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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储能电源产品说明书
型号：YUE2000 

本产品是便携式储能电源，不是玩具，请勿给儿童玩耍。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如长时间存储（一个月以上），请将产品充电至70%电量左右,再次使用建议先将产品电量放空，充满再使用。

请勿在靠近火源或过热的情况下充电、使用或放置产品。

产品及配件如有调整，恕不一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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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分为“危险”、“警告”“注意”等级

“危险”等级是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警告”等级是可能造成危险事情发生

“注意”等级可能造成产品损坏或者缩减寿命。

危险

危险

警告

注意

警告

注意

产品含输出高压交流电，请不要将手或者手持金属导体插入AC插座

非专业人员请勿私自拆开产品，避免造成触电短路等危险事情发生。

请勿将产品放在高温环境（超过50摄氏度）或者靠近火源的地方。

产品不是一个玩具，请不要让小孩玩耍。

不要在潮湿环境下使用。

请勿敲打或者撞击产品。

使用前请阅读具体的电芯充电器说明书。

严禁拆解产品。

严禁使用有明显破损的产品。

请用原装适配器充电或者按照符合厂家规定电气参数的适配器充电。

请按照厂家规定的电气参数选择太阳能板，禁止用高于25V的太阳能板充电。

请在0～45℃ 温度范围内对电芯充电,过低的温度条件下充电会缩短电芯的循环寿命。

长期储存(3个月以上)情况下，应半电状态储存在低湿度且不含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温度-10~35℃。

如果在充电或储存过程中产品发出异味，发热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止充电，

并放置在空旷的地方远距离观察，确认安全后，联系厂家或者经销商

本产品为供电电源，请根据用电设备选择对应的型号，禁止超功率、负荷使用本产品。

不要将产品输出短路。

本产品根据不同国家电压标准进行出厂前设置，购买和使用前，请先咨询经销商或者对照产品说明指导

书使用。

产品电量耗尽时，请及时充电。

产品部件都是环保可回收的，请根据当地法规进行回收处理。

为了产品的电量保存，当次用完产品后，请及时关机，下次使用的时候再开机。

如果存储超过6个月，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请先将产品放空电以后，充满电再使用

配件清单

产品规格
型号 YUE2000

产品尺寸

产品重量

循环寿命

AC输出

DC输出

电池

容量

充电时间

工作温度

440*202*325mm

24kg

充电温度：0℃~45℃（32~113℉） 放电温度：-10℃~50℃（-4~122℉）

磷酸铁锂

5000次，大于70%初始容量

640000mAh

100-240V（根据各国地区出厂设置),50-60Hz（自动切换），纯正弦波

DC5.5端口：DC24V200W&DC12V200W

USB:5V3A/9V2A/12V1.5A/18W MAX

Type-c:PD 100W MAX

点烟器接口：DC24V200W&DC12V200W

USB输出

输入充电 AC (1000W Max) 

大约2小时（以1000W充电功率计算）

产品图示

总电源

屏幕显示

LED照明灯    

DC输入端口

AC充电输入端口TYPE-C输出接口

AC输出端口,根据不同国家切换

并机输出

点烟器端口

USB开关

DC开关(左24V 右12V)

LED开关

交流输入过载保护器

AC开关

DC输出输入端口

USB-A输出端口 

产品具有充电保护功能，按照正常充电操作使用，产品充满电后，自动会停止充电，为了避免其他意外事

情发生，建议产品显示充满后，及时断开充电连接。

并机使用方法 功能使用

故障代码

产品设计多种充电方式和多路充电接口，兼容汽车、太阳能板、市电。任意充电方式启动后，电池格

电量指示图标会闪烁。

太阳能充电
将展开好的太阳能板MC4插口对接（内置MPPT充电管理，接口最大输入功率800W)，再接入DC接口，电量

图标滚动显示，同时显示充满剩余时间；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受光照影响大，发电功率有变动，导致剩余时间会

动态变化，属于正常情况。 

市电充电
将电源线输出端子插入AC接口（内置充电功率管理，接口最大输入功率1000W)，电量图标滚动显示，

同时显示充满剩余时间。

车载充电
启动汽车，将配件“车充线”一头插入车载点烟器，另外一头插入DC接口，电量图标滚动显示，同时显示充满剩余时间。

过载保护器
移除过功率设备，重启即可恢复（用电器必须保证在额定功率内使用）

售后服务
保修指引: 

如产品出现故障，请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仍不能排除故障的请与本公司售后服务人员联系。联系售后服

务人员时请提供以下信息：产品型号、购买日期、联系电话、详细地址产品故障说明 。请用户配合、回答

我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的详细询问，包括现场情况、故障表现状况、经常/偶发性事故、操作程序是否有误

