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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途 

ANC-D10-1T/1TS/1Z正泰安能智慧充电桩-投币款/投币扫码款/直充款；是专注于电动

车智慧充电业务的充电管理设备，该产品是居民小区、产业厂区、公共停车场、大小购物

中心等场所的充电管理首选设备。 

二 外观尺寸 

投币款（mm）： 

 

投币扫码款： 

 

 

直充款： 

 



 

 

三 注意事项 

1 场地条件 

1.1 周边环境 

室外停车场通常有雨棚，充电桩设施需考虑与雨棚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雨棚，建议

一定要搭设雨棚；确实不具备搭设雨棚条件的，可以考虑安装户外防水的充电桩设施； 

室内停车场安装充电桩设施不需考虑挡雨问题，但要求有适当的通风散热条件，同时

位于地下室的场所需适当考虑水淹的风险； 

所有的停车充电场所应远离易燃易爆物品，远离高温热源。 

所有的停车充电场所不应布置在安全逃生通道/消防通道等地方。 

1.2 空间尺寸 

安装充电桩前应对停车场所的空间尺寸了解清楚，以便选择合适路数的充电桩设施，

空间建议如下： 

路数 高度 长度 

10 路 ≥2.0m ≥6.0m 

1.3 配电接线 

充电桩设施安装应考虑现场的接电和通信，接电的距离不宜过远，充电桩-电线-距离

三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如下： 

充电桩路数 额定电压 空气开关 接电距离 电线选型 

10路 单相 220V 25A ≤30m ZR-YJV-3*2.5 

距离过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大电线规格。 

充电桩安装在地下室等对通信信号有遮挡的场所时，有可能出现信号弱或者中断等现

象，此时需要采取增加功率放大器或者将通信天线引到室外等措施来保障通信的正常。 

1.4 安全注意事项 

主要为用电安全注意事项，现场根据情况如存在登高作业等也需遵守相应的安全守

则： 

充电桩接电布线时，应断开上端业主配电箱的开关，确保下端接线处于无电状态； 

手电钻及接电线盘等带电工具的使用需要注意相应的安全事项。 

四 材料选配 

充电桩安装前应准备好相应的材料，需准备的辅助材料如下： 



 

 

序号 名称 规格（常规） 数量 图样 

1 膨胀钉 4*30mm 按需 

 

2 线管 UPVC，Φ25 米数按需 

 

3 线管固定件 

UPVC，Φ25，三通，90度

弯，直通，管卡（带水泥

钉） 

按需 
 

 

4 电线 
BV-1*1.5（450/750V），红

色 
米数按需  

插座到充电桩之间的火

线用线 

5 电线 
BV-1*2.5（450/750V），蓝

色 
米数按需 

 

插座与充电桩与配电箱

之间的零线用线 

根据安装场所的不同，需要准备的材料可能稍有不同，应兼顾安全、便利、美观，如

可能会用到金属管槽、防水胶、防水罩、燕尾钉等。 



 

 

五 电气原理示意图及设备参数表 

1 电气原理图 

 
2 设备参数表 

类型 

指标 
10路 

单路最大功率 ≤800W 

整机最大功率 ≤3500W 

整机最大电流 ≤16A 

待机功率 ≤6W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 AC220V±10% 

输入额定频率 50±2Hz 

输出电压 AC220V±10% 

输出电流 ≤3.6A（单路） 

最大接入路数 10 

交流输入端子类型 L+N+PE 

交流输出端子类型 L+N 

显示方式 LED 

输出过载保护 具备 

交流漏电保护 ≤30mA 

绝缘电阻 ≥10MΩ 

短路保护 具备 

语音播报 具备 

实时监测 具备 

线路阻燃特性 具备（非金属材料燃烧类别 V-1） 

备注：空开选配 



 

 

线路防火特性 具备 

进、出线方式 下进下出（带防水接头）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温度范围 -20℃～+50℃ 

