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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前言 

请在使用产品前认真阅读此操作说明书。 

产品随附一个 U 盘，其中存储了各种语言版本的操作说明书。当前适用的版本和更多国家/
地区语言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产品上有一个二维码。如果您使用联网的终端设备进行扫描就能直接进入产品的下载区。 

操作说明书是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产品一同保存。在出售或转让的情况下，必 
须将操作说明书交给新的运营方。 

除本使用说明书外，所有关于电动汽车牵引用蓄电池充电的相关规定都具有约束力。这 
其中包括车辆制造商和运营方的说明以及在使用电动汽车时的操作安全规范和最新技术 
水平。 

1.2 符合性声明的有效性 

所发布的符合性声明适用于操作说明书中描述的产品。如果发生更改、改装或扩展，则符
合性声明和风险评估将失效。 

1.3 制造商说明 

 

CAR-connect GmbH  

自成立以来，公司经营活动始终聚焦于面向未来的电动汽车。CAR-connect 为汽车行业、
维修车间或特种车队研发和生产独特的解决方案。 

核心业务是研发和生产电动车辆的创新高压充电技术。产品范围还包括整车测量和诊断技
术以及电池分析。 

凭借在软硬件开发领域的丰富经验，CAR-connect 始终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从样车
到量产，一路为您提供支持。 

CAR-connect GmbH – 经验、能力和创新 – 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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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 

安全一章包括以下内容： 

• 此操作说明书中涉及到的警告级别， 

• 关于产品的重要安全提示， 

• 产品的合规使用， 

• 对目标群体的要求。 

 

此操作说明书只适用于以下产品： 

 

货号： 

 

22103042 

名称： 

 

移动式直流高压充电器 LDC.22-500 

  

2.1 警告级别 

本章向您介绍在该操作说明书中涉及到的警告级别。 

 

 危险 

 忽视安全提示会导致死亡或重伤！ 

 

 

 警告 

 忽视安全提示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当心 

 忽视该安全提示可能导致轻微的身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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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忽视该安全提示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2.2 重要的安全提示 

本章说明使用产品时必须遵守的安全提示。 

 

 

危险 

触电有生命危险！ 

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电击，导致生命危险！ 

液体或潮气会导致短路！ 

• 防止产品与液体接触！ 

• 不要在潮湿的房间里或室外使用本品！ 

• 妥善存放该产品，使其免受各种天气条件的影响！ 

• 请勿尝试打开或破坏产品！ 

 

 

 

警告 

爆炸危险！ 

产品的部件可能会引起火花和电弧。 

• 切勿在通电时断开高压线的插头连接！ 

• 请勿在有爆炸危险的地方使用产品！ 

• 确保产品在运行时离地面至少 50 cm！ 

 

 

 

警告 

触电导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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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重伤！ 

• 切勿使用产品为其他设备充电！ 

 

 

 

警告 

触电有生命危险！ 

损坏的产品将不能再保证具有防电压功能！ 

• 防止产品与化学物质接触！ 

• 立即更换有缺陷或已损坏的产品！ 

• 切勿尝试修理或改装产品！ 

 

 

 

注意 

存在损坏单根电缆芯的风险！ 

弯曲和盘绕直流充电电缆时如果弯曲半径太小，可能会导致个别芯线断裂！ 

• 在盘绕和铺设直流充电电缆时，应保持至少 22 厘米的弯曲半径！ 

• 铺设或盘绕直流充电电缆时，要与建筑物墙体和其他物体保持足够的距离！ 

 

2.3 安全功能 

该产品配备了各种安全功能，在发生某些危险情况时，可以中断产品中的所有危险电流。 

2.3.1 紧急停止按钮 

 

 

警告 

安全功能受损导致危险！ 

紧急停止按钮损坏会影响产品的安全功能！ 

• 请定期对紧急停止按钮进行功能检查（参见“操作紧急停止按钮”和“保养”章节）！ 

• 请确保始终可以自由操作紧急停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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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触电有生命危险！ 

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重伤或死亡！ 

即使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产品仍然带电！ 

• 打开产品或移除电缆之前，请先完全断开产品与整个电源的连接。 

• 在产品上进行维护作业时，不要使用紧急停止按钮进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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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配备了一个紧急停止按钮。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后： 

 打开直流充电器中的接触器，立即中断与交流/直流转换器电源和车辆的电气连接。 

 向控制器发送一个信号，防止通过复位紧急停止按钮恢复充电操作。 

 在 LC 显示屏上显示消息“EMERGENCY STOP pressed”。 

 

 

位置 说明 

1 紧急停止按钮 

2 LC 显示屏 

 

操作紧急停止按钮 

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直至其卡入到位。 

 在 LC 显示屏上显示消息“Emergency stop pressed”。 

复位紧急停止按钮 

 LC 显示屏上的消息“Emergency stop pressed”消失。 

 

 
无法通过复位紧急停止按钮继续之前进行的下游供电。必须重新启动产品。 

 

