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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互补风光互补风光互补风光互补 MPPT 电源能量管理电源能量管理电源能量管理电源能量管理控制器功能说明书控制器功能说明书控制器功能说明书控制器功能说明书（（（（V1.0）））） 

一一一一,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全球第一款智能型风光互补 MPPT 电源能量管理控制器是一款风能，太阳

能高级能源管理器。内部集成了高效的 LED 驱动器；风能 MPPT 跟踪系统；太

阳能 MPPT 跟踪系统。全新的设计理念，开放式的用户级应用配置方式，使控

制器应用面更广，精确控制能量输入输出。最大程度的延长连续输出时间，特别

在目前风光互补路灯工程上的应用，更是发挥极致！在配置合理的情况下，即使

长时间阴雨。无风状态下也能工作超过 30 天的不灭灯时间。完全突破风光互补

路灯应用的能量屏障。 

               LED 光源光源光源光源最最最最适合使用适合使用适合使用适合使用（内部不需要恒流源）（内部不需要恒流源）（内部不需要恒流源）（内部不需要恒流源） 

性能特点： 
 

1. 提供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跟踪（提供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跟踪（提供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跟踪（提供风力发电机最大功率跟踪（MPPT）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独立控制独立控制独立控制独立控制).  1 路路路路 
2. 提供太阳能输入最大功率跟踪（提供太阳能输入最大功率跟踪（提供太阳能输入最大功率跟踪（提供太阳能输入最大功率跟踪（MPPT）通道）通道）通道）通道 (独立控制独立控制独立控制独立控制).  1 路路路路 
3. 提供高达提供高达提供高达提供高达 120W 输出的输出的输出的输出的 LED 驱动器，最大效率驱动器，最大效率驱动器，最大效率驱动器，最大效率 95%，免除恒流源，免除恒流源，免除恒流源，免除恒流源 
4. 3 位高亮度数码管显示位高亮度数码管显示位高亮度数码管显示位高亮度数码管显示，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 
5. 风机风机风机风机/太阳能输入通道反接太阳能输入通道反接太阳能输入通道反接太阳能输入通道反接，过流，过载，雷击，过流，过载，雷击，过流，过载，雷击，过流，过载，雷击保护保护保护保护 
6. 输出通道保护（开路，短路，过载，反接，雷击）输出通道保护（开路，短路，过载，反接，雷击）输出通道保护（开路，短路，过载，反接，雷击）输出通道保护（开路，短路，过载，反接，雷击） 
7. 电池端输入反接保护电池端输入反接保护电池端输入反接保护电池端输入反接保护(持续反接不损坏任何部件持续反接不损坏任何部件持续反接不损坏任何部件持续反接不损坏任何部件) 
8. 电池过充电池过充电池过充电池过充,过放保护过放保护过放保护过放保护,采用安全的充电管理功能采用安全的充电管理功能采用安全的充电管理功能采用安全的充电管理功能,可以在充电时候可以在充电时候可以在充电时候可以在充电时候修修修修

复电池复电池复电池复电池,大幅度延长电池寿命大幅度延长电池寿命大幅度延长电池寿命大幅度延长电池寿命. 
9. 风机自动风机自动风机自动风机自动/手动卸荷功能，独特的卸荷控制技术保证风机平滑刹车，手动卸荷功能，独特的卸荷控制技术保证风机平滑刹车，手动卸荷功能，独特的卸荷控制技术保证风机平滑刹车，手动卸荷功能，独特的卸荷控制技术保证风机平滑刹车，

避免大惯性变化避免大惯性变化避免大惯性变化避免大惯性变化,提高风机机械寿命提高风机机械寿命提高风机机械寿命提高风机机械寿命. 
10. 根据需求根据需求根据需求根据需求,可以提供市电切换功能可以提供市电切换功能可以提供市电切换功能可以提供市电切换功能,电池无电后电池无电后电池无电后电池无电后,自动切换到市电上自动切换到市电上自动切换到市电上自动切换到市电上,

保持输出稳定有效保持输出稳定有效保持输出稳定有效保持输出稳定有效. 
11. 预留了预留了预留了预留了 RS232 通讯接口通讯接口通讯接口通讯接口,可以提供通讯管理功能可以提供通讯管理功能可以提供通讯管理功能可以提供通讯管理功能.扩展为有线，无线扩展为有线，无线扩展为有线，无线扩展为有线，无线

远距离通讯成为可能。远距离通讯成为可能。远距离通讯成为可能。远距离通讯成为可能。 
12. 提供计算机操作软件，方便管理控制，快速定制应用。提供计算机操作软件，方便管理控制，快速定制应用。提供计算机操作软件，方便管理控制，快速定制应用。提供计算机操作软件，方便管理控制，快速定制应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在开始使用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否在开始使用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否在开始使用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否在开始使用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否

则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损坏控制器则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损坏控制器则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损坏控制器则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损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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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如下： 

参数名称 12V 系统 24V 系统 
蓄电池额定电压 12V  24V 

风力发电机额定功率 300W  400W 
卸载开始电压（出厂值） 14.4V（可设） 28.8V(可设) 

太阳能额定功率 160W 240W 
常规输出端口最大输出 20A/12V 20A/24V 

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功率 65W 120W 
驱动器输出方式 电压/电流/功率（任选） 电压/电流/功率（任选） 

驱动器输出保护方式 开路，短路，过载，反接，

雷击 
开路，短路，过载，反接，

雷击 
驱动器输出电压 0V-45V，最高〈55V 0V-45V，最高〈55V 
驱动器输出电流 0-1.5A 0-3A 

卸荷方式 手动/自动软卸荷 手动/自动软卸荷 
显示方式 3 位数码管/计算机显示 3 位数码管/计算机显示 

工作温湿度范围 -20~+55℃/20~85%RH（但无结

露） 
-20~+55℃/20~85%RH（但无结

露） 
防护等级 IP65（显示屏面） IP65（显示屏面） 

控制器尺寸(长*宽*高*) 158mm*113mm *60mm 158mm*113mm *60mm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我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和配置参数。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我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和配置参数。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我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和配置参数。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我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和配置参数。 

 
 

二二二二,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入输出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WIND INPUT]---------3 相风机交流电压输入端;输入线电压<35VAC,输入电流