相对湿度 ≤95%（25±2℃）； 

海拔高度 ≤2000m 

通信方式 4G（配备天线） 

防护等级 IP44 

整机质保 2年 

六 安装调试 

1 安装准备 

1.1 安装确认 

尽量与客户现场再次确认充电桩安装位置，插座位置，接电布线路径以及其它关键事

宜等。 

1.2 工具材料检查 

根据再次确定的安装事项检查工具材料是否齐全、完好。 

1.3 人员准备 

根据现场情况 1 台充电桩的安装约需要 1～2 人，安装人员应具备电工知识并持证上

岗，熟悉充电桩安装及调试内容，身体无不适。 

2 充电桩安装 

2.1 室内 

确定充电桩的安装位置，充电桩底部离地高度约为 1.1m～1.3m，按照充电桩的安装孔

位在墙上标记对应的位置，用手电钻（冲击钻）钻孔后分别将 4 颗膨胀螺丝敲入，再将充

电桩固定牢固。 

 



 

 

 

注意： 

标记孔位时最好用水平尺调整水平； 

应选择比膨胀螺丝大一号的钻头，且钻入深度宜等同于螺丝长度； 

用手锤敲入膨胀螺丝的时候注意避免将螺杆头敲击过扁，影响螺母拧出拧入。 

2.2 室外： 

金属立柱（室外车棚适用）： 

焊接方式：将 2 根长度 0.35m 的 41*41*1.2 镀锌 C 钢，按上下 0.2m 间距，与车棚的

立柱进行焊接，焊接接触面按相关标准执行，确保充电桩底部离地面高度为 1.1m～1.3m

之间，同时做好防腐处理，后找到充电桩箱体的安装孔，使用Φ10*35 不锈钢材质或者热

镀锌材质螺丝按两平一弹一螺的方法进行固定。 

装配方式：将 2 根长度 0.35m 的 41*41*1.2 镀锌 C 钢，按上下 0.2m 间距，用 U 形螺

栓通过 C 钢上腰孔与车棚的立柱做固定（充电桩安装高度可参考焊接方式），后找到充电

桩箱体安装孔，使用Φ10*35 不锈钢螺丝按两平一弹一螺的方法进行固定（见下图）。 

 

3 支架或线槽安装 

3.1 室内 

按照插座设计高度 0.6m～1.1m 位置，将线槽定位在插座的上端，线槽选用 40*10*1.0

的 PVC 电工阻燃。 



 

 

用管卡或塑料膨胀将穿线管或线槽固定牢固，一般水平和垂直单管长度超过 0.6m 则

中间需固定一个点，转角单管长度超过 0.3m 则至少需固定一个点； 

3.2 室外 

支架：按照插座设计高度 0.6m～1.1m 位置，使用热镀锌矩形方钢 80*40*1.5 进行定位

高度离地面 1.0m，再使用 U 形螺栓与车棚立柱固定； 

  

 

 

线槽：选用 40*10*1.0 的 PVC 电工阻燃线槽，直接安装在矩形方钢的底边，一般水平

和垂直线槽或线管长度超过 0.6m 则中间需固定一个点，转角线槽或线管长度超过 0.3m 则

至少需固定一个点。 



 

 

4 插座底座安装 

确定插座底座的安装位置，底座底部离地高度约为 0.6m～1.1m，水平布局上按以下原

则考虑： 

一般情况下，相邻插座之间的距离约在 0.7m～1.0m 左右; 

充电桩与个别插座在垂直方向上有重合时，插座应适当错位，两者垂直中心线错位距

离≥0.3m； 

当现场具备条件时，相邻插座之间的距离可放宽至 1.2m～1.6m 左右，考虑单插座供

两辆电瓶车轮换充电使用。 

a.室内：将插座在墙壁上的固定位置用记号笔标记下来，用手电钻（冲击钻）钻孔后

分别将 4 颗塑料膨胀管敲入，再将底座用螺钉固定牢固。 

 

 b.室外：将插座在矩形方钢上的固定位置用记号笔标记下来，使用手电钻直接将 4 颗

4*30 的不锈钢自攻螺钉，直接将底座在矩形方钢上并固定牢固，底座上沿与矩形方钢上沿

起平。 

5 插座布线接线及安装 

插座定位安装完毕后，可以开始进行插座之间及插座到充电桩之间的零火线布设，按

照充电桩的接线原理图，每个插座的火线（L 线）需从插座单独回路布设到充电桩，零线

则相邻插座之间连接，最后的一个插座连接到充电桩即可。安装步骤参照如下： 

确定插座编号顺序，一般从远离充电桩到靠近充电桩按顺序编号，不按照跳序编号，

确定后做好编号标识； 



 

