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电池电导分析仪

用于检测6V和12V起动型蓄电池

使 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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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全 须 知

由于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当电池在工作时，请给予充分的注意。操作
时，请遵照BCI（国际电池委员会）的建议。

电池极柱，接线端子和其他附件可能含有铅或铅化合物，或者其他根据加利
福尼亚州规定可能会引起癌症和先天缺陷的化学物品，或者其他再生性的伤
害。请在操作完毕后洗手。

警告 –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条例第65条规定： 电池极柱，接线端
子和其他附件可能含有铅或铅化合物，或者其他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规定
可能会引起癌症和先天缺陷的化学物品，或者其他再生性的伤害。请在
操作完毕后洗手。

性能

MDX-444P XL AP 蓄电池及电路系统检测仪能够用于检测6伏和12伏普通铅
酸蓄电池和AGM电池，以及12伏乘用车和商用车的起动和充电系统。它能
够在数秒钟内显示检测结果，内置打印机并可随时为客户打印检测结果。

其他性能包括：

• 电池检测范围从100至2000	CCA；

• 坏格探测功能;

• 极性错接保护;

• 测量深度放电的电池；

• 多种电池规格检测（CCA,	JIS,	EN,	DIN,	SAE,	IEC）;

• 提供多种语言界面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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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 和 键 盘

当首次用MDX-444P XL AP连接电池时，在按下回车键之前，它起到伏特计
的作用。

重要提示：当检测仪连接的电压超过直流30伏时，检测仪的电路会被烧
坏。

根据菜单显示，用键盘在菜单中选择，按步骤完成检测过程。

当检测仪没有连接在电池上，需要关闭检测仪时，长按 菜单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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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 界 面

1 上 / 下键

用上下箭头选择测试参数或者选
择菜单选项。

2 回车键

用该键确认选择。

3. 后退 / 打印键 

用该键退回到前页。也可使用
该键通过内置打印机打印检测
结果。

4 菜单键

按该键进入主菜单的测试选项。 

参阅“菜单选择”以获取更多的
信息。

MDX-444P XL AP

1

2

显示电池检测结果

3
4

红外无线输
出口

结论
实际测试的CCA值

测试电压值

电池额定值

打印机

键盘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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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查看和打印结果 显示上次检测结果，按 后退 / 打印键 打印结果。 

QC模式 针对批量库存电池进行快速检测。

数据输出 将最近检测结果输出到红外无线接收器传输到电脑（开
发中）。

进行测试 开始进行检测电池。

语言 选择检测仪使用的语言。（默认为英语）

设置地址 输入显示在打印结果中的地址。

设置时间 选择24小时制式或者12小时制式，并设置时间。

设置日期 选择日期格式并设置正确的日期。（默认为月/日/年） 

计数器 显示本测试仪使用过的次数。

对比度 调整检测仪显示对比度。（默认值10）

温度单位 选择温度单位为摄氏或华氏（默认为华氏）。 

菜 单 选 择
流程

1. 按 菜单键 进入主菜单。

2. 用 上 / 下键 使光标指向对应选项。

3. 按 回车键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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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试 前 的 准 备

在连接电池前，用金属刷蘸苏打水清洁电池接线极柱。当测试侧接线极柱
的电池时，请安装铅适配器并拧紧。

重要提示：不要在钢制螺栓上钢钢。未安装接钢端适配器或安装了磨钢的或钢钢的
适配器会影响钢钢精度。不得使用钢手将适配器上钢钢于1/4 圈。

如果在车辆上进行检测，确认断开所有负载，钥匙不要处于点火位置并且
车门关闭。

连接检测仪

• 将红色夹子连接电池的正极（+）端，黑色夹子连接负极（-）端。

• 连接后把夹子前后摇动一下以求连接牢固。早测试电池前，要求两个
夹子牢固地连接接线端。连接不良会出现提示：检查连接 或 摆动夹
钳。如果出现此类提示，请清洁接线端后再次用夹子连接。

• 最好的测试位置就是电池的接线端口。如果电池无法从接线端口连
接，你可以尝试在跳线端口上测试，但是测量出来的数据可能低于实
际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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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池 检 测

当第一次将检测仪连接电池时，检测仪起到伏特计的作用，直至按下 回车
键 开始检测。这个功能可以通过菜单选择关闭。

按下 回车键 后，滚动 上 / 下键 选择参数，按 回车键 确定。如果这时
出现信息提示，参阅本说明书中的“检测信息”。

1. 应用：选择 汽车。

2. 电池类型：滚动选择 普通铅酸蓄电池，普通AGM电池 或者 卷绕
式AGM电池。

3. 电池标准：滚动选择一个额定标准系统。电池通常会使用一个或多个
标准系统。

标准 描述 范围

CCA 冷起动电流 100–2000

JIS# 日本工业标准 从26A17到245H52

EN 欧洲工业标准 100–2000

DIN 德国工业标准 100–1200

SAE 汽车工程协会标准 100–2000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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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池额定值：上 / 下键 滚动选择额定值，按住 上 / 下键 不动会
加快滚动速度。

