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C-YLD 可移动式应急锂电池电源

（XLX 铁锂型）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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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可移动式应急锂电池电源由动力单元、充电单元、保护单元、输出单元、BMS 单元共

同组成电压输出功能，为微机保护装置、控制装置、框架开关、塑壳开关等电力设备提供

稳定电压，由两组 40AH 磷酸铁锂电池串联成为蓄电池组，再经由外部接口可对电池组充

电，装置兼容 DC110V、DC220V，通过面板操作，选择输出电压，确保实现备用电池组的作

用。

二、注意事项

在开始操作之前，请仔细阅读操作知识、注意事项，以减少意外的发生。产品及产品

手册中的“小心、注意、警告、危险”事项，并不代表所应遵守的所有安全事项，只作为

各种操作安全注意事项的补充。因此，负责本公司产品安装、操作的人员必须经严格培训，

掌握系统正确的操作方法及各种安全注意事项后方可进行设备的各项操作。

在进行本公司产品、设备的各项操作中，必须遵守相关行业的安全规范，严格遵守公

司提供的相关设备注意事项和特殊安全指示。

电气安全

高压

交流电源设备的安装，必须遵守相关行业的安全规范，进行交流设备安装的人员，必

须具有高压、交流电等作业资格。操作时严禁在手腕上佩戴手表、手链、手镯、戒指等易

导电物体。

发现机柜有水或潮湿时，请立刻关闭电源。在潮湿的环境下操作时，应严格防止水分

进入设备。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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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

在雷雨天气下，大气中会产生强电磁场。因此，为避免累计损坏设备，要及时做好设

备的良好接地。

静电

短路

电池

电池的不规范操作会造成危险。操作中必须严格注意、小心防范电池短路或电解液溢出、

流失。电解液的溢出会对设备构成潜在性的威胁，会腐蚀金属物体及电路板，造成设备损

坏及电路板短路。

电池安装、操作前，为确保安全，应注意如下事项：

摘下手腕上的手表、手链、手镯、戒指等含有金属的物体。

使用专用绝缘工具。

使用眼睛保护装置，并做好预防措施。

使用橡胶手套，佩戴好预防电解液溢出的围裙。

电池在搬运过程中应始终保持电极正面向上，严禁倒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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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三、特点

◎7寸液晶触摸屏幕，简体中文菜单式操作，人机界面丰富，操作简单明了；

◎可以查看蓄电池组状态，充放电电流、电池组 SOC，同时可通过显示屏界面设置工作模

式，报警阀值等；

◎具备优先显示报警信息和查询历史记录功能；

◎可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增加容量；

◎组端电压低于 90%SOC 时，自动提示充电；

◎可设定并控制电压、电流、时间等参数，自动完成电池组的测试,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采用拉杆式设计，方便携带。

四、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 DC110V或 AC380V（三相四线）

电池组电压 DC110V DC220V
充电电流 0～10A 0～10A
输出电压 95--125V 195--250V
充电电压 95--125V 195--250V
输出电流 0-20A
电流精度 1%
电流分辨率 0.1A或 1%
电压测试精度 0.5%
工作环境 湿度：5%～90%；温度：-10℃～+55℃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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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说明

5.1 产品结构示意图

本产品由 2个锂电池组、1台直流试验电源（以下简称充电机）、2条锂电池连接线、

1条交流供电线、1对直流输出线和 1条接地线构成。

图1 产品构成

图2 配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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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品功能介绍

5.2.1 直流试验电源功能介绍

图3 试验电源充电输出装置主机正面图

图4 试验电源充电输出装置主机侧面功能端口

1. 图片中标志输出红黑接线柱为设备输出端口，对外输出直流110V或者220V，客户根据实

际需求选择。

2. 启动开关:设备的供电开关，有直流和交流两种供电方式。直流供电2号电池必须有电池

接入；交流供电接入交流输入端口，必须接入零线。

3. 交流输入开关：充电机的供电开关，充电时需要合上。

4. 直流输出开关：输出直流电压需要合上直流输出开关，停止输出请断开直流开关。

5. 接地端口：与大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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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充电输出装置连接锂电池接口

