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充满能量

使用说明书
型号: C2-3000

产品简介

产品参数

C2_3000 充电器是一款全自动智能充电器。能够根据电池的特
性，自动选择最合适的电流充电。充电过程中显示电池容量、内
阻、充电时间、电量百分比，充电电压、充电电流等。兼容锂电
和 Ni-MH、Ni-Cd，如 Li-ion、IMR、INR、ICR、Ni-MH、
Ni-Cd 电池，性能优异。充电器配有背光液晶显示屏，丰富显示
电池的各项充电参数和充电进程。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电池，自
动选择不同的充电方式。对 Li-ion、IMR、INR、ICR 电池采用
标准的锂电充电方式（涓流→恒流→恒压），对镍氢 / 镍镉电采用
-△V 判饱方式充电。

输入电压：DC 5V-12V 2A
输出电压：4.20V±1% / 1.48V±1%
输出电流：Li-ion 最大 2*1.5A Ni-MH/Ni-Cd 最大 2*1A
产品重量：285g

兼容锂电池（4.20V）、镍氢 / 镍铬（1.48V）两种规格电池充电
适用不同型号的圆柱形可充锂电池充电
最大 1.5A/ 通道快速充电
可手动设置充电电流
高精度基准电压源校准
电池充满后自动停止充电
具有电池防反接与防短路功能
自动检测电池并显示充电状态
自动测量电池内阻
充电测量电池容量功能
支持 2 通道同时独立充电，互不影响
支持小容量电池充电
支持锂电池修复功能
支持 DC12V 车充
支持 DC5V 充电
采用 PC 防火阻燃材料制造
优良散热设计，优良的电路设计，1 年超长质保

Ni-MH / Ni-Cd(1.48V)

AAAA / AAA / AA / A / SC / C / D

注：本充电器不能对 LiFeP04 充电。否则会将电池充坏甚至爆炸。
对 4.35V 的锂电池，充电器默认充到 4.20V 充饱。

144mm

产品特性

兼容 4.20V（Li-ion / IMR / INR / ICR）
10340 / 10350 / 10440 / 10500 / 12340 / 12500 / 12650
13450 / 13500 / 13650 / 14350 / 14430 / 14500 / 14650
16500 / 16340(RCR123) / 16650 / 17350 / 17500 / 17650
17670 / 18350 / 18490 / 18500 / 18650 / 18700 / 20700
21700 / 22500 / 22650 / 25500 / 26500 / 26650

80mm

46.5mm

使用说明

LCD显示屏介绍

本充电器共有 2 个充电槽，每个充电槽均可独立控制，互不影
响，支持单充、混充模式。
将电池放入任意通道，充电器显示当前电压和剩余充电时间，
5 秒后开始充电。

超丰富 LCD 显示屏，让您更直观的了解电池的充电状态。如果
没有任何操作，LCD 背光灯 1 分钟后慢慢变暗。
电量百分比

一通道

电池类型

二通道

电量百分比

闪烁 , 示意正在充电。
电池充满时，

常显，并显示

。

短按切换 C1-C2 通道的信息显示，同时会开启 LCD
背光灯，长按进入当前通道的充电电流设置。（详情请
参考手动设置充电电流）
注：间隔 2 秒，切换显示充电电压、电池内阻、充电电流。
适配器不附赠。
充电时间/剩余充电时间

电池充入容量
/电池总容量

充电符号

电池内阻
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

电量百分比
将电池放入任意通道，充电器会自动显示当前电池电量百分比。
充电时间
充 Li-ion 电池时：显示剩余充饱时间，充饱后显示充电总时间。
充 Ni-MH / Ni-Cd 时：显示充电时间。
注：对（18650 2600mAh）锂离子电池充电时，充电剩余时间
比较准确。对其他类型的锂离子电池充电时，充电剩余时间
会有误差。
电池内阻测量（充电测量）
将电池放入任意通道，充电器会自动测量电池内阻。
LCD 屏上显示“
”，表示电池饱和或者接近饱和，
无法测试内阻。

电池检测与报错：
电池激活与检测
电池反接时
电池出现短路时

报错提示
当前通道显示“

”

正确放入电池，检测 OK 后，进入正常充电状态。

功能说明
自动适应输入电源：
当充电器所需功率大于电源提供的最大输出功率时，充电器会自
动适应电源，并以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对充电器供电。
备注：当使用 5V 电源适配器时，建议使用 5V/2A 的适配器。
充电电流：
默认充电电流：
将电池放入任意通道，充电器会根据电池特性自动选择最合适
的电流充电。
最大充电电流为 1.5A，最小充电电流为 0.1A。
当电池电压低于 3.60V 时，充电器根据电池特性自动选择合适
的涓流电流。
当电池电压高于 3.60V 时，充电器根据电池特性自动选择合适
的恒流电流。
注：默认涓流电流最大 800mA。
手动设置充电电流：
长按 SLOT 键，直至充电电流闪烁，进入当前通道的充电电流
设置，短按 SLOT 键，选择充电电流，共有 7 个电流档位，选
择完成后，3 秒自动退出设置电流模式，或者长按 SLOT 键，
退出电流设置模式。
注：Li-ion 充电电流档位：
（默认电流，0.2A，0.3A，0.5A, 0.8A，1.0A，1.5A，）
NI-MH/Ni-Cd 充电电流档位：
（默认电流，0.1A，0.2A，0.3A，0.5A，0.8A，1.0A，）
电流符号“ ”快闪 , 表示默认电流。