5. 按 回车键 开始进行检测。几秒钟后检测仪显示对电池检测的结果以
及测试到的电压。检测仪也能显示所检测的电池类型及规格。

电池检测结果

结果 说明

电池良好 好蓄电池继续使用

良好–须充电 好蓄电池但需要给蓄电池充满电，然后继续使用

充电后再测试 给蓄电池充满电，然后重新测试。注意：如果在重
新测试之前没有给蓄电池充满电，可能导致错误的
读数。如果充电后再次显示 充电后再测试 ，请更
换该电池。

更换电池 更换蓄电池。更换电池有可能因为汽车的电缆与蓄
电池之间连接不良。在拆掉汽车蓄电池电缆与蓄电
池的连接之后，请使用车外模式再次测试蓄电池，
然后决定是否需要更换。

坏格电池–须更换 蓄电池坏格，更换蓄电池。

6. 按 回车键 开始进行检测，按 后退 / 打印键 打印检测结果，或按 菜
单键 退回至菜单选择。

参阅本使用说明中的“维护及故障修复”，以获得更多有关打印机的信
息。

重要提示: MDX-444P XL AP 检测仪仅能保留上一次的检测结果。当开始新
的检测时，上次的检测信息将被覆盖。

测试结果

实际测试的
CCA值

测试电压值

电池额定值



MDX-444P XL AP

30 www.midtronics.com

检 测 信 息

检测中，检测仪可能会发出某些提示信息。下列信息可能会出现在测试过
程中：

检测信息 说明

电池温度 选择环境温度 高于0	ºC	或 低于0	ºC

充电状态 选择 充电前 或 充电后。

检测到表面电荷 在开始检测前清除表面电荷，清除后检测将会重新开
始。

检查连接 一个或两个夹头未能与电池极柱正确连接。

极性错接 夹头连接极性发生错误：负极接到正极，或正极接到负
极。

摆动夹钳 夹头没有与电池极柱连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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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误 信 息

错误信息 说明

外部电池电压过低，

连接到11.50V到16.00V

的满充电池后再打印

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9伏。连接充满电的电池后再使
用打印机。

连接到12V电池 检测仪未能连接到电池。

内部电池电量不足

请更换五号电池

内部AA电池电量过低，需要更换。参阅本使用说明
中的“维护和故障修复”。

检测到非12V系统 所检测的系统不是12伏。

打印机上盖开启

请关闭后再打印

打印机的上盖没有盖紧。

缺少打印纸，请重新放

入热敏打印纸

打印机缺纸。更换新纸卷。参阅本使用说明中的“
维护及故障修复”。

QC测试存储空间满

打印结果或清空内存

QC 模式储存已满。从菜单选择中确定QC模式并清
除储存。



MDX-444P XL AP

32 www.midtronics.com

维 护 及 故 障 修 复

更换测试线

1. 找到固定螺丝

2. 拧开螺丝。

3. 一手握住机盒，一手用力把测试线拔出。

4. 插入新的测试线，拧上螺丝并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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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打印纸

内置打印机只能使用热敏打印纸，打印纸纸卷直径2.25	 x	 85英尺（57毫米 
x 25.9毫米）。大多数办公用品商店里可以买到这种打印纸。

如果无法获得该种打印纸，请拨打Midtronics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1-800-776-1995.

Store Part	Number Phone

Office Depot 209-653-271 800-463-3768

Quill 856607 800-789-1331

Staples 531236 800-378-2753

更换纸卷程序:

1. 打开打印机上盖，轻轻压下红色压杆，取出纸卷架。

打印纸仓

压下红色压杆：朝此方向压

打印纸
感应头

2. 将新纸卷放入打印纸仓，拉出打印纸并延伸至锯刺形的纸槽外。

打印纸从卷筒下部传送

3. 关上打印机上盖，确认压杆已正确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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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故障修复

如果MDX-444P XL AP检测仪未能连接12伏电池，低于11.5伏打印纸传感器就
无法检测打印过程，这时，检测仪出现下列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说明

缺少打印纸，请重新放

入热敏打印纸

√ 检查打印纸是否正确安装。

√ 更换新打印纸卷。

√ 检查打印纸传感器是否清洁或已经损坏。

内部电池电量不足

请更换五号电池

如需要打印，检测仪必须正确连接到至少9伏的
电池。 

√ 连接到具有足够电压的电池以支持打印机工作。

√ 确认夹头正确连接电池的极性：红色夹子连接正极
（+），黑色夹子连接负极（-）。

√ 确认夹头电池极柱连接良好。

打印机上盖开启

请关闭后再打印

√ 检查打印机上盖已经正确盖好。

显示屏故障修复

如果显示屏无法正常工作：

• 检查夹头与电池的连接。

• 电池电压可能过低 （低于1伏）。给蓄电池满充电再重新检测。

• 检测仪内部的五号电池可能需要更换（推荐使用碱性电池）。

• 当按下 菜单键 时，检测仪无法开机，则需要更换内部的五号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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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内部电池

当检测仪内部电池电量不足时，MDX-444P XL AP仍可在检测5.5伏以上的
蓄电池。这时，检测仪会提示 内部电池电量不足，请更换五号电池。 此
时，内部的五号电池需要进行更换。

注意：更换内部电池时，所设置的信息仍会被保存。

根据下列步骤取出并更换内部AA电池：

1. 将检测仪面板朝下。

2. 用起子拧下电池盒上的螺丝。

3. 打开电池盒并取出废电池。

4. 重新装入新的五号电池，并确认正负极连接正确。

5. 盖上电池盒并拧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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