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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山特蓄电池，山特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是以荷电状态出厂

的，使用前请按以下顺序进行处置。 

 

一、蓄电池贮存 

1. 电池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温度偏高或通风不良会导致自放电增大，因此应保持电池通风

良好，并使电池远离明火、火花、热源、有机溶剂等。 

2. 当保存电池时，应将电池从充电器和负载上取下并尽可能保存在干燥、阴凉环境中。 

3. 电池保存期间，请按表 2 要求定期对电池进行补充充电。 

 

二、蓄电池使用环境 

1. 环境温度范围：充电 0~40℃，放电-20~55℃，贮存-15~50℃。 

2. 附近无明火、火花、热源等。 

3. 避开热源和阳光直射的场所。 

4. 避开潮湿、可能浸水场所。 

5. 避开完全密闭场所。 

 

三、蓄电池使用条件 

1. 并联使用：推荐为 4 组以内。 

2. 多层安装：层间温度差控制在 3℃以内。 

3. 散热条件：电池间距保持在 20mm 以上； 

4. 换气通风条件：保证释放的氢气的体积浓度小于 0.8%； 

5. 最佳环境温度 25±5℃。 

6. 浮充使用条件：限流≤0.3C20A，电压 13.5~13.7V/单格（25℃）。 

7. 关于电池混用：不同规格、不同年限、不同厂家、不同容量、不同性能的产品不能混用，

若要求混用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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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蓄电池的安装 

4.1 开箱及检查 

1. 搬运：禁止在端子部位用力，防止对密封部位造成不良；避免电池倒置、遭受摔掷或冲

击；绝对避免使用绳等金属线类，防止电池短路。 

2. 检查：包装和电池外观无损伤。 

3. 点验：电池数量和配件齐全。 

4. 参阅：说明书、安装图和注意事项。 

4.2 安装前注意事项 

1. 检查电池无异常后，将其安装在指定地点（如：电池房）。 

2. 如将电池安放在电池房，应尽可能将其放在电池房最低处。 

3. 避免电池安装在靠近热源（如：变压器）的地方。 

4. 因为电池贮存时可能产生易燃气体，安装时应避免靠近产生火花的装置（如：保险丝）。 

5. 连接前，擦净电池端子，使其呈现金属光亮。 

6. 小心导电材料短接电池正负端子。 

7. 多个电池一起使用时，首先将电池正确连接，再将连接好的电池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

在这种情况下，电池正极应与充电器或负载的正极连接，负极与负极连接。如果电池与

充电器连接不正确，充电器会被损坏，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接错误。 

8. 接线时注意不要在端子部用过大的力，每个连接螺母与螺栓一定要扭紧，扭矩按表 1 所

示： 

表 1  紧固力矩建议表 

端子规格 T12 T6 

扭矩 3.1~4.2N·m 3.9~5.4N·m 

4.3 安装及接线 

1. 将金属安装工具（如扳手）用绝缘胶带包裹，进行绝缘处理。 

2. 先进行电池之间的连接，然后再将电池组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对于使用接插式端子的

蓄电池时，建议用插孔式母端与之连接。需要特别紧固时，可用烙铁焊接端子，用 60W

烙铁在 5 秒以内完成焊接。 

3. 多组电池并联时，遵循先串联后并联的接线方式。 

4. 为保证较好的散热条件，各列电池间距需保持 20mm 以上。 

5. 连接前，擦净电池端子，使其呈现金属光亮。 

6. 连接前后，在电池极柱表面敷涂适量防锈剂（如凡士林）。 

7. 电池安装完毕，测量电池组总电压无误后，方可加载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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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蓄电池的使用 

5.1 补充电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由于自放电电池会损失部分容量，使用前请补充电；如果使用过程