顺时针转动紧急停止按钮，并将其拉出，直至其卡入到位。 

按下“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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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规使用 

该直流高压充电器是一种移动式车间手推车，用于在车间内对电动汽车的牵引用蓄电池进

行短期充电。使用该直流高压充电器可在“模式 4”的充电模式下用直流电为牵引用蓄电

池充电。 

该直流高压充电器配备了一个 GB/T 充电插头，具有动态功率调节以及监控和保护功能，

适用于市场上常见的电动汽车。 

仅可在电动汽车的直流充电插座上使用直流高压充电器！仅可将直流高压充电器连接到带

有地线和零线的安全的电源插座上！ 

严禁使用延长线或适配器！ 

除此之外的任何应用都视为违规！ 

2.5 对目标群体的要求 

 

 

危险 

触电有生命危险！ 

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电击，导致生命危险！ 

• 请将产品远离儿童和青少年！ 

 

只允许拥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对产品进行作业！ 

操作说明书所指的“有资质的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 人员经过全面的电动汽车操作培训。 

• 人员已接受过各种充电模式操作（尤其是“模式 4”）的培训。 

• 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不得受药物或毒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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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运营方的义务 

运营方必须确保使用高压充电器进行工作的人员符合相应作业的要求。 

运营方还应遵守以下几点： 

• 高压充电器始终保持完好无损的状态。 

• 遵守高压充电器的定期检查间隔，并做好相应记录。 

• 记录达到插接次数时的组件更换情况。 

2.7 对电网运营商的提示 

在某些国家/地区，可能需要获得能源供应商的许可才能运行电动汽车的充电站。 

•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与您的电网运营商联系。 

• 安排电网运营商或电工检查您的进户管线是否适合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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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输和存放 

3.1 收到货物后的运输 

该产品在出厂时已在一次性托盘上的多件式重型纸板箱中安全包装完毕。 

 

 

请立即检查货物状态和包装完整性。记录任何损坏或移动的迹象，并立即联系承运人或
制造商。 

 

运输产品时，请遵守以下警告信息。 

 

 

当心 

运输不当！ 

使用不适当的运输工具可能会导致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 始终使用适当的工业卡车或起重设备来运输已包装好的产品！ 

 

 

 

注意 

损坏危险！ 

绑在室内起重机上的托带可能会损坏包装！ 

• 在室内起重机上不要使用托带运输已包装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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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打开产品包装 

包装由两件式的纸板箱组成。底盘牢固附接在一次性托盘上。在纸板箱内通过运输固定件
保护产品。 

 

 

当心 

重型产品造成受伤危险！ 

抬起产品时可能会造成背部受伤。  

在放下产品时，身体的某些部位可能会被夹住或挤住。 

• 始终由两个人一起抬起产品！ 

• 运输产品时一定要穿上安全鞋！ 

 

 

 

注意 

损坏危险！ 

可能会损坏电缆的绝缘层。 

• 在切割包装胶带时，注意不要切开纸板箱！ 

• 小心移除电缆上的保护膜！ 

 

 小心切开包装胶带。 

 移除重型纸板箱的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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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运输固定件。 

 展开重型纸板箱的前开口。 

 抓住产品的拉手，将其平行从重型纸箱中拉出。 

 立起产品。 

 垂直放置产品时，其自重将启动驻车制动器。 

 移除电缆上的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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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已拆开包装。保留运输固定件和重型纸板箱，以便以后运输时使用。 

 现在可以检查供货内容（参见“供货范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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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将产品运输至使用地点 

该产品置于滚轮上，因此可以轻松运输到使用地点或存放地点。运输至使用地点时，请遵
守以下警告信息： 

 

 

当心 

存在撞伤和挤伤危险！ 

未固定住的产品在倾斜的地面上可能会意外滚走！ 

人的身体部位可能会受到挤压或碰撞！ 

• 请始终使用驻车制动器固定产品！ 

• 在产品上进行作业时，请始终穿戴安全鞋和防护服！ 

 

3.3.1 操作驻车制动器 

垂直放置产品时，滚轮上的驻车制动器自动激活。产品放在前支脚上时，借助自身重量将
制动器压在滚轮上。 

 

(1) 驻车制动器 

(2) 滚轮 

(3) 前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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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调整驻车制动器 

此设置可确保当产品垂直放置时，驻车制动器可以牢牢固定滚轮。 

前提： 

• 该产品必须与电源和车辆分开连接。 

• 该产品必须置于水平表面上。 

 

1. 用水平仪检查垂直方向。 

2. 松开上方锁紧螺母。 

3. 固定下方锁紧螺母，防止扭动。 

4. 通过扭动调整滚轮上的螺纹销压力，使其牢牢固定住滚轮。 

5. 拧紧上方锁紧螺母。 

6. 检查该设置，必要时重复进行设置。 

 驻车制动器设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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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地点的空间条件 

 

 

