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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置

推荐配置

推荐配置

AC-DC 电源测试

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关电源的应用越来越多，开

关电源对输入市电产生谐波干扰，市电的谐波反

过来对电子产品也会造成影响。ITS9500电源

自动测试系统的扰动测试针对市电波动影响进行

测试，为工程师考虑最多。

车载充电器测试

ITS9500测试系统具有自动档位技术调节电压电流值，具有高准确度

和高分辨率，低涟波和低噪音的特性；LIST编辑功能等特点，针对

车载充电器提供包含输入/输出特性、效率与保护项目测试，大幅缩

短测试时间。

DC-DC 电源测试

DC-DC电源广泛用于军工、通讯设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领

域。ITS9500测试系统特别适合应用于DC-DC电源的高效率自动测

试，依靠ITS9500的强大功能来实现稳定可靠的测试过程，得到精准

的测试数据。

车载充电器

开关电源

DO-DC模块

ITS5300 
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

Feature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专门用于各种动力电池（铅酸、镍氢、锂电

池、超级电容、氢燃料电池等）的性能测试，通过对单体电池的电压、内

阻、温度等参数的实时监测，实现系统对单体电池的过压、欠压、过流、

过热保护以及电池组的均衡充放电。能够模拟电动汽车对电池组的各种等

效工况。

应对于产线大批量的测试需求，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可同时对上

百个电池包，或上百电池包中的200个单体电芯性能检测，极大的提高了

产线的测试效率和产量。弹性的工步编辑和完善的保护功能，灵活应对多

变的测试需求。支持CC/CP/CR放电模式，CC/CV充电模式，脉冲放电

充电模式及交直流内阻测试功能。同时，可描绘充放电曲线，保存内阻，

容量，电压，电流等参数，对电池进行全面的分析。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由工业电脑、电源、电子负载（功率耗散

器）、内阻测试仪、温度采集仪等设备搭配专业的电池测试软件所组成。

突破单一测试的局限性,提供专业的测试工步,帮用户大幅度提高测试效

率。借助系统软件可对系统内各个设备进行同步远程控制。

具备均充均放能力，可用于单节电池/串联电池

组的测试

充电模式：CC/CV/脉冲充电

放电模式；CC/CR/CP/脉冲放电

电压范围：0~1200V

电流范围：0~1500A

功率范围：0~600kW

响应速度快、采样速率高，充放电无缝切换，适

用于各类电池的充放电测试。

采样速率&保存数据时间低至1ms。

高稳定性，高精度，保证宽泛的电压/电流范围

内的绝对精度，提高设备利用率。

电压：0.05% +30mV

电流：0.2% +120mA

系统采用标准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硬件，扩大

应用范围及便于后期维护。

实时在线监测单模块内阻、电压及温度。可分析

单体电池的交流内阻和电池包的直流内阻。

全方位报警及保护设置，可有效防止电池过放，

过充及其他意外故障

系统采用GPIB通信，可支持多套系统扩展使用

（ITS5300-001采用USB通信）

 多通道独立控制

可同时对上百通道电池进行充放电

电池充/放电性能测试、电池循环寿命试验、电池容量测试、品保出货/进料检验、
生产测试等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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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功率

输出电压

2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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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机型 低压经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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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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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低压机型 高压机型低压经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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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容量通常以安培.小时为单位。不同放电倍率

下计算的电池容量值也会不同。通常大电流放电

会缩短电池的寿命，因此电池容量一般以小倍率

（如0.2C）放电。同时深度的放电会损坏电池，

电池容量的计算是相对于一个截止电压而言，从

起始电压到安全截止电压之间的放电容量为电池

的有效容量值。

电池容量测试

随着充放电次数的增加,由于内部氧化引起的内部电

阻增加,会使得电池不能释放已存储的电量,寿命逐

渐终止.电池的循环寿命（充电一次放电一次称为一

次循环）受放电倍率,温度及充放电截止电压等因素

的影响 (如下图). 锂电池一般能够充放300~500次.