中暂时停放不用，请定期进行补充电。 

使用前应根据下列条件进行补充电： 

表 2  电池储存温度及补充电的时间间隔 

贮存温度 补充电间隔 补充电方法 

不到 20℃ 每 9 个月一次 
a) 用 13.6V/只恒压限流 0.1C20A 充电 2~3 天； 

b) 用 14.1V/只恒压限流 0.1C20A 充电 12~16 小时； 

c) 用匹配的智能充电器充电至转灯； 

三种方法可任选一种 

20℃~30℃ 每 6 个月一次 

30℃~40℃ 每 3 个月一次 

      

注意：电流值中 C20 指电池的额定容量。 

例如：12V100Ah 电池的额定容量为 100Ah，0.1C20A=0.1×100=10A 

 

5.2 蓄电池的放电 

5.2.1 放电终止电压参数表 

表 3  放电的终止电压表 

放电电流 单体终止电压 备注 

0.2C20A 以下电流 1.80V 

a）电流值中的［C20］指额定容量 

b）电池放电电流不宜小于 0.05C20A 

0.2~0.5C20A 1.75V 

0.5~1C20A 1.70V 

1C20A 以上电流 1.60V 

 

  注意：1）不要使蓄电池端电压降至以上规定值以下。 

2）放电后不要存放，请立即补充电。 

5.2.2 最大允许放电电流应控制在以下范围之内： 

● 放电电流 I≤1C10A，持续放电 

● 放电电流 I≤3C10A，放电时间 T≤3min 

● 放电电流 I≤6C10A，放电时间 T≤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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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充电 

5.3.1 浮充充电 

■充电参数 

充电电压范围：13.5~13.7V/只（25℃），建议设置为 13.6V/只 

最大充电电流：0.3C20A 

温度补偿系数：-18mV/℃·只（以 25℃为基点） 

充电电压变动范围：±0.12V/只 

   注意： 

1）同一电池组的各单体电池的电压值在使用初期会出现一定偏差，半年之后将趋于一致。 

2）浮充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池的影响如下： 

● 长时间过高（过充电）：缩短寿命。 

● 长时间过低（充电不足）：满足不了负载或使电池电压不一致，从而使电池整组容 

量下降，寿命缩短。 

3）温度补偿：即环境温度每升 1℃，充电电压调低 18mV/只；环境温度降 1℃，充电电 

压调高 18mV/只。 

5.3.2 循环使用充电 

■充电参数 

充电电压范围：14.4~14.70V/只（25℃），建议设置为 14.7V/只 

最大充电电流：0.3C20A， 

温度补偿系数：-30mV/℃·只（以 25℃为基点） 

充电电压变动范围：±0.02V/只 

补充电电量为放电电量的 1.1~1.3 倍，电池环境温度低于 5℃取上限。如不确定放电量多

少，请按表 4 补充电： 

表 4  蓄电池补充电参照表 

环境温度 充电电压 充电时间 

5℃ 
13.86V 7h 

14.76V 4h 

20℃ 
13.50V 7h 

14.40V 4h 

35℃ 
13.26V 7h 

14.04V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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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充电时间是指在 0.3C20A 以下定电流充电，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的端电压达到上表的

充电电压后的充电时间。 

2）超过表内时间后，如果继续充电就会造成过充电，缩短电池的寿命；如果充电时间

偏短会因充电不足而达不到额定的容量。 

3）对电池进行容量测试，建议按照循环的充电方式充电。 

5.3.3 充电注意事项 

1. 如果充电末期电流超过 0.05C20A，可能对电池外观和寿命造成永久性的损坏，请控制

充电电压；如果充电限流小于 0.05C20A 时，可能造成蓄电池充电不足，寿命缩短。 

2. 循环使用时，为防止过充电，建议安装定时器或采取完全充电后自动转为涓流充电的方

式。 

3. 当环境温度不是 25℃时，应对设置电压进行温度补偿。 

计算公式：U 修正＝U25℃-K×（T 实际-25）（T 实际—环境温度，K—温度补偿系数） 

4. 蓄电池充电终止的判断依据，一般情况下，当蓄电池充电达到下述条件之一的，即可视

为充电终止。 

1）充入电量为放出电量的 1.1~1.3 倍。 

2）充电后期充电电流小于 0.005C20A。 

3）充电后期充电电流连续 5 小时不变化。 

 

