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池测试解决⽅案

电池芯测试

SP-1U/2U系列�⾼性能可编程直流电源

电压范围：�0-75V
电流范围：�0-60A
功率范围：�0-4000W

软包电池芯/圆柱形电池/⽅形电池芯充电,��静⽌测试，�电池特性分析以及材料测试，�电压平衡测试

应⽤范围:

■��低电压纹波和低噪⾳可以实现精密的充电以及放电

��⾼速采样率■

应⽤优势:

推荐产品

����������随着清洁能源的⼴泛应⽤，�电池已成为我们⽇常⽣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电池的寿命往往是电池⼚家

以及组装⼚家最关⼼的，�在研发和⽣产过程中需进⾏⼤量的测试，�以确保它们能满⾜市场的所有需求。�APM贴合市场需求，�提供

专业的电池测试解决⽅案，�适⽤于包括燃料电池在内的各种电池，�如铅酸蓄电池、锂电池（动⼒电池包）、�镍镉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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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包/电池模组测试

■��常规性能实验：�静态容量实验、�荷电保持能⼒、�充电接收能⼒、�峰值功率实验、�动态容量实验。

��电池组充放电效率以及电池组过充、�过放的承受能⼒。■

��循环寿命试验：⽀持任意编辑的⼯况模拟试验。■

��验证电池管理系统的电压电流检测精度和能量估计状态。■

应⽤范围:

推荐产品

■��具备恒流、�恒功率、�恒电阻、�斜坡放电功能以及恒压限流、�恒流限压、�恒流限时等充电功能。

��⾃定义的⼯况模拟功能：包括各种参数状态下的充电、�放电、�静置状态的模拟。■

��具备掉电、�过压、�过流、�短路、�反接、�缺相和过温等多重保护功能。■

��能直观显⽰并记录多路充/放电测试设备的各种实时数据、�⼯况转换、�故障信息等。■

��具备强⼤的数据查询、�分析、�管理、�记录等功能。■

��⾼性能的能量回馈算法，�提⾼能量利⽤效率。■

��⽀持CAN、RS485、�以太⽹通讯，�可与BMS实现数据对接功能。■

应⽤优势:

系统架构:

电池 直流电源�&�电⼦负载 试验箱 数据采集仪�&�温度记录仪

系统控制�&�⼯业电脑

SP-3U/6U系列�宽范围⼤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

电压范围：�0-2250V
电流范围：�0-1200A
功率范围：�0-36kW,��可扩展到576kW

EL系列�⾼密度可编程直流电⼦负载

电压范围：�0-200V/600V/1200V
电流范围：�0-2880A
功率范围：�0-27.9kW,��可扩展到558kW

SP-1U/2U�系列⾼性能可编程直流电源

电压范围：�20V-800V
电流范围：�7.5A-200A
功率范围：�600W-4000W,��可扩展到40kW

电池测试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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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放电测试

燃料电池/铅酸电池/锂电池/镍镉电池等放电测试

应⽤范围:

■��独特的计时和量测功能，��可让⽤⼾在电池放电测试和类似应⽤中，��使⽤恒电流、��恒电阻、��或恒功率模式下进⾏放电测试。��

�����设置电池四种测试结束条件结束电压、��超时、��结束⽡时、��结束安时。��当四者中任⼀种条件满⾜时，�会⾃动停⽌测试。

应⽤优势:

推荐产品

■��可编程程序及模拟量控制，��模拟复杂波形拉载。

EL系列�⾼密度可编程直流电⼦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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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范围：�0-200V/600V/1200V
电流范围：�0-2880A
功率范围：�0-27.9kW,��可扩展到558kW



电池充放电测试

����������2021年，�在碳中和成为全球发展共识的背景下，�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成为必然趋势，�这让发展了10多年的新能源汽⻋事业

继续如⽕如荼，�也是当下实现⽣命周期低碳化的重要保障。�在“双碳”的新机遇下，�新能源汽⻋市场渗透率已超过10%，�业内⼈⼠

表⽰，�到2025年，�新能源汽⻋预计将占中国新⻋销量的35%以上。�近期，�通⽤汽⻋，�福特和丰⽥汽⻋先后宣布了在美国建⽴电池

⼯⼚或电动汽⻋组装⼚的计划。

����������消费者对于⻋辆的需求是⾥程要⾼，�快充速度要快，�电池要安全。�⾃新能源汽⻋⾯世以来⼀直不断有起⽕事故或者其他问

题被爆出。�电池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电池的寿命往往是电池⼚家以及组装⼚家⼗分关注的。�据此，�APM全天科技贴合市场需求研

