可调范围 (:未经本公司同意，请勿任意更动调校值) 

 

充电机规格表充电机规格表充电机规格表充电机规格表    

宏晋型号 CHR-14240 CHR-26240 

规格 110V / 12V,20A 220V / 12V,20A 110V / 24V,10A 220V / 24V,10A 

输入电压 90 ~ 132VAC 190 ~ 250VAC 90 ~ 132VAC 190 ~ 240VAC 

输出电压 

可调范围 

( 负载=0A ) 

12.0V ~ 14.6V ± 0.2V 

( 负载=0A )  

26.2V ~ 27.1V ± 0.2V 

( 负载=0A ) 

出厂设定电压 13.6V ± 0.1V 26.6V ± 0.1V 

风扇转动设定 散热片 ＞ 40℃ 风扇运转；散热片 ＜ 30℃ 风扇停止 

保护功能  O.C.P.过电流保护、输出＋,－极性反接、输出短路 

最大负载电流 12V,20A误差 1.5A 24V,10A 误差 1A 

电瓶最低电压 5.5VDC 8.5VDC 

风扇运转分贝 35 dB ~ 50dB 依风扇散热量有所差异 

工作效率 X＞75% X＞80% 

 

 

充电方式：     浮动式充电 

保护功能：     定电压(额定充电电压为 12V时，充电电流约在 20A ± 1.5A)、限电流、

输出短路、输出＋,－极性反接等保护电路 

效率：         全载时＞75 % 

工作温度：     -30~ 70 ℃  

储存温度：     -40~120 ℃ 

相对湿度：     最大 90 % 

尺寸：         210 mm(L)* 127mm (W) * 64mm (H) 

重量：         1700 g ±5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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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安装与操作说明安装与操作说明安装与操作说明安装与操作说明    
 

2.1 请先确认交流电压规格并切换充电机面板上的交流电压开关至正确电压位置，然后在

接上交流电源于 N、L端子，要注意尚未接上电瓶前没有直流电压输出。 

2.2 先关闭(OFF)交流电源，将电瓶的+与-端分别接至充电机输出的+与-端后，再接上交

流电源。 

注:因为充电机有启动保护，所以在充电机输出端子与电瓶输入端子未接上时，充电机不会有

直流输出。 

2.3 本充电机为内部具自动侦测式充电回路，电瓶饱时自动停止，勿须关机或脱离电瓶。 

2.4 本充电机设有输出短路保护和反接保护电路 

2.5 若红色 Error灯亮灯，请关机检查线材是否反接、电瓶极性/规格是否合格，勿强迫

充电，以免因规格不符合，发生危险！ 

2.6 固定架及螺丝，请使用本公司内附之配件，勿自行使用过长配件，以免剌穿外盒，

造成危险 

 

3. 产品外观尺寸 & 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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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灯号显示说灯号显示说灯号显示说灯号显示说明明明明    
 

灯号名称 颜色 说明 

Power 绿色 此灯亮起，代表充电机已开机 

Error 红色 充电机充电中断 

H 黄色 充电机正以高负载状态充电 

M 黄色 充电机正以中负载状态充电 

L 黄色 充电机正以低负载状态充电 

 

举例说明： 

 

 

 

 

 

 

 

 

 

 

 

 

 

 

 

 

 

 

 

 

 

 

 

 

 

 

 

充电机正以最大负载电流充电中。 

所有灯号熄灯： 

1. 充电机受损，造成保险丝烧毁。 

2. VAC电源断路或未开启 

排除方法： 

1. 关机后检查 VAC电压源及接线 

2. 若电压源正常，可能是充电机保险

丝烧毁 

充电机已经开启，等待电瓶充电： 

此时电瓶可能已经充饱电，故充电机

在待机状态中。 

充电中断，保护状态中。 

可能原因：未连接电瓶 

O.C.P.过电流保护、 

输出短路、 

输出＋,－极性反接、 

电瓶电压不足、 

输出端子保险丝受损 

排除方法：检查接线、电瓶电压、 

电瓶规格、电瓶极性、 

充电机输出端子旁保险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