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适应光伏 MPPT 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防水型) 

 
一， 概述: 
    自适应光伏 MPPT 控制器(防水型)是新一代使用太阳能供电的供电控制设
备，控制器采用先进的 MPPT(最大功率跟踪)充电方法，最大限度的利用太阳能
发电，比常规充电方法提高发电量 10%-25%。12V/24V 自动识别，使用方便。IP67
的防水性能，即使放入水中也能正常工作。采用优质低损耗工业级材料制作，自
身损耗低。适合连续供电系统，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电站等使用。 
       
二，性能特点： 
 

1. 采用优质低损耗工业级材料，确保品质优良，稳定。 
2. 自动适应电池输入电压（12V/24V）,使用方便。 
3. 采用先进的 MPPT 充电方法，提高发电效率 10%-25%。 
4. 提供多模式输出选择，如路灯控制模式，双时段模式，充电器模式。 
5. 过充，欠压，过流，反接防护措施，确保安全运行。 

 
三，外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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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器参数规格 
 

型号                   MAX-BA-SI 
额定工作电压 12V 系统 或 24V 系统  自动识别 

光伏最大开路电压 55V 

光伏最大输入电流 12A 

最大充电限制电流 15A 

最大 MPPT 转换效率 >94% 

MPPT 跟踪精度 >99% 

放电输出最大电流（1 路） 10A 

充电限制电压 14.4V（12V 系统)/28.8V(24V 系统） 

过充恢复电压 13.2V（12V 系统)/27.0V(24V 系统） 

放电终止电压 10.5V（12V 系统)/21.5V(24V 系统） 

恢复放电电压 11.5V（12V 系统)/23.5V(24V 系统） 

输出路数 1 路或 2 路（第 2 路选配） 

工作模式 光控模式，时控模式；双时段模式；充电器模式 

安全保护 过充，欠压，过流，反接防护 

防护等级 IP67 
显示方式 LED 数码管显示 
待机损耗 <12mA(LED 熄灭) 
净重 0.6KG 

尺寸(宽*高*长) 66mm*46mm*138mm(不含边翼) 
 
 
五，控制器参数设置方法 
 

    用户根据自身需要，适当对光伏控制器配置，才能满足用户实际

工作需要。控制器上电后，数码管显示“8”，所有指示灯熄灭，控制

器进入初始化状态，1 秒后，所有指示灯闪亮然后数码管灭，控制器

进入工作状态。 

控制所有查看/设置都是通过一个按钮来实现的。按钮给定义了 2 个状态： 
1. 点动按钮一下-----------“选择” 
2. 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 

     所有的操作都通过此 2 个状态完成。 
 
正常待机工作状态下： 
 
 操作 1------显示当前工作电压等级： 

控制器正常工作任何时候，点动按钮一下（选择），数码管显示当前电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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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等级： 
 显示为 1-----12V 系统 
 显示为 2-----24V 系统 
3 秒后，显示消失。 

 
 操作 2------第一路亮灯时间设置（T 参数） 
      描述：输出开始后，经过此参数设置的时间，输出关闭。如果设置为 0, 
            则变为长输出(充电器模式). 
 
    控制器正常工作任何时候，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 
 
          ，然后再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当前设置的亮灯

时间（0,1,2,3,4,5,6,7,8,9,A,B,C,D,E,F 其一；对应 0-15 小时）。此时
通过点动按钮一下（选择），时间会改变，选择好时间值后，长按
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参数就保存了（丢电不丢失），数码管灭。
操作完成。 控制器在亮灯后会根据此时间设置来完成亮灯。  

            默认值：8 小时  
            注意：当此参数设置为 0 时，控制器立即进入充电器模式：如果

电池不欠压，输出端保持有输出，欠压关闭输出。非 0 设置
都是属于路灯控制模式。 

 
 
 
操作 3------第一路延时再次亮灯的延迟时间设置（L 参数） 
     描述：经过 T 参数输出，然后关闭，等待此参数设置的时间后，再次输出， 
           直到天亮后，输出关闭。如果设置为 0，则当天不再输出（时控模 
           式) 
    控制器正常工作任何时候，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 
 
          ，然后再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当前设置的亮灯时

间（0,1,2,3,4,5,6,7,8,9 其一；对应 0-9 小时）。此时通过点动按钮一
下（选择），时间会改变，选择好时间值后，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
（确定），参数就保存了（丢电不丢失），数码管灭。操作完成。 控
制器在完成定时亮灯时间后，等待此时间参数的时间后，再次亮灯，
直到天亮为止。 如果此功能关闭，则不再亮灯。 

            默认值：2 小时  
            注意：当此参数设置为 0 时，控制器会关闭输出 
 
 
操作 4------第二路光控/充电模式设置（A 参数） 
      描述：如果设置为 0,则变为长输出(充电器模式)。设置为非 0，则变为光 
            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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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5------参数保留 
     
