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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9525X
12 VOLT, 0-20 AMP

专业级电池充电机

使用说明书

重要安全守则

1. 一般性安全预防措施

1.1. 请保留本说明书。说明书包含重要的安全和操作提示，使用充电器前，请仔细阅读

本说明书，并严格遵守其相关规定。

1.2. 警告：为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及其它损坏，除用于对铅酸蓄电池进行充电外，不

可向其它类型电池进行充电。

1.3. 使用非充电机原厂销售或推荐的附件或配件可能会造成火灾、触电和人身伤害。

1.4. 固定好交流和直流电缆以避免被踩到及绊人，防止被发动机罩、车门及其它移动部

件损坏，同时防止高温、油溅和尖锐物品。

1.5. 除非绝对必要，不可延长电源线。错误的延长电线可能导致火灾和触电。如必须延

长电源线，则应确保：

1.5.1. 延长电源线上插座的插脚与本充电器上的插座的插脚数量、尺寸和形状相

同；

1.5.2. 延长电源线正确连接，且导电性能良好；

1.5.3. 如果延长的电缆长度小于25英尺（7.6米），使用14AWG规格电缆；如果50

英尺（15.2米），使用12AWG；如果100英尺（30.5米），使用10AWG；如果

150英尺（45.6米），使用8AWG。

*American Wire Gauge

1.6. 电源线或插座受损应立即更换。

1.7. 如果受到猛烈撞击、跌落或受到损坏，切勿操作该充电器，请送往具有资质的服务

中心维修。

1.8. 禁止拆解充电器；需要维修时应送到具有资质的服务中心。错误装配可能造成触电

或火灾等危险。

1.9. 为了减少触电的危险，维护或清洗前应将其与交流电源插座断开。仅关闭控制开关

无法减少触电的危险。

1.10. 警告：爆炸性气体。电池在放电或充电时以及在正常的操作期间都会产生爆炸

性气体。为减少电池爆炸的危险，请遵守这些安全守则和蓄电池厂商及电池周边附

件设备生产商的安全说明，包含发动机、车辆或设备上的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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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预防措施

2.1. 当在铅酸蓄电池附近工作时，应始终处于他人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范围内或与他人保

持足够近的距离，以便随时有人救助。

2.2. 在附近备好充足的清水和肥皂，以便在发生蓄电池酸液接触到皮肤、衣物或眼睛

时进行清洗。

2.3. 佩戴护眼装备，穿上防护服。在蓄电池附近工作时禁止揉擦眼睛。

2.4. 如果酸液接触皮肤或衣服，应立即使用肥皂和清水进行清洗。如果酸液进入眼睛，

应立即用冷自来水冲洗至少10分钟，并寻求治疗。

2.5. 禁止在蓄电池或发动机周围吸烟或制造火花或使用明火。

2.6. 特别小心不要让金属工具掉落到蓄电池上。因为这有可能产生电火花或导致蓄电池

或其它电子部件短路，从而导致爆炸。

2.7. 准备工作前，请将个人身上的金属物品如戒指、手镯、项链、手表等物品取下。铅

酸蓄电池可以产 生足以焊接这些物品的短路电流从而造成严重灼伤。

2.8. 警告：除用于对可再充电铅酸蓄电池进行充电外，充电器不能用于为低压电

气系统提供电源。禁止用蓄电池充电器为普通家用干电池充电。因为这类电池可能

爆炸，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

2.9. 绝不可给结冰的蓄电池充电。

3. 充电准备

3.1. 如果需要把电池从车辆上取下充电，必须先移除电池的接地端子，并且确保所有电

气附件处于关闭状态，防止产生电弧。

3.2. 确保充电电池周边通风良好。

3.3. 清洁电池极柱，并防止腐蚀性硫酸溅到眼睛。

3.4. 如果电池有加液孔/冒，给电池的每个单格添加蒸馏水至电池标注的指定刻度，不

可过量添加，否则会导致大量或液体气体排出；如果电池没有加液孔/冒，请严格

按照电池制造商的充电说明进行操作。

3.5. 认真阅读电池制造商的充电提示，例如在充电时是否需要打开电池加液栓以及推荐

的充电速率等；

3.6. 根据汽车手册确定电池电压并确保电池充电模式选择正确，如果充电机充电速率可

调，充电初期选择最低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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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电机摆放位置

4.1. 如果充电器连接线允许，充电机尽可能摆放远离电池。

4.2. 绝不可把充电机直接放在电池上充电，电池排放的气体会腐蚀并损坏充电机。

4.3. 在测量电解液密度和添加补充液时，绝不可把硫酸溅到充电机上。

4.4. 绝不可在密封的空间里进行充电，或者有阻碍通风的行为。

4.5. 切勿不要将电池放置在充电机上方或硫酸可能滴到充电器的位置。

5. 直流连接预防措施

5.1. 必须首先将AC/交流电缆从插座断开，再连接或断开DC/直流电缆夹钳操作。充电

机开关处于关闭状态，并且将AC/交流电缆先断开，绝不可把夹钳和其它任何部件

相接触。

5.2. 连接充电器夹钳时，应确定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机械和电气连接状态。夹钳和电池极

