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携式不间断电源

使用说明书

【二】  产品功能说明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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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手

交流输出

直流开关 交流开关

12V输出
车充接口

太阳能接口
USB输出

多功能显示屏

注：本品所使用AC电源插座为一个两插两个三插插座，可适用不
同国家标准的插头规格。
       本品4个USB接口均支持QC3.0快充协议，但仅支持采用QC
3.0标准作为快充协议的手机进行快速充电，如您的手机不支持Q
C3.0协议，则充电时为正常的5V1A进行充电。

前言
       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生产的多功能便携式UPS电源产品。如果
遇到停电或者外出旅行需要用电，您可以使用本产品为您的用电
设备或数码产品供电。本电源支持AC交流输出、DC直流输出、
USB  QC 3.0输出，可以为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
照明灯等设备供电。使用本产品前请认真阅读本手册，并妥善保
存，以备查阅。

注意事项
        本手册的用途在于帮助您正确的使用本产品，并不代表对本
产品软硬件配置的任何说明。有关产品的配置情况，请查阅与本
产品相关的资料或咨询向您出售产品的经销商。本手册中的图片
仅供参考，若有个别图片与产品实物不符，请以实物为准。

       本电源内置纯正弦波逆变器，其输出的电压波形与家用交流

电一致，使其提供的电能几乎全部兼容您家中所有使用交流电的

用电设备。本电源允许您使用绝大部分500W以内的用电设备。

       本电源含有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功能，即

在有市电接入的情况下优先使用市电供电，当市电断开后立即切

换电源供电，实现用电设备的不间断供电。

       本产品为普通家庭停电应急使用设计，在任何情况下请勿使

电源长期暴晒在太阳下、进水或雨淋，以防损坏机内电路。严禁

用户私自拆机试图维修或其他意图，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本公司

概不负责！

       本产品仅作为停电应急使用，不可用来代替正常家用交流电

使用，长期使用电器请务必采用电器所需的供电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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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保护模式：
短路保护：如果AC输出发生短路，本产品会立即切断输出从而进
行保护，请排除问题，并且断开负载连接以实现AC输出。

过功率保护：如果您使用的用电设备功率超过本机额定功率（50
0W）,本机将自动关闭AC输出以进行保护,请确保用电设备功率在
本机额定功率范围内,如果您常用用电设备功率大于500W,请选用
本公司生产的更大功率的电源。

欠压保护：当电池电压过低时会触发电源的欠压保护功能，以保
障电池不受损伤。请立即停止使用电源并立即为电源充电。

过温保护：当电源内部温度过高（≥70℃）时,电源会立即切断输
出进行保护,请勿遮挡电源的散热窗口,立即停止使用电源并拿到通
风良好的地方为本电源进行散热。

本品配备标准12V点烟器输出接口，支持DC12V车载电器产品，
如吸尘器、充气泵、电动扳手、车载冰箱、车载烤箱等。

使用本产品时请勿遮挡散热通风口，长期遮挡散热通风口会导致
电源内部热量无法排出，从而引起电源的过温保护而关闭输出！

【三】  产品使用说明

1)如何使用本产品给DC12V电器(如照明灯/风扇)供电?
本品包含3个DC12V输出接口,其中两个为5521、一个为点烟器。
使用DC12V电器时请确认您的电器接口是否为DC5521或者DC5
525公头规格接口，否则无法与本机器DC输出母座连接，此时您
可以咨询电器生产商，购买相应的转接头与本机连接。

直流保护模式:
短路/过功率保护:如果您在使用本产品时直流输出发生短路或者
输出过功率(负载>180W),本电源将自动切断输出进行保护,请排除
问题并对本电源进行充电以重新激活输出。

本电源DC直流电输出电压范围为9V~12.6V,最大输出电流为
15A。因电池特性，DC直流电压会随电池容量下降而下降，
如果您连接的DC12V电器不带充电稳压功能，可能会因输入
电压过低而关机，请断开连接并及时为本电源进行充电。

2)如何使用本产品交流用电设备供电?

将您要使用的交流供电设备的电源线插头连接到本产品的AC交流
电输出接口,并确保用电设备的开关为关闭状态。打开AC交流开关
，然后打开用电设备的开关，即可使用本机为用电设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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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为本产品充电?

产品声音提示：

现象

蜂鸣器1声

蜂鸣器2声

蜂鸣器3声

蜂鸣器4声

蜂鸣器5声

蜂鸣器连续声

提示讯息

开机正常

电源欠压报警

电源欠压保护

电源过热保护

电源过压保护

电源过载保护

解决方法

开机正常

请给电源充电

请联系厂家

请给电源充电

请给电源散热

请确认负载功率

①内置充电：将本机标配的“8”字AC线一头插入电源接口,另外
一头插入家用插座即可为本机充电。

警告：在使用本方式充电之前请仔细检查AC线及家用插座，确保
没有短路情况！

②适配器充电：将您我司生产的外置适配器（需另外购买）AC
端插入家用市电插座，将DC端插入前面板上“Adapter”接口即
可为本电源充电，充电时显示屏上的电池符号呈流水灯方式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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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全与维护

8)使用时请勿用毛巾、衣物等物品覆盖本产品；
9)充电时本产品可能会发热，此为正常现象，请小心处理；
10)充电时间请勿超出本产品标定的充电所需时间；
11)本产品电量充满后请及时断开充电器；
12)按照用户手册使用本产品，避免触电；
13)请按规定处理报废产品，不可将内置电池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以免引起起火和污染；
14)本产品只作为应急电源使用，不可替代家用交流电；

