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平衡充/放电器

操作说明书



警告
本充电器不适合年龄较小的人（包括儿童）使用。除非有负责其安全的人员对他们
进行监督或者指导。
督导小孩，以确保他们不要玩充电器
请勿为非充电电池充电!
充电期间，必须将电池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给电池充电时，切勿让充电器无人看管.



介绍

非常感谢您买天空创新科技（ 深 圳 ）有限公司生产的B6 Nano Duo平衡充/放电器。这款

产品，UI界面进行了优化，操作更简单。用户可以下载相应的应用程序后，通过智能手机

连接对充电器进行操控和设置。

此款充电器具有反接保护、充电时间限制、充电容量限制等多重安全保护。

请确定在第一次使用充电器之前，您已经仔细阅读说明书，警告及安全提示。

 对电池或者充电器错误使用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引起火灾及爆炸。



介绍

使用此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全本说明书，说明书介绍了使用相关信息及

操作安全提示。如您未阅读此说明书，请务必在熟手的指示下操作此充电器。

上翻按键

下翻按键

开始 / 停止按键

LCD 显示屏

AC 输入接口
100-240V

散热风扇

通道切换

平衡接口

平衡接口

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



产品特性

扫一扫充电功能
天空创新的蓝牙智能技术可以让您用智能手机轻松控制充电器。使用智能手机APP创建二
维码打印粘贴到电池上然后扫描二维码，充电器就会启动工作。

智能手机控制( iOS &安卓)  
免费的SkyCharger应用程序， 将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双通道充电器
SKYRC B6 nano duo可以同时给2块不同类型的电池充电（包含锂聚合物/锂铁/锂离子/高
压锂电/镍氢/镍铬电池）

内置独立锂电平衡器
B6 nano DUO拥有独立单节电压平衡器，因此不需要外在的平衡器来达到平衡效果。

适用于各类型电池
B6 nano duo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电池，如LiPo, NiMH, Pb和最新的LiHV电池。

锂电池快充及储存模式
为满足用户对充锂电的不同要求，快充模式能缩短充电时间而存储模式能控制终止电压，
使电池能长时间存储，保证电池使用寿命

镍氢镍铬Delta-Peak 充电模式
镍氢镍铬Delta-Peak充电模式：自动充电器停止工作基于    Delta-Peak 对电压的探测。当
电池的电压达到极限，充电器会自动停止操作。

循环充电及放电
为了使电池的使用寿命更长，有时需要重新激活或平衡电池，而此充电器支持     1-5次持续
的充电-放电或者放电-充电操作。



产品特性

容量限制
电池充电的容量可以由充电电流乘以时间计算得出。如果充电的容量超过你所设定的最高
值，充电过程将会自动中断。

充电时间设置
您可以设置充电器最长工作时间，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故障。

*此功能只适用于SkyCharger应用程序

截止电压的设置
用户可以自行设置充/放电截止电压



警告及安全提示

这些警告及安全提示非常重要，请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操作以确保安全。操作不当，可
能会对充电器及电池造成损害，严重的还会引起火灾。

标准电池参数

不要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使用充电器。如果有任何功能异常，请立刻中断充电并对
照说明书查明原因。 

确保充电器远离灰尘，潮湿，雨，高温，避免阳光直射及强烈振动。不要碰撞充电器

电器支持交流输入电压为100~240V

请将充电器放置在耐热，不易燃及绝缘的表面。不要放置在车座，地毯等类似的地方
请确保易燃，易爆炸物品远离充电器的操作区域。

确保您已经充分了解充电/放电的电池规格，并在充电器里面的设置同电池一致。如
果程序设定不对，充电器及电池都可能损坏。过充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为不同类型电池选择电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否则可能会损坏电池。不正确的设置
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标准电压

最高电压

存储电压

允许快充电流

最低电压



警告及安全提示

以下种类电池，请不要进行充电/放电操作.
不同型号组成的电池组（包括不同生产厂家）。
已经充满或者刚放电的电池。
不能再充的电池（可能引起爆炸）。
对充电技术有特殊要求的电池。
已经损坏或者有缺陷的电池。
有内置组合电路或者保护电路的电池。
安装在其他设备中或连接其他部件的电池。
未经生产厂家确认的适合本充电器承载电流的可充电池。

着手充电之前，请务必检查以下 4点:
是否为充/放电电池选择了合适的程序设置？
是否设置了合适的充电/放电电流？
是否有检测电池电压？锂电池组可以串联或者并连充电，例如，一组两节电池组，串联
为3.7V，并联为7.4V。
是否所有的接线连接都牢固？保证线路连接不会有任何接触不良。