等，以便我公司售后工程师查找原因，然后回复（或指导）用户如何解决产品故障。如果仍无法排除故障，

请联系经销商。

保修期为销售日期起12个月； 

保修期内,产品在材质和工艺上的缺陷及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本公司将提供免费维修及更换零件,零件归

我司所有； 

保修期内,下列情况不能享受免费维修服务： 

私自打开产品；

表面涂层及外观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用户未按照说明书要求使用；

因意外、人为、环境等因素（操作失误、碰撞、不合理电压、受潮等）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产品外包装及产品配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产品型号 

购买日期 

购买商家 

客户地址

联系电话 

故障问题简述

售 后 服 务 保 修 卡

过热标志

电池剩余电量条

快充指示
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

WIFI连接

无线连接状态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LED照明

UPS功能
24VDC输出状态

12VDC输出状态

USB-A 输出状态
TYPE-C 输出状态

输出频率

过载指示

剩余时间

放电/充电时间指示

温度异常标志

低温标志
风扇状态

本产品最多可同时连接一台2000W产品，可满足更大容量需求。

2000W 2000W

4000W

注意事项:

在并机使用时必须让产品都处于关机状态下才可进行此操作；

连接线需正确接入，正极连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不可反接，以免造成机子损坏;

请勿在本产品充放电的情况下，移动或者直接断开连接，如需断开或者连接应将产品关机后再操作；

请勿用手触摸或金属类物品插入并机金属端口，金属端口如有异物，请用干布擦拭干净； 

USB输出

UPS功能

在确保正常开机后，短按USB输出电源开关，如图上所示，显示功能图标，

方可使用USB输出端口；再次短按USB输出电源开关可进行关闭。

启动UPS功能需要先把产品电源关闭，连接上市电，长按总电源开关3S，待正常开机后，短按AC开关，

图标如图所示，即可开启UPS功能，能边充边放、支持市电优先，具有UPS不间断供电功能

DC输出

在确保正常开机后，短按DC输出电源开关，如图上所示，显示功能图标，

方可使用DC输出端口。再次短按DC输出电源开关可进行关闭。

本产品支持双路输出，12V和24V两个端口可同时输出，但不可输入。

LED功能

在确保正常开机后，长按LED电源开关3s，如图上所示，显示功能图标，

每短按一次LED开关则切换不同模式（低亮，高亮，SOS，快闪）,再次短按

LED开关可进行关闭。

AC输出

在确保正常开机后，短按AC输出电源开关，如图上所示，显示功能图标，

方可使用AC输出端口，频率会跟随市电电压自动切换。再次短按AC输出

电源开关可进行关闭。

对接MC4 插口 接入DC 接口1 2

15 168 9 10 11 12 13 14

过流短路保护   包括BMS, 直流功率输出，交流功率输出模块，太阳能充电模块

LCD显示：过载异常标志+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如下

BMS充电过流报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08X   

BMS放电过流报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09X   

BMS短路报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10X  

MTTP过载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XX4  

INV过载报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XX3  

INV短路报警：

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XX2 

DCPU过载报警,超过720W:过载异常标志     +过载短路标志                   + 故障代码=E19X

部分内部器件保护   包括内部通讯故障

LCD显示：故障代码

BMS AFE IC报警：故障代码=E15X 

BMS 软件锁死MOS报警：故障代码=E16X 

INV 输出电压错误：故障代码=EXX7

INV 失效：故障代码=EXX8

ECU和BMS通讯失联6秒以上：故障代码=E17X

ECU和INV通讯失联6秒以上：故障代码=E18X

超温保护   包括BMS充放电, 直流功率输出，交流功率输出模块，太阳能充电模块

LCD显示：温度异常标志+过热标志 + 故障代码如下

BMS充电高温报警：

温度异常标志     +高温标志      + 故障代码=E01X   

BMS放电高温报警：

温度异常标志     +高温标志      + 故障代码=E02X  

低温保护   包括BMS充放电

LCD显示：温度异常标志+过热标志+ 故障代码如下

BMS充电低温报警：

温度异常标志     +低温标志      + 故障代码=E05X   

BMS放电低温报警：

温度异常标志     +低温标志      + 故障代码=E04X  

 过压欠压保护   包括BMS电池，市电，光伏（含反接）；逆变; BMS单体电池

故障代码如下：

BMS电池包欠压报警：   故障代码=E14X 

BMS电池单元欠压报警：故障代码=E12X 

BMS电池包过压报警：   故障代码=E13X 

BMS电池单元过压报警：故障代码=E11X 

INV 检测到电池过压：   故障代码=EXX5

INV 检测到电池欠压：  故障代码=EXX6

MTTP过压：  故障代码=EXX9

E
代表故障 故障代码 数字随机

  01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