如IEC规定锂电池标准循环寿命标准是反复循环

500次后容量应在初容量的60%以上.因此通过循环

充放电测试是评估各类电池生命周期的重要途径。

电池循环寿命测试

电池内阻测试

不同类型的电池内阻不同，相同类型的电池，由于内部化学特性的不一

致，内阻也不一样。内阻是衡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正常情况

下，内阻小的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强，内阻大的电池放电能力弱。

     交流内阻测试

电池包通常由不同节数的单体电芯串接而成，若电芯间的内阻差异很大，

则也会严重影响整个电池包的放电能力。因此获取单体电芯的内阻值并进

行系统的分析，也是电池的必测项目。电池的内阻不是常数，在充放电过

程中随时间不断变化。在线交流内阻测试方法可以快速而准确的得到各个

单体电池内阻的动态变化，从而判断电池是否失效。

     直流内阻测试

直流内阻一般适用于测试大容量电池包或蓄电池，因为小容量电池无法承

载大电流。直流放电法是一种接近于蓄电池工作方式的测试方法。直流内

阻利用两次不同加载电流之电流差和电压差来计算DCR值。

在线测试
交流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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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温度检测

电池充放电性能测试

串联电池组作为电源被广泛应用在各种领域，但是

串联结构导致其中各单体电池在充电中无法自动得

到均衡，多余的能量只能通过热能的形式耗散，从

而对发热的单体电池造成损害。极大地影响了电池

组的性能和寿命。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单体电

池的电压，可对组中电压不平衡的单体电池进行独

立充放电，从而有效提升电池组的可用容量，延长

使用寿命。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由工业电脑,电子负

载,电源,内阻分析仪及温度采集仪等设备组成。突

破传统单一测试的局限性，提供专业的测试工步，

帮用户大幅提高测试效率。同时，借助系统软件可

完成对系统内各个设备的同步远程控制。

模块化的设计使用户可根据需求挑选最适合自身测

试需求的仪器来搭建自动化的测试平台，如此为系

统的架构提供了最大的弹性与可扩展性。

电池快速均充均放

模块化设计结构

对于不同的电池包结构,温度传感器应放置在不同测温点位置，且需求数

量不同。一般会放在温度变化幅度最大的地点。

由于发热电芯体的密集摆放,中间区域必然热量聚集较多，边缘区域较

少。则增加了电池包中各单体之间温度的不均衡，这将造成各电池模块，

单体性能的不均衡，最终影响电池性能的一致性和使用寿命。因此电池的

老化测试中，实时的监控温度变化可更精准的分析电池的性能。

通过电池充放电性能的验证，可以有效的模拟电池的实际使用状态。

�

电池的充电过程通常可分为预充电、快速充电、补足充电、涓流充电四个

阶段。在放电阶段，通常也不会持续的大电流放电，因此模拟可变的脉冲

式的放电电流，成为新型的电池充放电系统的一个方向，且需要可以根据

客户的使用需求，任意并灵活的模拟。

电池放电曲线

电池温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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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编程直流电源

ITS5300测试系统配选ITECH可编程直流电源，用于给单体电池或电池

组充电。

     内阻测试仪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配选ITECH内阻测试仪，

可监控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电压，内阻参数。 

ITECH内阻测试仪采用最先进的交流放电测试方

法，能够精确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和内阻值，并

自动判断电池的参数的优劣情况。

     专业的系统软件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根据客户的需要而设计了一

款电池充放电测试软件。用户可通过编辑测试步

骤，同时对多通道单体电池或者电池组进行恒流充

电、恒压充电、恒流/恒功率/恒阻放电等测试。同

时可监控单体电池的电压，温度及内阻，可完成对

充放电曲线的描绘以及数据的监控和保存。

     直流电子负载

ITS5300测试系统配选ITECH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主要用于给电池放电。

     温度采集仪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整合了ITECH多通道温度采集仪，进行温度监控。

ITECH多通道温度采集仪支持24个通道同步进行温度监控。测量范围

宽达-200℃~2000℃，在确保测量宽范围的基础上做到0.5℃的测量精

度、0.01℃解析度。

优越的性能也确保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对电池温度采集数据的有效性

和精确性，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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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安全保护措施

     断电记忆保护功能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相比较传统充放电一体机的单一保护设

定，其最大的亮点在于提供断电记忆功能。

断电记忆功能是ITECH提供的最前沿完善的保护功能，专门应对于长时

间的老化测试而设计研发，可以有效保证长时间老化测试的数据在异常断

电或电脑死机等条件下，之前采集的数据仍然能够完好的保存，并且待系

统恢复正常运行后，程序接着出错的地方继续往下执行，避免重复测试的

麻烦，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同样，若一直处于断电的状态下，系统会自动切断工作中的充电或者放电

回路，避免电池的过充和过放，保护电池实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全方位充放电保护功能