 

 
确定插座间及插座到充电桩的布线路径，一般要求横平竖直，路径尽可能短； 

从最远的插座开始，剪切零线与火线，零线通常选择 2.5mm
2
蓝线，长度为最远插座

到相邻的次远插座布线路径长度增加 0.3m；火线通常选择 1.5mm
2
红线，长度为最远插座

沿布线路径到充电桩顶端增加 0.15m 的长度，并在充电桩端的火线端头做好编号标记，编

号为最远插座的相应编号； 

按照规划的布线路径锯切穿线管，注意锯切长度应确保穿线管端头位于插座底座内部

及穿线管接头间的契合深度； 

按照穿线管及配件的布置顺序，将零火线穿管完毕，确保零线在相邻插座底盒内伸出

的长度均为 0.15m 左右，火线一端在插座底盒内露出的长度为 0.15m 左右，另一端（带编

号标签）暂时空置；注意从底盒内伸出的零火线端头适当弯曲挂在底盒上避免掉出； 

重复以上过程，完成逐渐靠近充电桩的所有相邻插座之间的管线布设，最终进入充电

桩内部的为 10 根带编号的火线及 1 根零线； 

布线完成后应再次进行检查，确保充电桩内的电线端头编号与插座编号对应正确，按

照充电桩内 10 根火线的编号，将万用表调节到二极管功能，检测火线与对应编号插座内

的火线是否导通（正常应导通），同时检测该火线与其它 9 根火线及零线是否导通（正常

应不导通），火线检查完毕继续检查充电桩内的零线与所有插座的零线是否全部导通（正

常应导通），如有异常则需重新检查并布线； 

用管卡将穿线管固定牢固，一般水平单管长度超过 0.6m 中间需固定一个点，垂直单

管长度超过 0.3m 则至少需固定一个点； 

将每个插座底盒预留的红蓝零火线与插座面板的接线孔对应拧紧，注意火线进 L 孔，

零线进 N 孔，拧紧力度不宜过大，易压断电线铜芯； 



 

 

 

面板零火线接好后，将稍长的零火线适当弯曲便于面板贴合到底盒上，将配套的螺丝

拧紧完成面板与底盒的固定，依次完成其它面板的接线与固定。 

6 充电桩电源进线及内部接线安装 

充电桩电源进线的布线原则基本类似，布线路径横平竖直，尽量最短，同时需注意： 

单台充电桩进线零线与火线均为 2.5mm
2
的线径，同样分红蓝色； 

在确定配电箱电源引用点时，用万用表及试电笔确定好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及火

线、零线对应顺序； 

电源进线布线完毕后,先完成充电桩内部的接线,后完成电源点的接线； 

充电桩内空间一般较为紧凑，所有待接的零火线应排布整齐，横平竖直，尽量不留多

余的长度，出现电线集束时可采用扎带绑扎； 

电线端头采用 O 形预绝缘接线端子连接时需压紧，端子连接后螺栓应紧固到位避免松

动;  

充电桩电源进线的连接需参照原理图连接正确，包括计量表与漏电开关等； 

通信天线需按要求放置到充电桩外部或延长到指定位置固定。 

充电桩金属外壳接地是通过电源进线的 PE 线进行等电位连接，同时应检查门、桩体

与主板之间接地线是否连接牢固并有明显的接地标识。 

7 充电桩调试 

按以上步骤完成所有充电桩设施的安装工作后可以进行设备的调试，具体如下： 

合闸电源配电箱对应的开关及充电桩内的漏电开关按钮及手柄是否正常； 

检查语音播报功能是否正确，检查设备面板显示是否正确； 

检查所有插座的带电状态是否符合功能说明； 

按充电桩本体上的对应插座编号按键，检查接线是否正常。 



 

