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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产品型号 充电器功率 充电电流 DCDC 功率 

5 线 DC 7 线 DC 

KCG2408 KCG2408 800W 31A  

KCG2410 KCG2410 1000W 40A  

KCG3610 KCG3610 1000W 26A  

KCG3613 KCG3613 1300W 35A  

KCG4812D5 KCG4812D7 1200W 24A 480W 

KCG4815D5X KCG4815D7X 1500W 30A 600W 

KCG6012D5 KCG6012D7 1200W 19A 480W 

KCG6015D5X KCG6015D7X 1500W 24A 600W 

KCG7212D5 KCG7212D7 1200W 16A 480W 

KCG7215D5X KCG7215D7X 1500W 21A 600W 

KCG8415D5X KCG8415D7X 1500W 17A 600W 

KCG9615D5X KCG9615D7X 1500W 15A 600W 

KCG10815D5X KCG10815D7X 1500W 13A 600W 

KCG12015D5X KCG12015D7X 1500W 12A 600W 

KCG14415D5X KCG14415D7X 1500W 10A 600W 

KCG15615D5X KCG15615D7X 1500W 9.5A 600W 

                     

表一：产品型号 

（注：48V 以下电压平台暂不提供 DCDC，只提供单独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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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凯利二合一产品采用全新方案设计，安全、智能、可靠，不同于

传统充电器方案，选择特殊的磁性材料和安装方式，整机具有效率高、

功率密度大、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内置微处理器，充电过程中判

断电池的相对容量和识别环境温度，根据电池的相对容量大小和环境

温度采用不同的充电曲线，全过程恒流控制，确保运行稳定、可靠，

并能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摩托车、电动滑板车、电动汽车、电动叉车、

电动托盘车、电动清扫车、电动船、电动观光游览车、高尔夫球车等。 

 

 

第二章 特点参数及功能 

2.1.1 充电器特点 

1、全新方案设计，安全、智能、可靠、功率密度大、效率高。 

2、体积小巧，采用高可靠性的控制芯片，提高产品应用环境，适用

各种车型。 

3、内置微处理器，全过程实时监测各电池工况，使其工作于最佳状

态，避免电池过充、过放现象，能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4、脉冲式充电，充电过程中降低了蓄电池的内压，充电时间快。 

5、全铝外壳,外置散热风扇，工作效率高。 

6、EMI 更好，可靠性和稳定性更高。 

7、密封防水。 

8、有预充电等多段智能充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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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参数 

输入电压：220V AC±15%  50Hz±10% 

输入电流：≤8A 

效率：≥93% 

工作环境温度： -20℃ —+90℃（外壳温度） 

功率因数：≥0.98 

噪音：≤30dB    

安全等级：1(iec364-4-41)      

防水等级：IP66    

 

2.1.3 保护功能 

 温度保护：机内温度超过 70℃时充电器自动降低电流保护充电器，

当机内温度超过 85℃时充电器关机，温度恢复后自动恢复充电。 

 空载保护：不接电池时无输出。 

 短路保护：输出短路时充电器关机，只有当故障排除后重新启动

才可恢复充电。 

 交流电输入保护：交流电输入过低和过高时会自动切断输出。 

 智能充电：充电器判断电池充满后会停止工作；当电池充满后若

自耗电使得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后会自动补电。 

 过压保护：充电器输出端电压超过最大充电电压时，充电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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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保护状态，故障排除后可自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过流保护：充电器输出电流超过最大充电电流时，充电器进入过

流保护状态，输出电流将会被限制在最大充电电流值大小。故障

排除后自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短路保护：充电器输出端正负极短路时，充电器进入短路保护状

态，无电压电流输出，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停车保护：充电时输出高刹信号，高刹信号外接到车辆高刹开关，

使车辆不会行走。 

 

 

2.2  DC 特点 

2.2.1 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 DC 48V-156V 

输出电压： DC 13.5V（额定功率），DC 12.2V（最大功率） 

额定输出电流： 40A/480W      50A/600W 

纹波系数： ≤1%  

最大满载效率： 93%  

工作环境温度： -20℃ —+90℃（外壳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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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功能特性 

1. 待机电流小，≤5mA 

2. 输出短路保护 

3. 过温保护：内部温度超过 90℃时关闭输出，在低于 90℃时自动

恢复工作 

4. 低压保护 

5. 内置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 

6. 输入与输出完全电气隔离，更加安全可靠 

7. 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 

8. 即插即用，安装方便 

9.电子开关： 内置，直接用钥匙开关控制 

10.防护等级 IP66 

 

2.2.3  DCDC 接线说明 

 

出线说明 5W（5 线版本） 7W（7 线版本） 

输入线束 红线：B+ 

黑线：B- 

黄线：钥匙开关 

红线：B+ 

黑线：B- 

黄线：钥匙开关 

输出线束 （可控）蓝线：输出电源正 

绿线：输出电源地 

（可控）蓝线：输出电源正 

绿线：输出电源地 

常电 无 红线：输出电源正 

黑线：输出电源地 

 

 

 



 

网站：http://www.kellycontroller.com 销售电话：0551-64397760 传真：0551-64396770 

合肥凯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第 6 页 共 21 页 

第三章  命名规则 

 

以下是凯利二合一产品的命名规则： 

 

KCG7215D7X 表示：凯利 72V/1.5KW 充电器、600W/DCDC 转换器

二合一产品。 

48V 以下电压平台目前只提供单独充电器产品。 

 

