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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te 第 4 代, 是家用 12V 蓄電池多合一工具, 如今雙元模式能自動地診斷、復原、充電、測試、

與維護. 可以直接充電瓶或選擇透過 CAN-bus 12V 插槽充電. 自動化免鑰匙啟動的 OptiMate 第 4 代

雙元模式會自動充電與維護直到切斷連線, 其包含針對長久未用已嚴重硫化的電池, 處以更有效率的

低電壓脈衝復原, 連結充電器後, 容易使用的電池測試; 平滑的防水密封外殼, 可安裝於牆上的安裝座

與已升級的能量效率. 延長電池壽命至 400%,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能安全地維護電池, 並保持在

準備好的狀態持續數個月之久. 

運作方式  

1. 5 步驟切換『標準』與『CAN-BUS』模式. 切換至『CAN-BUS』模式: (1)如果充電器已經連接到家用

插座, 請先拔除插頭. (2)將紅/黑電瓶夾交繫在一起, (3)將充電器連結到家用 AC 交流電插座, (4)等候充電

器閃 LED 燈以確定模式改變, LED 都閃爍完畢, 尚可確定『CAN-BUS』模式已啟動, 然後隔開電池夾鉗, 

(5)由充電器上拆卸下電瓶夾(SAE-74), 將公頭(SAE-72)連結到 BMW 原廠電源插座. 無頇開關電門. 其

餘全自動. 切換至『標準』模式: 重複上述(1)-(4)步驟. 啟動『CAN-BUS』模式時, 面板上部 8 顆 LED

燈先緩慢後迅速地閃爍, 最後, 底部 2 顆 LED 燈每間隔 3 秒會短暫地閃爍. 啟動『標準』模式時, 底部 2

顆 LED 燈則不會亮起. 

2. 安全確認: 在最初啟動診斷時, 如果電瓶電壓超過 2V, 甚至在連結前, 電瓶電壓值為 0.5V,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會繼續充電. 

3. 功能性: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微處理器會以 LED 短暫閃爍方式確認系統正確運作. 

4. 電瓶狀態預先測試: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在充電前會先指示電瓶狀態. 

5. 去硫化/復原:『標準』模式會自動地將電瓶從硫化狀態轉換為可充電狀態, 復原低電量的電瓶 (最大 16V) . 

針對長久未使用的電瓶, 若要恢復電力, 請自車上拆卸下電瓶, 單獨對電瓶執行渦輪階段(最大 22V) 復

原電瓶.『CAN-BUS』模式無法啟動渦輪復原, 相反地, 會以安全低電壓的〈脈衝〉模式, 在最後 15 分

鐘做電瓶復原. 

6. 大量充電: 固定以 0.8A 的電流傳送直到電壓達到 14.3V. 

7. 吸收/均等化: 在最短的可能時間內, 脈衝式傳送電流量直到充飽. 

8. 充電確認與短路/受損電瓶辨識: 監控充電量是否有被電瓶吸納, 察覺電瓶內部損害, 並避免對無法復原

的電瓶進行不必要的充電. 對於未受損的電瓶, 需要進一步充電者, 會恢復到脈衝式地吸收電量. 

9. 電壓維持測試: 每 30 分鐘執行一次. 在此期間不會傳送電流量. 隨後, 會有 5 種測試結果顯示電瓶的健

康狀態. 電源狀態預先測試可以用來察覺電瓶一開始進入充電, 隔夜自然放電的情形. 

10. 充電維護: 在電壓維持測試完畢後的 30 分鐘, 會持續傳送 13.6V, 維持達到能對抗自然放電與車輛配備

的電流量消耗之最大充電流量狀態. 電壓維持測試與充電維護階段每 30 分鐘交替, 持續到電瓶拔除連結

為止. 每個階段的測試結果也隨著跟新. 

『CAN-BUS』模式: 自動化免鑰匙啟動確保了即使 BMW 電門沒有開啟, 依舊能自動地重新聯結電路.電壓維持

測試與充電維護階段每 30 分鐘交替乃適用 AGM / GEL 的電瓶. STD 電瓶則頇降低平均電壓以維持 100%安全

的長時間充電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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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前的注意事項: 

 

一、 此充電器適用於 12V 可充電的鉛酸蓄電池, 請勿使用於鎳鎘電池, 鎳氫電池, 鋰離子電池或

不可充電的電池. 