充电
充电过程中，有一个冲入电池的具体电量。充入电量的多少可以通过充电电流乘以充
电时间计算得出。因电池种类及性能的不同，所允许的充电电流大小也不一样，这些
信息一般由电池供应商提供。如果供应商未明确说明这款电池可以用高倍率充电，请
您还是用正常的倍率。电池及充电器终端的连接：红色线是正极，黑色线是负极。因电
线及接头内阻的不同，充电器无法检测电池组的阻力。充电器正常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充电器接线头有足够大的导体横截面以及两端有高质量的镀金接头。参考有关电池
厂商使用手册里面介绍的充电方法，依据他们推荐的充电电流及充电时间进行操作。
特别是锂电池，必须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进行充电。
必须注意锂电池的接线。
不要随意拆卸电池组。
必须强调的是锂电池组可以串联也能并联。并联时，电池容量的计算式在总电压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用单节电池容量乘以电池节数得出。如果电压不平衡，可能引起火灾
或者爆炸，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用并联方式给锂电池充电。不要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使
用充电器。如果有任何功能异常，请立刻中断充电并对照说明书查明原因。



警告及安全提示

放电
放电的主要目的是清除电池多余的容量或者将电池电压降到特定值。同充电过程一
样，放电过程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放电的终止电压必须设置正确，否则会引起
过放。锂电池的放电电压不能低于电压最小值，否则引起容量的迅速流失或者彻底失
效。一般来说，锂电池不需要放电。为了保护电池，请注意锂电池的最低截止电压。

充电电池有记忆效应。电池记忆效应是针对镍氢及镍镉电池而言。如果容量只用了一
部分，又将电池充电，那么下次使用的时候，只会用再次充电的那部分。这就是所谓的
记忆效应。镍氢及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且镍镉比镍氢的记忆效应显著。

锂电池建议部分放电，而不完全放电。如果可以，请避免频繁的完全放电。相反，可以
经常充电或者用大容量的电池。当锂电池经过  10次或者10次以上的循环充电时，锂
电池容量才能达到最大。循环充电放电模式可以优化电池组的容量。



充电器操作说明

1. 将充电器链接到插座上.

2. 将电池插入充电器

将交流电源线插入充电器，并插入电源线的另一端
插入墙壁插座(100-240V)。



充电器操作说明

电池节数

通道 蓝牙 电量百分比 

电池类型

充电模式

电流

电池电压

容量

通道选择: 选择需要充电的通道
电池类型: 选择要充电的电池类型.
电池节数: 选择要充电的电池节数.
模式: 选择正确的充电模式进行充电.
电流: 设置充/放电电流.
电压: 显示所连接的电池电压.
容量: 显示充/放进去的电池容量.
百分比: 显示所连接的电池电量百分比.

 (以下操作是以左通道为例)

3. 通道选择

按                键, 
参数选择按键会闪烁.

按             按键选择
可以从通道1切换到通道2或者从通道2
切换到通道1



充电器操作说明

4.  电池类型设置

按             键，“battery type ”会闪烁

然后按              或            键
选择正确的电池类型.

5.  电池节数设置

按             键，“battery cells ”会闪烁

按             键，“mode ”会闪烁

然后按              或            键
选择正确的电池节型.

6.  充电模式设置

然后按              或            键
选择充电模式



充电器操作说明

7.  充电电流设置

按             键，“current ”会闪烁

8.  开始程序

长按                键3秒开始程序操作

9.  程序结束

在充电过程中按               键来结束程序操作.

10.  程序操作完成

当程序操作完成时，
会发出5个“嘟嘟”报警声

然后按              或            键
选择充电电流



充电器操作说明

充电流程
不同的电池类型，操作程序不同

电池
类型

锂离子/
锂聚合
物/锂铁

镍氢
镍铬

铅酸

充电
放电

储存

快速充电 

平衡充电

充电

自动充电

放电

循环充电

充电
放电

操作程序 描  述

此充电模式适用于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及锂铁电池

适用于铅酸电池
适用于铅酸电池

为了使电池的使用寿命更长，有时需要重新激活或平衡电池，
而此充电器支持1-5次持续的充电-放电或者放电-充电操作。

反复充电模式（仅适用于镍氢/镍镉）：反复充电模式下，充
电器将反复自动充电两次或者三次，确保电池完全充满及快速
充电。

此放电模式适用于镍氢镍铬

自动充电可以使充电器检测到电池的输出状况，对电池进行自
动充电
注意：您应该设置最大充电电流，以防止过充而损坏电池

充电器将会依照用户所设置的充电电流给镍氢镍铬充电

此模式用于充电时平衡每节锂电池的电压

此充电模式与普通充电模式相比，电池所充容量小，但速度快。

此程序用锂电池的充电/放电

此放电模式适用于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及锂铁电池



警告及错误提示

屏幕上会显示错误及产生错误的原因并发出报警声

没有检测到电池.