【五】  产品使用技巧

1)本产品内置优质锂离子电池，无记忆效应，容量大并持久耐用。
但我们仍建议您在10~30℃的温度范围区间内使用，以使产品提
供最大化的电量；
2)充电时最好独立放置在偏僻的位置，避免您收到噪音的干扰；
3)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保证2~3个月为本产品充电一次；
4)存放本产品时请存放于湿度20~90%Rh的环境中，以免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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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输出。由于本品具备MPPT技术，本品可实时对比太阳能
电池板的输出电压点与本品电池电压，从而找出太阳能板可提供
的最大功率输出点并对电池进行充电，以获得最佳充电效能。

注：实际获得的效能与气候、温度、电池状态以及其他因素有关。

④使用车载充电：使用本产品标配的车充头充电线连接到您车到
12V点烟器座上位本产品充电,当本产品显示屏上电池符号呈流水
灯显示时表示本产品正在进行充电。当所有电量指示灯均亮起并
停止闪烁时代表本产品已经充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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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点烟器输出

散热通风口

AC输入

[显示屏]

①电量显示：当打开AC/DC任意一个开关时，显示屏电池符号会
亮起显示当前电量，“电量”标识也会呈蓝色亮起。
②当打开AC开关时,"AC"标识会呈红色亮起,在无负载接入的情况
下,功率栏则显示为"0000W",接入负载后则会实时显示当前负载
功率。
③当有市电接入时，显示屏上“市电”标识将会亮起，此时若电
池处于未满电状态则电池符号呈流水灯形式的充电状态。
在接入市电的状态下打开AC开关，则优先使用的是市电输出的交
流电，此时进“市电”标识亮起，当市电断开后，则是使用电池
供电，此时“市电”标识熄灭，“电池”标识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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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了防止汽车电瓶意外亏电，请保证仅在发动机运作时使用
本方式充电。

寒冷天气使用

        由于电池的化学特性,寒冷的天气(零摄氏度以下)将影响到本
产品电池的容量。如果您需要在寒冷的地方使用，我们建议您将
本产品存放在隔温的地方使用，并使用太阳能充电或车载充电等
方式充电的状态下。本产品充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热量将帮助本
产品尽可能处在最佳工作温度状态。

回收

请务必将废旧的电子产品、电池及其包装材料送交到专门的回收
点。这样可以杜绝不受控制的废弃物污染环境并帮助推动材料的
回收工作。

电池信息

本产品内置不可拆卸充电电池，请勿尝试取出电池，以免损坏设
备。本电池可以充放电数百次以上，但最终会失效。

声明

版权所有，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
、复制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对于本
手册中出现的其他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由于产品升级或
其他云因，本手册内容会不定期更新。除非另行约定，本手册仅
作为使用指导用途。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
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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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名称及其含量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镉
(Cr    )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本表格依据 SJ/T 11364-2014 的规定编制

O：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

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前后盖 O O O O O O

铝壳 O O O O O O

逆变器 O O O O O O

电池 O O O O O O

控制板 O O O O O O

5521接口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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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

检验日期：

检验员：

本产品按标准检验合格准予出厂

2

【一】  产品规格参数

电池容量 461.76Wh/12V41.6Ah288.6Wh/12V26Ah

电池类型 大容量高品质锂离子电芯

交流电压 本说明书通用AC100V~240V/50~60Hz

交流电流

输出功率

输出波形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保护功能

充电参数

充电时间

循环寿命

产品尺寸

产品重量

300W 500W

纯正弦波

USB 5V QC 3.0     DC12V

5V2A    12V 10A*3

短路、过载、过温、过压、过流、欠压等

内置6.3A充电或外置12.6V8A（选配）

约5小时 约8小时

≥800次

285*145*150(mm)

4.5Kg 5.5Kg

产品配件 便携式UPS电源  AC 线  车充头  用户手册

110V2.3A/220V1.5A 110V4.5A/220V2.3A

内置MPPT(最大功率追踪)技术
本电源设计支持太阳能充电，并且拥有MPPT（最大功率追踪）
技术，该技术常用于风力发电或者太阳能发电系统中用来获取最

1)请勿使本电源发生短路。请避免将本电源与硬币、首饰、钥匙
等金属物品一起存放；
2)请勿加热本电源或将其丢置于火中、水中及其他液体中、高温
中、太阳直晒；
3)请勿将本电源置于高度潮湿、多尘的环境中；
4)请勿故意碰撞或私自拆本产品；
5)请勿跌落、重压或强烈撞击本产品；

③太阳能充电：将太阳能板尽可能放置在阳光直射较强的地方，
然后将太阳能板的输出连接到本电源的“Solar”接口，当本电源
显示屏上电池符号呈流水灯方式闪烁时代表正常充电，当电池符
号所有指示灯均亮起并停止闪烁时，表示本电源已经充满电。

6)请将本产品置于孩童及心智能力低下人士、缺乏经验及相关知
识者无法触及的地方。除非有负责其安全的人员进行监督或指导
才可使其使用本产品；
7)请避免让小孩戏玩本产品；

产品声音提示：

现象

蜂鸣器1声

蜂鸣器2声

蜂鸣器3声

蜂鸣器4声

蜂鸣器5声

蜂鸣器连续声

提示讯息

开机正常

电源欠压报警

电源欠压保护

电源过热保护

电源过压保护

电源过载保护

解决方法

开机正常

请给电源充电

请联系厂家

请给电源充电

请给电源散热

请确认负载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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