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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CF-1型蓄电池充放电装置 

一、 概述 

本公司生产的MLCF-1型蓄电池充放电一体装置是对蓄电池容量检测和对蓄

电池活化的设备。可应用于各类发电厂、水电站、变电站（所）、蓄电池生产

厂家以及其他使用蓄电池的用户（如矿山、冶金、石化、铁路等），适用于容

量10Ah～4000Ah，电压等级为0-220V的各种型号和规格的蓄电池。 

二、 功能及特点 

2.1  采用最新技术，装置放电无红热现象，把电能回馈到电网当中，节能环保，

更加安全，体积小重量轻，且具备了充电机和放电检测仪两种设备的功能。 

2.2  装置具有对电池充电、放电两种功能，对电池充电时将交流变为平滑可调

的直流，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及电池容量对电池充电，充电过程为：恒流

充电→恒压充电→浮充电，充电过程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 

2.3  装置在电池放电时将电池能量通过三相全桥回送到电网中，放电方式为恒

流放电，电流大小根据不同的电池容量而确定，放电过程有自动和手动两

种方式，放电工作方式有两种，包括恒流定时方式和恒流定安时方式。 

2.3.1 恒流定时方式，放电装置根据用户设定的电流恒流放电，当到达用户设定

的放电时间时自动停止放电，并以音响提醒用户。 

2.3.2 恒流定安时方式，放电装置根据用户设定的电流恒流放电，当到达用户设

定的放电电量（安时）时自动停止放电，并以音响提醒用户。 

2.3  装置采用单片机全数字控制，对电池电压、放电电流进行实时检测，动态

调整。保证任意时刻均处于设定状态，以保护电池的性能。 

2.4  可设置的电池组电压充放电下限，根据用户设定的最小放电电压值或充电

最大电压可自动停止放电或充电以避免电池组被过放电或充电，并以音响

提醒用户。 

2.5  操作面板采用大屏幕 LCD 显示，轻触按钮操作，按钮的名称随不同的操

作界面而有不同的定义。因此显示直观、信息量大、使用方便灵活。 

2.6  电压显示精度 0.1V，电流显示精度 0.1A，充放电时间精确到 1分钟。 

2.7  新的放电电缆连接机构，保证大电流通过能力且连接可靠，操作方便。 

http://www.mldqk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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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造型指南 

项  目 指        标 

型  号 MLCF-1型 

额定输入电压 AC380V±10% 50HZ 

额定电压 放电:0- DC 220V 充电：0- DC 260V 

额定电流 充放电 0～100A 

额定容量 1~1000AH可调 

放电时间 0~99小时 59分钟可调 

电池低压保护点 放电：0- DC 220V可设定 充电：0- DC 260V可设定 

电流误差 满载时≤±0.5% 计量

误差 电压误差 满载时≤±0.5% 

尺寸 （MM） 长×宽×高 =  440×180×420 

重量（㎏） 8kg 

效率 ≥95% 

噪音 ≤60dB 

工作环境 0℃～40℃连续工作 

绝缘电阻 ≥10MΩ(1000VDC) 

备注  如需要其他参数范围，请与技术人员说明 

四、 面板说明 

4.1 下图为操作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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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装置结构为箱式，表面设计美观，箱体采用静电喷涂，装置前面板有液

