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流耐压绝缘电阻测试仪 ST5680
DC HIPOT TESTER ST5680

为电池的安全测试提供更优化的检测方案
通过波形分析提升电池的检测品质

随着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对于车载部件的可靠性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追求高质量。
搭载的电池，可能会因为老化等原因导致重大事故（火灾等）。
因此，需要比以往更加注重电池的安全性和品质管理。

・检查结果可以留存波形，用于证明电池的品质
・出货检测想要满足所有的国际标准（直流耐压测试）

ST5680是为满足这些电池市场要求而开发的直流耐压绝缘电阻测试仪。

市场需求

P r o d u c t  C o n c e p t

日置官方微信 日置官方微博

 400-920-6010
www.hioki.cn

3年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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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检查绝缘性能， 准确检查绝缘性能， 
验证电池和电机质量验证电池和电机质量

使用波形和数值验证绝缘性能

波形显示的优点

ST5680是能够基于各种安全标准进行直流耐压测试和绝缘电阻测试的测试仪。
不仅可以进行PASS/FAIL的合格与否判定，也可以显示、记录测试时的输出电压波形和泄漏电流波形。
将测试可视化分析，有助于检查的溯源。

测试波形显示 微小故障检测 防止误判

波形显示功能

■ 输出电压和泄漏电流以波形显示
可以通过波形确认测试时输出电压或泄漏电流的动向。
在确认波形的同时，还可按时间顺序确认电压值、泄漏电
流值、电阻值。
无需使用电脑即可进行波形放大显示等操作，在现场就
能进行详细的分析。

仅放大波形显示

■ 有助于优化生产工序 ■ 有助于宣传检查的可靠性■ 有助于对收回的不合格产品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检查时的波形，可以推断出生产工序
中的不良因素。通过查明不良因素，优化生产
工序，从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波形的记录管理有利于检查的可溯源性，构筑
更高品质的检查体系，可以提升客户的信任。

可以把收回的不合格品与当初出厂检测时的波
形做比对。通过优化合格品的判定标准，进一步
提高生产质量。

合格与否判定

电压测量值 电流测量值

测试时间

判断标准值

提 高 可 靠 性提 高 生 产 质 量提 高 生 产 效 率

用指令来自动保存
保存到U盘

◀

电流 
波形

电压 
波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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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功能

电弧放电检测功能

防止因电弧放电导致微小故障品流出
可以检测因为焊接毛刺或粉尘异物等原因发生的电弧放电。
将引起轻微绝缘不良的产品判断为微小故障品，可以防止出厂后因发热原因引起的火灾事故或故障等风险。

搭载了安全进行耐压测试的便利功能。

接触检查功能

防止误判导致的复测
通过测量端子间的电容（杂散电容、被测物的电容），能判断是否正确连接检测对象。

焊接处形成的毛刺 附着在电芯之间的异物 异物燃烧损伤

断线

老化

接触不良

防止将不合格品误判为合格品
・测试中测试线脱落的情况
・测试部位间电阻增加的情况
　例：测试线的老化
　　　治具或高压继电器的老化等

可以轻松使用
・利用两端子可以实现简单的接线

■ 生产过程中有异物附着 ■ 检测电弧放电判定为FAIL

GFI 功能

在耐压测试中，如果从本仪器的高压输出部
分对本仪器的接地部分流通 0.5 mA 以上的
电流，则切断输出。 减少因作业人员疏忽引
发触电事故的风险。

联锁功能

为确保作业者的安全，与外部装置联动切断本
仪器的输出的功能。也可以用附带的 EXT.I/O
用联锁解除治具来解除。

电压限制功能

设置本仪器输出电压的上限值，
可以防止因错误设定等引起的事故。
设置范围为 0.010 kV ～ 8.000 kV。

自动量程功能

固定量程下，不能显示量程范围外的测定值。
使用自动量程功能，可以根据测量值自动切
换量程，始终显示测量值。

自动放电功能

各测试结束后，自动切换到内部的放电回路，
将被测物的残留电荷放电。防止因充电状态
引起的触电事故。

面板保存功能

将测试条件事先保存在本仪器内存中，可根
据需要读取。直流耐压测试模式、绝缘电阻
测试模式可分别保存最多 64 组。

+ - + -

判断为微小
故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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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用 于 直 流 耐 压 测 试 的  
高 配 置 机 型