 

8 现场标示及清理 

完成充电桩调试后，将充电指引单安装在醒目位置，并进行现场的清理。 

七 投币扫码桩平台系统配置 

1 桩主小程序 

充电桩设施现场安装调试完毕后，可以进行站点的系统配置。桩主使用手机登录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安能智慧充电桩代理商端 

 

 



 

 

2 计费规则设定 

为用户便利，小程序也支持【计费规则】设定； 

小程序底部菜单栏【我的】，点击【计费规则管理】，可以查看计费规则，也可点击

右上角【新建】； 

1、填写该计费规则的名称，例如：xx 小区 1 元 5 小时、xx 小区计费规则等等； 

2、依次填写【按次计费】，可选择“是否免费充”、“是否自定义金额充”，再填写

三档功率区间收费标准，最后设置充电选项； 

3、选择是否勾选【扫码余额】计费，自行设置用户扫码默认充电时间为 XX 小时，再

填写用户可以选择充电时长的选项； 

4、点击【创建】，完成计费规则设定； 

 



 

 

 

 

3 添加充电点 

菜单选择【设备管理】，点击【添加充电桩】； 

1）填写充电点基本信息： 

(a）充电点照片； 

(b）充电点名称（例：XX 小区）； 

(c）联系人； 

(d）联系电话； 

(e）城市名（选择省市区县）； 

(f）详细地址； 

(g）地图可定位； 

2)选择充电点计费规则：选择适用于该充电点的计费规则； 

3)选择【是否退款】：退款即为用户充多少用多少，多余的退回； 

4)创建该充电点的储值规则（若不开启余额付费即不需要填写），填写“购买小时

数”、“赠送小时数”、“售价”的信息即可，填写说明如下： 

(a） 填写用户购买的小时数，数值需要>0，且为整数； 



 

 

(b） 赠送小时数>=0（可赠送也可不赠送），赠送的小时数不可超过购买小时数的

20%，否则无法设定； 

举例：购买小时数 100，则赠送的小时数不可以>20 小时（100*20%）；填写售价，即

购买该“小时套餐”需要多少钱； 

(d)售价金额不可大于 100 元。     

 

4 添加充电桩 

1) 桩主本人操作 

 



 

 

 

2) 施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操作； 

首先打开网页端网址——点击权限管理——管理员管理——新建管理员； 

其中【用户名】和【密码】作为完工登记的账号和密码，可自行创建，用户类型选择

【施工人员】，后续给到需要做完工登记的操作人员； 

将账号密码给到需要做完工登记的操作人员，告知本次完工登记在哪个“充电点”； 

操作人员打开微信/支付宝，搜索“安能智慧充电代理商端”，将账号密码输入登录； 

3) 剩余步骤参照桩主本人步骤操作即可。 

5 分成设置 

请桩主在平台上进行设定，具体步骤参照相关手册说明。 

八 主板参数操作设置 

1 充电支付方式 

（1）投币 

（2）扫码：微信、支付宝 

2 计费模式可自行设置 

功率模式：可设置 3 档功率计费，根据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自动分配时间，单路输出最

大功率 800W 



 

 

3 设置功能 

电路板背后有一个设置键。按一下设置键进入设置模式，8 号按键代表进入下一项设

置功能，7 号按键代表返回上一项设置功能，9 号按键可代表增加键，10 号按键代表减少

键，同时按住 3 号 4 号按键完成设置模式，超过 60 秒未按键也完成设置模式，恢复至充

电界面。 

3.1 功能说明 

 

 

1.投币设

置 

 

此界面代表设置连续投币

的充电时间，第二个数码管显

示代表投第一个币的充电时

间，第三个数码管显示代表投

第二个币的充电时间，第四个

数码管显示代表投第三个币的

充电时间，投第 4 个币及以上

跟第三个币时间一样 。时间

1-999分钟可调。                

 

 

2.功率分

档时间比

例设置 

 