<25A。 
[SOLAR INPUT]-------太阳能电压输入端; 输入电压<50VDC,输入电流<15A。 
 
[BAT  INPUT]-------电池输入端;电池电压 12V 或 24V 等级（注意输入电压极性） 
 
[OUT+  OUT-] ------电池输出端，内部含 40A 保险丝，如果外接普通用电设备（如

逆变器等），使用此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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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R+  LDR-] ------LED 驱动器输出端，应用 LED 光源时，使用此接口。  
 
 
 
 
 
 
 
 
 
 
 
 
前面板为数码管显示操作器，通讯端口，通过此显示操作器可以查看/设置用户

参数；也可以通过 USB 通讯口连接计算机进行计算机查看/设置/调试控制器。 
 
系统接线图：系统接线图：系统接线图：系统接线图： 
 
 
 
 
 
 
 
 
 
 
 
 
 
 
 
 
 
 
 
 
 
 
 
 
接线注意点：接线注意点：接线注意点：接线注意点： 

1．太阳能电池板是有极性的，注意正负接线，如果接反，电池板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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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机输出 3 线没有极性，随便接在对应端口。 
3．电池输入是有正负之分的，切勿接反，否则控制器不工作（不会损坏）。 
4．LED 灯珠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或者既并联也串联使用，注意接线极

性，否则可能损坏 LED 灯。 
内部驱动器可以驱动最大不超过 12 粒 LED 灯珠（1W 计算）的串联，串

联后的 LED 灯组可以多组并联，原则上，LED 灯珠的总功率不能超过控

制器最大输出功率。在不同的 LED 连接组合方式时，控制器输出的最大

功率是不同的，原因是：控制器输出的电压，电流是有限制的。超过允许

的范围内，会发生保护。导致控制器保护性工作，关闭输出。 
5．接线顺序如下：1，接，接，接，接 LED 灯灯灯灯 2，接电池，接电池，接电池，接电池 3，接太阳能板，接太阳能板，接太阳能板，接太阳能板 4，接风机。，接风机。，接风机。，接风机。 

此顺序不要搞错，否则可能损坏控制器，或者 LED 灯部件。 
 
      

LED 组合和功率特性如下：组合和功率特性如下：组合和功率特性如下：组合和功率特性如下： 
 
        按照 1 粒 LED 灯珠额定条件工作时，电压为 3.3V（不同功率的 LED

灯珠，其电压稍微有些差别）来设计。 
1．选用最大 12 粒串联，其电压为 12*3.3V=39.6V,其电压值少于驱动器

最大输出值（45V），所以驱动器可以正常驱动。如果 LED 灯珠功

率比较大时，其压降比较大时，可能无法驱动 12 粒串联，这时需要

适当减少串联粒数。原则上，串联起来的 LED 灯组额定工作下的电

压不超过 45V 即可。 串联的粒数，根据实际来决定。 
2．串联后的灯珠组，可以多组并联。并联使用的条件是：灯珠组的电

气性能需要基本一致，保证每组基本均流吸收功率。每组的粒数必每组的粒数必每组的粒数必每组的粒数必

须一样，绝不允许不同粒数须一样，绝不允许不同粒数须一样，绝不允许不同粒数须一样，绝不允许不同粒数 LED 组并联组并联组并联组并联，否则，由于分流不均，

可能损坏 LED 灯。 根据不同的 LED 功率，可以并联的组数是不同

的，主要是因为驱动器输出电流是有限的。对于 1W 的 LED 灯珠，

其额定工作电流约是 310mA/3.2V 左右。在 24V 系统时，驱动器最

大输出电流为 3A，所以可以驱动的组数为 3A/0.31 约等于 9组并联。

对于 12V 系统，则可以并联 5 组。2W 的灯珠电流约是 550Ma/3.6V, 
3W 灯珠电流约 750mA/4V .设计时根据实际来定。 

 
驱动器最大输出功率计算公式为： 
（24V 系统）Pmax=Vout*3.0A   单位 W 
（12V 系统）Pmax=Vout*1.5A   单位 W 

             Vout 为 LED 灯组两端电压。 
 
        举例如下：  12 粒 1W 的 LED 灯珠串联电压约 39.6V. 
                     1 组对应 12W 
                     2 组对应 24W 
                     3 组对应 36W 。。。类推。 
                     其最大容量功率不能大于上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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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控制器提供电压/电流/功率输出模式，所以实际应用上对于 LED 灯，选

择功率输出模式，会是最好，最方便的选择。后面会讲述。 
 

三，系统应用配置三，系统应用配置三，系统应用配置三，系统应用配置 

 
控制器在工作前必须实行参数配置，才能工作。我们提供了两种手段来配置

控制器参数。第一种是：控制器自身带的 3 位数码管操作屏，使用它，可以配置

常规大部分参数。满足野外更改参数的需求。第二种是：通过计算机 USB 接口，

连接控制器来配置参数，此方式可以配置所有参数，方便实行控制器管理，调试。 
 
A．第一种方式：（使用数码管配置） 
      通过数码管来配置参数，对于客户来说，以下参数是可见，可设置的。 
       

1．．．．光控光控光控光控/时控时控时控时控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 选择光控[000]：就是当在晚上时，灯亮；白天时灯灭。 
       选择时控[001]：就是在晚上时灯亮，灯亮到设定的时

间后，灯输出关闭。如果在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已经处

于白天时，灯也灭。 缺省值[000] 
 

      2．．．．时控时晚上亮灯的总时间时控时晚上亮灯的总时间时控时晚上亮灯的总时间时控时晚上亮灯的总时间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当选择时控时，此参数指示最大亮灯的时间，单位小时，

范围[1-16]  缺省值[010] 
 
 

3．．．．晚晚晚晚上亮灯时太阳能电池最高电压上亮灯时太阳能电池最高电压上亮灯时太阳能电池最高电压上亮灯时太阳能电池最高电压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此参数设置，当太阳能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时，延时

30S 开始亮灯，单位 V；范围[5.0V-18.0V]  缺省值[07.0] 
 