六、蓄电池的维护 

6.1 清洁 

● 经常保持蓄电池外表及工作环境清洁、干燥状态。 

● 蓄电池的清洁应避免产生静电。 

● 用湿布清洁蓄电池，禁止使用汽油、酒精等有机溶剂，也不要使用含这些物质的布 

抹电池。 

6.2 检查与维护 

为了了解电池和设备的运行状况和防止检查过程中电池意外损坏，机房 UPS 系统蓄电

池、基站（包括室外 MBO）和光缆无人站 UPS 系统的蓄电池维护作业项目及周期按下列

方法定期检查电池并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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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每个月检查维护项目  

项目 内容 基准 维护 

①电池组浮充总电

压 

用电压表测量电池

组正负极输出端电

压 

1、测量值与表盘显

示浮充电压一致并

符合当时温度浮充

电压设置标准； 

2、温度补偿后的浮

充 电 压 值 误 差

≤±50mV。 

1、偏离标准值时，

以实际测量值为准； 

2、对于通过监控模

块进行调整后仍然

达不到允许误差范

围的，要将监控模块

进行修理或返厂。 

  

检查电池壳、盖有无

鼓涨、漏酸及损伤 
外观正常 

外观异常先确认其

原因，若影响正常使

用则加以更换 

检查有无灰尘污渍 外观清洁 
用湿布清扫灰尘污

渍 

检查连接线、端子等

处有无生锈等异常 
无锈迹 

出现锈迹则进行除

锈、更换连接线、涂

拭防锈剂等处理 

③电池温度 

利用红外温度测试

仪测定电池的端子

及电池壳的表面温

度 

35℃以下 

温度高于标准值时，

要调查其原因，并进

行相应处理 

④连接部位 

利用扳手检查紧固

螺栓螺母有无松动 

连接牢固(扭矩见扭

矩表) 

发现有松动现象要

及时拧紧松动的螺

栓螺母 

电池组连接条、端子

清洁 
无腐蚀现象 

轻微腐蚀时将连接

条拆下，用清水浸泡

清除。严重腐蚀时更

换连接条，各连接点

用钢刷清洁后重新

连接拧紧 

②电池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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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每季度检查维护项目（除了每个月检查维护项目外，增加以下一项内容） 

项目 内容 基准 维护 

①每个电池的浮充

电压 

用四位半数字万用

表测量当时温度浮

充状态下各单体电

池端电压 

电池组内单体电池

浮充电压差应符合

以下标准： 

12 V 系列 480mV 

超过基准值时，对电

池组放电后先按循

环充电，再转浮充观

察 1~2 个月，若仍

偏离基准值，请联系

我们 

②存在落后单体电

池的修复 

1、全组均充：用均

充电压上限值进行

充电，充电时间 10h

以上，严重时要进行

三次充放电循环； 

2、单体在线修复：

将活化仪或充电机

按正对正负对负接

入落后电池两端，对

单体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组内单体电池

浮充电压差应符合

以上标准 

单体仍然不能修复

后，应对其进行更换 

 

③活化充放电 

对电池进行一个循

环的充放电操作，用

循环充电电压下限

值进行充电 

大约释放出标称容

量的 30%。 

对于在线 6 个月以

上没有发生放电的

浮充电池进行此项

操作 

 

6.2.3 每年度检查维护项目（除了每季度检查维护项目外，增加以下一项内容） 

项目 内容 基准 维护 

  断开交流电带负载

放电，放出电池额定

容量的 30~40% 

放电结束时，电池电

压应大于 1.90V/单

格 

低于基准值时，对电

池组放电后先循环

充电，再转浮充观察

1~2 个月，若仍偏离

基准值，请联系我们 

②容量试验 

利用在线容量测试

仪或假负载放电，放

出 标 称 容 量 的

60~80% 

容量存量 80%以上 

对放电试验过程中

各项参数进行记录

储存，发现落后电池

进行相应处理 

①核对性放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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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维护检测的基本要求 