注意 

过热！ 

如果温度过高，直流充电器会自动关闭！ 

• 防止阳光直射产品！ 

• 确保在操作过程中通风格栅始终保持畅通！ 

• 始终完全展开电缆！ 

• 切勿在封闭的容器中操作产品！ 

• 切勿将产品放在地毯或纺织物上！ 

• 请遵守允许的环境温度（参见“技术数据”章节）！ 

 

为确保最佳通风效果，请与其他物体或墙壁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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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说明 

4.1 供货范围 

请立即检查货物状态和交付完整性。如有缺失，立即与制造商联系。 

 

(1) 直流高压充电器 

(2) 含有操作说明书的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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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 

产品结构： 

 

(1) 紧急停止按钮 

(2) 服务接口 

(3) 带薄膜键盘的 LC 显示屏 

(4) GB/T 充电插头 

(5) 电源连接插头 

(6) 运输把手 

(7) 橡胶缓冲块 

(8) 运输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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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符号和接口 

该产品配有以下标牌： 

 

 

位置 说明 功能 

1 简要说明 非语言式简要说明介绍了为牵引用蓄电池充电所需
的步骤。 

简要说明不能代替对操作说明书的阅读！ 

2 保修封条 如果打开了产品或者损坏/拆除了保修封条，则制造
商对产品的保修失效。 

3 铭牌 铭牌上包含有关制造商、产品类型、制造年份和序
列号的信息。产品的相关信息可通过序列号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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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签上标有以下符号和信息： 

 

符号 含义 

 

触电危险！ 

 

阅读操作说明书！ 

 

序列号和制造商零件编号用于识别产品。 

 

“AC”或“相 (~)”标识表示产品只能连接在交流电源上。 

 

废弃处理说明禁止将该产品放入生活垃圾中处理。废弃处理时，请务必遵照当地所有现行
的废弃处理法规。 

 

该标识表示不得在户外使用该产品。 

 

CE 标志证明该产品符合所有适用的欧洲法规，并已通过规定的符合性评估程序。 

 

该标识证明产品符合 SJ/T 11363-2006（“中国 ROHS”）所有管制成分的限制规定。 

 

用于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查看操作说明书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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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显示和操作元件 

该产品带有以下显示和操作元件： 

 

 

位置 说明 功能 

1 紧急停止按钮 • 立即中断所有危险电流。紧急停止按钮的具体
功能见“安全”章节。 

2 带薄膜键盘的 LC 显
示屏 

• 显示运行状态 

• 控制充电功能 

LC 显示屏的各种功能和薄膜键盘的操作见“操作”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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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术数据 

 

设计参数 数值 

制造商编号 22103042 

电源连接 3P/N/PE | 323-437VAC | 50/60Hz | 22kW | 插头：CEE 32 红色 

允许的电网结构 TT/TN 系统 

电源连接保险丝 32A/Phase | RCD 30mA 

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 500VDC | 最大 20.9kW  

充电电流 最大 50A 

充电方式 “模式 4”，通过 GB/T 插头 

效率 >95% 

重量 ~ 43kg 

尺寸 长/高/宽 ~ 342mm/920mm/305mm 

电缆长度 电源连接侧：4.5m，车辆侧：7.5m 

防护等级 IP42： 

• 当外壳倾斜最大 15°时，该产品可防止掉落的水滴进入， 

• 该产品可防止直径 ≥ 1mm 的固体异物和金属丝进入。 

 

环境条件 运行 储存 运输 

温度 -25 °C 至 40 °C -20 °C 至 60 °C -20 °C 至 60 °C 

海拔 最大 2000 m 无限制。 

空气湿度 31° C 以下最高为 80%，40°C 时线性下降至 50%。 

 不允许出现冷凝。如果存在腐蚀性气体/空气，则最大允许相对湿度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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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 

本章向您介绍以下操作内容： 

• 电源连接已就绪， 

• 调试， 

• 首次调试， 

• 开始充电过程， 

• 结束充电过程， 

• 在 LC 显示屏上操作， 

• 故障排除， 

• 清洁， 

• 储存， 

• 废弃处理， 

• 保养。 

5.1 电源连接已就绪 

 

 

警告 

触电有生命危险！ 

电气装置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生命危险！ 

在非专业使用或有故障的电气装置中，可能会出现短路和电缆起火！ 

• 只能使用符合相应国家低压系统安装准则的电气装置！ 

• 只能将产品连接到带地线和零线的已接地电气装置上！ 

• 请勿使用延长线，只能使用经制造商批准的适配器来连接产品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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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牵引用蓄电池的安全充电过程，需要使用安全、高效且符合标准的电源连接。 

下图展示了一个电源连接示例，但可能会与您当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对检查步骤没有
影响。 

 

(1) 线路保护熔断器 

(2) 三相交流电源连接 

(3) 故障电流保护装置 (R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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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查电源连接，请进行以下检查： 

始终检查电气装置的常规状态。检查三相交流电源连接和接地触点插座的状态 

检查线路保护熔断器和故障电流保护装置是否符合产品要求（参见“技术数据” 

章节）。 

 只有在所有检查都合格的情况下，才能在此电源连接上使用产品。 

5.2 调试 

本章提供了有关调试和操作产品的信息。 

 