      4．内部输出驱动器输出模式选择（电压．内部输出驱动器输出模式选择（电压．内部输出驱动器输出模式选择（电压．内部输出驱动器输出模式选择（电压/电流电流电流电流/功率）功率）功率）功率）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电压模式[000]，此模式下，驱动器输出的是电压,输出范

围为 0.0-42.0V 
                电流模式[001]，此模式下，驱动器输出的是电流,输出范

围为 0.0-3.0A(24V 系统)；0.0-1.5A(12V
系统)        

                功率模式[002]，此模式下，驱动器输出的是功率，输出

范围为 0-120W（24V 系统） 0-65W（12V
系统） 

                缺省值[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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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选择输出工作曲线（目前此功能保留）选择输出工作曲线（目前此功能保留）选择输出工作曲线（目前此功能保留）选择输出工作曲线（目前此功能保留）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6．进入数码管菜单的密码的．进入数码管菜单的密码的．进入数码管菜单的密码的．进入数码管菜单的密码的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设置此参数，可以让每次进去菜单设置参数时，需要输入正确

的密码（和此参数数据一致的数）才能进行菜单操作，缺省值

为[000] 
 
      7．．．．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24V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12V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描述： 选择 24V 系统[000]，控制器工作在 24V 等级的配置下。 
                选择 12V 系统[001]，控制器工作在 12V 等级的配置下。 
                缺省值：[000] 
       

8．驱动器最大输出电压．驱动器最大输出电压．驱动器最大输出电压．驱动器最大输出电压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描述： 采用电压模式输出时，控制器允许的最大输出电压，通过

此参数来限制输出电压，避免过大的输出损坏外接的设

备。此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外设能够工作的电压范围来设

置。设置过少，会发生保护性错误，过大，失去保护功能。 
                系统内部最大保护电压为：此参数值+2.5V. 
                缺省值[03.2]V 
      9．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电流电流电流电流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描述： 采用电流模式输出时，控制器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通过

此参数来限制输出电流，避免过大的输出损坏外接的设

备。此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外设能够工作的电流范围来设

置。设置过少，会发生保护性错误，过大，失去保护功能。 
                系统内部最大保护电压为：此参数值+0.2A. 
                缺省值[0.10]A 
 
 
      10．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驱动器最大输出功率功率功率功率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描述： 采用功率模式输出时，控制器允许的最大输出功率，通过

此参数来限制输出功率，避免过大的输出损坏外接的设

备。此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外设能够工作的功率范围来设

置。设置过少，会发生保护性错误，过大，失去保护功能。 
                系统内部最大保护电压为：此参数值+3W. 
                缺省值[001]W 
 
      11．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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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11-26 菜单参数的设置，用来表明正常情况下，在输出有效

范围内，相对应的输出时间内，要求输出的数值。电压模

式下，此参数设置的是输出的电压；电流模式下，此参数

设置的是输出的电流；功率模式下，此参数设置的是输出

的功率；缺省值为[00.0]V 
 
      12．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2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13．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3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14．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4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15．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5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16．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6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17．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7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18．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8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19．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9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20．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0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21．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1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22．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2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23．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3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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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4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25．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5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26．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输出有效下第 16 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小时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27．电池电量低下，对应高电压段输出的值．电池电量低下，对应高电压段输出的值．电池电量低下，对应高电压段输出的值．电池电量低下，对应高电压段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代代代码：码：码：码： 
 
    描述：27-30 菜单都是用来指示在电量不足情况下的输出要求。

当电量不足，落在哪个范围内后，当前范围内的设置值作

为当前输出。当电池电压比较低时（低于多少 V 作为电量

低下，可以由计算机来设置），此参数在一个电压范围段内，

输出有效时，当作当前要求的输出，例如，当高电压段高电压段高电压段高电压段范范范范

围为围为围为围为 22.5V<电池电压<23.0V 时，此设置值为 10W，则当

电池电压在此电压范围时，只输出 10W 的功率 
 

 
      28．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中中中中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29．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低低低低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30．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电池电量低下，对应极低极低极低极低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电压段输出的值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31．．．．自由输出设定自由输出设定自由输出设定自由输出设定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 进入此菜单，用来设置一个数值作为立即输出，输出的

电压/电流/功率是受工作模式限制的，输出的最大值，受

[8-10]参数设置的最大值限制的。此参数目的是：可以自

由输出一个数值，可以观察当前输出的效果，以便合理

设置相关的参数。参数设置完成后，按“OK”键，立即

输出端按照现在输出。此功能不是控制器必须设置的参

数，只是作为一个调试控制器的手段，随着退出此参数

菜单，当前的输出自动关闭。 
           注意：此功能在不是熟悉控制器操注意：此功能在不是熟悉控制器操注意：此功能在不是熟悉控制器操注意：此功能在不是熟悉控制器操作情况下，谨慎使用，否则作情况下，谨慎使用，否则作情况下，谨慎使用，否则作情况下，谨慎使用，否则

不合理的数据可能损坏不合理的数据可能损坏不合理的数据可能损坏不合理的数据可能损坏 LED 灯。设置的原则是，从小灯。设置的原则是，从小灯。设置的原则是，从小灯。设置的原则是，从小

数值开始，慢慢增加数值。例如：在不知道当前数值开始，慢慢增加数值。例如：在不知道当前数值开始，慢慢增加数值。例如：在不知道当前数值开始，慢慢增加数值。例如：在不知道当前 LED



公司：无锡曼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锡陆路烈士幕西侧 100 米 
电话：0510-83695399 ，13812280200 
传真：0510-83695799 

灯情况下，如果采用功率控制，则可以从灯情况下，如果采用功率控制，则可以从灯情况下，如果采用功率控制，则可以从灯情况下，如果采用功率控制，则可以从 1W 开始，慢开始，慢开始，慢开始，慢

慢增加功率，避免出问题。慢增加功率，避免出问题。慢增加功率，避免出问题。慢增加功率，避免出问题。 
 
 
      32．．．． 模拟演示输出模拟演示输出模拟演示输出模拟演示输出 配置配置配置配置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描述：  此菜单用来演示 16 个时间参数对应的输出值的效果，

