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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芯/模组/电池包BOL测试系统

FEATURE
模块化设计，功率范围最大2250V/2MW

高精度量测：最高0.02%+0.02%FS

高采样速率：最高达1ms

电流无缝切换仿真道路工况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为用户提供从mA级别单体电芯到MW级别电池包的测试解决方案。在充放电循环寿命测试（BOL T-
est）基础上，还可仿真复杂的真实工况，如行驶工况、电流脉冲或自定义的波形，满足对电池寿命、能量及续航里程的评估。适用于
产品研发、品质分析/进料检验、生产测试等阶段。同时模块化的设计使得测试系统灵活且通道间相互独立。

应对于产线大批量的测试需求，ITS5300可同时对上百个独立电池模组/电芯进行性能检测，提高了产线的测试效率和产量，ITS5300
提供能馈式解决方案，回馈效率达95%，解决了大功率储能电池或大批量电池模组/电芯测试所带来的高昂用电成本问题。

ITS5300为用户提供不仅硬件自身具备过压、过流、过温、防孤岛保护 等特性。系统还为用户提供急停，断电防死机，防反接防打
火，供电过欠压等保护模块，有效保证系统长时间运行的可靠性。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提供丰富的测试工步和统计分析功能。通道间可同步/独立运行，互不影响，也支持第三方设备控制（温箱或
水冷系统）。用户无需任何语言编程背景，即可快速掌握测试程序编辑和运行。统计分析功能，可协助测试人员快速进行数据筛选
和完成电池性能参数分析。

能馈式解决方案：高达95%

直流内阻/交流内阻测试功能

丰富的充放电测试工步

数据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

多种安全保护功能

扩展性强，集成第三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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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包测试方案
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结合大功率电池特定应用场合，如电动
汽车，储能电池等，为用户提供常规测试项以外的复杂应用测试。
可模拟车辆行驶工况，冷启动电流（cold cranking test）及其他
自定义波形等。针对整车上的电池包测试，系统可模拟直流桩和
BMS之间的标准充电流程，为电池包提供节能的双向能馈式解决
方案。

能馈式解决方案
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可搭配双向能馈式硬件模块，解决大功
率电池包测试过程中造成的能量浪费。不同于传统的架构，能馈
式解决方案是将电池能量转换成纯净的交流电，并回馈给厂内其
他用电设备使用。这节约了终端高昂的电费成本，并且双向的设
备也节省了机柜空间，单个机柜可集成较传统双倍的测试通道
数，提升测试效率。

BMS交互功能
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提供可选的BMS通信交互功能。借由
CANBus通信接口，ITS5300电池包系统可实现与BMS之间的报
文发送和接收，并记录所有的报文，便于后期分析。亦可根据BMS
请求动态调整充放电参数，或作为截止条件和告警信息，支持
DBC格式文件导入。

适用电池包测试范围
电压范围： 最高达2250V
电流范围：单机2040A

功率范围:最大2MW
最高电压量测精度： ≤ 0.02%+0.02%FS

最高电流量测精度： ≤ 0.1%+0.1%FS
超快采样率：最快1ms

电池包系统功能特性
双向能馈式模块，单模块3U达到18kW 

能量回馈效率达95%

光纤主从并机技术，扩展测试功率

无缝电流切换

行驶工况曲线模拟，模拟点数10,000,000

BMS报文接收和发送功能

辅助供电和参数量测

支持第三方设备集成，温箱/水冷系统等

通道间运行控制相互独立

模拟直流桩对整车动力电池进行测试

HPPC/冷启动电流模拟测试

快捷的数据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 

Charge/discharge

CAN communicatio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W

Charge

Discharge

Regenerative

ITS5300 
battery pack 

system
Battery

Pack

* 支持并机扩展电流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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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工况模拟 
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针对EV电池应用提供复杂的动态工况模
拟功能。软件支持.csv文件导入，用户可导入10000000点电流波形
数据，模拟电动车在城市或郊外不同路况下，启动、刹车、加速、减
速过程中从电池耗电或制动反向充电的过程，系统还可为车厂统
计车辆续航里程参数，直接体现电动车性能。

通道间任意并联扩展功率
ITS5300大功率电池包测试系统，拥有较高的功率密度，单个27U
机柜功率可高达144kW。支持同电压不同功率等级的主从并机，
又可以切换为多个通道使用，具备较强的使用灵活性，提高设备
利用率。

辅助通道量测功能
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支援辅助量测功能，可扩展选配的温度
采集仪或多通道DVM表对电池包进行额外温度及电压的监测。
温度采集仪支持各种类型热电偶，T, K, B, E, J, N, S, R, C，量测精
度高达：±(0.01% of reading +0.5) ℃。

