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1260是一款为无人机使用者设计的双通道12节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本机可以同时对两块12节

锂电池进行平衡充电。工作模式包括快速充电、精准充电及电池存储。本机操作简单及便捷，具有主从

模式，简化操作步骤。并可以通过数据线连接对多台充电器进行同步设置，大幅度缩短设置时间。本机

具有短路保护、反接保护及过温保护功能。

使用说明书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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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100138

通电：连接交流电源，打开电源开关，充电器“ 哔”一声，风扇自检转动一下，

液晶屏显示如下界面。

连接电池：请按照下图连接方式连接电池以及充电器，如下图：

（注意：支持充电的锂电池节数为12节；必须将电池充电线以及平衡口同时与充电器连接。）

1)

2)

操作步骤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电池类型(锂电池/高压锂电)

充电电流(1.0-12.0安培)

充电模式（快速充电、

精准充电、电池存储）

同步状态（单机、主、从)

特点

支持两块12S锂聚合物电池(LiPo)

支持高压锂聚合物电池(LiHV)

可记忆上一次充电电流

快速充电、精准充电及电池存储三种工作模式

可以设置主从模式

可通过数据线连接对多台充电器进行同步设置

多重保护功能：短路保护，反接保护，过温保护

         

充电电流可调节(1.0-12.0A)

中文字符显示屏

电池电压检测

电池内阻检测

可通过USB接口对充电器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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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号：1.0

扫码观看PC1260介绍

及操作使用说明

提手

第二通道显示屏

第一通道显示屏

平衡口

XT90电池接口

防尘进风口

操控按键

调试及升级接口1

电源开关

调试及升级接口2

充电器数据同步接口

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散热风扇

双通道      节锂电池专用充电器12 

连接12节平衡口转接板 连接电池

输入电压

输出功率

放电功率

充电电流范围

最大平衡电流

100-240V

1260W (630W x 2)

100W (50W x 2)

1.0-12.0A  x 2

1.0-1.5A

参数

充电电池类型

锂电池节数

充电模式

尺寸

重量

锂电池(LiPo)/高压锂电(LiHV)

12节 x 2

快速充电/精准充电/电池存储

272x202x118.6mm

4.95kg



锂电池(LiPo)和高压锂电池(LiHV)切换

选项设置/停止 确认/开始
STARTSTATUSSTOP

同时按下     ����和����������键5秒，直到对应的电池类型出现在界面上。

请慎用此功能，用错误的电池类型充电会造成对电池的损害，并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本充电器支持锂电池，单节充电截止电压是4.20V，并支持高压锂电池，高压锂电池单节充电截止

电压是4.35V。

如何切换锂电池(LiPo)和高压锂电池(LiHV)?

锂电池         快速充

2 .0A            单机

高压锂电     快速充

2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多台充电器同步设置连接图

　　通过数据线连接可对多台充电器进行同步设置，如下图可同时供8块相同类型电池充电，如使用此功

能，需先将所有充电器设置成"单机", 然后设置其中任一通道设置为主机，剩余所有的通道都为从机，只

需要对主机通道进行设置，可以大幅度减少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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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模式

如锂电池长时间不使用，建议使用电池存储模式，将锂电池电压充/放电至3.9V，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当

电池电压高于3.9V/CELL时，存储模式下，充电器对电池进行放电；当电池电压低于3.9V/CELL时，存储模

式下，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

按         或         键，选择电池存储模式

按     ����键，充电模式闪烁

锂电池      存储

12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一键充电操作：3)

长按         键 2 秒，开始快速充电

电量:   15%

电池电压：38.16V

3.18 3.19 3.18V

3.20 3.18 3.19V

充电电流：12 .0A

计时: 00:15:30

电池已充容量

         2600mAh

液晶显示屏显示电池电量百分比、电压，

按����������键查看单节电池电压、电流、充电

时间和电池已充容量信息。

充电参数设定：4)

按     ����键，充电模式闪烁

再按        键，电流选项开始闪烁，按        或        键设置充电电流，

电流可设定范围为1.0-12.0安培。

再按        键，可以开始设置同步模式。 按        或         键设置

"主机"、"从机"。如果其中任一通道设置为"主机"，另一通道自动

变成"从机"。所有设置只能通过"主机"通道。

长按        键2秒，开始对电池进行充电。

按         或         键，可选快速充电, 精准充电或电池存储模式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2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0 .0A           单机

锂电池         快速充

10 .0A          单机

电量:   15%

电池电压：38.16V

6)

停止：充电器工作过程中，如需要停止充电，请按          按钮。在主从模式下，只能通过主通道

进行操作。

完成：充电模式下，充电完成，液晶显示屏显示如下界面。

5)

[          充电完成          ]

50.40V 16500mAh

[ 时间：01：45：36  ]

50.40V  16500mAh

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 电池已充容量

电量:   96%

电池电压：49.78V
长按         键 2 秒，进入存储模式

扫码观看PC1260

一键操作介绍

扫码观看PC1260

充电操作介绍

扫码观看PC1260

同步设置介绍

扫码观看PC1260

存储模式介绍

扫码观看PC1260

电池切换介绍

1

4

3.18 3.19 3.18V

3.20 3.18 3.19V

电池单节电压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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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SYSTEM SETUP)

