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4种电池。 GEL电池,铅酸(液体)电池，AGM2电池，LiFePO4磷酸铁锂电池

3. 带负载输出功能，具有过放，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4. 带蓝牙功能，可以通过手机APP显示查看控制器参数(仅MPPT5020-BT型号)

5. 全自动无人值守充电。 具有过载，过热，反向电流保护（阴天或者晚上无阳光的时候，防止蓄电池倒灌到太阳能板）

6. 过充保护。当电池充满的时候 ,充电电流会减小，当蓄电池没电的时候，会立即给蓄电池充电

7. 自动温度补偿功能。 确保电池在低温或者高温的环境下，采用最佳的充电参数，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强烈建议,不要把蓄电池和控制器安装在发热源的地方,以免引起控制器的误操作

 

  

提高充电电流，相比传统的PWM控制器，MPPT充电效率可以提高10-30%。 (控制器转换效率>95%)

使用说明书

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
MPPT

安全规定及使用范围

1. 只能给符合额定电压的GEL电池，铅酸液体电池，AGM电池，磷酸铁锂(必须带MBS)电池充电  

2. 太阳能板功率尽量使用控制器最大额定功率以内的太阳能板

3. 连接电缆的线径参考工厂的建议值。如果电缆过小,会导致电缆过热和能量损耗

4. 在靠近电池端的附近安装额定规格的保险丝，用来保护蓄电池和太阳能板之间的电缆

5. 请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防止雨水，潮湿，灰尘，侵蚀性的电池气体以及在环境没有冷凝水

6. 本机出售时候，不配任何配件。如果需要更换部品，请联系供应商

7. 控制器和电池请远离儿童.

带蓝牙功能，手机APP显示

MPPT5020-BT

主要功能

MPPT5020

适用 铅酸(液体,AGM,GEL)电池

      LiFePO4磷酸铁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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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选择

 1     2
胶体电池(GEL)

密封铅酸(Lead-acid)

A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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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连接电缆的时候请仔细看清控制器上的标识，绝对不能把极性接错，否则可能导致控制器损坏。

  电缆的长度和线径必须参考下面的数据做依据

要求的线径,长度                         MPPT5020-BT/ MPPT5020                 

太阳能板线径                                   4 mm -6mm                             

蓄电池线径, 最长 2 米                           4 mm-6mm                             

电池保险丝                                                 30 A                                          

!

磷酸铁锂(LiFePO4)

尽可能的把保险丝安装在离蓄电池比较近的地方

*太阳能板和蓄电池的极性绝对不能接反，线径和长度严格按照规定值

保护：

  保险丝必须紧靠蓄电池的正极

  太阳能板在安装之前,避免阳光直射, 会产生电压

外接显示器(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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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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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

接线示意图

接线说明 

12V/24V

12V: 最大240W
24V: 最大480W

2

2

保
险

丝

30A

强烈建议按照下面数字的接线顺利来安装

1 2

3 4

5
6



1). 电池(必须连接）

●首先把控制器的蓄电池端子和蓄电池连接起来，注意正负极不能接错，如果接反，控制器内部的保险丝会烧断，

需要打开盖子重新更换保险丝，而且更换的保险丝必须同样的规格

●本控制器只能接12 或者24 的电池。如果蓄电池额定电压不对，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

●可以把多个蓄电池并联使用，尽量确保每个蓄电池的电压和容量保持一致

V V

2). 连接太阳能板 （必须连接）

●

●如果使用几块小功率的太阳能板，可以把太阳能板并联使用，确保总的输出电压不要超过控制器的额定值50V即可

●确保太阳能板和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线符合标准线径和长度

在连接太阳能板的时候，先遮住太阳能板，以免在接线的时候产生火花

3). 外接温度传感器(可选配件)

●

也可以固定在蓄电池的外壳上。确保不要安装在一些热源的地方，比如，空调，马达附近

●温度传感器的电缆长度对控制器的工作影响不大，按照标准的出厂规格就可以

●温度传感器可以确保在冬天或者夏天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能给蓄电池智能调整充电参数，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用来测量主电池的温度，所以应该确保温度传感器和蓄电池接触良好，可以把传感器拧紧到蓄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

“Batt. Full” (绿色):

 亮:                  电池充电100%完成(浮充充电)

“>80 %” (绿色):

 亮:                  蓄电池快充满，目前处于恒压充电阶段

"MPPT”(绿色） 

 亮:                   正在充电

 慢闪(2秒一次) :  控制器不在充电,晚上或者未接太阳能板

4). 外接显示器(可选配件)

●通过6PIN网络端口把显示器插入到主机的端口，就可以显示出控制器的参数。显示的参数如下： 蓄电池电压，充电

  电流，充电容量（AH), 充电总能量(WH)

