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锂电池研发·制造工程中大有作为的                      测试仪

Inpedance Analyzer IM3570

Battery Inpedance Meter BT4560

Precision DC Voltmeter DM7276

NG

NO!

OK

OK!

Battery HiTester BT3563

Resistance Meter RM3545-02

1

2

3

4

5

6

Insulation Tester ST5520I

Resistance Meter RM3545

混合状态测量

异物检查

开放电压·外壳电位测量

元件接合部分 电阻测量

电极电阻测量

焊接部分电阻测量

电极-外壳 绝缘测量

内部电阻·阻抗测量

内部电阻·电压测量

对于材料调试的混合状态通过
导电率分布使结果可视化及电
池的高寿命化得以测量。

通过高灵敏度磁性传感器检测
出电极中夹杂的金属异物
提高电池的安全性

可测量测试探头间的微小电
容，又能防止外壳电位的接触
错误

因为可以检测出微小电压的变
化从而缩短了老化时间

元件接合部分的焊接状态可通
过测量其电阻检查

继电器内存可测量20组电路

能够在测量电极电阻的时候迅
速反映制造条件

测量焊接部分电阻时能判断焊
接状态

实现短时间测量阻抗光谱

1kHz的电池内部电阻(阻抗)检
查 时 推 荐 使 用 电 池 测 试 仪
BT3563

电池元件接收时的开放电压测
量与内部电阻检查可同时进行

确认测试探头接触电极与外壳
的同时测量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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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分析仪 IM3570 RM3545

●LCR测量，DCR测量，扫频测量的连续测量与高速检查1台全部搞
定

●LCR模式时最快1.5ms(1kHz)，0.5ms(100kHz)的高速检查
●基本精度±0.08%的高精度测量
●适用于压电元件的公正特性检查，功能性高分子电容的C-D与低

ESR测量，电感线圈(线圈•变压器)的DCR与L-Q测量等
●分析模式时频率扫描测量，电平扫频测量，间隔时间测量皆可

●基本精度0.006%，最小分辨率0.01µΩ，最大测量电流1A
●可测量范围0.00µΩ(测量电流1A)~1200MΩ
●使用多路扫描器单元Z3003(选件)能进行多点测量(4端子20通道)

和综合判断的多路扫描功能(仅RM3545-02)
●开放端子电压20mV以下的低电量电阻测量
●高度对应所有产线，从开始测量到判断输出最短仅需2.2ms

测试治具非主机标配。请根据需要购买测试治具•探头等选件。*关于RS-232C连接线：可
以使用市场上购买的内部链接-十字线缆。RS-232C线缆9637仅在不适用硬件跟踪控制
的情况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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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测试仪 BT4560 电池测试仪 BT3563, BT3562

●对应最大300V的直接测量(BT3563)
●大型(低电阻)元件检查
●多种接口对应高速自动化产线

*判断是否合格的基准值，可根据电池种类由用户自行设置

●低频AC-IR*测量时间迅速
*用1Hz以下的频率测量内部阻抗，无需充放电

●低阻抗电池也能准确*测量
*改善了S/N比3mΩ量程的测量电流1.5A

●不受接触电阻和配线电阻影响的电路结构实现稳定测量
●阻抗与电压的同时测量

测试探头非标配。请根据需要购买探头等选件。
测试线非标配。请根据需要购买选件。EXT I.O用的公头·连接器(系统部分)作为增值服务
已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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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阻测试仪 ST5520直流电压计 DM7275, DM7276

●最快50ms高速判断
●残留电压迅速放电
●自由设置试验电压值(1V分辨率，25~1000V设置)
●接触检查功能(防止接触不良的误判)
●短路检查功能(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接近标准源的高精度测量1年精度9ppm DM7276
●低成本寄出机型1年精度20ppm DM7275
●电容式接触检查
●对应全球化产线 通用电源
●标配EXT I/O,LAN,USB

仅主机无法测量。
请根据需要购买选件。测试探头非标配。请根据需要购买探头等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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