模拟充电桩充电机制
当动力电池包置于整车中进行测试时，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可仿真直流充电桩和BMS进行交互，并根据BMS的请求动态调整
充电参数；亦可在接受到错误报文的状态下及时停止充电。ITS5300系统支持DBC文件的导入，并在运行结束后，记录过程中收发
的所有CAN报文。

集成第三方设备
由于电池特性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当温度越高时，输出能量越大；反之越小。在研发实验阶段，为充分验证电池的温度特性，可通过
将电池包置于温箱中，设定温箱温度，完成高低温实验。ITS5300电池包测试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集成第三方温箱或水冷系统，由
软件自动控制温箱的温度或启动水冷系统。

导入波形点数：10,000,000
正负电流切换时间：无缝切换
电流响应时间（-90%~90%）：<2ms

ITS5300电池包系统充放电流切换波形

ITS5300 battery
pack te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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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模组测试方案
ITS5300电池模组测试系统，为用户提供非能馈式和能馈式两种
解决方案，在测试模组性能的同时，可同步监控模组内每个电芯
的电压和温度。  针对智能3C电池测试，ITS5300支持通过SMBus
和电池模组通讯，直接获取模组内参数。针对动力电池模组测试，
I TS 5 3 0 0 提 供 复 杂 的 道 路 工 况 模 拟，冷 启 动 电 流 脉 冲 试 验 及
HPPC测试等等。软件提供丰富的测试工步、曲线绘制、数据查询
和统计分析功能。

电池模组内单体电压/温度监控

多通道在线运行/并联扩展功率

ITS5300电池模组测试系统不仅提供模组的内阻量测功能，结合
温度采集仪和内阻测试仪或DVM表等，可在线同步监测模组内单
体的电压和温度的变化，并且单体压差超过允许范围，可停止测
试。ITS5300温度采集仪支持各种类型热电偶，T, K, B, E, J, N, S, 
R, C，量测精度高达：±(0.01% of reading +0.5) ℃。

ITS5300电池模组测试系统，支持上百个通道模组同时在线测
试，通道间相互独立，可同时运行或分开控制。通道间可主从并联
扩展模组测试功率，PC只需与主机通信即可。通道间可以执行不
同的测试程序，提高了系统的应用弹性。

适用电池模组测试范围
电压范围：0~1000V
电流范围：单机1200A

最高电压量测精度： ≤0.025%+0.025%FS
最高电流量测精度： ≤0.05%+0.1%FS

采样率可达：10ms

电池模组系统功能特性
交流阻抗（ACIR）和直流阻抗（DCIR）测试

库伦效率（HPCE）测试

循环寿命测试

不同温度充放电特性测试（常温/高温/低温）

不同倍率充放电能力测试

荷电保持能力测试

支持CANBus或SMBus协议的BMS通信

HPPC混合功率脉冲特性

模组内单体温度/电压监测功能

Temperature test

Charge/Discharge

Communicate with BCU

Monitor the internal cells voltage

*1 搭配温度仪和内阻仪

*1

Independent after parallel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CH1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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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芯测试方案

电芯分阻/分容测试

高精度量测

单体电芯系统功能特性

电芯测试应用范围

双向能馈式测试方案

交流阻抗（ACIR）

循环寿命测试

不同温度充放电特性测试（常温/高温/低温）

适用于各类型电池，及超级电容测试。

电芯是电池最小的单元，选择容量和内阻一致性较好的电芯，才能保证串并联后的电池模组或电池包性能稳定，输出容量更大。因

此在电芯环节，分阻分容测试变得尤为重要。ITECH的ITS5300电芯测试系统支持上百通道电芯同时测试，在提升产线测试效率的

同时，系统可量测到每个电芯的内阻和容量值，内阻量测精度高达±0.5%±0.05%FS。

电池容量是衡量电池特性的重要指标。传统的电池容量采用软件采样并求积分的方式实现，受限于通信速度，采样率只能达到

20ms甚至更长的时间。而ITS5300的电池测试系统，通过硬件模块内置的容量积分功能，提高V/I的量测精度和采样率，AD采样率

高达400KHz。当电流波形发生变化时，依然能够准确采样并实时求积分，从而为用户获取精确的容量参数。

不同倍率充放电能力测试

自放电特性测试

可集成第三方设备：温箱/水冷系统/DVM表�

快捷的数据查询和统计分析功能 

支持上百通道电芯在线测试

ITS5300 cell test system

......     ......