二、 連結充電器到電瓶時, 請注意: 

1.) 在連結或切斷直流電(DC)與電瓶時之前, 請務必先切斷 AC 交流電電源. 

2.) 若是用電瓶夾直接充車輛上的電瓶, 必頇先確認電瓶夾與周圍線組、金屬管、底盤有安全

的距離. 依照下列順序連結: 先接到電瓶電極(通常是正極)接著再連結另一電瓶夾(通常是

負極)到底盤, 遠離電瓶及噴油線. 以反向順序切斷連線. 

3.) 若是電瓶已經從車輛上拆卸下來, 用電瓶夾直接充電瓶, 請放置於通風處, 紅色電瓶夾接

到正極(+); 黑色電瓶夾接到負極(-). 

4.) 如果是極度放電的電瓶或者已經硫化, 在連接充電器進行復原前, 先從車輛上卸下電瓶, 

檢查電瓶的狀態. 先察看電瓶的外觀上有無不尋常的瑕疵, 例如:腫脹凸起、外殼裂開、或

電解液外流的跡象. 如果電瓶有管蓋與電極板, 從外面可以查看電瓶內電極板有無接觸異

常或白化現象. 如果外觀上不尋常的瑕疵是顯見的, 請不要進行充電, 讓電瓶做進一步專

業的評估. 

5.) 如果電瓶是新的, 在連結充電器前, 請詳讀電瓶生產商的安全注意事項的操作說明. 

 

OptiMate 4 Dual LED 面板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內建 2 種充電模式. 一次僅能操作一種充電模式. 

『標準』模式是任何情形下直接連接電瓶的一般充電模式. 所有程式都能進行, 包含:標準、渦輪復原、

脈衝復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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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BUS』模式會自動啟動 CAN-BUS 車輛 12V 的插槽以充電/測試/維護電瓶. 標準、高電壓的渦

輪復原模式不會啟動 , 而會以脈衝模式復原電瓶 . 不論電瓶是接在車輛上 , 或是從車輛上卸下 , 

『CAN-BUS』模式都可以直接使用來充電與維護電瓶; 但無法復原已硫化的電瓶. 請選擇『標準』模

式來復原已硫化的電瓶並遵從關於長久未用電瓶的操作說明. 

 

模式顯示燈號 

當尚未連接上 12V 插槽或電瓶時, 充電器的模式顯示燈號如下: 

『標準』模式-只有 LED號電源燈持續亮著. 

『CAN-BUS』模式-LED號電源燈持續亮著並且 LED號燈與號燈會間隔地一起短暫地閃爍. 

 

切換模式-5 步驟 

(1)如果充電器已經連接到家用插座, 請先拔除插頭.  

(2)將紅/黑電瓶夾交繫在一起, 正極直接接到負極. 

(3)將充電器連結到家用 AC 交流電插座. 

(4)觀察下列 LED 燈號: 

   LED 燈在轉換模式期間閃爍 12 次. (5 次慢, 5 次快, 2 次慢) 

   模式轉換後, 可以觀察到: 

- 從 CAN-BUS 轉換到標準模式: 只有 LED號電源燈持續亮著. 

- 從標準轉換到 CAN-BUS 模式: LED號燈與號燈會間隔地一起閃爍, 隨後 LED 燈號跟著亮起. 

(5)由充電器上拆卸下電瓶夾(SAE-74). OptiMate 第 4 代已準備好可以進行充電. 

 

 

 電源燈. 此燈確認 AC 交流電供應到充電器.  

 反向極. 此燈代表正負極錯誤的聯結, 請將之對調. 

充電流量 LED 燈  

當有脈衝電流或連續的充電流量時會亮起. 

LED 燈號 表示(0.2A) 

LED 燈號跟 表示(0.5A) 

LED 燈號跟跟表示(0.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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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模式 

針對長久未用的電瓶: 如果電瓶極度放電或可能已硫化, 在試圖復原電瓶之前, 請先從車輛上拆卸下

電瓶做檢查. 

如果電路覺查或感應到電瓶仍連接到車輛電氣線路, 充電器的渦輪復原無法執行. 然而, 即使電瓶沒

有從車輛上拆卸下做復原, 電瓶或車輛電氣系統都不會受損. 請特別留意下列警告, 特別是針對摩托

車等小型電瓶. 