电池节数错误

平衡模式下，电池电压比设定的最高值高

平衡口电压错误.

电池充满.

正负极接反

内部温度过高

内部交流适配器直流输出过低。

内部交流适配器直流输出过高。

电池容量大于用户设置的最大容量 

充电时间大于用户设置的最大充电时间



使用APP控制充电器

操作步骤

1). 启动程序，设置密码（密码5793被系统占用，请勿使用）

1.  将电源线连接到 B6 nano duo上, 然后将电源线插入插座(100~240V AC, 50/60Hz)
2.  将电池连接到相应的通道
3.  在您的移动设备上打开蓝牙功能并启动SkyCHARGER. 

通过蓝牙4.0连接，用户可借助智能手机和平板来实现对充电器
的操作和控制。iOS应用程序从iTunes Store下载，Android应用
程序从www.skyrc.com下载。操作该应用程序是比较简单的，
iOS和Android上操作是一样的；不需要配对，下载并安装后只需
激活蓝牙并启动应用程序，B6NANO会和您的设备将自动建立蓝
牙连接。.  扫描右边的二维码下载SkyCHARGER App. 

扫描二维码下载.



使用APP控制充电器

2). 充电操作步骤(以 6S LiPo电池为例)
在对应的通道内选择正确充电的电池类型及电池节数（例如：LiPo，6S）点击“NEXT”下一步
设置合适的充电电流（例如1.4A）点击启动.

怎样重置密码

请扫描并观看如何通过智能手机控制和操作充电器的教程视频

视频教程



使用APP控制充电器

3). 记忆程序设置

按住
“PROGRAM” 键

进入编程界面 设置电池类型、节数以及模式

按下保存后设置充电电流和截止电压   电池记忆功能设置完成 点击“启动”开始充电
点击“编辑”修改设置

请扫描并观看如何通过智能手机控制和操作充电器的教程视频

视频教程



使用APP控制充电器

进入系统设置

4). 系统设置

5). 扫一扫充电功能
B6 nano duo 充电器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功能-扫描充电(自动充电系统)。随着电池类型和容
量的范围越来越大，每个电池都需要有自己的专用充电过程。对于特定类型的电池，很容易
将充电器设置错误，导致电池损坏甚至发生事故。

革命性的SCAN TO GO功能，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允许用户分配一个二维码，其中包
含电池充电或放电的所有相关数据。用户可以使用“SkyCharger”应用程序创建一个唯一
的二维码。打印并粘贴到电池上。 
使用您的智能手机，启动“SkyCharger”App，因为所有的基本信息都存储在二维码中。您只
需按下扫描按钮，充放电过程就会自动启动。



使用APP控制充电器

制作二维码

生成二维码 保存二维码到相册  打开相册

选择对应的二维码并打开 您可以打印出来或者发送到电脑打印出来. 将打印的二维码贴在电池上

点击”SCAN  TO GO” 选择通道 扫一扫程序开始启动

请扫描并观看如何通过智能手机控制和操作充电器的教程视频

视频教程



参数

AC输入电压: 100-240V
显示屏类型: LCD
外壳材质: 塑料
操控：4个按键
外壳尺寸: 127x115x71mm
重量: 561g
外接接口: 2-6S XH平衡转接口,   电池接口,  AC 输入口
镍氢镍铬的峰值检测范围： 3-15Mv/节   默认：4Mv/节
充电电压: 镍氢镍铬：峰值检测
 锂聚合物: 4.18-4.25V/ 节 锂离子.08-4.2V/节
 锂铁: 3.58-3.7V/节             高压锂电: 4.25-4.35V/节
平衡电流:  最大1000mA/节 
电压范围:  0.1-26.1V/cell
电池类型/节数:  锂聚合物/锂离子/锂铁:  1-6节
 镍氢/镍铬: 1-15节
 铅酸: 2-20V

电池容量范围: 镍氢/镍铬: 100-50000mAh
                          锂聚合物/锂离子/锂铁:  100-50000mAh
                          铅酸: 100-50000mAh

放电功率:  8W
充电电池节数: 2-6  cells
充电方法:  CC/CV 类型适用铅酸(Pb)/锂电池
镍氢/镍镉Delta-peak 充电模式

充电电流:  0.1A-15.0A
安全充电时间: 1-720分钟
充电功率: 200W(100WX2) *
放电电流:  0.1A-3.0A
放电截止电压: 镍氢/镍铬: 0.1-1.1V/节
 锂聚合物: 3.0-3.3V/节 锂离子: 2.9-3.2V/节
 高压锂电: 3.1-3.4V/节 锂铁: 2.6-2.9V/节
 铅酸: 1.8V



警告及错误提示



产品合格性声明

SkyRC e680



常用术语



保修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