圆柱形电池 方形电池 软包 超级电容

电芯测试范围
单体电压范围：0~10V
单体电流范围：500mA/10A/100A/200A/400A/500A/600A

电压量测精度：<0.1%FS
电流量测精度：<0.1%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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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DCIR/ACIR测试
电池内阻值关系着电池的放电能力，内阻越大，电池充放电倍率越小，其极容易导致电池发热。ITECH提供电池交流内阻和直流内
阻量测功能，其中交流内阻是搭配专门的交流内阻测试仪，给电池两端施加1KHz的激励信号，测得电池静态下的内阻值。但实际电
池使用过程中，还包括极化内阻，连接点的阻抗等，通过直流阻抗测试能更直观反映电池连续应用中的电阻值。

电池容量测试
由于电池容量受到环境温度和放电倍率的影响，因此容量的测试
通常结合温度特性和放电倍率进行分析，温度越高，容量越大；放
电倍率越大，容量越小。ITS5300系统可集成第三方温箱，温槽的
控制，模拟常温，高温，低温的环境。ITS5300系统提供用户自定义
X轴，Y轴参数类别的功能，可设定Y轴为容量，X轴为时间，从而获
得不同的曲线。

电池循环寿命测试
电池循环寿命测试是电池必测项目之一，当容量衰退至原先的
80%时，可认为寿命终止，一般通过循环充放电获得电池的寿命
次数。而影响电池寿命的因素除了温度和使用频次之外，动态工
况也会加速电池的老化。
ITS5300提供脉冲充放电模式，根据ISO12405-4-2018标准中的
富充，富放曲线编辑工步，并最终完成电池的动态工况寿命测试。

库伦效率测试
库伦效率是表征电池可放出电荷量和充入电荷量的比值，放电电
荷量越接近充入电荷量，表明电池的利用率更高；反之若比值很
小，则表明电池在工艺或其他方面需要改善设计。对于特性好的
电池，需要高精度的设备来量测，才能看到充入和放出电荷量的
差异。

电池测试系统功能介绍

discharge characteristics(by rate of discharge)

VO
LT

AG
E(

V)

4.5

4.0

3.5

3.0

2.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DISCHARGE CAPACITY(mAh)
0.2C 0.5C 1C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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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PC测试
HPPC测试是FreemdomCar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用来测试混
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的性能，是电池系统/模块或者单体进行评估
时的常见测试项。HPPC的主要测试目的是在电池电压范围内，建
立放电深度和功率函数关系，其次是从电压电流曲线，建立放电深
度与传导性电阻和极化电阻的函数，并从电阻的量测结果评估后
续寿命测试中功率衰退，是充分分析动力电池的一项检测手段。
ITS5300支持用户根据HPPC曲线编辑放电脉冲和回馈脉冲值。

电池过充/过放承受能力试验
对密闭性的二次电池来说，在过充过放的情况下，都会引起气体在密闭容器内的迅速累积，内压迅速上升，极容易导致电池爆炸。过充
过放是考验电池安全性能的重要测试项，在一定的过充程度下，电池外形不应该发生变化和起火。为保证电池的安全使用，GB/T 
31241-2014标准中指出，需要明确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充电上限电压，放电下限电压以及最大充电电流和推荐充电电流等参数。

均衡充放电测试
生产制造和使用过程的差异性，会造成电池内部单体的不一致
性，表现在单体的容量，内阻及充放电效率等方面。为了避免个别
单体性能的下降影响整体电池包的寿命和容量损失，BMS一般带
有均衡的功能。目前每个BMS的均衡策略不同，或单体间互相均
衡，也可能采用耗能型方式，在每个单体的后端连接电阻，将电量
较高的单体电量消耗。ITS5300可以在充放电过程中，对电池进行
均衡操作，防止电池单体差异较大，延缓电池寿命。

整车动力电池包测试
当动力电池包置于整车中进行测试时，电池充放电系统需仿真直
流充电桩和BMS进行交互，并根据BMS的请求动态调整充电参
数；或在接受到错误报文的状态下及时停止充电。ITS5300系统支
持DBC文件的导入，并在运行结束后，记录过程中收发的所有
CAN报文。

动态工况模拟测试
ITS5300针对EV电池应用提供复杂的动态工况模拟功能。用户可导入10，000，000点电流波形数据，模拟电动车在城市或郊外不同
路况下，启动、刹车、加速、减速过程中从电池耗电或制动反向充电的过程，软件支持.csv文件导入。ITS5300软件还可为车厂统计车
辆续航里程参数，以进一步反应电动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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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急停
ITS5300电池芯/模组/电池包测试系统提供声光急停保护装置，当异常状况发生时，可通过急停按键，迅速切断输出，保证设备可
靠断电。机柜上部分配套三色灯，通过红/黄/绿灯指示不同的运行状态，便于远距离识别系统的状态，并提供声音的报警提示。