注意: 極度放電達太久的時間可能會造成電瓶永久性受損. 這樣的電瓶在高電流量的充電過程中溫度

會上昇. 請在第 1 個小時監測電瓶溫度, 然後每隔一小時監測一次電瓶溫度, 請確認是否有不尋常的跡

象, 例如:冒泡或電解液流出, 嘶嘶作響, 單一電瓶芯有特別高的活動力, 如果有過燙的溫度, 請立即中

止電瓶充電. 

 

 

 

 

 

 

 

 

 

 

 

 

 

 

 

 

 

 

 

 

 

 

 

 

 

 

 

預先測試: LED 燈號 

在充電前, LED 燈號會顯示電瓶的健康狀態. 10 秒後出現結果.請察看測試結果 LED 解

釋.LED 紅燈閃爍表示充電器正在測試看看電瓶能否復原. 一旦 LED 燈號轉為穩定達 10

秒, 將會開始充電.如果電瓶無法成功地復原, LED 燈號會持續閃爍. 

去硫化/復原: LED 燈號 

假如在預先測試階段, 顯示了 LED 燈號或或者兩者一起亮. 程式會決定正確的充

電模式. 花費時間:最少 15 分鐘. 最多 2 小時. 

-標準復原<針對極度放電/沒電力的電瓶> LED 燈號會平穩地亮著 

充電流量限於 0.2A, 最大 16V, 大約維持 5 秒. 電路評估是否這個電壓量足以復原電

瓶. 如果電瓶可以接受 0.2A 電流量, 會進入到脈衝復原. 在 5 秒後, 如果電瓶無法接

受充電, 會前進到渦輪復原. 

-渦輪復原<針對數個月未用的的電瓶> LED 燈號會閃爍著. 

輸出電壓增加到 22V, 充電流量限於 0.2A. 

-脈衝復原<最後 15 分鐘> LED 燈號會平穩地亮著. 

脈衝式地遞送充電流量, 最大 0.8A, 讓電瓶準備好接受一般大量充電. 

充電: LED 燈號 

-大量充電- LED 燈號會平穩地亮著. 固定的電流量 0.8A 持續地送到電瓶, 讓充電電壓逐漸

升高直到 14.2-14.4V. 

-最後充電- LED 燈號會閃爍著. <脈衝吸收步驟>脈衝式地遞送電流量, 在 0.2A 與 0.8A 之間

浮動, 直到電壓達 14.2-14.4V 讓電瓶在最短的可能時間內充飽. <充電確認步驟>當電流需求小

於 0.2A, 電壓限於 13.6V, 電路會確認電瓶充電的程度. 如果電瓶需要進一步充電, 程式會返

回脈衝吸收. 如果已經吸納足夠電量, 會進入電壓維持測試階段. 注意: 為了安全的理由, 

3.2-4.2 階段全程時間最多 4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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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模式 

 

 

 

 

 

 

 

 

 

 

 

『CAN-BUS』模式 

重要:高電壓的標準復原及渦輪復原模式無法進行. 此 CAN-BUS 模式是針對 CAN-BUS 車輛做充電/測

試與長期電瓶維護. 

建議: 透過 12V 插槽接 SAE-72 或 SAE-79 做充電. 

 

 

 

 

 

 

 

 

 

 

 

 

 

 

 

 

 

 

 

 

 

電壓維持測試:LED 燈號閃爍 

在 30 分鐘的電壓維持測試階段, LED 燈閃爍. 無充電流量, 讓電瓶休息, 讓電路監控電瓶電壓

的下降情形, 以決定電瓶維持充電量與遞送電量的能力. 假如是健康的電瓶, LED 燈號 (綠

燈) 在完整 30 分鐘內持續閃爍. 在 30 分鐘的電壓測試階段, 如果電瓶無法維持足夠的電壓表

示有顯著的問題存在.  

 

 
充電維護階段: LED 燈號亮著 

如果電瓶的電壓下降, 進入 30 分鐘的充電維護階段, 傳送 13.6V 以下的安全電壓. 30 分鐘電

壓測試/30 分鐘充電維護-循環交替, 持續直到電瓶拔除連結為止. 

連接電瓶前 LED 燈號顯示 

LED號燈與號燈閃爍:正傳送訊號覺察與啟動 CAN-BUS 控制的 12V 插槽. 

LED閃爍:發現了輸出端的短路. 如果 LED 燈也跟著亮表示正負極接錯了. 充電

器有自我防護系統, 並不會因此造成損傷.  