高输出 高稳定 微短路检测

匀浆 /涂层 电极片 卷绕・叠层 极耳焊接 电池盒焊接 注液・含浸 充放电 化成 电池包检查电芯检查注液前电芯

LIB生产线的工艺流程

更优化的检测品质。
其性能可以支持各个国际标准的测试条件，
应对所有的直流耐压测试。

适用于电池、电机、电子零件等的耐压测试
ST5680是向测试对象输出高电压，测试绝缘性能的测试仪。可以对从电子设备、电子零件、
材料等的研究开发到生产线的广泛对象进行安全测试。在电池中，用于电池模组、电池包、
电芯的电极和外壳间的耐压测试。

检查电极与外壳之间的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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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国际标准测试条件的电源性能1

输出电压 Max.8 kV、输出电流 Max.100 mA
配备了测量测试对象的泄漏电流以评估绝缘性的直流耐压测试模式，以及测量电阻
值以评估绝缘性的绝缘电阻测试模式。
在直流耐压测试中，可输出最大8 kV。 即使测试对象中含有电容成分，也可以通过
100 mA的大容量输出对测试对象进行高速充电，从而缩短检查节拍。

稳定输出高电压2

可以在不考虑电容成分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就算是测试对象含有电容成分的情况下，因为有不易发生过冲的设计，不会对测试
对象输出超过设置电压的电压，所以可以放心进行测试。 
另外，通过配合延迟时间的设置，也可以不对充电电流流动的时间进行判断，从而
防止误判。

精密检查绝缘性、通过微小电流值来判断3

最小分辨率0.001 µA的高精度判定
随着电池和电机等绝缘性能的提高，对判断耐压测试合格与否的电流值设置要求
也越来越高，要求设置为更小的电流。如果使用分辨率低的耐压测试仪，则无法准
确测量泄漏电流的测量值。ST5680实现了最小分辨率0.001uA的高精度规格，因
此可以正确测量微小的泄漏电流，判断合格与否。

搭载了确认测试对象绝缘击穿电压的BDV（Break Down Voltage）功能 。
以一定速度提高输出电压，确认达到绝缘击穿时的电压。
测试方法按标准规定，有连续升压测试和逐级升压测试。
ST5680两种测试都可以实施。可用于电池开发时的性能评价(绝缘耐力评估)。

■ 搭载BDV（绝缘击穿电压）测量功能

模式：RATE，测试开始电压：100 V， 
RISE RATE（1 秒升压电压）：100 V， 
END电压：2 kV，允许值（判断标准）：2 mA

模式：STEP，测试开始电压：100 V， 
RISE RATE（1 秒升压电压）：100 V， 
HOLD时间：1 秒，升压次数：20 次， 
允许值（判断标准）：2 mA

可以进行符合

IEC 60243、

JIS C2110
等标准的测试

连续升压测试示例 逐级升压测试示例

无电容成分的影响
时间

kV

 ST5680
 以往设备

IEC UL
GB JIS

对应各个标准的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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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 选 件

输出指示灯

显示区域 报警指示灯

旋转旋钮

电源输入口

通风口

外部开关端子

开始键

停止健

主电源开关

RS-232C电缆
L9637
Z3001用，9针-9针， 
交叉型，3m

GP-IB连接电缆
9151-02

Z3000用，2m

GP-IB接口
Z3000
外部控制用

远程控制箱(单)
9613
开始/停止控制用， 
单手用，1.5m

RS-232C接口
Z3001
外部控制用

远程控制箱(双)
9614
开始/停止控制用， 
双手用，1.5m

电压输出 HIGH端子

电压输出 LOW端子

高压测试线
L2260
夹子-特殊连接器， 
红黑，1.5m

单侧无接头测试线
L2261
无接头-特殊连接器， 
红黑，5m

EXT.I/O端子

空白面板或

GP-IB接口GP-IB接口
Z3000Z3000（选件）（选件）

RS-232C接口RS-232C接口
Z3001Z3001（选件）（选件）

EXT.I/O模式切换开关（NPN/PNP）LAN连接器

U盘接口

USB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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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配有LAN连接器、USB连接器。选件支持GP - IB或RS -232C。连接电脑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可获取本仪器的控制及测试结果。
并且，配备了EXT.I/O，能取得测试仪的控制、本仪器的状态、判断结果。