柱相连后最好来回扭动几次确保接错良好，并防止夹钳脱落或产生火花。

5.3. 危险：危险电压可能引起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6. 连接蓄电池 I

如果为安装在汽车上的蓄电池充电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警告：爆炸性气体。电池周边的火花会引起电池爆炸，必须遵循下列步骤，降低爆炸

风险。

警告：爆炸性气体。确保车辆的所有负载都处于关闭状态，以避免产生电弧。

6.1. 正确的放置电缆线，不要把交流和直流的电缆线放在发动机罩上、门上或者转动的

发动机部件上。

6.2. 远离风机、皮带，滑轮和其它转动部件，以防止造成人身伤害。

6.3. 正确判别电池的极性，电池的正极（POS，P，+）通常会比负极（NEG，N，-）
直径略粗。

6.4. 确定电池哪个极性接地，如果负极接地（大部分车辆），请参照第6.5点，如果正

极接地，请参照第6.6点。

6.5. 如果蓄电池负极接地的车辆，先把充电机正极红色夹钳和未接地的电池正极（POS，
P，+）相连，再把充电机负极黑色夹钳和汽车车架部件或发动机缸体相连，连接

点尽可能远离电池，不要和化油器、燃油系统或薄金属部件相连。

6.6. 如果蓄电池正极接地的车辆，先把充电机负极黑色夹钳和电池负极（NEG，N，-）
相连，再把充电机正极红色夹钳和汽车车架部件或发动机缸体相连，连接点尽可能

远离电池，不要和化油器、燃油系统或薄金属部件相连。

注意：当车辆的正极（+）柱接地时，应再次检查其极性。

6.7. 当需要断开充电机时，先断开AC/交流电源插头，再将和车架相连的夹钳断开，最

后断开和电池极柱相连的夹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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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蓄电池 II

如果蓄电池从汽车上移除充电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警告：爆炸性气体。电池周边的火花会引起电池爆炸，必须遵循下列步骤，以降低爆

炸风险。

警告：爆炸性气体。确保车辆的所有负载都处于关闭状态，以避免产生电弧。

7.1. 正确判别电池的极性，电池的正极（POS，P，+）通常会比负极（NEG，N，-）
直径略粗。

7.2. 电池负极柱（NEG，N，-）上附上至少24 英寸（60厘米），规格6的隔热电池线。

7.3. 将充电机正极红色夹钳和电池正极（POS，P，+）相连。

7.4. 在电缆线的长度范围内将充电机和电池尽可能的保持远距离，然后将充电机负极黑

色夹钳和电池负极相连。

7.5. 当完成连接后，不要面对蓄电池。

7.6. 当需要断开充电机时，先断开负极黑色夹钳，再断开正极红色夹钳。

7.7. 警告：不可在船上为船用电池充电。如果必须在船上为电池充电，需要为船用

而特别设计的设备。

8. 接地和交流电缆连接

8.1. 充电机必须接地以减少触电风险，本充电机配备了接地导体和接地插头，插头所插

入的插座必须正确的安装并符合当地所有的规程。

8.2. 危险：绝不可改变出厂时的电缆和插头，如果使用的插座不能满足要求，请咨询有

资质的电工进行更改插座，确保满足要求。错误的连接可能会引起触电的风险。

9. 充电时间

一个电池充满电量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电池被消耗掉多少AH数，AH是表示电池向负

载提供的安培数和小时数的乘积。例如：电池向一个负载提供了5小时时长的7A电流，那么表

明这个电池输出了35AH的电量。大概的充电时间则由损失的35AH的电量除以充电机的充电

速率进行计算，由于充电后期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充电时间会增加25%。

10.操作规程：充电

红灯闪烁 —— 提示电池可能亏电

红灯常亮 —— 提示电源接通

绿灯常亮 —— 提示连接正确。如果充电机已经和电池连接，有三种可能性会造成绿灯不

亮：极性连接错误、夹钳和极柱接触不好及电池电压低于4V。
绿灯闪烁 —— 提示充电完成，充电机进入浮充模式。

黄灯常亮 —— 提示高效充电中，电池电量低于80%。

黄灯闪烁 —— 提示电池可以使用，电池电量大于80%。

绿灯和黄灯闪烁 —— 仅限普通电池，表示深放电修复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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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4秒延迟 —— 为避免火花，在向电池输入充电电流前充电机会检测电池极性连接是否正