3). 连接负载 （负载需要用电的时候连接）

●

●确保负载最大工作电流小于控制器的负载额定电流20

●负载不得有短路现象

在连接负载之前,请先把负载供电开关断开,当系统工作正常后,再打开负载电压开关

A

"Battery low”（黄色） 

 亮:                   电池电压低，尽快充电

"Load”（红色） 

 亮:                   电池低压保护

 闪烁:                 负载过载或者短路

"5个灯同时闪烁”

 系统电压错误（电池电压不在规定的范围内）

 慢闪:               控制器内部超温. 或者太阳能板超压>50V

指示灯状态

  关于电池使用寿命:

  

 

由于蓄电池内部铅板的硫化特性,在蓄电池亏电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充电,会使蓄电池的容量大幅降低,而且不可逆

请立即为完全放电的蓄电池充电

使用说明



   在 太阳光不足或者有高能耗的电器使用,可能导致蓄电池电量不足,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交流电池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

  电池不满的情况

      请及时给那些电池电量不足的蓄电池充电，特别是一些老旧的电池，或者使用在高温场合的电池。否则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请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确保电池环境干燥，通风



   控制器使用12V或者24V的蓄电池,为了防止控制器损坏,当蓄电池电压在>15.5V或者>31V左右的时候,控制器停止工作

充电超压保护

  当蓄电池的电压在任何模式下充电的时候超过15.5V(12V)/31(24V),将停止充电

控制器过载过热保护

  当控制器充电的时候温度过高,或者环境温度过热的情况下,控制器进入保护模式,停止充电

电压测量

  由于线损的原因,如果你想测量蓄电池的电压,必须直接测量蓄电池的两段.而不是控制器接蓄电池的端子

过压保护

 电池类型

GEL(胶体电池）

AGM

铅酸液体(Lead-acid)

磷酸铁锂(LiFePO4)

强充电压

14.3V 

14.7V

14.4V

14.6V

浮充电压

13.8V

13.5V

13.5V

13.6V

 蓄电池默认温度

25℃

25℃

25℃

25℃

警告： 磷酸铁锂电池必须带有电池管理系统（BMS),否则不允许接到控制器上充电

注意: 允许相同规格的蓄电池并联,控制器会用同样的充电流程给每个蓄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参数

APP使用说明(仅MPPT5020-BT)

1. 下载APP应用

开机画面 显示界面

未充电 充电中 充满

安卓版本 IOS版本

2. 控制器接上蓄电池，太阳能板并处于工作状态.

4. 打开APP,按“ENTER" 进入。 3秒后也会自动进入

5. 安卓版本：点击"Search Regulator"→点击“Solar regulator”设备进行蓝牙连接

6. 3-5秒后,控制器参数自动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7. 控制器和手机APP的最远通信距离为10米,当手机和主机蓝牙断开的时候，请重新搜索设备

   IOS版本：  不需要点击搜索设备，可以自动连接。

3. 请把手机蓝牙功能开启

备注： 以上是12V电池参数， 如果是24V电池，所有参数乘以2 （2倍）



充电过程

V/I

充电时间

 (V)

充电电流曲线(I)

浮充电压

强充电压
<100%<75%

100%充满 

充电电压曲线

                                                                                           MPPT5020

                                                                                           MPPT5020-BT (带蓝牙，APP显示）

系统电压                                          12V/24V自动适应

最大太阳能板功率:                                12V: 240Wp   /     24V: 480W

最大太阳能板电压:                                50 V

最大充电电流:                                     20A

待机功耗 (max.):                                                           4 mA                                             

充电返回电压:                                                                  12V: 13.2 V       24V: 26.4V                                           

充电保护电压(max.):                                                       12V: 15.5 V       24V: 31V                                         

过流保护:                                                                           Yes                                               

短路保护:                                                                           Yes                                               

过温保护:                                                                           Yes                                               

风扇温控:                                                                           Yes                                                

内置保险丝:                                                                      15 A                                               

外接温度传感器:                                                              Yes                                                

充电阶段:                                                                          3阶段                                  

外型尺寸:                                                                          147x125.5x40mm      

重量:                                                                                  500g  

空气湿度:                                                                          max. 95 % RH

可选配件: 外接温度传感器

外接显示器

型号

技术参数

免责申明

生产商不承担，由于违反本使用说明书建议或者提及的规范，以及忽视蓄电池生产商的建议而造成的任何损坏，

如果有由非生产商指定人员维护服务，不正常使用，错误安装或者错误的系统设计情况出现，生产商不承担责任。

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

深圳市奥林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olys88.com
ISO9001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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