外部控制等通讯接口

GP-IB（选件） RS-232C（选件）LAN USBEXT. I/O

EXT. I/O接口

可使用本仪器背面的EXT.I/O连接器，输出TEST信号或判定结果信号，
输入START信号、STOP信号等控制本仪器。

LAN 接口

作为接口配备了Ethernet 100BASE-TX。可使用支持10BASE-T
或100BASE-TX的LAN电缆连接到网络，通过PC等进行控制。

EXT.I /O模式切换开关（NPN/PNP）

通过切换灌电流（NPN）和拉电流（PNP）的EXT.I /O切换开关
（NPN/PNP)，可以变更对应的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种类。

带触摸屏的彩色液晶显示屏

命令监控功能

编程时，使用命令监控功能的话，测试画面上会显示命令和响
应，很方便。可以使用命令监视功能，在屏幕上显示通讯命令和
查询响应。

信号名称 功能 I/O

START 测试开始及W-IR/IR-W、程序、BDV模式的
触发信号 IN

INTERLOCK 联锁状态解除 IN
LOAD1

面板读取

IN
LOAD3 IN
LOAD5 IN
LOAD7 IN
ISO_5V 绝缘电源+5V(-5V)输出 –
ISO_COM 绝缘电源公共端口 –
ERR 测量错误输出 OUT
U_FAIL 判定为UPPER FAIL时输出 OUT
L_FAIL 判定为LOWER FAIL时输出 OUT
H.V.ON 电压发生中输出 OUT
W-FAIL 耐压测试中FAIL状态输出 OUT
W-MODE 耐压测试时输出 OUT
STEP_END 程序测试中各步骤结束时输出 OUT
ARC_DET 检出ARC时输出 OUT
PASS 判定为PASS时输出 OUT
TEST 测试中输出（有自定义功能） OUT
STOP 测试停止及PASS/FAIL解除保持 IN
EXT_EN 外部I/O信号的输入信号有效 IN
LOAD0

面板读取

IN
LOAD2 IN
LOAD4 IN
LOAD6 IN
LD_VALID 执行面板读取 IN
ISO_COM 绝缘电源公共端口 –
READY 待机状态时输出 OUT
PROTECTION PROTECTION功能启用时输出 OUT
CONT_ERR 发生接触错误时输出 OUT
IR-FAIL 绝缘电阻测试中FAIL状态输出 OUT
IR-MODE 绝缘电阻测试中时输出 OUT
PROG_END 程序测试中结束最终步骤时输出 OUT
OUT0 通用输出 OUT
OUT1 通用输出 OUT

关于联锁
联锁是切断本仪器输出的功能。联锁功能运行时， START 键的操作无效。
EXT.I/O的 START 信号和通讯命令不能开始测试。
开始测试时，使用附带的联锁解除治具将其关闭。

IN：本仪器接收的输入信号   OUT：本仪器发送的输出信号

采用带触摸屏的7英寸彩色液晶
显示屏，提高可视性并实现简明
易懂的操作。

I/O HANDLER测试功能

确认EXT.I/O的端子信号是否正常输出，能否正常读取信号。

发送命令

接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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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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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大道国采中心T5-306室
邮编 :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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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广场A塔3206室
邮编 : 510620
电话 : 020-38392673, 3839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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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号
北京发展大厦818室
邮编 : 100004
电话 : 010-85879168, 85879169
传真 : 010-85879101

济南联络事务所
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68号
华润置地广场一区6号楼1902室
邮编 : 250000
电话 : 0531-67879235