 

当心 

绊倒危险！ 

被裸露在外的电缆或壳体绊倒可能会导致肢体受伤！ 

• 警告其他人员注意裸露在外的电缆和壳体！ 

• 不要跨越行驶路线和逃生路线！ 

• 将车辆放置在靠近电源连接的地方！ 

• 确保应用区域的安全，防止有人意外闯入！ 

• 进入应用区域时需小心谨慎！ 

 

5.3 初始调试 

本章将向您介绍首次运行产品时必须执行的操作。 

 请遵守一般安全提示。 

 

 将三相交流插头插入三相交流插座，直至止挡位置。注意插头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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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连接电源后，直流高压充电器自动启动。 

 LC 显示屏上出现消息“Language”。在此下方显示该直流高压充电器当前所设置
的语言。 

 通过功能键“F2”或“F3”选择所需语言。 

 用功能键“F4”确认选择。 

 高压充电器的语言设置完毕。 

 直流高压充电器开始自检。 

 

5.3.1 冷启动 

冷启动是指将直流高压充电器与电源连接断开后，对其所进行的调试。  

本章将向您介绍冷启动本产品时所必须执行的操作。 

为冷启动本产品，请执行第 3 和第 4 步之外的初始调试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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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热启动 

如果直流高压充电器已关闭，但仍与电源连接，可以热启动该直流高压充电器。 

 

 长按“启动”按钮。 

 LC 显示屏显示消息“Switching on”和一个进度条。 

 按住“启动”按钮，直至进度条达到 100%。 

 直流高压充电器开始自检。 

 

5.3.3 设置对比度 

为了能够清楚地看到 LC 显示屏上的显示内容，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对比度。 

本章将为您介绍如何调整 LC 显示屏的对比度。 

前提： 

• 直流充电器已接通（参见“冷启动”或“热启动”章节）。 

 在主菜单中，按下功能键“F1”打开“Configuration parameters”子菜单。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导航至“Contrast”参数。 

 使用功能键 F4（选择）打开“Contrast”参数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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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LC 显示屏清晰可读，或者通过以下工作步骤未能实现更好的设置效果，请按下
功能键 F1（取消）退出该设置。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 0-20 的限制范围内更改对比度参数。 

 使用功能键 F4（确认）确认所设定的对比度值。 

 LC 显示屏对比度设置完毕。 

 

5.3.4 长时间不用后调试 

如果长时间未使用直流高压充电器（出厂设置：24 小时），就会自动关闭。这种情况下，
必须热启动直流高压充电器（参见“热启动”章节）。 

 

5.3.5 自检 

调试后，直流高压充电器会立即进行自检。LC 显示屏显示消息“Self-check”和一个进度条。 

在自检过程中，将检查所有与安全和功能相关的电气系统。自检大约需要 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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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检过程中，个别功能已经可以通过功能键来控制（参见“LC 显示屏操作”章节）。 

如果在自检过程中出现功能故障，故障会显示在 LC 显示屏上（参见“故障排除”章节）。 

 自检成功结束后，LC 显示屏上交替出现“ Connect vehicle”和“Ready”的提示。 

 现在可以开始充电。 

5.4 开始充电过程 

5.4.1 设置充电时间 

开始充电之前，可以在 LC 显示屏上设置最长充电时间。 

前提： 

• 直流充电器已接通（参见“冷启动”或“热启动”章节）。 

• 未处于充电过程。 

 在主菜单中，按下功能键“F1”打开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子菜单。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导航至 “Charging time” 参数。 

 使用功能键 F4（选择）打开 “Charging time” 参数进行编辑。 

 

 

 如果预设值正确，按下功能键 F1（取消）退出设置。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 0:01 至 24:00（格式：小时:分钟）的限制范
围内更改充电时间。 

 使用功能键 F4（确认）确认设定值。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参数菜单。 

 直流充电器的充电时间设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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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设置自动关闭 

为了节约能源，可以将直流充电器设置为在预设时间后自动关闭。 

前提： 

• 直流充电器已接通（参见“冷启动”或“热启动”章节）。 

• 未处于充电过程。 

1. 在主菜单中，按下功能键“F1”打开“Configuration parameters”子菜单。 

 

2.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导航至“Auto-off”参数。 

3. 使用功能键 F4（选择）打开“Auto-off”参数进行编辑。 

 

4. 如果预设值正确，按下功能键 F1（取消）退出设置。 

5.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 0:01 至 24:00（格式：小时:分钟）的限制范
围内更改关闭时间。 

6. 使用功能键 F4（确认）确认设定值。 

7.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参数菜单。 

 直流充电器的自动关闭设置完毕。 

5.4.3 车辆充电 

 请遵守安全提示。 

 遵守汽车制造商操作说明书中关于使用充电模式“Mode 4”的充电过程的所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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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GB/T 充电插头插入车辆的充电插座中，直至止挡位置。确保锁定装置卡入到位。 

 LC 显示屏上出现消息“Preparing charging”。 

 