一旦进入此菜单，按下“OK”键后，输出立即开始，

按“UP”或“DOWN”按键，会立即输出下一个数据，

数码管会显示相应的输出段提示。此功能目的是：在

设置完成所有数据后，模拟一个亮灯输出的过程，每

小时的切换效果，通过输出效果，反馈参数修改。 
 
 
 数码管参数设置操作：数码管参数设置操作：数码管参数设置操作：数码管参数设置操作： 
 
       数码管右边有 2 个按键（UP/DOWN） ，通过此 2 按键，可以完成

所有设置工作。 两按键不同组合可以衍生如下功能： 
 
       UP 按键按一下----------------------------------------上翻页（UP） 
       DOWN 按键按一下-----------------------------------下翻页（DOWN） 
       UP，DOWN 按键同时短时间按动，松开-------确认（OK） 
       UP，DOWN 按键同时长时间按下，松开-------退出（ESC） 
 
       下面的操作过程全部用“UP”，“DOWN”，“OK“，”ESC“来代替

按键操作效果。 
 
           在待机情况下，按下“OK“ 立即进入菜单密码输入界面，当

前位闪烁，每按动一次”DOWN“， 闪烁跳到下一个操作位；每按

动一次”UP“ 当前操作位数据改变（+1）。输入正确的密码后，会

提示”YES“ 然后就进入了菜单参数选择区。错误的话。提示”ERR
“。 

       通过“UP“ 或”DOWN“ 来选择当前菜单。在当前菜单，按下”

OK“ 立即进入对应参数设置界面，显示当前实际设置的参数。修

改参数方法和上面一样，修改后，按下”OK“ 参数立即保存，如

果有错误则提示”ERR“  ，没有错误显示”YES“。任何时候按

下”ESC“则退出当前。返回上一级。 
 
 
数码管动态参数查看操作：数码管动态参数查看操作：数码管动态参数查看操作：数码管动态参数查看操作： 
 
控制器一上电后，数码管首先显示控制器软件版本号“Uxx“,xx---代表版本

序号。 1 秒后显示”STU“ 然后就显示当前的状态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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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 状态下，显示的信息，根据当前运行结果，显示的信息会不同的： 
 数码管左边第一位显示电池电量状态，第二位显示输出状态，小数点表示

是否在卸荷，点亮为卸荷，点灭为卸荷不动作。第三位为充电能量指示，充电越

快，滚动条越快。 
 
   
电压正常                   输出关闭 
 
 
电池过压                   输出打开 
 
 
电池低电                  点亮表示卸荷 
 
 
电池欠压 
 
 
手动卸荷操作：手动卸荷操作：手动卸荷操作：手动卸荷操作： 
 
 
在状态在状态在状态在状态           下，同时按住“下，同时按住“下，同时按住“下，同时按住“UP“，”“，”“，”“，”DOWN“按键“按键“按键“按键 3 秒，控制器立秒，控制器立秒，控制器立秒，控制器立

即进入即进入即进入即进入手工手工手工手工卸荷状态，数码管第二位右下角的点，点亮。卸荷状态，数码管第二位右下角的点，点亮。卸荷状态，数码管第二位右下角的点，点亮。卸荷状态，数码管第二位右下角的点，点亮。 如果再长按两个按键如果再长按两个按键如果再长按两个按键如果再长按两个按键

3 秒，则手工卸荷取消，点不再亮。秒，则手工卸荷取消，点不再亮。秒，则手工卸荷取消，点不再亮。秒，则手工卸荷取消，点不再亮。 
 
待机状态下，按一下“UP“ 或者”DOWN“，则会切换到下一个状态显示

信息，提示信息解析如下： 
 
 
 
 
     电池电压    风机直流电压  风机直流电流   太阳能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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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电流    输出功率       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 
 
异常信息提示异常信息提示异常信息提示异常信息提示/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控制器在运行过程中，如果驱动器输出发生保护性故障，则会自动提示异

常信息，输出端会临时关闭，直到天亮后，异常信息自动清除。 
  异常信息为：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01 -----系统输出快速过流保护 
  E02 -----系统输出中速过流保护 
  E03 -----系统输出慢速过流保护 
  E04------系统输出过电压保护（开路） 
  E05------驱动器输出短路 
  E06------系统输出快速超功率保护 
  E07------系统输出中速超功率保护 
  E08------系统输出慢速超功率保护 
  E09------用户设定输出限制快速保护 
  E10------用户设定输出限制中速速保护 
  E11------用户设定输出限制慢速保护 
   
  发生异常故障后，也是可是手工清除的，操作方法是：进入一次菜单，然

后退出，故障即可清除（即，按“OK“ 一次，然后按”ESC“一次即可）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在进行完所有菜单操作后，必须返回到待机界在进行完所有菜单操作后，必须返回到待机界在进行完所有菜单操作后，必须返回到待机界在进行完所有菜单操作后，必须返回到待机界

面，否则面，否则面，否则面，否则 控制器会暂时停止驱动器输出，就是控制器会暂时停止驱动器输出，就是控制器会暂时停止驱动器输出，就是控制器会暂时停止驱动器输出，就是

说，进入了菜单，内部驱动器是没有输出的（如说，进入了菜单，内部驱动器是没有输出的（如说，进入了菜单，内部驱动器是没有输出的（如说，进入了菜单，内部驱动器是没有输出的（如

果进入前，驱动器正在输出，也会关闭）果进入前，驱动器正在输出，也会关闭）果进入前，驱动器正在输出，也会关闭）果进入前，驱动器正在输出，也会关闭）。。。。 

 
在待机界面下，切换了显示状态后，如果在 30S 内没有按键操作，则会自动

返回到            界面，如果过 5 分钟后，还是没有按键操作，则 3 位显 
 
 
示器关闭输出，没有任何显示。只要按一下任何按键，显示立即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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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种方式：（使用．第二种方式：（使用．第二种方式：（使用．第二种方式：（使用 USB 电缆操作配置）电缆操作配置）电缆操作配置）电缆操作配置） 
 
   为了更好的调试，配置控制器，我们配套了计算机软件（风光互补 MPPT

电源能量管理控制器调试软件 ），使用软件设置，调试，更直观，方便，可以避

免很多操作问题，提高操作安全性。，建议一般客户使用软件进行操作。 
 
   1．使用环境： 
       调试器支持 WINDOWS 2000/2003/XP 系统下使用。 
 
   2．调试器驱动安装。 
      随机附带了一根 USB 电缆，一个转接头，一张软件光盘。 
        第一次使用时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首先转接头用 USB 电缆连接上，然后电缆插入计算机的 USB 口， 

