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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2 行動充電器
 車主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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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儲存本文中的重要安全指示

本文件包含使用行動充電器時必須遵循的重要指示和警告。

警告

警告 使用行動充電器之前，請先閱讀本文件。未閱讀或未遵循本文件的指示或警告，可能會導致火災、觸
電、嚴重傷害或死亡。

警告 請嚴格按照指定的工作參數使用行動充電器。

警告 行動充電器僅可用於 Tesla 車輛充電 (不包括 Tesla Roadster)。請勿將其用於其他目的或其他任何車
輛或物體。行動充電器僅供充電期間無需通風的車輛使用。

警告 請勿將行動充電器轉接器用於任何不適用的插座

警告 如果行動充電器存在缺陷、出現裂痕、磨損、破裂或受到損壞或無法運作，請勿使用 (或中斷使用)。

警告 請勿試圖打開、拆解、維修、不當調整或改裝行動充電器。使用者不可以自行維修行動充電器。如需
維修，請聯絡 Tesla。

警告 請勿將行動充電器插上延長線、多孔插座轉接器、多孔插座、轉接插頭或電源延長線。

警告 請勿在車輛充電過程中將行動充電器從壁式插座中斷連接。

警告 請勿將行動充電器插入損壞、鬆動或磨損的電源插座。確定行動充電器的插腳牢固地插入壁式插座。

警告 請勿將行動充電器連接未正確接地的電源插座。

警告 請勿讓行動充電器接觸易燃或刺激性化學品或蒸汽。請勿在凹陷區域或低窪地面使用或存放行動充電
器。在車庫等室內地點使用行動充電器時，請將行動充電器主控裝置放在高於地面至少 46 公分的位置。

警告 請勿在以下任一情況下使用行動充電器：您本人、車輛或行動充電器曝露在大雨、大雪、雷暴或其他
惡劣天氣下。

警告 搬運行動充電器時，請務必小心，以防止任何元件受損。請勿讓行動充電器承受強作用力或衝擊力。
請勿拉動、扭曲、纏結、拖拽或踩踏行動充電器或其任何元件。

警告 請隨時保護行動充電器，免受濕氣、水分和異物侵蝕。如果上述任何因素已經存在或可能出現侵蝕或
損壞的因素，請停止使用行動充電器。

警告 如果充電時下雨，請勿讓雨水沿著充電電線流下浸濕插座或充電口。

警告 如果插座浸沒在水中或被雪覆蓋，請勿插入行動充電器的插頭。如果此時行動充電器的插頭已經插上
而需要拔下，請先關閉斷路器，再拔下行動充電器。

警告 請勿使用尖銳金屬物體 (例如電線、工具或針) 接觸行動充電器末端。請勿用力折疊行動充電器的任何
零件或使用尖銳物體損壞行動充電器。請勿將異物插入行動充電器的任何零件。

警告 請勿對覆蓋非 Tesla 核准之車罩的車輛進行充電。

警告 確保行動充電器的充電電纜不會妨礙行人、其他車輛或物體。

警告 使用行動充電器可能會影響或損壞醫療或植入式電子設備的運作，例如植入式心臟起搏器或植入式心
電複律去纖顫器。使用行動轉接器之前，請向電子裝置製造商進行諮詢充電對此類電子裝置的影響。

警告 請勿用清潔劑清潔行動充電器。

注意事項

小心 請勿將私人發電機作為充電電源使用。

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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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請勿在行動充電器工作範圍 -30°C 至 +50°C 以外的溫度下操作行動充電器。

小心 請將行動充電器存放於溫度在 -40°C 與 +85°C 之間的清潔乾燥處所。

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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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充電器元件概覽

1。 把手
2。 把手上的按鈕
3。 纜線
4。 NEMA 5-15 轉接器
5。 NEMA 14-50 轉接器
6。 行動充電器控制裝置
7。 狀態燈

規格

僅可使用 120 伏特之交流電源，妥善接地的 50/60 赫茲牆壁插座，電流強度至少為 15A。

可能的話，請使用單一插孔的完好插座，如果插座有 2 組插孔，請勿將其他電器插入另一組插孔。

行動充電器長度為 6 公尺。請使用位於車輛充電埠周圍約 4 公尺 內的既有插座，或裝設新的插座，且插座至少
需 45 公分。充電埠位於車輛的左側，在接近車尾燈組件的一個蓋板後面。

警告 請勿將行動充電器插上延長線、多孔插座轉接器、多孔插座、轉接插頭或電源延長線。

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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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參考資料