 如有必要，请根据车辆制造商的操作说明书开始车辆的充电过程。 

 直流高压充电器与蓄电池管理系统建立通信后，充电过程自动开始。 

5.5 结束充电过程 

5.5.1 等待充电过程结束 

在充电过程中，LC 显示屏上会出现以下关于充电过程的信息： 

 

符号 含义 单位 

 
充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 % 

 
剩余充电时间 H 

 
充电功率 kW 

 

主菜单图标在充电过程中隐藏，但仍可通过功能键 F2 至 F4 访问（参见“主菜单”章节）。 

 充电过程完成后，LC 显示屏显示消息“ Charging finish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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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取消充电过程 

 

 

警告 

触电有生命危险！ 

产品的部件可能会引起火花和电弧！ 

• 切勿在通电时断开高压线的插头连接！ 

• 拔下插头连接之前请先结束充电过程！ 

 

 

 

注意 

损坏危险！ 

在极少数情况下，GB/T 充电插头可能在充电过程完成后仍处于锁定状态。 

• 禁止使用暴力将 GB/T 充电插头从充电插座上拔下！ 

• 不要使用工具或锋利的尖锐物体来撬开充电插头！ 

• 关闭直流充电器并再次接通。锁定装置应已解锁。如果仍然保持锁定状态，请联系制
造商！ 

 

您可以在充电过程中随时取消充电过程。 

 长按“关闭”按钮。 

 LC 显示屏显示消息“Switching off”和一个进度条。 

 

 按住“关闭”按钮，直至进度条达到 100%。 

 直流高压充电器终止充电过程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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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解锁按钮。 

 将 GB/T 充电插头从车辆的充电插座上拔下。 

 充电过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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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LC 显示屏上的操作 

5.6.1 功能键 

功能键 F1 至 F4 位于 LC 显示屏下方。 

使用功能键可以在 LC 显示屏的菜单中进行导航、设置和更改参数。每个功能键都根据情
况分配了一项功能，显示在相应功能键正上方的 LC 显示屏中。  

可以为功能键分配以下功能： 

 

功能键 配置 功能 

F1 
 

返回： 

退出当前设置。 

 
删除： 

删除设定的参数。 

F2 
 

放大镜： 

显示操作参数。 

 
向下： 

选项向下滚动。 

F3 
 

向上： 

选项向上滚动。 

 
扳手： 

显示配置参数。 

F4 
 

信息： 

显示信息参数。 

 
选择： 

选择已设定的菜单项。 

 
确认： 

确认已设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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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菜单结构 

下图所示为菜单结构以及在其中进行导航的方法。各个参数在下列表格中均有说明。 

在充电过程中，“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菜单不可用。 

 
 

 
  

Versions
Do umentationc

Temp. Fault GB/T

Power
SOC

Contrast
Temp.-Un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Charging time
SOC

I 2nsulation Z+/Z-

Information parameters

Main menu

Operati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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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主菜单 

可以通过功能键 F2 至 F4 从主菜单访问以下子菜单。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相应子菜单。 

 

功能键 配置 功能 

F2 
 

显示操作参数。通过操作参数监控充电过程（参见“操作
参数”章节）。 

F3 
 

显示配置参数。该区域的参数可以进行调整（参见“配置
参数”章节） 

F4 
 

显示信息参数（参见“信息参数”章节）。 

 

5.6.4 操作参数 

“ Operating parameters ”子菜单中将显示充电过程的当前参数。这些参数按升序编号，并
在下表中进行了说明。  

1.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参数中导航。 

2.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参数菜单。 

    

参数 数值 含义 单位 

Charging 
time 

实际 已完成的充电时间 分钟 

结束 剩余充电时间 

SOC  

(State of 
Charge) 

目标 充电过程终止时的充电状态 % 

实际 当前充电状态 

Power 最大 直流高压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 kW 

实际 直流高压充电器的当前输出功率 

Counter  充电过程中释放的能量 kWh 

充电过程中释放的电荷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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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数值 含义 单位 

Protocol  显示所使用的充电通信协议  

Charge 
phase 

 充电过程的状态。  

Voltage 最大 充电结束电压 V 

实际 直流高压充电器输出端的当前电压 

Current 目标 直流高压充电器的最大可能充电电流 A 

实际 直流高压充电器的当前充电电流 

Temp. GB/T 直流+ GB/T 插头正极的温度 °C 

直流- GB/T 插头负极的温度 

Temp. 
DC/DC 

 交流/直流转换器 1 和 2 的温度 °C 

Temp. 
Derating 

 温度限制导致的功率下降。 % 

Insulation 1 
Z+/Z- 

 DC+、PE 和 DC- 之间的电阻值 kΩ/MΩ 

Insulation 2 
Z+/Z- 

 取决于实际电压的电阻值 kΩ/V 

INS OK  绝缘监控的状态  

 

5.6.5 配置参数 

特定国家和特定负载的参数可在“Configuration parameters”子菜单中进行设置。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参数中导航。 

