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水系列太阳能智能充电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一、 主要特点

1. IP68 防水等级，铝制外壳设计，能有效的防止各种腐蚀。

2. 12V/24V 系统电压自动识别。

3. LED 数字显示和防水按键操作，使用简单快捷。

4. 改进三段式充电算法，每周对蓄电池进行一次均衡充电，有效的防止蓄电池不均衡和硫化

现象，提高蓄电池使用寿命。

5. 五种负载工作模式,方便使用在各种路灯及监控设备上。

6. 外置温度传感器，具有高精度温度补偿。

7. 参数设置掉电保存功能，无需重复设置，使用方便快捷。

8. 各种状态指示。

9. 具有过充、过放、过载保护以及电子短路保护与防反接保护。

10. TVS 防雷保护。

二、 安装和接线

1. 控制器安装要牢靠，尺寸如下：

外形尺寸：81×60×20(mm)

安装尺寸：44×75.7(mm)

安装孔径：3.5(mm)

2. 防水系列控制器可以在 12V 或 24V 系统电压下工作，使用时请先接蓄电池，控制器会自动

识别蓄电池电压后开始工作。如果是 12V 系统数码管显示“0﹒”；如果是 24V 系统数码管

将显示“1﹒”。
3. 连接“+”极：控制器为共正极设计，请将蓄电池、光电池和负载的正极分别与控制器的

正极端（红线）连接在一起。

4. 连接蓄电池“－”极：如果连接正确，控制器指示灯会闪烁，否则，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5. 连接太阳能板“－”极：如果有阳光，太阳能板指示灯会亮，否则，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6. 连接负载“－”极：将负载连接线接入控制器负载输出端，电流不能超过控制器额定电流。

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三、 使用建议

1. 控制器在上电时会识别蓄电池电压，使用时请先接蓄电池，并保证连接可靠。

2. 控制器在运行期间会发热，建议安装在通风散热的环境中。

3. 控制器会测试环境温度对蓄电池充电进行补偿，尽量将蓄电池和控制器放在同一环境内。

4. 选择容量足够的电缆线连接，避免线路上的损耗过大，控制器产生误判断。

5. 控制器内部为共正极设计，如果需要接地，请将正极接地。

6. 蓄电池经常被充满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每月被充满一次，否则蓄电池将遭受永久损坏。只

有当进入蓄电池的能量多于负载使用的能量时，蓄电池才能被充满。用户在配置系统时，

请牢记这一点。

四、 状态指示

LED 灯 指示内容 状态 功能

充电

指示

长灭 电池板无电压

快闪 电池板有电压，但不适合充电

慢闪 正在充电---快充状态

闪 烁 两

次
正在充电---慢充状态

常亮 蓄电池充电完成

蓄电池

指示

常亮 蓄电池工作正常

长灭 蓄电池没有连接

慢闪 蓄电池欠压

快闪 蓄电池过放

闪 烁 两

次
蓄电池过压

负载

指示

常亮 负载打开

长灭 负载关闭

慢闪 过载保护

快闪 短路保护

五、 模式介绍与设置表

防水系列控制器具有 5种工作模式，设置表格如下图所示。

1.纯光控 （0）：当没有阳光时，光强降至启动点，控制器延时 3秒确认启动信号后，根据设

置参数开通负载，负载开始工作；当有阳光时，光强升到启动点，控制器延时 1分钟确认关闭

信号后关闭输出，负载停止工作。

2.光控+时控 （1 ～ 4﹒）：启动过程与纯光控相同，当负载工作到设定时间就自动关闭，设置
时间 1 ～ 14小时。

3.手动模式 （5﹒）：该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按键控制负载的打开与关闭，而不管是否在白天

或是晚上。此模式用于一些特殊负载的场合或是调试时使用。

4. 调试模式 （6﹒）：用于系统调试时使用，有光信号时即关闭负载，无光信号开通负载，方

便安装调试时检查系统安装的正确性。

5. 常开模式（7﹒）：上电负载一直保持输出状态，此模式适合需要 24小时供电的负载。

LED 显示 模式 LED 显示 模式

L 纯光控模式 9 光时控 9小时

1 光时控 1小时 0﹒ 光时控 10小时

2 光时控 2小时 1﹒ 光时控 11小时

3 光时控 3小时 2﹒ 光时控 12小时

4 光时控 4小时 3﹒ 光时控 13小时

5 光时控 5小时 4﹒ 光时控 14小时

6 光时控 6小时 5﹒ 手动模式

7 光时控 7小时 6﹒ 调试模式

8 光时控 8小时 7﹒ 常开模式

六、 设置方法：

按键按下持续 5s以上数码管开始闪烁，系统进入调节模式，松开按键，每按一次按键，

数码管数字会换一个数字，直到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对上用户从表中所选模式对应的数字为止，

等数码管停止闪烁即完成设置。

七、 安全建议

1. 请不要将控制器浸入带腐蚀性的液体中，这样会损坏控制器并产生有害气体。

2. 在连接 24V 系统时，电池板端电压可能超过人体安全电压，需要操作时，注意使用绝缘工

具，并保证双手干燥。

3. 蓄电池接反时，控制器不会损坏，但是负载端会有负电压输出，这个电压有可能损坏您的

负载设备，使用时请避免此情况发生。

4. 在 24V 系统中，如果蓄电池或太阳能电池板一端反接很有可能损坏控制器。

5. 蓄电池存储有大量能量，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不要让蓄电池短路，我们建议在蓄电池上串接

保险丝。

6. 蓄电池可能产生可燃气体，请远离火花。

7. 请保证儿童远离蓄电池和控制器。

八、 参数说明

型号 HT-FS15

系统电压 12V/24V

系统电流 15A

空载损耗 < 5mA

太阳能输入电压 < 55V

过压保护 16.5V/33.0V

过压恢复 15.0V/30.0V

均衡充电电压 14.4V/28.8（25℃），维持时间：1小时

提升充电电压 14.6V/29.2（25℃），维持时间：1小时

浮充电压 13.8V/27.6V （25℃）

充电返回电压 13.2V/26.4V （25℃）

过放返回电压 12.5V/25.0V

欠压电压 12.0V/24.0V

过放电压 11.1V/22.2V

温度补偿 -4.0mv/℃/2V；

光控电压 光控开 2V，光控关 7V

光控判断时间 1min

过载、短路保护

1.25 倍额定电流 30秒；

1.5 倍额定电流 5秒过载保护动作；

≥3倍额定电流短路保护。

工作温度 -35℃至+65℃；

防护等级 IP68

重量 160g

尺寸 81×60×20(mm)（长×宽×高）

九、 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现 象 问题及处理方法

有阳光时，电池板指示灯不

亮

请检查光电池连线是否正确，接触是否可靠。

电池板充电指示灯

快闪

系统超压，检查蓄电池电压是否过高。

蓄电池指示灯不亮 蓄电池供电故障，请检测蓄电池连接是否正确。

蓄电池指示灯快闪，无输出 蓄电池过放，充足后自动恢复。

负载指示灯慢闪，

无输出

负载功率超过额定功率，减少用电设备后，长按键一次

恢复。

负载指示灯快闪，无输出 负载短路，故障排除后，长按键一次或第二天自动恢复。

负载指示灯常亮，

无输出

请检查用电设备是否连接正确、可靠。

其他现象 检测接线是否可靠,12V/24V 自动识别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