預先測試: LED 燈號 

在充電前, LED 燈號會顯示電瓶的狀態並且代表成功地啟動 CAN-BUS 控制的 12V 插

槽. 10 秒後, 充電會開始進行. 注意: 無法順利啟動 CAN-BUS 模式可能是因為:1.) 已選定標

準模式; 2.) 到 12V 插槽的連線不良; 3.) 電瓶電量太低無法啟動 CAN-BUS ; 4.) 車輛上的

CAN-BUS 程式過時未更新. 請與車輛生產商進一步諮詢. 

去硫化/復原: LED 燈號 

在預先測試階段, 如果顯示 LED或燈或兩者一起亮, CAB-BUS 僅能進行低

電壓脈衝復原, 時程:15 分鐘. 

-脈衝復原<最後 15 分鐘> LED 燈號會平穩地亮著. 

脈衝式地遞送充電流量, 最大 0.8A, 讓電瓶準備好接受一般大量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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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BUS』模式 

 

 

 

 

 

 

 

 

 

 

 

 

 

 

 

 

 

 

 

 

 

 

 

 

 

 

 

 

 

 

 

 

 

 

 

 

充電: LED 燈號 

-大量充電- LED 燈號會平穩地亮著. 固定的電流量 0.8A 持續地送到電瓶, 讓充電電壓逐漸

升高直到 14.2-14.4V. 

-最後充電- LED 燈號會閃爍著. <脈衝吸收步驟>脈衝式地遞送電流量, 在 0.2A 與 0.8A 之

間浮動, 直到電壓達 14.2-14.4V 讓電瓶在最短的可能時間內充飽. <充電確認步驟>當電流需

求小於 0.2A, 電壓限於 13.6V, 電路會確認電瓶充電的程度. 如果電瓶需要進一步充電, 程式

會返回脈衝吸收. 如果已經吸納足夠電量, 會進入電壓維持測試階段. 注意 1.: 為了安全的理

由, 3.2-4.2 階段全程時間最多 48 小時. 注意 2.: 如果手動切斷連結或是 CAN-BUS 系統中斷

12V 插槽而程式無法在 2 分鐘內重新與 12V 插槽連結的話, 系統設定 2 分鐘後自動地重新啟

動. 

 

電壓維持測試:LED 燈號閃爍 

在 30 分鐘的電壓維持測試階段, LED 燈閃爍. 無充電流量, 讓電瓶休息, 讓電路監控電瓶電壓

的下降情形, 以決定電瓶維持充電量與遞送電量的能力. 這會促使CAN-BUS系統在它自己社

定時限內中斷 12V 插槽, 中斷電瓶與充電器的連結. 在測試階段結束時, 程式又會再一次啟

動 CAN-BUS 所控制的 12V 插槽, 來測量電瓶的電壓, 在測試結果顯示期間繼續進行充電維

護階段.   

注意:在電壓維持測試期間, 萬一手動切斷與 12V 插槽/電瓶的連結, 在測試階段結束, 充電器

無法自動重新啟動.  

 

充電維護階段: LED 燈號亮著 

如果電瓶的電壓下降, 進入 30 分鐘的充電維護階段, 傳送13.6V以下的安全電壓. 30分鐘電

壓測試/30 分鐘充電維護-循環交替, 持續直到電瓶拔除連結為止. 

注意: 如果手動切斷連結或是CAN-BUS系統中斷12V插槽而程式無法在2分鐘內重新與12V

插槽連結的話, 系統設定 2 分鐘後自動地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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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壓測試階段的過程中, LED 紅燈單獨閃爍或與黃燈一起閃爍(或是在充電維護階段穩定亮著)

代表有問題存在. 請詳讀下表及注意事項: 

 

充電前/後電瓶測試結果 

LED 燈號解釋 

 

     

燈號 紅燈 紅燈+黃燈 黃燈 黃燈+綠燈 綠燈 

  +  +  

電壓值  0V            12.2V          12.4V           12.5V           12.7V 

STD XX 40-60% 61-80% √ √ 

GEL XX XX 40-60% 61-80% √ 

AGM 

MF 
XX XX 40-60% 61-80% √ 

 

測試結果注意事項:  

1.) 除了綠燈之外, 若有其他燈號的測試結果, 請將電瓶從車輛上拆卸下來. 重新連結 OptiMate 第 4

代雙元模式充電器. 單獨對電瓶做測試, 應當會獲得較好的測試結果. 如此一來表示電力損耗部分

是因為車輛電器系統的問題, 而非電瓶本身的問題. 如果依舊是較次級的測試結果, 建議帶電瓶到

配有專業儀器維修廠做進一步檢查. 

