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常见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在出现下列现象时，请按照下述方法进行检查： 

 

现        象 解  决  方  法 

指示灯和显示屏都无显示 检查蓄电池是否连接正确，连接是否可靠 

当有阳光直射光电池组件时，绿 

色充电指示灯(1)不亮； 

请检查光电池电源两端接线是否正确， 

接触是否可靠； 

充电指示灯(1)快闪； 系统电压超压。蓄电池开路，检查蓄电池 

是否连接可靠；或充电电路损坏； 

负载指示灯(3)亮，但无输出； 请检查用电器具是否连接正确、可靠； 

负载指示灯(3)快闪而且无输出； 输出有短路，请检查输出线路，移除所有负载

后，按一下开关按钮，30 秒后控制器恢复正

常输出； 

负载指示灯(3)慢闪，且无输出 负载功率超过额定功率，请减少用电设备， 

按一下按钮，30 秒后控制器恢复输出 

状态指示灯(2)为红色，且无输

出； 

蓄电池过放，充足电后自动恢复使用； 

 

■ 技术指标： 

 

     

总额定充电电流  10A   

总额定负载电流  10A   

系统电压 口 12V；口 24V/12V AUTO 

过载、短路保护 1.25 倍额定电流 60 秒，1.5 倍额定电流 5 秒时过载保护动作，

≥3 倍额定电流短路保护动作 

空载损耗 ≤5mA 

充电回路压降 不大于 0.26V 

放电回路压降 不大于 0.15V 

超压保护 17V；×2/24V 

工作温度 工业级；-35℃至+55℃（后缀 I） 

提升充电电压 14.6V；×2/24V；（维持时间：10min）（仅当出现过放电时调

用） 

直充充电电压 14.4V；×2/24V；（维持时间：10min） 

浮充 13.6V；×2/24V；（维持时间：直至降到充电返回电压动作） 

充电返回电压 13.2V;×2/24V 

温度补偿 -5mv/℃/2V（提升、直充、浮充、充电返回电压补偿） 

欠压电压 12.0V;×2/24V 

过放电压 11.1V-放电率补偿修正的初始过放电压（空载电压）；×2/24V 

过放返回电压 12.6V；×2/24V 

控制方式 充电为 PWM 脉宽调剂 

 



 

光合太阳能控制器 

使用说明书 
 

■ 主要特点： 

1、使用了单片机和专用软件，实现了智能控制； 

2、利用蓄电池放电率特性修正的准确放电控制。放电终了电压是由放电率曲线修正的控制

点，消除了单纯的电压控制过放的不准确性，符合蓄电池固有的特性，即不同的放电率具

有不同的终了电压。 

3、具有过充、过放、电子短路、过载保护、独特的防反接保护等全自动控制；以上保护均不

损坏任何部件，不烧保险； 

4、采用了串联式 PWM 充电主电路，使充电回路的电压损失较使用二极管的充电电路降低近

一半，充电效率较非 PWM 高 3%-6%，增加了用电时间；过放恢复的提升充电，正常的直

充，浮充自动控制方式使系统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具有高精度温度补偿； 

5、直观的 LED 发光管指示当前蓄电池状态，让用户了解使用状况； 

6、所有控制全部采用工业级芯片（仅对带 I 工业级控制器），能在寒冷、高温、潮湿环境运

行自如。同时使用了晶振定时控制，定时控制精确； 

7、取消了电位器调整控制设定点，而利用了 Flash 存储器记录各工作控制点，使设置数字化，

消除了因电位器震动偏位、温漂等使控制点出现误差降低准确性、可靠性的因素； 

8、使用了数字 LED 显示及设置，一键式操作即可完成所有设置，使用极其方便直观， 

9、全密封防水型（-S）具有完全的防水防潮性能。 

 

■ 控制器面板图： 

 

 

 
到浮充电压，并保持浮充电压。如果没有发生过放，将不会有提升充电方式，以防蓄电池失
水。这些自动控制过程将使蓄电池达到最佳充电效果并保证或延长其使用寿命。 



■ 系统说明： 

本控制器专为太阳能直流供电系统、太阳能直流路灯系统设计，并使用了专用电脑芯片

的智能化控制器。采用一键式轻触开关，完成所有操作及设置。具有短路、过载、独特的防

反接保护，充满、过放自动关断、恢复等全功能保护措施，详细的充电指示、蓄电池状态、

负载及各种故障指示。本控制器通过电脑芯片对蓄电池的端电压、放电电流、环境温度等涉

及蓄电池容量的参数进行采样，通过专用控制模型计算，实现符合蓄电池特性的放电率、温

度补偿修正的高效、高准确率控制，并采用了高效 PWM 蓄电池的充电模式，保证蓄电池工

作在最佳的状态，大大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具有多种工作模式、输出模式选择，满足用

户各种需要。 

 

■ 安装及使用： 

1、控制器的固定要牢靠，大电流型号需保证有通风孔保证散热。 

外形  尺寸：140 × 90.5 (mm) 

安装孔尺寸：133.5 × 70(mm) 