晶显示屏、工作、故障指示灯、按键，后面板有交流输入开关、电池充

电开关、电池放电开关。 

4.3装置共有 9只按键：查询键用于查询各种状态，复位键用于复位，使程序

重新起动，设置键用于进入设置参数，返回键用于返回上一级菜单，确

认键用于对某种工作方式或某种定值修改的确认，↑↓键用于上、下移

行，修改定值时↑键为加键，↓键为减键，← →键用于修改数值时左右

移动光标。 

4.4在正常工作页面（主页面）下，按查询键，装置进入故障记录查询状态，

按返回键返回到主页面。 

4.5在正常工作页面（主页面）下按设置键进入输入密码画面，正确输入密码

后按确认键即可进入设置选项，用↑↓键选择项目，按确认键进入具体

项目内容按返回键返回到主画面。 

注：单电池监测是扩展功能，需要配单电池监测模块才可以使用。 

五、 操作说明 

5.1  联接被测电池组：首先将电缆连接到装置和电池组，将红黑电缆一端分别

与装置上的电池正负端子连接，将红黑电缆另一端分别与电池组的正负极

连接。 

5.2  接通供电电源，打开装置面板和电池开关。此时操作面板 LCD背景灯点亮，

同时 LCD显示开机界面如图一所示： 

        图一  

表示系统正在启动，显示图一信息后系统 3 秒，开始显示主操作界，主操

作界共三幅换面，面如图二、图三和图四所示，按↑↓键在三个画面之间 

 2005年 11月 20日 
10时 28分 50秒 

DCF-1型 
蓄电池充放电装置 

http://www.mldqk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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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切换： 

 

至此，系统启动成功。此时 LCD 显示的界面的为装置实时工作各部分的

参数和状态。按放电键进入【放电】界面，按设置键进入【设置】界面。注意：

应使用接有地线的三芯电源插座作为放电检测系统的电源插座以保证人身安

全！电池组正、负极不能接反，若接反会有告警提示，红接线接电池组正级，

黑接线接负极！必须使放电装置的电缆与电池组的接线柱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 

5.3  根据放电量需要设定放电参数。按【设置】按钮输入正确密码后进入参数

设置界面图三，参数设置界面如图三、图四和图五： 

5.3.1 参数设置：如图三所示，通讯地址为多级放电时需要实现集中监测的机器

号，放电容量为电池设置的放电容量，放电容量到自动停止放电；放电时

间为电池放电的时长，放电时间到就停止放电。结束条件是指选择按照时

间到或按照容量到来判断是否停止放电。 

图三 

如图四所示，放电电流为恒流放电时电流的大小，报警开关为当装置有告警

事件时，决定开或关设备的声音告警；电压上下限为电池组电压告警值，当

电池组的电压超出这个范围值时，设备会告警并停止放电。 

通讯地址:0001 
放电容量:0200AH 
放电时间:0600分 
结束条件:容量到/时间到 

http://www.mldqk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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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如图五所示，校准界面，包括电池组电压、放电电流和时间，一般出厂时

已经校准完毕，不需要用户再次进行操作，这个界面除时间外一般不需要

用户操作修改。 

图五 

注：当设备内部温度过高时，设备自动停止放电，待温度回复常后继续运行；

当风扇出现故障时，设备自动停止放电； 

 5.3.2 修改密码，如图六所示，输入新密码，按确认键，设置成功。 

图六 

5.4 在启动界面，按放电键，进入放电确认界面，如图七： 

图七 
5.5 在放电按返回键界面，按确认键面进入放电界面，按暂停键则设备停止放电，
按放电键则继续放电，停止放电后，按返回键则返回主界面，按放电则继续放

放电电流:020.0A 
报警开关:开/关 
电压上限:130V 
电压下限:095V 
 

电压校准:130.1V 
电流校准:20.00A 
2009年 10月 08日 
10时 38分 45秒 

 

修改密码:**** 
 

是否开始放电 
是按确认键 
否按返回键 

http://www.mldqk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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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如图八所示 

图八 

停止放电后除电压显示实时的电池组电压外，其他参数均保留显示放

电到最后的数据以备用户查看。 

5.7  在放电过程中可以改变放电方式和放电参数，但是这些设置并不能马上被

执行，只有停止放电后再次开始放电时它们才有效。 

5.8  当放电到达预置的放电参数（时间、电压、安时）时，放电装置自动停止

放电并通过蜂鸣器报警通知用户，此时 LCD 显示的电压为实时的电池电

压，放电电流、已放的安时和时间则显示的是停止放电时的数据，以备用

户查看放电结果。 

5.9  放电结束后，不要马上断开电源开关和电池连线，请务必等待至少 5分钟，

待放电装置发热器件冷却后再断开设备工作电源和电池连线，将电池引线

和电源线盘好备用。 

 
 
所有上述资料，包括图纸、图示和图表设计均反映我们当前的理解，并且也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

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但是，用户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评估每种产品的适用性。在任何情况下，本说明书不

能构成保证书。此类保证仅在产品规格说明书或者产品的购买合同中将予以规定。我们对产品的责任将在

标准销售合同条款上作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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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压:115.1V 
放电电流:020.0A 
应放：200AH 
已放：030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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