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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主机概述

NR8808 智能便携式充电机采用新型功耗元件，专利技术制造，智能三阶段充电、均充

/浮充、恒流/恒压自动转换功能；实时在线显示、检测、记录单节或整组电池的电压，同

时将数据存贮或传送至 PC 机；大屏幕液晶显示，全中文菜单提示，操作简便，智能化程度

高，可设定并控制电压、电流、时间、容量等参数，自动完成蓄电池组各种参数的测试、

监控；充电完毕，检测的数据可通过 RS232 接口直接上传至 PC 机或现场将数据转存至 U盘；

配套的数据处理软件对充电采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分析电池剩余容量，生成各种图表，

为分析电池性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2 特点

 便携式设计，移动方便。

 外观设计新颖,体积小、重量轻。

 液晶屏显示，全中文菜单提示，操作简便。

 各种充电参数设定完成后，自动完成整个充电过程。完全实现智能化。

 有 USB接口，可将放电过程的数据存入 U盘，并导入 PC机。PC数据管理软件可

对电池放电的过程

进行分析、并可生成相应的数据报表。使数据的转存更加方便。

1.3 功能

 自动充电功能：设定充电的电流、时长、容量及其电压的高限、低限，可以循环一次

放电、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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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停机功能：在下列条件任意一条满足时自动停止充电：时间到、容量到、单体电

池保护电压到以及整组电池保护电压到。

 保护功能：如有电压异常情况发生，自动停止充电。

 电压、电流显示值的校准修正功能：主要校准电池组总电压、电流和单体电池电压。

 U 盘数据转贮功能：自动充电后，可把采集的数据转存到 U盘，再由 U盘将充电采集的

数据转存到 PC 机中，经配套的数据处理软件处理后，显示、打印各种图表。

1.4 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

交流输

入

三相四线输入 380V 四线制；50Hz

电压变化范围 323V-437V

频率变化范围 50Hz±10%

直流输

出

直流输出额定电压 480V

直流输出额定电流 20A

输出限流范围 (10%-100%)×额定电流

稳压精度 ≤0.5%

稳流精度 ≤0.5%

纹波系数 ≤0.1%

工作效率 ≥94%

动态响应 ≤200us

绝缘
绝缘电阻 DC500V,>2M

绝缘强度 AC1500V/50Hz,1min

尺寸 50×74×60（cm）

重量 55kg

显示屏尺寸 128×64 液晶显示屏

存储容量 4M Flash

可根据用户需求，专门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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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 接

2.1 主机连接

2.2.1 后面板接线图

后面板接线图

设备在工作时，必须接地线，否则会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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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充电电缆连接

黑色充电电缆大测试夹一端连接电池组负极，另一端快接插头连接智能便携式充电机

黑色快接插座。红色充电电缆大测试夹一端连接电池组正极，另一端快接插头连接智能便

携式充电机红色快接插座。注意连接可靠，不要有松动现象。快接接头与快接插座连接好

后，需要顺时针方向旋转以防脱落！充电结束取下时逆时针旋转。

连接充电电缆和电压测试线时，注意安全，防止触电和短路的发生！

2.2 运行

检查接线正确无误后，打开开关，液晶屏应显示正常后，即可根据操作说明完成充电

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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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操作

开机

打开电源开关，稍作等待或按【确认】键进入智能便携式充电机主界面。如图：

3.1 电池充电

3.3.1 电池充电设置

在主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电池充电选项后，按【确认】键进入电池

充电功能选择界面，界面如下：

在电池充电参数设置界面中，通过↑/↓方向键选择要设置的项目，通过←/→方向键

修改被选择的项目。电池放电要设置的参数共有充电机类型、电池类型、电池数量、充电

电流、充电限压、终止电流、充电容量、充电时长、强制限压、单节强制限压、1#电池极

性。其中，电池类型为 480V，充电电流是设定电池充电工作电流（设置范围 0-20A）。充电

限压是电池组电压的终止值（设置一般是电池标称电压的 1.1 倍）。充电容量是电池组可充

容量的终止值。充电时长是本次充电时间长度。1#电池极性为-时表示充电机负极输出端接

1号电池，1#电池极性为+时表示充电机正极输出端接 1号电池。

当设置完充电参数后，按确认键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界面如下：

再次按下确认键，就会进入充电状态，按返回键则退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3.3.2 电池充电过程

完成放电设置并按【确认】键执行后，进入准备充电状态指示界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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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充电中确定要返回”界面里，按【确认】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按【取消】

键，进入充电状态。

进入开始充电状态指示界面：

在电池充电界面中，已充容量是已充电的电池组的容量，电压是电池组总电压，电流

是实际充电电流。

在“充电中是否停止充电”界面里，按【确认】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按【取消】键，

返回充电状态。

进入到充电界面后，设备 1分钟后才会开始充电，主要是为了在充电前先测量各电池

电压，以便让测试人员了解这组电池的状况。充电结束后也会在多测 1分钟，以便了解各

电池电压恢复状况。

充电完成界面：

再按↓方向键则会显示充电数据和设置的参数，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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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电过程中，按↑/↓方向键来切换这些界面显示。

3.2 数据管理

在主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数据管理选项后，按【确认】键进入数据

管理菜单，界面如下：

3.2.1 数据查询

选中要查询日期的数据：

按↓方向键可以查看其它时间的记录数据：



7

数据上传

在数据管理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写入 U盘选项后。界面如下：

如果未插入 U盘，则会弹出提示界面，如下：

如果已插入 U盘，则直接保存数据到 U盘，界面如下：

数据写入完毕后，屏幕会显示“保存完毕！”选择【删除】，将删除该条数据。

3.2.2 数据删除

在数据管理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数据删除选项后，按【确认】键进

入数据删除界面，界面如下：

正确密码是 1234。

一直按→方向键，直到屏幕出现 1234时，按确认进入删除界面，界面如下：

按下确认键则删除掉选中的单条放电数据。

3.2.3 格式化

在数据管理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格式化选项后，按【确认】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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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界面，界面如下：

正确密码是 1234。

一直按→方向键，直到屏幕出现 1234时，按确认进入删除界面，按下确认键则删除掉

所有数据。

3.3 系统管理

3.3.1 系统时间

在系统管理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系统时间选项后，按【确认】进入

时钟设置界面，建议在使用本机操作前，调整好时钟，便于与所检测数据同步正确输出。

如图：

在时钟设置界面中，通过↑/↓方向键选择要修改的项目，通过←/→方向键修改被选

择的项目。

3.3.2 主板参数

在系统管理菜单中，通过↑/↓方向键移动光标选中主板参数选项后，按【确认】主板

参数界面，如图：

3.4 版本信息

用于查看仪表软件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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