发专⻔研发满⾜电池测试的⼤功率源载产品。

包括燃料电池在内的各种电池，�如铅酸蓄电池、�锂电池（动⼒电池包）、�镍镉电池等。

测试对象:

推荐产品

SP-3U/6U系列�宽范围⼤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

SPS-M/A系列�直流电源系统

EL系列�⾼密度可编程直流电⼦负载

ELS系列�直流电⼦负载系统

充电应⽤
产品优势:
■��智能三段式充电算法，�匹配测试电池类型，�精准管理充电过程

��实时刷新显⽰电池充电过程曲线■

��专业测试软件，�⽀持数据报表导出■

��⾼精度、�⾼分辨率、�低纹波，�具有合适通讯以及数模接⼝■

��⽀持主从并机模式实现功率扩展■

放电应⽤

产品优势:
■��⽀持主从并机模式实现功率扩展，�不受型号限制扩展⽅式灵活

��多种放电截⽌条件可设置，�避免电池过度放电导致的永久损坏■

��多种放电模式可设置，�满⾜不同应⽤场景的测试需求■

放电时间

终⽌电压

电池电压

时间

拉载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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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扩展⽅式灵活:
����������在单台电⼦负载功率⽆法满⾜测试需求时，�可以将2台或者以上的负载并联使⽤。�如果此前客⼾已经采购了较⼤功率的电

⼦负载，�可参考实际情况选择满⾜测试需求剩下功率的⼩功率电⼦负载。�⽐如，�客⼾近期将测试功率扩展到30kW，�此前已经购

买了26.4kW的电⼦负载，�那么此次可以采购4.4kW的负载即可。�主从模式仍然适⽤于不同型号电⼦负载构成的并机系统。

26.4kW

4.4kW

多种放电截⽌条件提供放电保护:
����������电池过放可能会给电池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电流过放或者反复过放对电池影响更⼤。�⼀般⽽⾔，�过放电会使电池

内压升⾼，�正负极活性物可逆性受到破坏，�即使充电也只能部分恢复，�容量也会有明显衰减。�电⼦负载的电池功能模式下可以

设置结束电压，�在电池电压达到此值后会⾃动关闭输⼊，�不会让电池深度放电⽽损坏。��电⼦负载还提供特定放电时间放电测试，

当放电时间达到设定时间时，�停⽌放电。

放电时间

电池电压

时间

电池电流

多种放电模式可设置:
����������常⻅的放电模式包括�脉冲放电模式�和�斜率放电�模式。�负载根据⽤⼾编辑的序列⽂件来模拟负载的复杂变化，�最多可⽤300

步阶来描绘爬升下降时间和运⾏间歇，�每⼀步阶有6种模式（� 恒流、恒压、�恒电阻、�恒功率、�短路、�卸载）可选，�且每⼀步阶均可独

⽴设置运⾏时间。

脉冲放电模式 斜率放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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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

����������⽬前随着清洁能源的⼴泛应⽤，�电池能源成为⼀种⼤众化消费能源，�⼤容量锂电池⽤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也给电池⼚

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测试挑战。�新电池需要做配组，�进⾏⼀致性的筛选；�电池包设计定型过程中，�多个环节的测试需要进⾏充放电；

考察电池包性能，�进⾏⼯况测试需要充放电测试的辅助；�旧电池充放电测试健康状况；�⼀些认证、抽查和验收测试均需要进⾏充放电。

APM全天科技提供⾃动测试解决⽅案并可依据客⼾需求提供相关客制化测试。

包括燃料电池在内的各种电池，�如铅酸蓄电池、�锂电池（动⼒电池包）、�镍镉电池等。

应⽤范围:

■��⽀持恒流恒压充放电功能，�可以实现⾃动寿命循环，�⾃动进⾏标准⼯况或者⼈为设定⼯况的测试；

��具有记录实时电流、�电压、�温度、�荷电量等相关测试数据和故障数据的功能；■

��可以设置不同充放电终⽌条件，�总电压、�单体电压、�电池荷电状态等；■

��安全监控功能，�处理对过流、�过压、�过温、�⽋压、�⽋流、�短路、�掉电保护等故障状况；■

��根据测试记录，�绘制时间-电压、�时间-电流、�时间-阶段容量、�时间-充电累计容量、�时间-放电累计容量、�时间-功率、�时间-电阻、■

�����时间-能量、�时间-单体电池电压等曲线；

功能说明:

系统架构:

⼯业电脑(系统软件)

传感器与数字万⽤表

直流电源(辅助供电)