 使用功能键 F4（选择）打开参数进行编辑。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更改参数值。 

 使用功能键 F4（确认）确认新的参数值。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参数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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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含义 单位 出厂设置 

Power 设备功率限制 kW 22 

SoC limit 最大充电电量限制 % 100 

Charging 
time 

最长充电时间限制 h 24 

Auto-off 充电过程完成后，直流高压充电器自
动关闭的时间 

h 24 

Language 菜单语言  中文 

Contrast LC 显示屏的对比度  6 

Temp.Unit LC 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单位 °C 摄氏度 

 

5.6.6 信息参数 

“Information parameters” 子菜单下包含所有操作参数、错误消息和设备操作步骤。直流

高压充电器的所有操作步骤都记录并储存在这里。  

该菜单中的参数将作为维护间隔和故障诊断的基础使用，不能更改。 

 使用功能键 F2（向下）和 F3（向上）在参数中导航。 

 使用功能键 F1（退出）退出该参数菜单。 
   

参数 含义 单位 

Versions 部件的软件版本  

Documentation 访问当前操作说明书。产品上也带有此处所显示的二 

维码。  

用移动终端设备扫描该二维码，可以访问当前操作说 

明书。 

二维码 

Serial number 产品的序列号  

Total time 运行小时数 h 

Standby time 无需充电的待机小时数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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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含义 单位 

Charging time 指定充电功率的时间读数 h 

Chg. time 
Service 

维修期间重置的时间读数 h 

Charge 总充电安培小时数 Ah 

Energy 所输出的总能量 kWh 

Charge count 实际测得的充电过程的数量  

Total mating 
cycles 

已进行的插接次数  

Mating cycles 已进行的直流插头插接次数  

Cold starts 设备通过电源插头启动的次数  

Warm starts 从待机模式启动的次数  

AC relay cycles 交流继电器的合闸操作次数  

DC relay cycles 直流继电器的合闸操作次数  

Temp. GB/T 
Max 

GB/T 充电插头的最高温度 °C 

Temp. AC/DC 
Max 

电交流/电直流转换器的最高温度 °C 

T. derating 1 电交流/电直流转换器功率调节次数  

T. derating 2 控制单元功率调节次数  

Insulation fault 绝缘检查期间的错误数量  

Emcy stop 在运行模式下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的次数  

Emcy stop load 在负载情况下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的次数  

Overvoltage 错误“直流侧过电压 (>600V DC)”的数量  

N fault 错误“未检测到零线”的数量  

Phase fault 错误“相位错误”的数量  

Temp.fault GB/T GB/T 充电插头超温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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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含义 单位 

Tmp. Fault 
DC/DC 

电交流/电直流转换器超温次数  

 

5.6.7 恢复出厂设置 

在个别情况下，或在其他车间内使用时，可能有必要将直流高压充电器恢复出厂设置。  

1. 执行冷启动或热启动（参见“冷启动”或“热启动”章节）。 

2. 出现“ Connect vehicle ”消息时，同时按下功能键 F1 至 F4。 

 出现消息“ Factory settings ”和进度条。 

3. 按住功能键 F1 至 F4，直至进度条达到 100%。 

 

 已加载出厂设置。LC 显示屏的语言已改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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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故障排除 

直流高压充电器通过 LC 显示屏输出以下消息类型： 

• 警告消息：如果忽视这些消息，将导致产品被锁定，只能由制造商重置。请始终立即
按照警告消息提示执行作业或联系制造商（参见“警告消息”章节）。 

• 错误消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消息均表示超过了极限值。根据以下说明排除导致出
现错误消息的原因（参见“错误消息”章节）。 

 

 

危险 

触电有生命危险！ 

损坏的产品将不能再保证具有防电压功能！ 

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生命危险！ 

• 在断开产品与电源连接之前，请先关闭所有已连接插座的保险装置！ 

• 立即更换有缺陷或已损坏的产品！ 

• 切勿尝试修理或改装产品！ 

 

5.7.1 警告消息 

下表提供了为排除相应警告消息而需采取的作业步骤的信息。请始终立即按照警告消息提

示执行作业或联系制造商。 
   

消息 含义 补救措施 

Service GB/T plug GB/T 充电插头达到

最大插接次数 

GB/T 充电插头是一个易损件，在 15,000 次

插接次数后必须更换。 

当您第一次看到该消息时，您的 GB/T 充电

插头仍可最多插接 100 次。 

当 GB/T 充电插头达到最大插接次数时，将

锁定直流高压充电器。 

请在达到最大插接次数之前联系制造商！ 

 

在与车辆的连接过程

中检测到绝缘错误。 

由运营方或高压电专家负责： 

• 检查车辆。 

• 执行车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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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提供了有关相应故障排除步骤的信息。可能有必要先终止充电过程（参见“终止充电过
程”章节）。 

如果无法排除错误消息，请立即联系制造商。 

   

消息 含义 补救措施 

 