确。当连接正确，绿灯将会在黄灯亮之前亮4秒钟。

深放电电池修复 —— 如果充电机判定电池为深放电状态，则它会启动一个内部程序来提

供电池的充电接受能力。因为修复电池需要更高的电压，所以这个程序限制使用于AGM和胶

体电池（见第12.3点）。

11.操作步骤

11.1. 将交流电缆插头插入插座，红灯亮。

11.2. 选择充电模式为“普通电池”或者“AGM电池”，大部分密封电池都可以选用“普

通电池充电”模式，参见电池手册，如果不确定请选择“AGM电池”。

11.3. 将红色夹钳和电池正极相连，黑色夹钳和电池负极相连。绿灯将会亮4秒钟。详见

“充电准备”章节。

11.4. 当绿灯熄灭后，黄灯亮开始进行充电。

11.5. 如果电池为深放电，黄灯和绿灯将会闪烁30分钟进行电池复活。

11.6. 如果在一段时间后电池仍然不能接受充电，充电机将会停止，这时红灯开始闪烁。

11.7. 充电时间长短取决于电池规格的大小和电池亏电深度。

11.8. 当完成充电后，充电机将自动转入浮充模式，这时绿灯开始闪烁。

深放电电池复活提示：

（1）并非所有的深度放电的电池都可以恢复。

（2）大部分深放电电池在充电时会被侦测到并进行复活。然而，被复活完成的深放电电

池虽然有比较高的开路电压，但是实际容量比新电池会降低，如果用电池测试仪进行

检测，其CCA容量可能会在80%之内。

12. 电池复活

如果电池电压低于4V充电机将无法正常工作，大部分电池即使完全放电电压仍然可以恢复

至4V以上，但是如果长期放置或小电流放电很长时间的电池，电池电压可能会低于4V，这时

就需要使用充电机内置的“电池复活”模式进行修复电池并使设备开始正常充电。

12.1. 将深放电的电池和充电机正确连接并尽可能的将电池远离充电机放置，请确保电池

极性连接正确。

12.2. 按住并保持“电池复活”开关，绿灯亮，这时电池电压将会上升。

警告：决不可在没有和电池连接的情况下按动“电池复活”开关。

12.3. 数秒后松开“电池复活”按钮，如果电池修复完成即开始进行充电，电池类型选择

“普通电池”时修复效果最好，如果电池是AGM或密封电池，可以在达到析气点

后（黄灯开始闪烁）将电池类型开关转换回来。

12.4. 在充电机判定电池为深放电电池前（红灯闪烁），充电机可能需要和电池连接数次，

以确认该电池状态。

提示：操作人员仅需在第一次试图修复电池时按“电池复活”开关。

13.稳压电源（ELECTRICAL STABILITY SYSTEM）

13.1. 将交流电缆插头插入插座，红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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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为了更好的稳压效果，最好在使用稳压电源系统前将电池满充。

13.3. 选择“模式选择”档位至“稳压电源”（中间位置）。

13.4. 将红色夹钳和电池正极相连，黑色夹钳和车架接地部件相连（见章节6给连接在汽

车上的电池充电部分）。很少情况下车辆正极接地，如果是正极接地车辆，则将黑

色夹钳和电池负极相连，红色夹钳和车架相连。

13.5. 当充电机侦测到电池电压，绿灯亮4秒后黄灯亮，这时系统开始提供直流电源输出。

当充电机电压达到安全操作水平黄灯开始闪烁。

13.6. 无论指示灯如果变化，充电机都不会自动关闭，它会给车辆一直输出直流电源。

13.7. 如果电压低于规定水平，黄灯将会重新恒亮。如果充电机不能维护一个合理的电压

水平20秒钟以上，红灯将会闪烁。这是充电机将会进行最大的电流输出，电池电压

将会上升，不会影响车辆测试、诊断和维护等需要的电量。

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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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9525X 部件表

部件名称 部件号

1 提手..........................................................................610619

2 顶部壳体..................................................................610755

3 变压器......................................................................611169

4 线路板......................................................................610916

5 电池类型开关..........................................................611000

6 底座..........................................................................611315

7 AC线缆.....................................................................610928

8 DC线缆.................................................................... 610886

9 复位开关..................................................................611316

设备修理

磨损的夹钳可以更换。磨损的部件可能造成连接不良而产生潜在风险，请见部件表中的直流

电缆装置部件号。

任何维修或更换部件必须有合格的服务人员进行操作，不正确装配会引起触电风险。

Versions:08/14

Associated Equipment Corp.
5043 Farlin Ave.St.Louis,MO63115
www.associatedequip.com
800-949-1472(US)
314-385-5178(Outside)

Associated China
尼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逸仙路3000号2号楼705室
(86)-21-6131 8028
service@associatedchina.com

http://www.associatedequ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