充电曲线（仅锂电池有此功能）：
将电量低于 3%（3.40V 以下）的锂电池放入充电器内充电，
充饱后，充电器会自动存储该电池曲线。
如将电量大于 3%（3.40V 以上）的锂电池放入充电器内充电，
充饱后，充电器不会存储该电池曲线。
注：充电器最多可存储 2 条充电曲线。当需要存储第 3 条充电曲
线时，充电器将自动覆盖第 1 条充电曲线。
电池容量测量：
“
”闪烁：显示值表示电池累计充入的容量。
“
”常显： 显示值表示电池的总容量（根据累计充入的容
量计算出电池总容量）。
注：当 LCD 显示的总容量与实际电池总容量有差异时，请将该
电池电量放完，并重新充电，充电器会存储当前电池的充电
曲线，以便下次充电时，准确测量该电池的总容量，此功能
只对锂电池有效。
电池激活功能
充电器增加了自动识别和处理程序，对带电池保护电路的过放锂
电池具有激活功能，激活后按照标准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
如果充电器无法激活电池将会认为是已损坏电池，对应通道提示
“
”，并停止充电。
锂电池修复功能
当锂电池过放到 0V 时，充电器会对过放电池涓流充电进行修复，
电池电压会慢慢升高，修复 OK 后，进入正常充电模式。
如果电池电压长时间无法升高，充电器认为是已损坏电池，对应
通道提示“
”，并停止充电。
电池充饱自动停止充电，防止过充
电池充饱后，LCD 屏会显示“
”电池容量百分比“
”
充电电流“
”充电器自动停止充电，防止电池因为过充
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高灵敏 -△V 判饱（镍氢 / 镍镉电池）
针对镍氢 / 镍镉电池加入 -△V 充电判饱功能，能更精确地检测
电池状态及判断停止充电时机，让镍氢 / 镍镉电池达到真正饱和
而又不至过度充电。

保修服务

注意事项

免费保修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1. 人为破坏，拆解，改装本产品。
2. 错误操作导致产品损坏 ( 如放入不可充电池或违反警示操作
等 )。
3. 电池漏液导致产品损坏。

1. 本充电器仅限于对锂离子、IMR、INR、ICR 以及镍氢 / 镍镉充电
电池进行充电，若对其他电池充电可能会导致爆炸、电池破裂或漏
液、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
2. 本充电器不能对 LiFeP04 充电。否则会将电池充坏甚至爆炸。对
4.35V 的锂电池，充电器默认充到 4.20V 充饱。
3. 使用环境：温度 -10~40℃，储藏温度：-20~60℃。请勿在火源、
直射阳光下、发热的设备旁或其它高温场所使用或储存本充电器。
4. 本充电器适用人群为 18 岁以上成年人，儿童必须在成人的监督下
使用。
5. 若电池有漏液、
膨胀、
外皮破损、
异色或变形等情况，
禁止进行充放电。
6. 禁止使用本充电器对一次性电池充电，
如 Zinc-Carbon
（碳锌电池）
、
一次性锂金属电池、CR123A 电池、CR2 电池，以及其它不支持
充电材料的电池，否则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风险。
7. 请勿对残缺的 IMR 电池充电，
否则可能造成充电器短路而引起爆炸。
8. 当充电器开始工作时，不可置于无人看管。若发现有任何故障，请
立即停止操作并仔细阅读说明书。
组装或改装充电器，
可能会导致充电器损坏甚至爆炸。
9. 切勿擅自拆卸、
10. 请置于室内通风处使用，切勿让充电器处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或置
放。操作区域内不可放置易燃易爆物质。
11. 不使用充电器时，应将电池移除，并拔除充电线。
12. 请勿用导电材料或金属物体放入充电器内部，避免导致充电器发生
短路爆炸的意外。
13. 避免机械振动以及冲击，防止损坏充电器。
14. 请认真阅读充电器上的电极标志，充电时确保电池正确放置。
15. 请勿过充、过放电池，电池电量用光后请尽快充电。
16. 请勿将充电器暴露于雨中或雪中。
17. 切勿触摸发热表面，全功率，大功率充放电时，可充电池或充电器
本身可能会发热。

产品售后保修服务。在购买本产品的 15 天内，如果
有任何质量问题均可向经销商要求免费更换。购买本产品享有 1
年免费保修服务。

需要
的保修服务，请联系当地的代理商或发邮件到
sales@miboxer.com

MiBoxer Hi-Tech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城大道
福森科技园D栋二楼
电话：(86)+755-61176580 61176581
邮箱：sales@miboxer.com
网址：www.miboxer.com

扫一扫了解更多

Made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