系统会提示发现硬件，然后弹出安装驱动窗口： 
        

       如右图连接计算机： 
 
 
 
提示发现新硬件 
 
 
 
 
 
 
 
 
 
 
然后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 
安装（高级）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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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搜索中包含 
这个位置，打勾。 
点击“浏览“按钮， 
选择光盘中‘DRIVE“ 
文件夹。 
 
点击下一步： 
 
 
就开始安装驱动程序 
。安装完后，系统会 
重新硬件。然后再次 
按上面过程操作一次 
。到此，驱动安装完 
成。你的计算机就会 
得到一个 COM 口。 
  
 
 
 
 
 
 
 
 
 
 
 
 
 
 
 
 
 
 
 
 
 
    3．调试软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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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光盘，点击 SETUP.EXE 图标，根据提示，安装软件。 
 
 
 
 
 
 
 
 
 
 
 
 

软件安装后，就可以使用软件来设置，和观察控制器工作了。 
 
 
      4．计算机连接控制器，调试。   
 

A． 首先按照右图，用通讯线连接控 
制器 

B． 然后控制器对应的电池输入端，接 
入电源（12V 或 24V）供电。 

            C．USB 头连接计算机。 
         

         到此，计算机和控制器硬件连接完成了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控制器通讯端口，隐藏在前面板“控制器通讯端口，隐藏在前面板“控制器通讯端口，隐藏在前面板“控制器通讯端口，隐藏在前面板“COM““““ 
        对应的地方，使用时，需要把“对应的地方，使用时，需要把“对应的地方，使用时，需要把“对应的地方，使用时，需要把“COM“对“对“对“对 

应的应的应的应的 PVC 膜从下向上打开（不需要完全撕膜从下向上打开（不需要完全撕膜从下向上打开（不需要完全撕膜从下向上打开（不需要完全撕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然后会看到，然后会看到，然后会看到，然后会看到 4 针的通讯端口。通讯针的通讯端口。通讯针的通讯端口。通讯针的通讯端口。通讯 
电缆就可以插入进去了。调试完毕，把贴膜电缆就可以插入进去了。调试完毕，把贴膜电缆就可以插入进去了。调试完毕，把贴膜电缆就可以插入进去了。调试完毕，把贴膜 
从新贴好即可。从新贴好即可。从新贴好即可。从新贴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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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此软件，会显示如下界面： 
 
 
 
 
 
 
 
 
 
 
 
 
 
 
 
 
 
 
 
 
 
 
 
 
软件打开时，会自动寻找可用的 COM 通讯口，如果软件找不到通讯端口，

所有的按钮会是灰色的（不能操作），只能查看软件功能。如果计算机有多

个 COM 通讯口，用户必须在[系统参数配置]页面选择现在使用的对应的

COM 口，否则不能通讯操作。 
需要时可以进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查看当前 COM 端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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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共有 3 个操作界面： 

[应用参数配置]，[系统参数配置]，[状态查看与调试] 
   通过点击相对应的菜单，会进入不同的操作界面。 
 

1．[应用参数配置] 页面 
      此页面对应数码管操作下的所有参数。其每一项的含义和数码管对应

一致的。 

       设置完成后，点击 [写入配置]按钮，设置的信息会立即写入控

制器，操作成功后，会提示 

 
 
 
  你也可以在设置前，读取一下控制器目前的参数配置情况，对于需要在原

来基础上做修改操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2．[系统参数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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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左边属于内部参数配置页面。 
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非专业人员不要改变，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器，非专业人员不要改变，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器，非专业人员不要改变，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器，非专业人员不要改变，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工作，

也可能造成电池组也可能造成电池组也可能造成电池组也可能造成电池组过充，过放，损坏电池。过充，过放，损坏电池。过充，过放，损坏电池。过充，过放，损坏电池。这里开放给客户，主要是对于这里开放给客户，主要是对于这里开放给客户，主要是对于这里开放给客户，主要是对于

熟悉应用的客户可以更合理的配置控制器内部参数。达到更长的亮灯时间。熟悉应用的客户可以更合理的配置控制器内部参数。达到更长的亮灯时间。熟悉应用的客户可以更合理的配置控制器内部参数。达到更长的亮灯时间。熟悉应用的客户可以更合理的配置控制器内部参数。达到更长的亮灯时间。 
 
 电池电压判定参数：电池电压判定参数：电池电压判定参数：电池电压判定参数： 

1．电池最高限制电压。缺省值 29.0V 
当电池电压超过此参数电压时，控制器发出提示信息，控制器内

部自动关闭输入充电，自动卸荷程序启动。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2．电池过压恢复电压。缺省值 27.5V 
在过压发生后，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时，控制器发出提示

信息，控制器内 
部自动重新开启输入充电，自动卸荷程序关闭。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3．  电池欠压恢复电压。缺省值 23.0V 
在欠压发生后，当电池电压超过此参数电压时，控制器发出提示

信息，驱动器重新恢复工作使能，所有功能完全恢复。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4．  电池最低限制电压。缺省值 21.0V 

当电池电压超过此参数电压时，控制器发出提示信息，控制器关

闭驱动器输出。 待机充电。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电池电量不满时的参数设置：电池电量不满时的参数设置：电池电量不满时的参数设置：电池电量不满时的参数设置： 
    1．电量不满电压值 。缺省值 24.0V  
       此参数用来指示电池电量没有充满时，一个电压值限定。当电池电

压低于此参数数值时，16 小时输出段内，驱动器的输出会根据“输

出降额比例值”下调输出。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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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降额比例值。缺省值 10%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电量不满电压值”时，驱动器输出会根据此值

下降输出，比如，现在电压是 24.2V,目前输出的功率是 20W，过一

段时间，电压下降到 23.9V,控制器会 15 秒后，把功率下降。输出的

功率为：20W*（1-输出降额比例值%）=18W。 即使电压恢复了，

在同一个亮灯过程中，也不会再上调。呈现下垂特性。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电池电量不足时的电压段配置电池电量不足时的电压段配置电池电量不足时的电压段配置电池电量不足时的电压段配置 
       此部分的参数主要用来配置在电池电量不多的情况下，保持灯输出