直流电源(充电功能)

直流负载（放电功能)

控制器模块

待测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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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池内阻测试

电动⼯具电池包出⼚检验测试,��模拟电动⼯具电池内阻测试

应⽤范围:

■��对客⼾不同型号的电池包进⾏⽐较测试后，��得到准确的内阻参数，��基于实际测试需求修改告警机制。

��根据产线测试操作模式，�增加密码保护，�防⽌客⼾误操作。■

��全天科技负载搭配PLC控制测试治具可实现电池包的出⼚检验测试。�该直流负载电流范围宽，�可满⾜不同型号电池电流的测■

�����试需求。��质量轻，�⽆需借助外⼒⼀⼈即可实现搬运。�尺⼨⼩，�可灵活搭配测试治具放置。

应⽤优势:

推荐产品

���������不同于电源，�电池的内阻不可忽略。�在测试时为了更贴近电池包测试时的真实效果，�需要同时加⼊电池内阻模拟,��结合市

场上的需求,��⼀站式解决电动⼯具的⽣产检验测试。�

EL系列�⾼密度可编程直流电⼦负载

电压范围：�200V/600V/1200V
电流范围：�0-320A
功率范围：�0-3000W

测试模拟:

1.�电池包测试波形图

SP-1U/2U�系列⾼性能可编程直流电源

电压范围：�20V-800V
电流范围：�7.5A-200A
功率范围：�600W-4000W,��可扩展到4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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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源实测波形图

3.�电⼦负载:��通过RS232来实现数据实时监控，�通过负载I-MON端⼦来进⾏⼤电流保护的验证，�提⾼测试效率的同时
�����也确保了测试的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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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Q1

T

KM2

KM1

储能变流器

储能变流器相关测试

应⽤范围:

■��需要电源模拟各种运⾏⼯况；�使⽤电源的列表功能、�序列功能模拟了部分运⾏⼯况，�测试结果满⾜要求。

��满⾜测试储能变流器(PCS)的低压穿越功能。■

��具有宽范围输出电压。�■

应⽤优势:

推荐产品

���������储能变流器(PCS)可控制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过程，�进⾏交直流的变换，�在⽆电⽹情况下可以直接为交流负荷供电。�PCS�

控制器通过通讯接收后台控制指令，�根据功率指令的符号及⼤⼩控制变流器对电池进⾏充电或放电，�实现对电⽹有功功率及⽆

功功率的调节。

电压范围：�0-2250V
电流范围：�0-1200A
功率范围：�0-36kW,��可扩展到576kW

SP-3U/6U系列�宽范围⼤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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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管理系统BMS⾃动测试系统
���������电动汽⻋的电池系统往往由成百甚⾄上千个电池单元（也称作电芯）组成。�虽然有这么多的电芯⼀起⼯作，�但电池系统的整

体性能其实是由最差的那个电芯所决定的。�因此，�只有准确监测每⼀个电芯，�精确评估每⼀个电芯并且⾼效管理每⼀个电芯，�

确保所有电池保持⼀致的良好状态，�才能实现系统的⾼性能、⻓寿命和安全运⾏。

0%

50%

100%

BMS简单概括来说就是：采集电池信息，�计算电池状态参数，�与外部控制器通讯。

BMS

单体
电压
监测

单池
状态
估计

充放
电过
程控
制

均衡
管理�

温度
管理�

安全
管理�

系统
通讯

电池包

电池冷
却系统

安全监
控系统

其它
系统

电动⾃⾏⻋、�电动机⻋、�储能系统、�电动⻋电池模块、�电动船等

适⽤范围:

由于电池BMS必须与电池配对才能使⽤，�属于⾼度客制化的组件，�所以BMS的各项参数都由使⽤者来设定，�ATE只是执⾏并确

认是否符合各项条件的⼯具和平台，�实现快速准确地验证，�避免⼈为疏忽。

BMS

电池测试解决⽅案



11

电池测试解决⽅案

⾼效��稳定��可靠��精密��

■�BMS�IC�唤醒，软件写⼊，参数写⼊

BMS�IC�数据⽐对■�

BMS�IC�电压校正/电流校正/温度校正■�

充放电测试与BMS量测精准度测试■�

平衡功能检测■�

测试项⽬:
过⾼电压测试■�

过低电压测试■�

过充电电流测试■�

过放电电流测试■�

过温保护测试■�

系统架构:

⼯业电脑(系统软件)

数字万⽤表

直流电源(做外部注⼊)

直流电源(模拟电池)

直流负载

其它通讯仿真板卡

待测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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