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max

TM

連續最大功率點跟踪充電控制器

• 光伏陣列輸出最多可增加30%。
• 先進的連續最大功率點跟踪
• 在環境溫度高達 104° F（40℃）
時滿功率輸出
• 電池電壓從12伏直流到60伏直流
• 全面OutBack網絡集成並可編程
• 可編程輔助控制輸出
• 內置128天數據紀錄
• 標準5年質保

FLEXmax充電控制器系列產品是來自OutBack Power的
最大功率點跟蹤（MPPT）充電控制器的最新創新。創新的
FLEXmax MPPT 軟件工作步驟既連續又活躍，與非MPPT控
制器相比，可使您的光伏陣列電源產出增加達30%。由於採用
主動冷卻和智能熱管理冷卻，兩個 FLEXmax充電控制器均可
以其完全最大額定電流，分別為60安培或80安培，在環境溫度
高達 104°F （40℃）下運行。
所有FLEXmax充電控制器均包含率先由OutBack Power開發
的革命性功能，其中包括支持廣泛的標稱電池電壓，以及為較

高電壓的太陽能電池陣列降低電壓，以便為較低電壓電池組充
電的能力。一個內置的背光80字符顯示屏可顯示過去128天內
的電流狀態和記錄系統的性能數據，只需按下一個按鈕。集成
的OutBack Power 網絡通信允許 FLEXmax系列充電控制器
進行遠程編程並通過氣候系統顯示屏監測，且提供了無與倫比
的完整系統集成。
當您需要為您先進的電源系統尋找一個高性能、高效並
多功能的充電控制器時，FLEXmax MPPT 充電控制器是您
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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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max™ 規格
max

TM

80 - FM80-150VDC

max

TM

60 - FM60-150VDC

標稱電池電壓

12、24、36、48，或 60 伏直流（單一模式，
在啟動時可通過現場編程選擇）

12、24、36、48，或 60 伏直流（單一模式，
在啟動時可通過現場編程選擇）

最大輸出電流

80 安培 @ 104º F (40ºC) 可調電流限制

60 安培 @ 104º F (40ºC) 可調電流限制

最大太陽能電池陣列STC銘牌

12 伏直流系統1250 瓦 / 24 伏直流系統2500 瓦 /
48 伏直流系統5000 瓦 / 60 伏直流系統6250 瓦

12 伏直流系統900 瓦 / 24 伏直流系統1800 瓦 /
48 伏直流系統3600 瓦 / 60 伏直流系統4500 瓦

NEC推薦太陽能
陣列STC銘牌

12 伏直流系統1000 瓦 / 24 伏直流系統2000 瓦 /
48 伏直流系統4000 瓦 / 60 伏直流系統5000 瓦

12 伏直流系統750 瓦 / 24 伏直流系統1500 瓦 /
48 伏直流系統3000 瓦 / 60 伏直流系統3750 瓦

光伏開路電壓(VOC)

150 伏直流絕對最冷條件/145 伏啟動及運行最大值

150 伏直流絕對最冷條件/145 伏啟動及運行最大值

待機功耗

典型為小於1瓦

典型為小於1瓦

電源轉換效率

97.5% @ 80 安培 在48 伏直流系統－典型

98.1% @ 60 安培 在48 伏直流系統－典型

充電調節

五個階段：大塊，吸收，浮子，無聲和均衡

五個階段：大塊，吸收，浮子，無聲和均衡

電壓調節設定點

10 到 60 伏直流用戶可調節，密碼保護

10 到 60 伏直流用戶可調節，密碼保護

均衡充電

可編程電壓設定點及
完成後自動終止

可編程電壓設定點及
完成後自動終止

電池溫度補償

自動安裝可選 RTS/5.0毫伏每°C每2伏電池

自動安裝可選 RTS/5.0毫伏每°C每2伏電池

電壓降低能力

可以從較高電壓光伏陣列向較低電壓充電－
最高150伏直流輸入

可以從較高電壓光伏陣列向較低電壓充電－
最高150伏直流輸入

可編程輔助控制輸出

可編程用於不同控制應用的
12伏直流信號（最大0.2 安培直流）

可編程用於不同控制應用的
12伏直流信號（最大0.2 安培直流）

狀態顯示

î3.1” (8 厘米）背光液晶屏幕－
4線 共80個字母數字字符”

î3.1” (8 厘米）背光液晶屏幕－
4線 共80個字母數字字符”

遠程顯示及控制器

可選Mate或Mate2，帶RS232串行通信端口

可選Mate或Mate2，帶RS232串行通信端口

網絡佈線

專有網絡系統採用RJ 45 模塊化CAT 5e
線材連接器（8線）

專有網絡系統採用RJ 45 模塊化CAT 5e
線材連接器（8線）

數據紀錄

最近128天運行－安時，瓦小時，在途時間，峰瓦，放大
器，太陽能電池陣列的電壓，最大電池電壓，最低的電池
電壓和每一天吸收，連同累計安時，生產的千瓦小時

最近128天運行－安時，瓦小時，在途時間，峰瓦，放大
器，太陽能電池陣列的電壓，最大電池電壓，最低的電池
電壓和每一天吸收，連同累計安時，生產的千瓦小時

水輪機應用

諮詢工廠獲得認可的水輪機

諮詢工廠獲得認可的水輪機

正極搭鐵應用

需要兩個單極斷路器用於同時在太陽能電池陣列和電池
連接上交換正負兩極導體（集線器4和HUB10不可用於
正極搭鐵應用）

需要兩個單極斷路器用於同時在太陽能電池陣列和電池
連接上交換正負兩極導體（集線器4和HUB10不可用於
正極搭鐵應用）

工作溫度範圍

最低零下40°到最高60° C （當工作溫度高於40° C時，
控制器的電源容量自動降額）

最低零下40°到最高60° C （當工作溫度高於40° C時，
控制器的電源容量自動降額）

環境等級

室內1型

室內1型

導線管敲孔

一個î1”（35mm）在背面；一個1”（35毫米）在左側，
兩個 î1” 在底部（35毫米）

一個î1”（35mm）在背面；一個1”（35毫米）在左側，
兩個1”在底部（35毫米）

質保

標準5 年／可用10年

標準5 年／可用10年

重量

單位
運輸

12.20 磅 （5.56 公斤）
15.50 磅 （7.03 公斤）

11.65 磅 （5.3 公斤）
14.90 磅 （6.7 公斤）

尺寸(高 x 寬 x 長)

單位
運輸

16.25” x î5.75” x î4.5” (41.3 x 14 x 10 厘米)
21” x î10.5” x î10.5” (53 x 27 x 27 厘米)

13.75” x 5.75” x î4.5” (40 x 14 x 10 厘米)
18” x î11” x î8” (46 x 30 x 20 厘米)

選項

遠程穩度傳感器(RTS)，HUB 4, HUB 10,
MATE, MATE 2

遠程穩度傳感器(RTS)，HUB 4, HUB 10,
MATE, MATE 2

菜單語言

英語和西班牙語

英語和西班牙語

認證

ETL 列於UL1741, CSA C22.2 No. 107.1

ETL 列於UL1741, CSA C22.2 No.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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