說明 規格

電壓 100 至 240 伏特單相交流電

最大電流 最大值 32A；由適當的轉接器控制

柵極頻率 50 或 60 Hz

電纜長度 20 英尺 (6 公尺) (安裝轉接器時)

行動充電器控制裝置尺寸 高度：7.1 吋 (130 公釐)

寬度：3.2 吋 (130 公釐)

深度：1.9 吋 (130 公釐)

體重 5.2 磅 (2.4 公斤)

工作溫度 -22°F 至 +122°F (-30°C 至 +50°C)

外殼類型 4X

通風 不需要

充電時間

充電時間因電源插座的電壓與電流而有所不同，也視不同的情況而定，充電時間也視環境溫度與車輛的電池溫
度而定。如果電池溫度不在理想充電溫度範圍內，車輛會在開始充電前或充電期間將電池加溫或降溫。

若要預估重新充電電池所花費的總時數 (從 0% 到接近 100%)，請將電池大小 (kWh) 除以功率 (kW).不同的轉接
器提供不同的電流和電源輸出。

當您為車輛充電時，您也可輕觸充電圖示以檢閱充電狀態資訊; 其中會顯示以目前所選的充電層級充滿電量的剩
餘時間。

如需瞭解充滿 Tesla 電量所需時間的最新資訊，請前往 www.tesla.com/zh_TW。

充電速率參考資料

轉接器 電流 120 伏特時的功率

5-20 16A 1.7 kW

5-15 12A 1.3 kW

轉接器 電流 240 伏特時的功率

14-50、6-50 32A 7.6 kW

14-30、10-30 24A 5.7 kW

6-20 16A 3.8 kW

6-15 12A 2.8 kW

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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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充電器」包含 NEMA 5-15 120 伏特電源插座轉接器，適用於 120 伏特的標準家用插座。您也可以購買
NEMA 14-50 240 伏特轉接器和其他 NEMA 5-15 120 伏特的轉接器。

NEMA 5-15 轉接器

NEMA 14-50 轉接器

如需其他轉接器，可逕行洽購。如需詳細資訊，請前往: www.tesla.com/zh_TW.

取出轉接器

若要取出轉接器，請緊握轉接器，然後將其從插座中拉出。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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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轉接器

若要接上轉接器，請將轉接器與行動充電器的充電纜線對齊，並將轉接器推入插座直到卡入定位。

附註 行動充電器會自動偵測連接的轉接器，並設定適當的電流消耗。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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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電源

小心 每次使用之前，請務必先檢查行動充電器與轉接器是否損壞。

1。 確定行動充電器的轉接器與您要使用的插座相匹配。
2。 將行動充電器的轉接器插入電源插座，轉接器必須完全插入電源插座。

3。 在車輛未上鎖的狀態下，按下行動充電器把手頂部的按鈕。充電埠門蓋將會開啟。

附註 鑰匙在車輛附近時，車輛不會上鎖，且系統會啟用自動解鎖功能。您也可以透過以下任一種方式開啟
充電埠門蓋:

• 在觸控螢幕上，使用應用程式啟動工具開啟充電應用程式，接著輕觸開啟充電座。
• 當車輛未上鎖或可偵測鑰匙在附近時按下充電座門蓋 。
• Model S、Model X: 按住鑰匙上的後行李箱按鈕 1-2 秒。
• Model 3: 在觸控螢幕的車輛狀態上，輕觸充電圖示。
• Model 3: 輕觸觸控螢幕上「卡片」區域內的充電圖示，接著按下「開啟充電埠」。

4。 將行動充電器把手插入您車輛的充電座。
5。 將行動充電器插入至您的車輛後，充電座的指示燈會在充電期間閃爍綠燈，車輛會顯示充電資訊。觸控螢

幕會在您關上最後開啟的車門後關閉，充電座指示燈會在您上鎖車輛後停止閃爍。

如何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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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下充電纜線

充電完成時，燈號會停止閃爍並恆亮綠燈。

1。 在車輛未上鎖的狀態下，按住行動充電器把手上的按鈕，接著等待充電埠指示燈轉為白燈，然後從充電埠
拔下行動充電器。

附註 為防止他人擅自拔下充電纜線，您必須在車輛處於解鎖狀態或是能夠識別到附近的鑰匙的情況下，才
能夠拔下充電纜線。

附註 在充電埠閂鎖縮回後，行動充電器會停止供電，此時您可安全地從車輛拔下行動充電器。
2。 充電埠門蓋會在您拔下充電纜線後自動關閉。

附註 如果您的車輛未配備電動式充電座門蓋，您可能需要將充電座門蓋推回關上。

Tesla 建議保持行動充電器的牆壁插座的連接，以降低每日使用所產生的磨損。如果您計畫不使用行動充電
器一段時間 (例如去渡假)，請將其從插座上拔下，並置放在適當地點。