在电池老化测试中，为避免电池的过冲和过放，需实时监控单体电芯及整

体电池包的状态，并在达到一定条件时，及时切断回路保护电池。

ITS5300电池系统可在同一个界面，观测所有通道中单体电池包的状态，

并形象的通过颜色的不同，表征每个单体电芯异常或处于正常运行的状

态。该系统提供单体欠压，过压，过温，整体电池包过压，欠压及极性反

接等保护功能。

     实时监控各通道充放电情况

电池组通常由单体电池串联而成，在充放电过程中单体的充放电特性存在

差异，因此对于单体的监控也尤为重要。

除了各个通道的重要参数，ITS5300系统可通过搭建温度仪和内阻仪实现

对于单体电压，内阻和温度值的实时监控。

在测试过程中，用户还能够通过测试软件界面清晰明了的观测到每个通道

的测试信息。通过有色方块图对单体特性是正常还是异常进行预警，直观

一目了然，提高测试可靠性。包括通道配置情况、每个通道中相应电池的

电压、电流、放电容量等参数，方便观察与记录。

     保护条件自定义

ITS5300 电池测试系统让用户可以自定义截止条件，

系统所有允许参数都可作为报警及断电保护的限制条

件，当其中任一条件满足时，系统即停止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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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编程直流电源

ITS5300测试系统配选ITECH可编程直流电源，用于给单体电池或电池

组充电。

     内阻测试仪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配选ITECH内阻测试仪，

可监控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电压，内阻参数。 

ITECH内阻测试仪采用最先进的交流放电测试方

法，能够精确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和内阻值，并

自动判断电池的参数的优劣情况。

     专业的系统软件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根据客户的需要而设计了一

款电池充放电测试软件。用户可通过编辑测试步

骤，同时对多通道单体电池或者电池组进行恒流充

电、恒压充电、恒流/恒功率/恒阻放电等测试。同

时可监控单体电池的电压，温度及内阻，可完成对

充放电曲线的描绘以及数据的监控和保存。

     直流电子负载

ITS5300测试系统配选ITECH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主要用于给电池放电。

     温度采集仪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整合了ITECH多通道温度采集仪，进行温度监控。

ITECH多通道温度采集仪支持24个通道同步进行温度监控。测量范围

宽达-200℃~2000℃，在确保测量宽范围的基础上做到0.5℃的测量精

度、0.01℃解析度。

优越的性能也确保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对电池温度采集数据的有效性

和精确性，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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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工步编辑

用户可选择不同的充放电模式，ITS5300测试系统软件支持CC/CW/CR

等多种放电模式，可模拟恒压和恒流两种充电模式。

丰富的停止条件有效帮助用户提高测试的安全性，避免电池出现过充和过

放的情况。在时间，容量，电压等停止条件之间可实现“与”“或”的逻

辑关系，以应对更复杂的测试需求。

     均充均放条件自定义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软件在每个工步设置时可以同时设置均充均放的电

压、电流和电压差，当单体电池间的电压差满足设定值，双极性均充均放

电源会对单体电池进行独立充放电操作。

     数据备份功能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采用数据库，系统更稳定，更不易崩溃造成的数据丢

失，同时，数据库也会自动备份，有效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多电池组同时测试

电池产线上每天会有成百上千个电池被生产出来，所

以需要多路的测试系统，同一时间内完成多个电池的

测试。ITS5300 电池测试测试系统可以将电池片分为

10组，每组可外挂200个电池测试点。不同组可设置

不同的测试程序，同一组内的通道测试程序相同，大

大简化了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

      简便而强大的测试程序编辑接口

ITS5300 测试系统软件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简洁

的编辑接口让您完成复杂的测试程序，无需学会任

何的编程语言，编程就像填写文档般容易。

     用户权限设定

系统的操作包含测试程序的编辑，运行及数据分析等三个主要环节，为更好

的管控不同人员对于系统的操作，ITS5300 I测试系统可以通过用户权限设定

功能，给品质，研发和生产人员开放不同的操作权限，以防止系统程序被任

意修改或者人为的非正常的停止，进一步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同一测试组的电池
可运行统一的程序

可同时测试上
百通道电池组

可同时监控电池组高
达200节单片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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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安全保护措施      支持多种格式输出

测试结果可输出excel,word,htm,pdf,txt等等格

式，便于后期的统计和分析。

     数据查询

测试数据表格自动以日期及时间命名，并提供各种筛选条件对数据进行

筛选，以方便查找。

     完善的报表及分析功能

ITS5300系统提供多样的数据和曲线显示功能，报表中可以记录电池测试

的实时曲线，比如电压，电流，温度，内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以及原始记

录的数据，用户可以轻易的获得所需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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