在与车辆的连接过程
中检测到绝缘错误。 

如果错误信息持续存
在，主动充电将在 
90 秒后中断。 

由运营方或高压电专家负责： 

• 检查车辆。 

• 执行车辆诊断。 

Over- circuit is de-
energized 

直流范围内的电压高
于 600VDC。设备自
动关闭。 

由运营方或高压电专家负责： 

• 检查车辆。 

Fault DC/DC 无法控制交流/直流转
换器。 

由专业电工负责： 

• 检查电源连接。 

由运营方负责： 

• 请与制造商联系。 

EMERGENCY 
STOP pressed 

已按下紧急停止按
钮。 

排除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的原因，重新启动充
电过程。 

N conductor fault 检测到交流范围内的
零线故障。 

由专业电工负责： 

• 检查电源连接。 

由运营方负责： 

• 检查电源连接的线路保护熔断器。 

• 请与制造商联系。 

Phase fault 检测到交流范围内至
少出现一个相位故
障。 

由专业电工负责： 

• 检查电源连接。 

由运营方负责： 

• 请与制造商联系。 



操作 

41.CC.2210.3042_BA_V00_ZH_S  47 

 

   

消息 含义 补救措施 

GB/T temp. fault GB/T 充电插头超过
允许温度。 

由运营方负责： 

• 检查 GB/T 充电插头的插接次数。
如有必要，更换 GB/T 充电插头。 

• 请与制造商联系。 

Temp.fault AC 转换器的交流输入端
超过允许温度。 

由运营方负责： 

• 检查使用地点的环境条件。 

Temp.fault DC 转换器的直流输出端
超过允许温度。 

由运营方负责： 

• 检查使用地点的环境条件。 

• 降低充电功率（参见“配置参数”章
节，“Power”参数）。 

 

5.8 清洁 

 

 

危险 

触电有生命危险！ 

高压系统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生命危险！ 

• 清洁产品之前，请先断开产品与整个电源的连接！ 

 

请遵守安全提示！ 

只能用干布清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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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储存 

在不使用产品时，请将其存放在干燥无尘的地方。将产品运输到存放地点时，请遵守针对
使用地点的运输说明（参见“将产品运输至使用地点”章节）。 

 

 

注意 

环境影响导致损坏危险！ 

湿度过高、灰尘过多或高温都会对产品部件造成影响，导致功能故障。 

• 始终将产品存放在环境条件符合要求的地方（参见“技术数据”章节）。 

 

5.10 废弃处理 

请遵守安全提示！ 

废弃处理时，请务必遵照当地所有现行的废弃处理法规。 

 

5.11 保养 

请遵守安全提示！ 

请定期检查产品功能是否正常。 

 

 

警告 

触电导致危险！ 

产品中的电压可能造成触电，导致重伤或死亡！ 

• 始终确保您具备执行相应保养作业所需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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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为低维护需求的设备。为确保产品在多年后仍可继续可靠地工作，有必要定期进行
检查和维护。本章将向您介绍以下内容： 

• 检查和维护间隔、 

• 经授权的检查和维护人员、 

• 在产品上进行检查和维护作业的区域、 

• 检查和维护表。 

 

5.11.1 检查和维护间隔 

检查和维护表中规定了以下间隔： 

 

缩写 含义 

T 每天 

W 每周 

M 每月 

J 每年 

 

5.12 经授权的检查和维护人员 

检查和维护表中规定了经授权作业人员的相应资质。该表中规定了以下资质等级： 

缩写 资质等级 说明 

U 受训人员 该资质等级的人员接受过有关电动汽车操作和所需充
电操作方面的培训。 

E 电工 该资质等级的人员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能够识别和
避免电气系统可能造成的危险。 

HV 高压 该资质等级的人员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能够识别和
避免高压系统可能造成的危险。 

CC CAR-connect 只能由制造商执行标有此缩写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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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在产品上进行检查和维护作业的区域 

下图所示为在产品上可以执行检查和维护作业的区域。 

 

(1) 整个产品 

(2) 控制面板 

(3) 插头和电缆 

(4) 通风和排气口 

(5) 运输滚轮 

5.12.2 检查和维护表 

下表列出了产品的检查和维护作业流程、相关时间间隔以及授权人员的情况。 

    

区域 作业 人员 间隔 

1 目检 

检查产品上的所有标签是否完整、是否损坏及其可
读性。  

检查塑料护板和拉手是否损坏。 

U W 

检查外壳螺丝 

检查外壳、拉手和运输滚轮上的所有螺丝是否牢固
和完整。 

如有必要，请重新拧紧螺丝。 

HV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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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作业 人员 间隔 

更换产品标牌 

如果出现损坏或不够清晰的情况，必须更换标牌。 

重要：保修封条只能由制造商进行更换! 