时的，阶段性输出配置，在保证不过放电情况下，低照度的保持亮

灯，尽可能的使灯长时间亮起来。 
      
相关的配置输出部分 
 
 
 
 

1．高电压点电压 。 缺省值 23.0V 
    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且大于“中压点电压”时，当前驱动的输

出会立即切换到“高电压段输出”的配置值来作为当前输出。比如，按

照上面的图来说，如果电压低于 23.0V 时，输出功率立即变为 10W 输

出。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2．中压点电压。缺省值 22.5V 

        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且大于“低压点电压”时，当前驱动的输

出会立即切换到“中电压段输出”的配置值来作为当前输出。比如，按

照上面的图来说，如果电压低于 22.5V 时，输出功率立即变为 8W 输出。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3．低压点电压。缺省值 22.0V 

        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且大于“很低压点电压”时，当前驱动的

输出会立即切换到“低电压段输出”的配置值来作为当前输出。比如，

按照上面的图来说，如果电压低于 22.0V 时，输出功率立即变为 5W 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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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4．很低压点电压。缺省值 21.5V 
        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且大于“极低压点电压”时，当前驱动的

输出会立即切换到“极低电压段输出”的配置值来作为当前输出。比如，

按照上面的图来说，如果电压低于 22.5V 时，输出功率立即变为 4W 输

出。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5．极低压点电压。缺省值 21.0V 
        当电池电压低于此参数电压，输出立即关闭。等同欠压保护。  

    针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此参数最高电压可以适当调整。 
24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 
12V 系统时，此参数等于控制器内部参数的 2 倍。 

 

设置完成后，点击 [写入配置]按钮，设置的信息会立即写入控

制器，操作成功后，会提示成功操作。 

 
    你也可以在设置前，读取一下控制器目前的参数配置情况，对于需要在

原来基础上做修改操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页面右边，是配置软件和控制器通讯口的，要根据实际使用的 COM
口来选择配置，如果计算机只有一个通讯口，一般，软件打开时自动识

别配置，用户一般不用修改此通讯口。 
 
3．[状态查看与调试]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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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此页面时，会看到以上界面。 
    界面左边显示动态控制器信息，每 1 秒更新一次。通过此界面可以了解

控制器目前工作状态，由于受硬件一致性影响，显示的参数信息和实际的数据可由于受硬件一致性影响，显示的参数信息和实际的数据可由于受硬件一致性影响，显示的参数信息和实际的数据可由于受硬件一致性影响，显示的参数信息和实际的数据可

能有些许差别，属于正常范围。能有些许差别，属于正常范围。能有些许差别，属于正常范围。能有些许差别，属于正常范围。数据仅供参考。数据仅供参考。数据仅供参考。数据仅供参考。 
 
 
页面右边是控制器测试页面。用来自由输出一个数据到驱动器，判断当前输

出效果，作为设置参数的 参考。 
 
 
 
 
 
 
 
 
 
 
 
 
 
 
 
 
 
  使用方法和步骤是： 

1．首先选择输出方式。 
电压输出方式，在测试时候可以允许不接任何负载。控制器输出的

电压等于设定的电压。值得注意的是，当输出的电压由小到大输出值得注意的是，当输出的电压由小到大输出值得注意的是，当输出的电压由小到大输出值得注意的是，当输出的电压由小到大输出

时，输出的电压空载和带载时，电压基本一致的；时，输出的电压空载和带载时，电压基本一致的；时，输出的电压空载和带载时，电压基本一致的；时，输出的电压空载和带载时，电压基本一致的；如果空载时候，如果空载时候，如果空载时候，如果空载时候，

输出的电压从大到小调整输出时，驱动器输出的电压从大到小调整输出时，驱动器输出的电压从大到小调整输出时，驱动器输出的电压从大到小调整输出时，驱动器的的的的输出可能输出可能输出可能输出可能和设置有差和设置有差和设置有差和设置有差

别别别别。。。。原因是，空载时，控制器内部环路控制过慢所致，原因是，空载时，控制器内部环路控制过慢所致，原因是，空载时，控制器内部环路控制过慢所致，原因是，空载时，控制器内部环路控制过慢所致，带载下，带载下，带载下，带载下，

输出没有此问题的。这个不是故障。输出没有此问题的。这个不是故障。输出没有此问题的。这个不是故障。输出没有此问题的。这个不是故障。 
         

电流/功率方式，都属于电流控制范畴，输出端必须接上负载，否

则，驱动器输出端电压会输出到最高电压（小于 50V），如果输出如果输出如果输出如果输出

后才接负载，则有可能由于过高的电压损坏负载。后才接负载，则有可能由于过高的电压损坏负载。后才接负载，则有可能由于过高的电压损坏负载。后才接负载，则有可能由于过高的电压损坏负载。所以，禁止输出所以，禁止输出所以，禁止输出所以，禁止输出

后才接负载。后才接负载。后才接负载。后才接负载。 
     2．临时设置最大输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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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负载实际承受的工作范围，选择最大输出设置。设置过少，输

出会比较小，设置过大，可能损坏负载。 
        例如：  36W 的 LED 灯（1W1 粒） ，如果 12 粒串联，然后 3 组

并 联 ， 则 工 作 电 压 大 约 在 12*3.3V=39.6V , 总 电 流 在

36W/39.6V=0.91A  
        如果选择电压方式，则临时设置最高电压为 40V 
        如果选择电流方式，则临时设置最高电流为 0.91A 
        如果选择功率方式，则临时设置最高功率为 36W 

3，模拟输出部分设置当前实际输出。 
   拉动滚动条，选择当前需要输出的数值，建议在不是十分有把握的

情况下，可以逐步从小到大输出。 
   点击：              ，控制器就会立即按要求输出结果。 
 
   输出的结果可以在界面右边的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反馈的结果。 
 
   要关闭输出，请点击复位按钮。复位后，控制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通过计算机软件设置参数，当写入后，控制器会显示 
 