 
操作 6------输出开始时的光伏板对应电压设置（U 参数） 
     描述：控制器白天对电池充电，到旁晚时间，控制器检测光伏板输入电压， 
           当光伏板电压低于此参数设置的电压后，过 30 秒开始放电输出。 
    
控制器正常工作任何时候，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 
 
          ，然后再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数码管显示当前设置的亮灯

时间（0,1,2,3,4,5,6,7,8,9,A,B,C,D,E,F 其一；对应 0-15V）。如
设置为“7”则对应 7V 电压。此时通过点动按钮一下（选择），
时间会改变，选择好时间值后，长按按钮 1.5 秒以上（确定），
参数就保存了（丢电不丢失），数码管灭。操作完成。  

                 默认值：7.0V   
 
提示：用户进入菜单后，如果长时间没有操作（30 秒），则自动退出菜单，数码
管灭。当前数据不保存。 
 
 
六，控制器工作过程描述： 
     
    1，第一路输出：路灯控制器模式+双时段功能。 
    控制器接线无误上电后，数码管显示“8”，所有指示灯熄灭，控制器进入初
始化状态，1 秒后，所有指示灯闪亮然后数码管灭，控制器进入工作状态.太阳能
通过控制器把电能充电到蓄电池。当在晚上时候，控制器自动关闭光伏输入端口，
防止电流倒流。 
    检测到晚上，30 秒后，控制器输出端保持输出，输出时间由 T 参数决定，
亮灯时间到后，输出关闭。如果双时段功能打开后，延迟 L 参数时间后，再次
亮灯，直到天亮为止。（过程中电池欠压则关闭所有输出） 
 
   2，第一路输出：充电器模式 
      如果 T 参数设置为 0，则为充电器模式。控制器输出端保持一直输出，除
非电池欠压才关闭输出。 
   
   3，第二路输出：光控模式 
       如果 A 参数设置为非 0（1-F) ,则检测到晚上，30 秒后，控制器输出端保 
       持输出，直到天亮为止。（过程中电池欠压则关闭所有输出） 
 
   4，第二路输出：充电器模式 
      如果 b 参数设置为 0，则为充电器模式。控制器输出端保持一直输出，除
非电池欠压才关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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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灯说明： 
       1）电池状态指示灯-----电池过充后，指示灯快闪。电池电压正常后，指 
                            示灯常亮，电池欠压后，指示灯慢闪。 
       2）充电状态指示灯------当开始充电后，指示灯常亮，如果不充电，指示 
                            灯熄灭。 
       3）输出一状态指示灯----当输出后，指示灯亮，如果启用了双时段功能， 
                             能（L/b 参数不为 0 )，等待阶段，闪亮。 
       4）输出二状态指示灯----当输出后，指示灯亮，如果启用了双时段功能， 
                             能（L/b 参数不为 0 )，等待阶段，闪亮。 
 
 
注意：控制器在上电后自动检测蓄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的电压等级，判断时间
持续 10 秒。所以建议用户接线时，先接电池，再接太阳能板，如有必要可以查
看显示的电压等级。如果显示错误。则必须断开所有电线：再次先接电池，10
秒后再接太阳能板。 
 
 
七,安装使用方法： 
 
 1）------- 第一次使用，首先仔细阅读说明，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2）------- 接线注意颜色标示和电气极性。 
 3）-------先接入负载（如 LED 灯）。 
 4）-------然后接入蓄电池。 
 5）-------再接入光伏板。 
 6）-------接线完毕，接线处做好绝缘措施。 
 
 
八，普及知识 
 
  如何判断控制器是否有 MPPT 功能的方法？ 
 
从外观上观察： 
一般来说带 MPPT 功能的控制器光伏输入端都是独立接线（极少数使用共正极
或共负极的输入方式）。一般光伏输入共正极或共负极的控制器都是普通的，不
带 MPPT 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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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气上观察： 
        
     光伏板的最佳工作电压一般都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在这个最佳电压上工作，
发电效率是最高的。 
     在阳光充足时，把电池，光伏板接好后，观察到控制器在充电时候，用万
用表测量光伏输入端输入电压是多少 V，测量电池电压是多少伏。带 MPPT 的控
制器测量的输入电压远远高于电池电压。比如 12V 等级的光伏板最佳工作电压
在 16-18V 左右（具体受光照和温度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果现在电池电压 12.5V，
采用 MPPT 控制的控制器，就会让光伏板输入电压工作在这个最佳范围里（一
般是自动跟踪）；如果是普通的控制器，则会把输入电压拉到跟电池电压几乎一
样的电压下工作； 
 
典型实测工作状态如下： 
 
 采用 12V 等级光伏板 
   最大功率点电压标称 17.4V 
   开路电压 21V 
   电池电压 12V 
 
MPPT 的控制器使光伏板工作在 17V 左右输入电压，如果此时输入电流为 5A，
则输出到蓄电池的电流约为 7A 左右。输入电流 < 输出到电池的电流。 
 
普通控制器把光伏板电压工作在 12V 电压如果此时输入电流为 5A，则输出到蓄
电池的电流约为 5A 左右。输入电流基本等于输出到电池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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