断电记忆保护功能
电池性能验证，往往是一个长时间的测试过程，断电记忆保护模
块正是专门应对长时间测试而设计研发的，可以有效保证长时间
测试的数据在异常断电或电脑死机等情况下，其仍然能够完好的
保存，并且待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后，程序接着出错的工步继续往
下执行，避免重复测试提升了实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防孤岛保护功能（能馈式系统）
针对能量回馈式电池系统解决方案，设备硬件自身带防孤岛保护功能，避免在市电断电情况下，设备继续向电网反馈能量，而造成
不必要的人员伤害。能馈式系统硬件，提供纯净的交流电回馈，谐波成分<5%，满足国家电网的并网要求，回馈的能量可作为厂内
其他设备供电使用，节省了用电成本，特别是对于大功率电池包或大量电芯同时测试的应用场合。

在电池BOL测试中，为避免电池的过充和过放，需实时监控单体
电芯及整个电池包的状态，并在达到一定条件时，及时切断回路
保护电池。ITS5300系统提供非常完善的保护功能：通道过欠压，
单体过欠压，单体压差，过温，过功率等。用户可以根据电池规格
自定义单个或多种保护设置。

防反接防打火保护
防反接防打火模块是专门为提升安全接线及可靠上电而设计的功能模块，以解决接线中电池瞬间给设备内部电容充电而产生的
打火现象，亦可防止电池反接导致设备损坏。

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全方位充放电保护功能

ITS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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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系统程序被任意修改或者人为
的非正常停止，进一步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电池测试系统保护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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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采用软件架构，无需任何语言编程基础，用户便可快速完成测试程序编辑。另一方面，软件提供丰富的测试
工步，较快的采样速率以及报表分析功能，不仅满足各类电池测试需求，更有助于测试后期的电池工艺改进和品质问题追溯。可扩
展性强，软件预留接口用于集成第三方设备，如温箱和水冷系统等。

ITECH系统软件优势
无需编程基础，界面友好简洁 
丰富的充放电工步
多种保护功能及截止条件
较快采样率：高达1ms

通道间测试程序快速复制
通道间独立或同步运行控制
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功能

故障告警/故障信息记录功能
BMS交互&报文记录功能
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丰富的测试工步
测试工步：CC/CV/CP/CC-CV/CP-CV/CR/Reset/Pulse/DCIR/ACIR/Waveform等 *

截止条件: CAN message/变化率/表达式/常规截止条件（单体电压，单体压差，时间，容量，电流，通道电压�）

无限次循环，无限次循环嵌套

Goto跳转

复位/搁置工步

电池预判断
* 根据具体配置而定

主页面

配置界面 实时显示

报表界面

曲线描绘

运行界面

ITS5300测试系统软件功能介绍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为用户提供数据查询及导出功能，记录全测试时间段范围内的电池信息，如通道电压/电流/功率/容量/能量
等，亦可通过筛选功能，显示某工步或某个单体电池片的数据。

统计分析是为协助工程师从庞大的测试原始记录数据中，快速完成电池性能指标分析而设计的功能。通过灵活的数据筛选及曲
线配置，软件将自动统计出最大容量，最小容量等一系列关键数据，从而为用户评估电池的容量衰减比，电压衰减比等提高分析
效率。

支持CSV档案格式的文件导出   
曲线缩放功能，记录全时间段或局部的运行曲线
数据筛选功能：运行时间/测试工步/循环次数�

Your Power Testing Solution
ITS5300电芯/模组/电池包BOL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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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功能，提升电池性能分析效率

ITS5300电池测试系统不仅能够实现安全可靠的自动化控制，完善的保护功能，同时具备类似“黑匣子”的记录功能。详细记录发
生保护的时刻点，发生保护的工步，保护源及实际保护值等，以便于后期追溯及电池设计优化改善。

故障记录功能，助力电池异常的原因追溯

ITS5300提供曲线编辑功能，用户可自定义横轴和纵轴的参数，获取不同的电池特性曲线，如C-t，C-V，V-t等，且曲线可进行缩放
调整，以观察整体或局部的特性变化，操作非常灵活。ITS5300提供电池性能曲线纵向对比分析功能，可以将不同温度或不同放
电深度下的特性曲线放在一张图表中，直观体现电池性能受外部条件的影响程度。

多曲线显示功能，直观体现电池性能变化趋势

测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电池性能分析

故障源 故障时刻点 故障所在工步 故障保护值 故障保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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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样本提供的产品概述仅供参考，既不是相关的建议和推荐，也不是任何合同的一部分，由于本公司产品不断更新，因此我们保留对技术指标变
更的权利、产品规格变更的权利，恕无法另行通知，请随时访问www.itechate.com官网、登陆艾德克斯微信、微博了解其他产品并参与活动。

ADD: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姚南路150号
TEL: 86-25-52415098
FAX: 86-25-52415268

E-mail: sales@itechate.com
服务专线: 4006-025-000

中国部


	ITS5300电芯 模组 电池包BOL测试系统
	ITS5300电芯 模组 电池包BOL测试系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