与锂电池的连接端口，可以连接1组或者2组蓄电池。

图6 充电输出装置交流输入端口

与市电的连接端口，三相交流380V及零线输入。

5.2.2 锂电池组功能介绍

图7 锂电池装置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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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量表：显示锂电池的状态，包括容量、电压和输出电流等等。

图8 锂电池装置正面图

2）开关：锂电池组输出控制开关。

图9 锂电池装置侧面图

通过锂电池连接线与充电输出装置主机连接。

注：建议单组锂电池充电电压1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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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接线

5.3.1 准备

确认需要进行充电测试的蓄电池组是否与蓄电池充电设备电压等级一致！

在与蓄电池充电设备进行连接前，首先确认电池组是否已经退出运行状态，是否已

经与负载断开。以免在充电过程中发生意外。

检查电池组及蓄电池充电设备周围是否有足够场地，场地周围是否存在易燃易爆物

品，空气中是否存在易燃易爆气体。

检查蓄电池充电设备是否完好，电源开关是否在断开状态。

工作周围不得存在易燃易爆物品，空气中不得含有易燃易爆气体，防止爆炸的发
生！

5.3.2 主机输入输出连接

5.2.2.1 交流输入线连接

市电三相 380V 与主机通过连接线接入图片 6，注意相序及零线不要接反。

5.2.2.2 锂电池线连接

用电池连接线将锂电池与充电机连接，如图 5和 9 所示。

5.2.2.3 输出线连接

首先连接电池组输出电缆。黑色电缆一端连接母线负极，另一端连接直流电源黑色接

线柱。红色充电电缆一端连接母线正极，另一端连接直流电源接线柱。注意连接可靠，不

要有松动现象。注意不要接反！

连接电缆时，注意安全，防止触电和短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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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运行

检查接线正确无误后，打开电源开关，液晶屏应显示正常后，即可根据操作说明完成

各种报警/充电参数的设置。

5.4 监控主机系统

5.4.1 监控主机简介

5.4.1.1 报警设置

各种报警信息汉字显示，故障直观，定位清晰。

故障发生时，机箱内置蜂鸣器发出告警声音。

告警门限可设置。

5.4.1.2 充电设置

通过预先设置的充电信息参数，自动对电池充电进行管理。

完善的充电保护功能。

5.4.1.3 历史信息查询

各种历史信息汉字显示，数据直观，充放电容量记录详细。

历史记录存储条数和剩余存储空间相关,断电后历史故障不丢失。

5.4.1.4 系统信息设置

可以查询历史报警信息，出厂信息校准以及所有数据记录清空等操作。

历史故障和运行记录存储条数和剩余存储空间相关,断电后历史故障不丢失。

需要校准电压数据请和厂家联系再校准，否则设备故障厂家概不负责。

可以校准屏幕显示时间。

5.4.2 界面说明

监控主界面采用数字及图形化显示，直观显示系统结构以及主要监测数据。

请确认直流输出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10

5.4.2.1 电池系统主界面

图5.4.1:电池系统主界面

点击主界面的模块图标进入对应界面。

详细数据界面可显示装置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工作状态、直流母线电压、电池组

电压、运行温度和运行时间，可以设置充电和报警参数，通过数据管理查看设备的历史记

录和报警记录。

接入蓄电池，蓄电池可以通过转换开关串联或者并联，如果需要输出电压110V,接入1

组或者2组蓄电池，调整转换开关到110V档位，如果输出为220V，需要接入2组蓄电池，调

整转换开关到220V档位。调整方法：点击界面中的转换开关图片：

出现数字键盘，输入数字1选择110V,输入数字2选择220V，0搁置（无输出）。

如果蓄电池组2组110V并联，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压差过大，则弹窗提示电池压差过大，

设备停止输出。可在报警设置中关闭电池压差报警。

注：若蓄电池组输出电压与母线电压超过30V或者设备输出空开没合上，则弹窗提示

母线压差过大，设备停止输出，可在报警设置中关闭母线压差报警。

闭合装置的输出开关，在此界面点击启动输出，设备闭合接触器开始对外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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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停止输出断开接触器，设备停止对外输出电压。如下图所示：