此界面为设置功率分档时

间比例，第二个数码管显示代

表 0-200为第一档的功率，时

间比例默认为 100%，第三个

数码管显示代表第二档的时间

比例（0-100%可调），第四个

数码管显示代表第一档到第二

档的功率，第五个数码管显示

代表第三档的时间比例，第六

个数码管显示表示第三档的功

率，也是主板的单路最大功率 

 



 

 

 

 

 

3.投币总

数查询及

清零 

 

此界面为投币总数查询，

第二个数码管-后面的为千位

数，第三个数码管依次为百，

十，个位数，最高可统计

9999，同时按住 9 和 10号按

键可清零重新计数 

 

 

 

 

4.充满自

停 

 

此界面为设置充满自停，

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0为关闭，

1为打开充满自停（按增加/

减少任意键开关），第三个数

码管显示充电器浮充功率，默

认为 10w，（可调 0.1-

99.9），第四个数码管显示代

表设置浮充时间，默认为 900

秒，可调（1-999），第五个

数码管显示代表设置充电器拔

除时间，默认为 120 秒，可调

（1-999秒） 

 



 

 

 

 

 

5.免费充

电模式 

 

此界面为设置免费充电模

式，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0为关

闭，1为打开免费充电模式

（按增加/减少任意键开

关）。 

 

 

 

 

 

6.音量调

节 

 

此界面为设置音量，第二

个数码管显示代表音量大小

（1-8档），默认为 4档音量 

 

 

 

 

7.消费流

程设置 

 

此界面为设置消费流程，

第二个数码管显示 0先消费后

选择插座模式，1 为先选择插

座后消费模式（按增加/减少

任意键切换）。 

 



 

 

3.2 故障码 

1) 数码管显示“-E1”代表功率过大，超过设定的第三档功率。 

2) 数码管显示“-E3”代表该路保险丝熔断，故障原因是充电器短路导致。 

3) 数码管显示“-E4”代表该路继电器粘连，故障原因是该路瞬间电流过大导致继电

器触点黏合。 

4) 数码管显示“-E5”代表机器烟雾报警并切断端口供电输出，故障原因是烟雾报警

器检测到烟雾浓度过高导致，待烟雾浓度恢复正常机器正常使用。 

5) 数码管显示“-E6”代表机器高温警报并切断端口供电输出，故障原因是主板温度

超过设置温度报警值。 

 

 

 

 

8.温度保

护设置 

 

此界面为设置主板温度保

护，第二个数码管显示为设置

的保护温度，———表示该功

能未开启，第三个数码管显示

为当前主板温度。 

 

 

 

 

9.充电时

间清零 

 

此界面为充电时间清零，

- - -表示无充电时间，按下

对应按键可清零对应充电端口

的充电时间 

 



 

 

九 使用步骤（线下确认操作步骤） 

1 投币款 

 

选择空闲插座编号，插好充电器，在投币区进行投币，点击充电桩面板上需要充电编

码按钮号，听语音提示“充电成功”即可。 

2 投币扫码款 

 

投币充电：选择空闲插座编号，插好充电器，在投币区进行投币，点击充电桩面板上

需要充电编码按钮号，听语音提示“充电成功”即可。 

扫码充电：选择空闲插座编号，插好充电器，微信/支付宝扫描充电桩二维码，选择需

要通电的接口号和充电时长，开始充电。 



 

 

3 直充款： 

 
选择空闲插座编号，插好充电器，点击充电桩面板上需要充电编码按钮号，听语音提

示“充电成功”即可。 

十 售后维护 

1 日常使用 

禁止将燃油摩托车停入充电桩区域； 

禁止通过排插将多辆电瓶车连入同一个插座进行充电； 

定期开启充电桩箱体，察看箱内是否有积水积尘，如有请联系售后专业工程师进行指

导处理。 

2 硬件故障 

主板/通信板等硬件故障请联系售后工程师进行更换。 

3 质保承诺 

产品质保期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保修年限 

1 充电桩（不含辅材） ANC-D10-1T 2 年（质保） 

2 充电桩（不含辅材） ANC-D10-1TS 2 年（质保） 

3 充电桩（不含辅材） ANC-D10-1Z 2 年（质保） 

 

4 其它问题 

如有其它问题可拨打售后服务电话 4001070776 咨询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