        任何一个写操作（除了输出按钮操作）都会关闭驱动器输出。任何一个写操作（除了输出按钮操作）都会关闭驱动器输出。任何一个写操作（除了输出按钮操作）都会关闭驱动器输出。任何一个写操作（除了输出按钮操作）都会关闭驱动器输出。读操读操读操读操

作，都不会影响控制器正常运行作，都不会影响控制器正常运行作，都不会影响控制器正常运行作，都不会影响控制器正常运行。。。。 
 
4．帮助文挡 
   点击帮助文档，软件会跳出本说明书，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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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野外安装注意点 
 
   控制器内部电路板已经做了三防处理，外面加上了一个防水罩。基本上

确保野外使用的防护。对于在路灯系统上的应用，安装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 控制器操作面朝上（朝天）安装。如图 
 
 
 
 
 
 
 
 
 
 
 
 
 
 
 
 
 
 
 
 
 
 
 
 
 
  2，连接电缆从上向下跨过一个弧度连接在控制器端子上。（上图） 
    
     原因是，路灯灯杆是非密封的体。控制器安装放置在其内部，可能因

为雨水，沙尘，结露引起的对控制器的渗透，引起故障。很多时候，

雨水都是顺着电缆渗入控制器的，所以按照上面的安装方法可以避免

控制器进水。 
 
  3，安装完毕后，防水罩必须盖上，基本上可以避免所有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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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制器接线端子部分必须离地面不能低于 20CM，否则可能潮湿引起

接线开路，或者腐蚀控制器。 
 

控制器运行说明控制器运行说明控制器运行说明控制器运行说明 
 
控制器投入使用。 
   上电后，控制器内部完成所有数据初始化工作，所有工作部件就绪，根

据运行要求，各自正常工作。 
 
   控制器内部包含：1 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管理部件；2，风能最大功率跟

踪管理部件；3， LED 灯驱动器输出控制部件；4，
32 位 高速内核 CPU 处理器系统；5，电源管理部件。 

 
       为了使用户了解本控制器的工作特点，优点，特别在提取太阳能，

风能能量和管理输出能量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保证可以长时间保持亮

灯，或者输出合理的能量。 
 
      1，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MPPT）功能 
 
       
 
 
 
 
 
 
 
 

上面是太阳能电池典型的功率/电压曲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一定的光照度下，太阳能输出的电压和输出的功率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看

出，有一个点 Pmax 对应最大的功率输出，其点对应一个电压。这个点就是

太阳能电池最优的工作状态点，在此电压下输出的能量是最多的。本控制器

自带了太阳能功率跟踪部件。可以使太阳能电池自动工作在最优工作点输出

功率充电。从而在同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下多获得至少 10%-15%的能量输

出。相当于面积增加了 10%-15% 。而系统价格成本基本没有变化。使用功

率部件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匹配不同电压等级的太阳能电池板，如在 12V
系统中使用 24V 等级的电池板。对于 12V 电池板板，最佳工作电压在

16V-18V 左右，24V 电池板最佳工作电压在 32V-36V 左右。实际最优电压是

靠控制器自动确定的，不论现在光照度如何，都能使其工作在最大功率充电

状态。 
 
     2，风能最大功率跟踪（MPPT）部件 

    风力发电机，在自由风的状态下发电，是一个功率统计很复杂的问题。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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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一般情况下最优工作状态下是指工作在风力机以最佳叶尖速比下运行

是最佳的。 

 
 
 
 
 
 
 
 
 
 
 
 
 
 
 

上面是典型风力发电输出功率和转速曲线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每

个转速点都有一个最大输出功率点。不同的风速下的，对应的最大功率转速

点是不同的。如何通过方法，使风机最优功率输出是个复杂的过程，在配置

不同风机类型情况下，不同的算法是有效率差别的，为了自适应不同种类的

风机，本控制器集成了独特的功率跟踪和低压充电部件，一方面可以使风机

最大效率的发电，另一方面，使风机在低风速，低输出设计电压的情况下，

也能对电池充电。优化的充电设计，可以使风机更好的静态启动。大概的原大概的原大概的原大概的原

理是：利用风机是个惯性负载，有一个转动储能的过程，不同的转速反映理是：利用风机是个惯性负载，有一个转动储能的过程，不同的转速反映理是：利用风机是个惯性负载，有一个转动储能的过程，不同的转速反映理是：利用风机是个惯性负载，有一个转动储能的过程，不同的转速反映

了风机目前储能的情况，根据实际输了风机目前储能的情况，根据实际输了风机目前储能的情况，根据实际输了风机目前储能的情况，根据实际输出电压，动态间隔从风机中吸收最优出电压，动态间隔从风机中吸收最优出电压，动态间隔从风机中吸收最优出电压，动态间隔从风机中吸收最优

功率，功率，功率，功率，也保证里风机不会负载动态变化时失速运行，甚至停止转动。也保证里风机不会负载动态变化时失速运行，甚至停止转动。也保证里风机不会负载动态变化时失速运行，甚至停止转动。也保证里风机不会负载动态变化时失速运行，甚至停止转动。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风机在低电压（低风机在低电压（低风机在低电压（低风机在低电压（低致致致致 6V 直流）直流）直流）直流） 也能对电池充电。也能对电池充电。也能对电池充电。也能对电池充电。 
 
   3，LED 驱动器部件 
     本控制器设计的驱动器适用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设备（不局限 LED 驱

动），因为其输出的电压是 0-45V，如果用在 LED 驱动上，能发挥最好的效

果。驱动器满载输出最大效率达到 94%以上。高效的驱动器可以节约能量的

损失，增加能量使用时间。由于提供 3 中输出模式，所以适应面更广。各种

输出保护功能，保证驱动器和用电设备安全运行。 
 
   4，32 位高速控制器，电源管理 
      采用高速控制器可以使各个工作部件分配更多，更实时的控制，保证

任何事件都能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处理，采用电源管理技术，可以使控制器

自身功耗〈1W。延长待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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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正常工作后，不断从风机，太阳能电池中最大效率的吸收能量