图5.4.2:系统输出界面

点击停止输出人工终止输出过程，数据自动记录。

5.4.2.2 报警设置

主界面点击参数设置，选择报警设置，进入充电设置界面 。

报警设置可以设置电池电压报警、过流报警、温度报警、电池压差报警、母线压差报

警和蜂鸣器设置。

电池电压报警分为上限和下限，当设备电池电压超过或者低于门限值时，设备会启动

蜂鸣器，动作时间默认为30秒，同时系统默认自动记录报警信息，是否作为判断条件点击

选择否，即使电池电压超出范围也不做判断。

当设备输出电流超过过流报警门限值时，设备会启动蜂鸣器，动作时间默认为30秒，

同时系统默认自动记录报警信息，是否作为判断条件点击选择否，即使输出超出范围也不

做判断。

温度报警分为上限和下限，当设备温度超过或者低于门限值时，设备会启动蜂鸣器，

动作时间默认为30秒，同时系统默认自动记录报警信息，是否作为判断条件点击选择否，

即使温度超出范围也不做判断。

电池压差报警只用于2组蓄电池并联，默认设置5V，压差过大无法启动输出。是否作

为判断条件点击选择否，即使电池压差过大也不做判断。

当设备电池电压与外部母线电压压差过大，设备会启动蜂鸣器，动作时间默认为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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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作为判断条件点击选择否，即使母线压差超出范围也不做判断。母线压差过大会导致

设备无法正常输出。

点击是否按钮关闭或者开启蜂鸣器声音。

具体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5.4.3:告警信息设置界面

5.4.2.3 充电设置

主界面点击参数设置，选择充电设置，进入充电设置界面 。

充电电流默认为5A。可以设置0.1-10A。充电机“醉”大输出电流为

10A。充电电压默认为120V，需要调整充电电压请联系厂家再修改。

充电压差默认为40V，充电机电压如果比电池电压高40V以上无法充电。

终止电压是为保护锂电池不过充，默认1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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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4:充电信息设置界面

点击确定按钮开始充电，如果充电压差过大，则弹窗提示，设备无法进入充电界面。

注：若充电机供电异常或者充电机通讯异常，则弹窗提示充电机状态异常。

在设备输出过程中可以点击开始充电按钮，可以边充电边输出，保证电池组能够提供充

足的电量。

正常进入充电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5.4.5:充电输出界面

点击停止充电人工终止充电过程，充电数据自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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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包括历史数据查询、报警查询、出厂调试和数据清空选项，界面如下图所

示。

图5.4.6:历史数据界面

历史信息查询可以查看之前保存的充电和输出历史数据，“醉”多保存1000条数据。界

面如下图所示：

图5.4.7:历史数据界面

点击返回回到主界面。

点击删除数据清空充电和输出所有历史数据。

点击上一页和下一页翻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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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包括时间设置和出厂调试，非专业人员不要随便修改出厂调试的系数，否

则导致设备故障厂家概不负责，需要修改请联系厂家。

时间设置可以设置屏幕显示时间。

清空数据功能可以清空报警数据和充电输出历史数据。

报警查询可以查看之前存储的报警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5.4.8:历史数据界面

点击返回回到系统信息设置界面。

点击删除数据清空报警所有历史数据。

点击上一页和下一页翻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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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常维护

6.1 清洁维护

6.1.1 主机的清洁维护

使用柔软的湿布与温和型清洗剂清洗设备。请不要使用擦伤型、溶解型清洗剂或酒精

等，以免损坏主机上的文字。

6.1.2 夹具的清洁维护

使用柔软的湿布与温和型清洗剂清洗夹具。请不要擦伤探头的金属部分，以免造成接

触不良。

6.2 存放

当使用完后，应将仪器及时收纳。所有夹具和连线应整理后放入机箱内相应位置。

七、售后服务支持及承诺

1）凡订购本公司产品，本公司将免费为用户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用户享受终身维修服

务。

2）产品质量保证期为：自出厂之日 12个月内。

3）在质量保证期内，仪器出现因制造质量引起的故障，负责免费维修。

4）仪器在出厂三个月内，发现制造质量问题，负责免费调换。

5）凡收到质量投诉信息，如不能通过通讯工具或其他沟通方式解决的，保证 72小时内派

维修人员到达用户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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