更多詳細資訊

如需如何進行車輛充電的詳細資訊 (調整充電設定、檢視充電狀態等)，請參閱車主手冊的充電章節。

如何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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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燈

在正常情況下，充電過程中 Tesla 標誌的燈會持續閃爍，紅燈會熄滅。請注意這些燈的狀態，以確定問題所
在。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或電源插座上拔下以重設裝置。

綠燈 紅燈 意義 處置

全部亮起 1 秒 關閉 啟動順序。 無需任何操作。行動充電器正在啟
動。

全部亮起 關閉 電源開啟。行動充電器已通電且待
機中，但並未充電。

確定行動充電器已插入車輛。

串流 關閉 充電進行中。 無需任何操作。「行動充電器」正
常充電中。

串流 閃爍 1 次 偵測到車輛充電器溫度過高，因此
降低充電電流。

從車上拔下行動充電器之後接回。
請考慮在陰涼的區域內充電，例如
室內或陰涼處。如果故障仍然存
在，請聯絡 Tesla。

串流 閃爍 2 次 因偵測到連接至行動充電器控制裝
置的輸入插頭溫度過高而降低充電
電流。

從車輛和牆壁插座拔下行動充電器
並等待 10 秒。確保轉接器已完全
插入，將行動充電器接上牆壁插
座，然後連接至車輛。如果故障仍
然存在，請聯絡 Tesla。

串流 閃爍 3 次 偵測到行動充電器控制裝置溫度過
高，因此降低充電電流。

從車上拔下行動充電器之後接回。
請考慮在陰涼的區域內充電，例如
室內或陰涼處。如果故障仍然存
在，請聯絡 Tesla。

串流 閃爍 4 次 偵測到牆壁插座溫度過高，因此降
低充電電流。

請確保電源插座適用於充電且插頭
正確插入。請考慮連接另一個插
座。如果無法確定，請諮詢電氣技
術員。

串流 閃爍 5 次 偵測到轉接器中發生故障，因此降
低充電電流。

請確定行動充電器的轉接器已正確
連接。

疑難排解

10



綠燈 紅燈 意義 處置

關閉 閃爍 1 次 接地故障。電流透過潛在的不安全
路徑漏出。

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拔下之後接
回。請嘗試使用不同的插座。如果
故障仍然存在，請聯絡 Tesla。

關閉 閃爍 2 次 接地損耗。行動充電器偵測到接地
損耗。

確定電源插座已正確接地。請考慮
連接另一個插座。如果無法確定，
請諮詢電氣技術員。

關閉 閃爍 3 次 繼電器/接觸器故障 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拔下之後接
回。請嘗試使用不同的插座。如果
故障持續存在，請聯絡 Tesla。

關閉 閃爍 4 次 電壓保護過高或不足。 請確保電源插座適用於充電且插頭
正確插入。請考慮連接另一個插
座。如果無法確定，請諮詢電氣技
術員。

關閉 閃爍 5 次 轉接器故障。 請確定行動充電器的轉接器已正確
連接。

關閉 閃爍 6 次 導頻器故障。導頻電平錯誤。 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拔下之後接
回。請嘗試使用不同的插座。如果
故障持續存在，請聯絡 Tesla。

關閉 閃爍 7 次 軟體錯誤或不符。 更新車輛軟體 (如有)。若無法取得
更新，請聯絡 Tesla。

關閉 亮起 自行檢查失敗。 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拔下之後重新
接上。如果錯誤持續，請將行動充
電器從車輛及電源插座拔下，之後
再重新接上。

全部亮起 閃爍 1 次 熱故障。 請考慮在涼爽區域充電，如室內或
蔭涼處。如果故障仍然存在，請聯
絡 Tesla。

全部亮起 閃爍 5 次 轉接器故障。充電電流限制為
8A。

從車輛拔下行動充電器。將行動充
電器插回車輛。如果錯誤持續，請
將行動充電器從車輛和電源插座中
拔下，之後重新接上。

關閉 關閉 已斷電。 拔下「行動充電器」，並檢查電源
插座是否有電。

疑難排解窗口

Charging_TW@tesla.com

0809 007518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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