2、导线的准备：建议使用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先确定导线长度，在保证安装位置的情况下，

尽可能减少连线长度，以减少电损耗。按照不大于 4A/mm
2的电流密度选择铜导线截面积，

将控制器一侧的接线头剥去 5mm 的绝缘。 

3、先连接控制器上蓄电池的接线端子，再将另外的端头连至蓄电池上，注意+，—极，不要

反接。如果连接正确，指示灯(2)应亮，可按按键来检查。否则，需检查连接对否。如发

生反接，不会烧保险及损坏控制器任何部件。保险丝只作为控制器本身内部电路损坏短路

的最终保护。 

4、连接光电池导线，先连接控制器上光电池的接线端子，再将另外的端头连至光电池上，注

意+，—极，不要反接，如果有阳光，充电指示灯应亮。否则，需检查连接对否。 

5、 负载连接，将负载的连线接入控制器上的负载输出端，注意+，—极，不要反接，以免烧

坏用电器。 

6、接光电池和负载的导线应在端子下方留一个弧度防止雨水沿导线进入控制器。 

 

■ 使用说明： 

充电及超压指示：当系统连接正常，且有阳光照射到光电池板时，充电指示灯(1)为绿色常亮，
表示系统充电电路正常；当充电指示灯(1)出现绿色快速闪烁时，说明系统过电压，处理见故
障处理内容；充电过程使用了 PWM方式，如果发生过放动作，充电先要达到提升充电电压，
并保持 10 分钟，而后降到直充电压，保持 10分钟，以激活蓄电池，避免硫化结晶，最后降 



 
蓄电池状态指示：蓄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时，状态指示灯(2)为绿色常亮；充满后状态指示灯
为绿色慢闪；当电池电压降低到欠压时状态指示灯变成橙黄色；当蓄电池电压继续降低到过
放电压时，状态指示灯(2)变为红色，此时控制器将自动关闭输出，提醒用户及时补充电能。
当电池电压恢复到正常工作范围内时，将自动输出开通动作，状态指示灯(2)变为绿色； 
 
负载指示：当负载开通时，负载指示灯(3)常亮。如果负载电流超过了控制器 1.25 倍的额定
电流 60 秒时，或负载电流超过了控制器 1.5 倍的额定电流 5 秒时，指示灯(3)为红色慢闪，
表示过载，控制器将关闭输出。当负载或负载侧出现短路故障时，控制器将立即关闭输出，
指示灯(3)快闪。出现上述现象时，用户应当仔细检查负载连接情况，断开有故障的负载后，
按一次按键，30秒后恢复正常工作，或等到第二天可以正常工作。 

■ 工作模式设置： 
设置方法：按下开关设置按钮持续 5 秒，模式(MODE)显示数字 LED 闪烁，松开按钮，每按一
次转换一个数字，直到 LED显示的数字对上用户从表中所选用的模式对应的数字即停止按键，
等到 LED数字不闪烁即完成设置。每按一次按钮，LED数字点亮，可观察到设置的值。 
 
纯光控模式(0)：当没有阳光时，光强降到启动点，控制器延时 10 分钟确认启动信号后，开
通负载，负载开始工作；当有阳光时，光强升到启动点，控制器延时 10分钟确认关闭输出信
号后关闭输出，负载停止工作。 
 
光控+延时方式（1-9，0.-5.）：启动过程同前。当负载工作到设定的时间就关闭负载，时间
设定见下表。 
 
通用控制器方式（6.）:此方式仅取消光控、时控功能、输出延时以及相关的功能，保留其它
所有功能，作为一般的通用控制器使用(即通过按键控制负载的输出或关闭)。 
 

调试方式(7.)：用于系统调试使用，与纯光控模式相同，只取消了判断光信号控制输出的10min

延时，保留其它所有功能。无光信号即接通负载，有光信号即关断负载，方便安装调试时检

查系统安装的正确性。 

 

输出模式说明：当停止 LED 显示时，所设置的模式自动存入 MCU 的内部 E 方 ROM，断电也不

会丢失，工作模式说明见下表： 

■ 工作模式设置表：(注：当选择 LED 数码带小数点模式时，数码管的小数点长亮，

对控制器的整体性能没有影响，只作区分用) 

LED显
示 

工作模式 LED显
示 

工作模式 LED显
示 

工作模式 

0 光控开＋光控关 6 光控开＋6 小时延
时关 

2． 光控开＋12 小时延
时关 

1 光控开＋1 小时延
时关 

7 光控开＋7 小时延
时关 

3． 光控开＋13 小时延
时关 

2 光控开＋2 小时延
时关 

8 光控开＋8 小时延
时关 

4． 光控开＋14 小时延
时关 

3 光控开＋3 小时延
时关 

9 光控开＋9 小时延
时关 

5． 光控开＋15 小时延
时关 

4 光控开＋4 小时延
时关 

0. 光控开＋10 小时延
时关 

6. 通用控制方式 

5 光控开＋5 小时延
时关 

1. 光控开＋11 小时延
时关 

7. 调试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