HV  

更换塑料护板 

塑料护板如果损坏，必须更换。 

CC  

2 目检 

检查薄膜键盘和 LC 显示屏是否损坏及其可读性。 

U W 

更换薄膜键盘和 LC 显示屏 

如果功能受损或可读性差，必须更换 LC 显示屏和
薄膜键盘。 

CC  

紧急停止按钮的功能检查 

通过按压和复位紧急停止按钮检查其功能（参见
“紧急停止按钮”章节）。 

U T 

更换紧急停止按钮 

如果紧急停止按钮功能受损，必须更换。 

CC  

3 安全检查 

检查插头和电缆的用电安全性。 

E W 

目检 

检查插头和电缆是否损坏。 

U T 

磨损检查 

检查插头和电缆是否磨损。检查 LC 显示屏上的插
接次数（参见“信息参数”章节）。 

HV W 

更换交流电源插头 

如果交流电源插头磨损，必须更换。 

E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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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作业 人员 间隔 

更换 GB/T 充电插头 

出现磨损或达到最大插接次数时，必须更换 GB/T 
充电插头。 

CC  

4 空气过滤垫的功能检查 

检查空气过滤垫是否脏污。 

HV M 

更换空气过滤垫 

如果空气过滤垫脏污或损坏过于严重，必须更换
（参见“更换易损件”章节）。 

HV  

5 功能检查 

检查运输滚轮是否完好无损、固定牢固并且转动自
如。 

检查当产品垂直放置时，驻车制动器是否能够牢牢
锁定运输滚轮。如有必要，重新调整驻车制动器
（参见“调整驻车制动器”章节）。 

U T 

磨损检查 

检查运输滚轮和支架底板是否磨损。 

HV M 

更换易损件 

如果运输滚轮和支架底板磨损，必须更换（参见
“更换易损件”章节）。 

HV  

 

5.12.3 拧紧扭矩 

下表为所有螺丝连接的最大允许扭矩。在紧固部件时要遵守最大扭矩。 

 

螺丝尺寸 M4 M5 M6 M8 

扭矩 2 Nm 3.5 Nm 6 Nm 16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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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更换易损件 

本章将向您介绍更换易损件时所必须执行的操作。 

对于某些易损件，仅允许由制造商或专业电工执行更换作业。 

仅可使用制造商的原装备件。 

 

 

当心 

重型产品造成受伤危险！ 

抬起产品时可能会造成背部受伤。  

在放下产品时，身体的某些部位可能会被夹住或挤住。 

• 始终由两个人一起抬起产品！ 

• 运输产品时一定要穿上安全鞋！ 

 

 

 

注意 

损坏危险！ 

可能会损坏易损件和螺纹。 

• 紧固螺丝连接时，请确保使用适当的最大扭矩（参见“拧紧扭矩”章节）！ 

 

 

 

注意 

损坏危险！ 

产品掉落可能受损。 

• 在执行任何保养工作之前，请务必将产品放在工作台上。 

• 防止产品滑落！ 

 

 



操作 

54  41.CC.2210.3042_BA_V00_ZH_S 

 

产品的准备 

更换产品上的易损件之前，必须准备好产品。  

1. 将产品从电源连接和车辆上断开。 

2. 将产品抬到工作台上，确保产品不会滑落。如有必要，请使用软垫来保护产品免受刮
擦。 

3. 将电缆缠绕起来，放在产品旁边。请确保电缆不会掉下来。 

 

 产品的易损件更换准备工作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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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顶部滤垫 

1. 松开顶盖上的螺丝。 

2. 移除顶盖。 

3. 更换滤垫。 

4. 用螺丝重新装上顶盖。 

 
 顶部滤垫更换完毕。 

更换底部滤垫 
1. 松开底盖上的螺丝。 

2. 移除底盖。 

3. 更换滤垫。 

4. 用螺丝重新装上顶盖。 

 
 底部滤垫更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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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支架底板 
始终成对更换支架底板！ 

1. 松开支架底板上的螺丝连接。 

2. 更换支架底板，用螺丝连接固定。 

 
 支架底板更换完毕。 

更换运输滚轮 
始终成对更换运输滚轮！ 

1. 松开螺丝。 

2. 移除旧的运输滚轮。 

3. 更换运输滚轮。 

4. 用螺丝固定新的运输滚轮。 

5. 如有必要，重新调整驻车制动器（参见“调整驻车制动器”章节）。 

 
 运输滚轮更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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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帮助信息 

6.1 保修 

CAR-connect GmbH 公司自购买之日起提供 24 个月的保修期。保修范围包括明显可见的
功能材料损坏和加工错误。 

关于保修条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制造商网站的一般条款。 

6.2 客户服务 

查询产品时，请始终提供序列号。该编号在产品上。 

CAR-connect GmbH 
Am Egelingsberg 8 
D – 38542 Leiferde 

电话：+49 (0) 5373 – 92197-0 
传真：+49 (0) 5373 – 92197-88 

service@car-connect.cc 

www.car-connect.cc 

 



 

 

 

 

 

CAR-Connect GmbH 
Am Egelingsberg 8 
D-38542 Leiferde 

电话：+49 53 73 / 92 197 – 0 

传真： +49 53 73 / 92 197 – 88 

info@car-connect.cc 
www.car-connect.cc 

 

原版操作说明书的翻译件。 

保留技术更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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