6.3.1 在进行蓄电池检测时要遵循“查隐患、保安全”的原则。 

6.3.2 要严格按照作业计划执行蓄电池的日常维护作业项目和性能分析。 

6.3.3 严格遵循维护规程和蓄电池相关要求进行蓄电池的参数设置和相关操作。 

6.3.4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要戴好绝缘手套，并将金属工具进行绝缘处理。 

6.3.5 使用符合检测要求的工具、仪表。 

6.3.6 物理性检查项目 

1）检查极柱、连接条是否清洁，有否氧化或腐蚀现象，如情况严重，应作清洁及降阻 

处理。 

2）检查连接处有无松动，如有，应紧固。 

3）检查蓄电池极柱有否爬酸、漏液，安全阀周围是否有酸液逸出。 

4）检查蓄电池壳体有无损伤、渗漏和变形，极柱有无损伤、变形。 

5）检查蓄电池及连接处温升有无异常。 

6.3.7 相关参数设置的检查和调整 

1）根据蓄电池的技术参数和现场环境条件，检查蓄电池的浮充、均充电压、浮充电流 

是否正常，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2）检测蓄电池组的充电限流值设置是否正确，发现异常，及时调整。 

3）检测蓄电池组的告警电压（低压告警、高压告警）设置是否正确，发现异常，及时 

调整。 

4）如设有蓄电池组脱离负载装置，应检测蓄电池组脱离电压设置是否准确，发现异 

常，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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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蓄电池的更换 

7.1 更换判据 

如果蓄电池核对性放电或容量试验，其容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则应考虑更换。 

7.2 更换时间 

蓄电池属于消耗品，有一定的寿命周期。综合考虑使用条件、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在

到达蓄电池设计使用寿命之前，用好电池予以更换。充分保证电源系统安全、可靠正常运

行。 

 

八、注意事项 

1. 请在小孩触摸不到的地方保管和使用蓄电池。 

2. 请不要在指定用途之外使用蓄电池，如在指定用途外使用，有可能使蓄电池漏液发热、

爆炸。 

3. 禁止将蓄电池分解、改造、破坏、强烈冲击或投掷，否则有可能造成蓄电池漏液、发热、

爆炸。 

4. 禁止将蓄电池投入水中、火中或加热。 

5. 禁止短路连接蓄电池。  

6. 禁止倒立存储或使用蓄电池。 

7. 如果蓄电池组总电压超过 45V，应采用绝缘手套等安全措施后再开始作业。如工作时不

采取安全措施，会有触电的危险。 

8. 维修测量时，面部不得正对电池顶部，应保持一定角度或距离。 

9. 电池内极板、隔板均吸附硫酸，如电池受机械损伤，应防止硫酸接触到皮肤、衣服上，

更不能溅入眼中，如遇上述情况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清洗，严重者去医院治疗。 

10. 电池允许使用温度范围：充电 0~40℃，放电-20~55℃，贮存-15~50℃，在此温度范

围以外使用，蓄电池有破损和变形的可能。蓄电池的标准使用温度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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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售后服务 

三年保修 

购买山特蓄电池（用在山特长延时 UPS 上）均可享有三年保修服务。 

全国联保 

为了用户能及时、方便获得售后服务，山特蓄电池实行全国联保。无论您在哪里购买

山特蓄电池，都可以向离您最近的山特客服部或服务站及已加入联保的授权维修经销商申

请服务。 

24 小时服务热线 

山特开通了 800、400 免付费热线电话，方便用户对山特服务、产品、技术、业务等

问题进行咨询；用户可随时拨通山特热线，解决使用维护等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提供网站咨询/专家解答信箱；专家信箱：upsservice@eaton.com  

800 服务热线：800-830-3938、400-830-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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