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Honeywell 多槽电池充电器能够在 8 小时内 （通常为 4 个半小时）充满多达四块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从而最大化任何应用设备的工作时间。  

注： 电池放入 Honeywell 多槽电池充电器即开始充电。  请注意，多槽电池充电器不能用于与主机系统或其他影像扫描仪的通信。

多槽电池充电器的使用和指示器

首先，连接直角电源适配器与多槽电池充电器。然后将电源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确保交流电源插座的电压与电源相同。  

注： 请仅使用符合 UL/cUL 标准的电源，额定电源输出为 5Vdc， 4 安培 (A)。  
我们建议您使用 Honeywell 电源适配器。使用非 Honeywell 认可的电源适配器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该损坏不属于保修范围。

1. 将电池放入电池座充电。

2. 插入电池后，绿色 LED 指示灯闪烁 3 次，然后闪烁放慢。  如果绿色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池组完全插入卡槽，电池接点与充电器接点相对。

3. 当电池处于充满状态，充电指示灯停止闪烁，保持常亮。

电池充电温度为 5° 至 40° 摄氏度。

安装

按照下列尺寸要求将多槽电池充电器安装到任何平坦的表面：

如果有金属或木制螺栓，在螺栓上钻一个 2.38 毫米的定位孔，使用所提供的 #6 x 1 螺钉将多槽电池充电器固定在墙上。  使用薄板固定铆钉或螺钉配套工具，比如下
方列举的工具，将已定位的螺钉直接插入清水墙。  确认分散支撑电源的重量。 

有关电池的说明

LED 指示器

熄灭 未检测出电池

闪烁 3 次 电池插入底座

缓慢闪烁 预充电和充电

常亮 充电完成

快速闪烁 由于故障导致充电暂停

墙壁 推荐的固定铆钉

薄板 Buildex E-Z 锚螺栓中型清水墙铆钉（型号 #25216）；承重 22.68 公斤

木材 / 金属 附带 #6 x 1 螺钉

本设备只可使用 Honeywell 锂离子电池组 BAT-SCN01。 使用任何非 Honeywell 电池可能会导致不在保修范围的损坏 .

多槽电池充电器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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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推荐
• 电池出厂时，充电量大约为 30% 至 60%，请将电池完全充电以达到最大充电容量。

• 电池为锂离子电池，可在未完全充电时使用，也可在电量未完全耗尽时充电，不会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对这类电池不需要进行任何充电和放电调节操作。

• 不要拆卸电池。  用户不得私动电池内部零件。

• 切勿使金属导电物体连接电池两极。切勿使电池短路，或将电池投入火中；这会引起爆炸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
• 电池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起火、爆炸或其它危害。
• 尽管电池可以反复充电，但最终将会报废。  当电池不能达到足够的电池容量时，请更换电池。

• 如果您不能确定电池或者充电器是否正常工作，请将电池或充电器送到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或经授权的服务中心进行检验。  参看技术协助 （第 2 页）以
获得更多的信息。

电池的妥善处置

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请按照当地相关法规及时处理废旧电池。切勿焚烧电池。本电池组包含锂离子化学物质。您也可以将影像扫描仪的电池交给我
们处理（须预付邮资）。  运送商应遵守联邦、州和当地有关废旧电池包装、标签、记录和运送的所有法律和法规。  联系下面技术协助部分所列回收中心，
以获得回收和处理的信息。如果您觉得返还电池的邮寄费用不低，也可以选择当地的回收或处理公司，这样可能更为划算。

清洁多槽电池充电器

清洁前拔掉多槽电池充电器的电源。

用柔软的布或棉纸蘸水（或者中性水溶性清洁剂）清洁多槽电池充电器机体。  如果使用清洁剂，请用干净的棉纸蘸清水再擦拭一遍。

技术协助

有关技术支持、产品服务和维修的联络信息，请登陆 www.honeywellaidc.com。

有限保修

有关保修信息，请访问 www.honeywellaidc.com/warranty_information。

Disclaimer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HII”)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in specific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the reader should in all cases consult HII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such changes have been made.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does not represent a commit-
ment on the part of HII.

HII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technical or editorial errors or omissions contained herein; nor for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resulting from the furnishing, perfor-
mance, or use of this material.

This document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that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photocopied, reproduced, or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HII.

 2009-2014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ther product names or marks mentioned in this document may b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other companies and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Web Address: www.honeywellaidc.com

请不要使用溶剂（例如酒精或丙醇）清洗充电器机体，这些溶剂会损坏抛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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