按     ����键数次，直到出现系统设置界面。

充电时间限制

开                 120Min

充电时间限制

1-720分钟

充电容量限制

1-50000毫安时

按键音          开

报警音          开

按键音（开/关）

报警音（开/关）

恢复出厂设置

                     确定

版本号

硬件:1.2  固件:1.03

长按        键3秒，

恢复出厂设置

查看充电器版本号

硬件版本号 固件版本号

充电容量限制

开            30000mAh

提示信息

无电池连接

电池满电

平衡端口电压异常

请检查

电池极性接反

电池电压过高

充电容量超出

设置范围 

内部温度过高

充电时间超出

设置范围 

检查电池主端口与充电器连接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主端口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主端口电压和平衡口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平衡口与充电器连接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平衡口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已达到饱和电压

检查电池主端口接线极性是否正常

检查风扇转动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充电容量已超出系统默认保护容量或用户设定保护容量

充电时间已超出系统默认保护时间或用户设定保护时间

提示信息 原因分析

锂电池电压检测

按     ����键数次，直到出现电池电压检测界面。该功能可以检测电池剩余电量，每节的电池电压、

总电压、电池组内单节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

3 .97���3 .99���3 .95V

3 .99���3 .99���3 .97V

总电压

电池电量

76%

电池剩余容量

锂电池内阻检测

按     ����键数次，直到出现电池内阻检测界面。该功能可以检测每节电池的内阻和总电阻。

锂电池内阻检测 6  � 5   6 ��mΩ

6��������6�������7����mΩ

总内阻:  36mΩ

第1-6节的电池内阻

总内阻

总电压:  23 .86V

高: 3 .993   低: 3 .946V

最高电压、最低电压

锂电池电压检测

锂电池内阻是衡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正常情况下，内阻小的电池的放电能力强，反之，

内阻大的电池放电能力弱。

电池经过长期使用后，内部化学物质活性降低，内阻会逐渐增加。通过检测电池内阻，可以更好地

了解电池的健康状况。

3 .97���3 .99���3 .95V

3 .99���3 .99���3 .97V

第1-6节的电池电压

1

4

7

10

第7-12节的电池电压

扫码观看PC1260

电池电压和内阻检测

6  � 5   6 ��mΩ

6��������6�������7����mΩ

1

4

7

10
第7-12节的电池内阻

包装清单

PC1260充电器

电源线

同步数据连接线

12节平衡口转接板

文档

使用说明书

5

5

可选配件 *以下配件需另外购买

SK-600119-03 SK-600119-04

AS150（公壳母头）

SK-600119-05

AS150公壳母头+XT150公头AS150（母壳公头）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类似装置要求-第一部分：

辐射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类似装置要求-第二部分：

抗干扰产品系列标准

电磁兼容性（EMC）3-2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输入电

流高达每相16A)

电磁兼容性（EMC）3-3部分：额定电流≤16A的设备电压供应

系统的限制

EN 55014-1:2006+
A1:2009+A2:2011

EN 55014-2:2015

EN 61000-3-2:2014

EN 61000-3-3:2013

测试标准 测试项目 结果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EN 60335-1: 2012
+A11: 2014

EN 60335-2-29: 
2004+A2: 2010

EN 62233: 200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类似装置要求-安规- 第一部分：基本要

求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类似装置要求-安规- 第二部分：针对充

电器要求

检测电磁波对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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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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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器支持交流输入电压为AC100-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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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种类电池，请不要进行充电/存储操作

　　不同型号组成的电池组（包括不同生产厂家）。

　　已经充满或者轻微放电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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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

　　是否选择了合适的程序设置？

　　是否设置了合适的充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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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充入电池的具体电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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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电池组的内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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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般建议用串联方式给锂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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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规格和数据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www.skyrc.com

制造商

天空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警告及安全提示

　　此款充电器的设计，仅仅适用于此说明书中所列出的电池类型。如用户将充电器用于说明书中所列的之外的

用途，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无法确定你使用前是否仔细阅读过操作说明书，也无法控制你使用及储存该

产品的方式。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拒绝承担任何因使用或操作不当导致或者与此相关的损坏/损失。法律规定范围

内的，由于我公司产品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我公司的赔偿将以购买该产品上的发票金额为准。

保修及售后服务

　　自您购买产品之日起，我公司提供一年的保修。一年内，我公司将免费为您维修产品。如由于客户使用不当

或者自行改装引起的任何损害，我公司将不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如果您的产品出现问题且在保修范围内，请在第

一时间联系我公司，我们将协助您处理相关维修事宜。

充电器适用于14岁及以上人群，行为、精神障碍人群及缺乏经验者需在监管或指导下使用。孩

童请勿玩耍充电器。孩童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请勿清理和维护充电器。

如电源线损坏，请退回制造厂、供应商或技术人员更换，以免引发危险。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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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4-0947-01

　　PC1260符合所有相关和强制性的欧盟CE指令以及美国FCC第15部分，B部分：2016相关要求。

该产品严格按照如下相关指令进行生产及测试，已通过如下技术标准：

符合性声明

此符号表示当该产品达到了使用寿命，无法使用后，您必须将其与一般家庭废物分开处置，将充电器带到您

当地的废物收集中心或回收中心。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其他有废物分类收集系统的国家。

您可以在天空创新科技官方网站

查询最新版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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