 

第四章  注意事项 

确认充电器的出入电压、正负极性要与被充电池组的电压与极

性相一致，不得给与充电器极性不同的电池组充电，以免造成人为

毁损。 

正确的操作方法是：连接或断开充电器与电池连接时，应先断开电源。

本系列产品为铅酸类蓄电池充电器，禁止用于其他种类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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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电器内部有高压电，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如出现故障请与

我司联系，用户及非本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严禁自行打开充电器。  

2、不要将充电器放在潮湿、水淋、太阳直射或靠近热源的地方使用。  

3、充电器应在无尘、通风的环境下使用，使用时不要遮挡进出风口，

进风侧及出风侧至少留有 10cm 空间。  

4、充电器使用时应避免儿童靠近、触摸。  

5、严禁在充电器附近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6、清洁充电器时请勿直接用水冲洗，建议使用干净的抹布沾少量酒

精擦拭。 

 

警告： 

1、 在刷机和更改参数时，必须将 B+断开； 

2、 充电器电压等级需与电池系统电压等级相同，不可混用； 

3、 铅酸电池在充电时会逸出可燃性气体，应注意现场通风，谨防

火焰和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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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装方式 

5.1 安装尺寸图 

图 1：外壳顶视图 

 

 

图 2：外壳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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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线方式 

 

 

 

 

 

图 3：充电器、DC 接线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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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性 

6.1 充电曲线 

凯利充电器对电池采用智能充电、实时监测，有效延长电池使

用寿命。充电曲线如下图： 

 

 

图 4：充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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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脉冲式充电，在充电过程中能够消除极化，化学反应充分，

降低电池内压，增加电池容量。 

 

 

图 5：充电电流波形 

 

 

 

 

 

 



 

网站：http://www.kellycontroller.com 销售电话：0551-64397760 传真：0551-64396770 

合肥凯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第 12 页 共 21 页 

6.2 指示灯状态说明 

序号 红灯 绿灯 说明 

1 灭 灭 B+没有接或者 220V 没有接 

2 长亮 灭 正在充电 

3 长亮 亮 充满电 

4 1.1 闪烁 灭 电池电压过低 

5 1.2 闪烁 灭 启动过压 

6 1.3 闪烁 灭 启动低压 

7 2.3 闪烁 灭 过温错误 

8 3.2 闪烁 灭 一次复位错误 

9 4.1 闪烁 灭 输入电压过高 

10 4.2 闪烁 灭 输入电压过低 

表 2:充电器指示灯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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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DCDC 功率变化曲线图 

 

图 6：480W 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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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00W DCDC 

6.4 DCDC 不同负载下输出效率曲线图 

 

图 8：48V 电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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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2V 电压平台 

 

 

图 10：96V 电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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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0V 电压平台 

 

 

第七章  环境条件 

7.1 工作条件 

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充电器可连续操作在各种模式，且不会造成

性能的退化。  

环境温度：-5℃ ～ +40℃；  

相对湿度：5%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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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存放条件 

充电器要能够长期的经受下列的环境条件，没有电气及机械方面

的损伤和并发的操作的缺失。  

环境温度：-40℃ ～ +70℃；  

相对湿度：0% ～ 95%；  

 

 

 

第八章  可靠性 

序号 项目 描述 备注 

1 MTBF 满负荷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30000H 25℃ 

2 抗震 通过 5mm/50Hz/600s 震动测试  

表 3：可靠性参数 

 

 

 

 

 

 



 

网站：http://www.kellycontroller.com 销售电话：0551-64397760 传真：0551-64396770 

合肥凯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第 18 页 共 21 页 

第九章  安规特性 

9.1 绝缘耐压 

 

绝缘电阻 

输入/输出 DC500V 50MΩ min (25℃、湿度≤70%) 

输入/壳 DC500V 50MΩ min (25℃、湿度≤70%) 

输出/壳 DC500V 50MΩ min (25℃、湿度≤70%) 

 

耐高压 

输入/输出 1500Vac 50Hz 1minute ≤10mA 

输入/壳 1500Vac 50Hz 1minute ≤10mA 

输出/壳 1500Vac 50Hz 1minute ≤10mA 

 

表 4：充电器绝缘耐压测试参数 

 

9.2 漏电流 

充电器操作在最大输入及最大负载情况下，其漏电流应小于

0.75mA,满足 Class II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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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维护 

    凯利充电器内部没有用户可以自行维修的部分，自拆维修可能会

造成产品损坏。打开产品外壳将不能获得保修服务，但外壳应该定期

进行清理。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注意事项： 适当的技术培训，佩戴眼镜保

护眼睛，使用绝缘的工具，避免穿宽松的衣服和佩戴金属首饰等。 

1、本产品保质一年。 

2、本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若出现下列情况，本公司不承担保修义务： 

（1）违反产品使用说明书使用而导致产品损坏； 

（2）因安装、组装不当造成的损坏； 

（3）超出允许使用环境而导致的产品损坏； 

（4）擅自改动或自行维修而导致的产品损坏； 

（5）由于非正常外力而导致的产品损坏； 

（6）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的产品损坏。 

3、对于在保修范围引起的质量问题，本公司的责任只限于产品本身，

并不承担边带的和延伸责任。 

 

联系我们 

网站：http://www.kellycontroller.com 

销售电话：0551-64397760、13956945232 

传真：0551-64396770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新城开发区古河路凯利科技 

http://www.kellycontroll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