到电池中，不断检测电池能量，以便各个阶段作出相应的处理。当太阳能

电池电压低于设置的电压后，输出驱动器开始根据配置输出。当电池充满

后，风机自动卸荷开启，关闭太阳能输入。电池电压恢复后，再次使他们

投入工作。如果电池欠压，会自动关闭驱动器输出。任何阶段发生保护性

故障都会关闭输出，产生故障信息。故障发生后，只要太阳能电池恢复到

一定电压下，故障自动清除。 
    驱动器的自动输出是依靠控制器来调配的： 
    1．在光控模式下．在光控模式下．在光控模式下．在光控模式下 
       当太阳能板电池足够低时（表明现在晚上），驱动器开始输出，输出

的值是多少是按条件来的 
       A．当电池电压〉26V（12V 系统为 13V）时,驱动器依据第一小时

设定的数据输出的 
         保持整个过程。 
            
       B．当电池电压〈26V（12V 系统为 13V）且大于“电量不满电压值

“时，驱动器依据“输出时间段参数设置的数据来输出，如果超

过 16 个小时，则输出保持第 16 小时对应的数据输出。即使电压

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C．当电池电压〈“电量不满电压值“且大于“高压点电压值“时，

驱动器依据“输出时间段参数设置”的数据*（1-输出降额比例

值%）作为输出，如果超过 16 个小时，则输出保持第 16 小时降

额对应的数据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

垂特性。 
 
       D．当电池电压〈“高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中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高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E．当电池电压〈“中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低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中电压段输出值”作

为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F．当电池电压〈“中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低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中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G．当电池电压〈“低压点电压值“且大于“很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低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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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当电池电压〈“低压点电压值“且大于“极低压点电压值“时，

驱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极低电压段输出值”

作为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I．当电池电压〈“极低压点电压值“时，输出关闭。 
      J．当太阳能板电池电压恢复到高后（在白天），关闭输出。 
 
1．在时控模式下．在时控模式下．在时控模式下．在时控模式下 
       当太阳能板电池足够低时（表明现在晚上），驱动器开始输出，输出

的值是多少是按条件来的 
       A．当电池电压〉26V（12V 系统为 13V）时,驱动器依据第一小时

设定的数据输出的 
         保持整个过程。 
            
       B．当电池电压〈26V（12V 系统为 13V）且大于“电量不满电压值

“时，驱动器依据“输出时间段参数设置的数据来输出。即使电

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C．当电池电压〈“电量不满电压值“且大于“高压点电压值“时，

驱动器依据“输出时间段参数设置”的数据*（1-输出降额比例

值%）作为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

特性。 
 
       D．当电池电压〈“高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中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高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E．当电池电压〈“中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低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中电压段输出值”作

为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F．当电池电压〈“中压点电压值“且大于“低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中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G．当电池电压〈“低压点电压值“且大于“很压点电压值“时，驱

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低电压段输出值”作为

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H．当电池电压〈“低压点电压值“且大于“极低压点电压值“时，

驱动器切换到“4 电压段输出参数”中的“极低电压段输出值”

作为输出。即使电压再次恢复了，也不会改变，呈现下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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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当电池电压〈“极低压点电压值“时，输出关闭。 
       J．当太阳能板电池电压恢复到高后（在白天），关闭输出；当设计

的  总输出时间到后也关闭输出。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在控制器正常输出后，只要一进入菜单设置，驱动器在控制器正常输出后，只要一进入菜单设置，驱动器在控制器正常输出后，只要一进入菜单设置，驱动器在控制器正常输出后，只要一进入菜单设置，驱动器

立即关闭。退出菜单后，自动复位控制器立即关闭。退出菜单后，自动复位控制器立即关闭。退出菜单后，自动复位控制器立即关闭。退出菜单后，自动复位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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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  LED 灯系统配置举例设计 
 
   针对应用，这里列出一个实用的例子作为设计参考，用户可以参考其设

计配置。 
 
   1．系统配置 
     300W 24V 等级风机 
     80W 太阳能电池板 
     40W LED 灯组 
     80AH/24V 电池组 
 
     我们初步分析： 

当电池剩余 80%左右电量时，如果连续采用 10W 功率输出，每

天 10 小时输出，则工作时间可以维持约 12 天。5W 的话可以维

持约 24 天。如果 40W 则维持 3 天。 
          太阳能板每天按照 4 小时光照时间，平均输出功率为 40%，即

32W 充电。 存储的能量是 32W*4=128W.H 
          风机每天按照 1 小时发电，平均输出功率为 30%，即 90W。存

储的能量为 90WH 
          总的能量等于 218W.H ,对于工作 10 小时的系统，每天最大的输

出功率不能超过 21.8W 
 
          如果要求亮灯后 4 小时内全功率运行，则 40W*4 小时=160W.H 
          后面 6 小时则只有 58W.H 能量了。 
          如果后面的 4 小时要求半功率运行，则要求 20W*4=80W.H,这时

会透支 22W.H。后面的 2 小时如果输出 10W，则使用 20W.H，

所以整个 10 小时亮灯过程会透支 42 W.H 电量。透支的电量会由

电池剩余电量补充。实际上，如果电池电压的降低会控制输出的

能量的，所以尽量为了不透支用电平衡。应该尽量减少后半夜的

用电。实际上由于输入的能量存在不确定性，在实际应用中，需

要根据当地风光资源情况和要求的用电情况，合理分配，多次尝

试配置不同的方案，才能得到比较好的使用效果。控制器是个开

放的管理平台。使用效果是完全由用户配置 决定的。 
 
          这里列出本配置的其中一个方案（使用时控方式）： 
 
            LED 灯采用 10 粒 1W 的串联，然后 4 组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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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 LED 光源内部已经配置了恒流源的灯光源内部已经配置了恒流源的灯光源内部已经配置了恒流源的灯光源内部已经配置了恒流源的灯具，如果使用此具，如果使用此具，如果使用此具，如果使用此

控制器，可以采用电压输出模式，但是其节能功能基本没有效果控制器，可以采用电压输出模式，但是其节能功能基本没有效果控制器，可以采用电压输出模式，但是其节能功能基本没有效果控制器，可以采用电压输出模式，但是其节能功能基本没有效果。。。。可可可可

以选择我们多路输出的另外一款高性能产品。以选择我们多路输出的另外一款高性能产品。以选择我们多路输出的另外一款高性能产品。以选择我们多路输出的另外一款高性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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