 

2.) 在充電維護的循環, 測試結果會一直顯示直到電壓測試與充電維護重複為止. 如果是連接車輛電氣

系統的健康電瓶, 電壓下降的源故, 乃來自於暫時性的電瓶排放出電流, 那麼 LED 燈是可以恢復到

綠燈的.  

 

3.) 紅燈及紅/黃燈或黃燈代表有顯著問題存在, 意味著長時間充電後電瓶的電壓依舊無法維持, 即使

已試圖復原電瓶, 電瓶仍然無法復原. 有可能是電瓶本身有受損, 例如:短路或完全硫化. 假如電瓶

仍連接到車輛電氣系統, 紅燈可能暗示著, 電流量的損耗是透過退化的電氣線路/老化的開關/觸

點及相關耗材配備而產生. 開啟頭燈造成的突然性電力負荷也會讓電瓶電壓急遽下降. 總之, 將電

瓶從車輛上拆卸下來重新測試. 

4.) 假如測試結果建康, 但電瓶無法遞送充足的電力, 那麼電瓶本身可能有永久性的損傷而過度自然放

電. 切斷電瓶與充電器的連結. 12 小時之後再重新連結, 觀察充電前預先測試的結果. 

自動充電維護階段 

50% 循環功率避免電解質流失也減少電解質中 H2O 的流失. 電路提供給電瓶的電流量是 13.6V 的安

全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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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時間維護電瓶 

OptiMate 可以一次維護電瓶在健康狀態達數個月之久. 至少, 每 2 個星期確認電瓶與充電器的連結是

安全無虞的. 檢查是否需要補充電解液後, 再重新連結.  

充電時程 

要完成一個充電循環至少需要 45 分鐘. 針對低電力的電瓶, 若要完成充電, 所需的充電時程大約等同

於電瓶的電量等級. 因此, 12Ah (安培小時) 的電瓶應當需要約 12 小時. 極度放電的電瓶可能會需要較

久.  

注意: 

為了安全的理由, 3.2-4.2 階段全程時間最多 48 小時, 此時程足以讓電量等級 3Ah-50Ah 的(引擎啟動)

電瓶, 復原與充電. 如果將此充電器使用在極度放電且具有較大電量等級的車用電瓶, 可能無法在 48

小時內完全回充電量. 如此一來, 請先切斷 AC 交流電, 等候 LED 燈號熄滅, 數秒後, 再度連結到 AC

交流電源, 所有 LED 燈除了會閃爍 2 次以確認微處理器的正常運作, 不管充電器是否有連接

到電瓶. 這麼一來, 延長與連續的充電程序可能會讓充電器變得相當熱, 那麼, 關閉電源讓充電器完全

冷卻再重新連接充電. 

切斷連線 

請先從切斷AC交流電, 再從電瓶拔除. 無論如何, 在重新連結到同一電瓶或其他電瓶時, 總是先從AC

交流電切斷電源. 關閉 SAE-71 的圓孔眼(如果已經有接到電瓶的話), 防止灰塵與潮濕. 

技術規格 

適用 AGM/MF, STD, GEL, Spiral 

Cell 蓄電池 

3-50Ah 電瓶於 48 小時內復原/充電.  

長效維護最大電量到 70Ah 

控制程式 微處理器, 6 階段全自動. 

最大輸入流量~AC 0.9A                 

反向排放流量 少於 0.5MA 

大量充電的輸出流量 0.8A                  

自動去硫化 2 階段 (復原與渦輪復原) 

充電時間限制 48 小時 (維護時間:無限制) 

電壓測試/充電維護循環 30 分鐘/30 分鐘 

電壓維持測試 範圍 12.0-12.6V. 綠燈(健康電瓶)=電瓶電壓>12.6V 

尺寸 200 x 75 x 61mm 

淨重(含包裝) 0.9KG(1.3KG) 

外殼分級 IP54 

架設 直接掛牆架設 

輸入線組長度 2 公尺 

輸出線組長度 2 公尺 

包含配件 SAE-71/SAE-74 

容許運作的氣溫範圍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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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SAE 配件的接頭式樣如下: 

 

 

充電器已包含的接頭: 

SAE-71 SAE-74 

 

 

其他選配接頭: 

SAE-72 TM-78 

 

 

SAE-73 STD SAE-73 WP 

  

SAE-77 SAE-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