沈阳联络事务所 
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20号
甲思源大厦709室
邮编 : 110000
电话 : 024-23342493, 23342953
传真 : 024-23341826

客户服务
维修服务中心
电话 : 021-63343307,63343308
传真 : 021-63910360
E-mail : weixiu@hioki.com.cn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
来福士广场47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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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0-6010 或发送邮件至：  info@hioki.com.cn

■ 技术参数　（精度保证期：1年）

主要功能
直流耐压测试
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击穿电压测试
波形显示功能
ARC放电检测功能
接触检查功能
直流耐压测试（DC Hipot Test）
输出电压 DC 0.010 kV ～ 8.000 kV（1 V分辨率）
负载变动 ± 1％ 以下
输出设置精度 ±（1.2% of setting + 20 V）
输出电流/截止电流 100 mA max

电流精度 3.00 mA ＜：±（1.5% rdg.＋2 µA）
≤ 3.00 mA：±1.5% rdg.

最小分辨率 0.001 µA
测试时间 0.1 s ～ 999 s，Continue（Timer OFF）
电压上升/下降时间 0.1 s ～ 300 s / 0.1 s ～ 300 s，OFF
短路电流 200 mA 以下
测试模式 W→IR，IR→W，程序测试
绝缘电阻测试（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
输出电压 DC 10 V ～ 2000 V（1 V分辨率）
输出设置精度 ±（1.2% of setting + 2 V）
电阻值显示范围 10.00 kΩ ～ 200.0 GΩ（0.01 kΩ分辨率）
精度保证范围 10.00 kΩ ～ 99.99 GΩ
电阻精度 ±（1.5% rdg. + 3 dgt.）*详情参考下部表格
测试时间 0.1 s ～ 999 s，Continue（Timer OFF）
电压上升/下降时间 0.1 s ～ 300 s / 0.1 s ～ 300 s，OFF
绝缘击穿电压测试（Break Down Voltage Test）
测试方法 连续升压测试，逐级升压测试
测量内容 绝缘击穿电压（kV），绝缘击穿的强度（kV/mm）

设定内容 初始电压，结束电压，升压速度，ARC检测，电极间距离， 
电流上限值

波形显示功能
波形显示内容 电压，电流，绝缘电阻
采样速度 500 kS/s
分辨率 256 K words
ARC放电检测功能
检测方式 监视试验测试电压的变动
设定内容 测试电压变动率1％～50％
接触检查功能
检测方式 静电电容测量方式
设定内容 阀值（电容）的设置　1.0 nF ～ 100.0 nF

存储功能

波形·图形保存 保存到U盘 
保存格式：BMP、PNG、CSV文件

面板保存功能

将测试条件保存在主机内存中
直流耐压测试模式/绝缘电阻测试模式：最多64个
程序测试：最多30个（最多50步）
绝缘击穿电压测试：最多10个

数据存储功能 测量值保存在内存，最多32000个
判定功能

判定输出

判定为PASS，判定为FAIL（UPPER FAIL，LOWER FAIL）
UPPER_FAIL：测量值＞上限值
PASS：上限值≥测量值≥下限值
LOWER_FAIL：测量值＜下限值

主要功能一览
联锁 与外部装置联动而切断输出的功能
GFI 保护作业者防止触电的功能
自动放电 测试结束时通过内部回路放电   放电电阻：700 kΩ
消除偏移 测量测试路径上流过的电流，从测量结果中减去
测试中改变设定电压 在测试中通过旋转旋钮或通讯命令变更设定电压
瞬时输出 仅按下启动键期间输出测试电压
命令监控 画面显示发送接收的命令
I/O HANDLER 确认EXT.I/O的端子信号是否正常输出，能否正常读取信号
按键锁定 禁止变更测试条件的功能
自检 确认触摸屏，画面显示，LED，主机内存，EXT.I/O
校准期限检测 通过事先设置校准期限，超过校准期限会显示警告

EXT SW 远程控制
选件：远程控制箱(单)9613，远程控制箱(双)9614

基本参数
使用温湿度范围 0°C～40°C，80% RH或以下（无结露）

适合标准 安全性：IEC 61010
EMC：IEC 61326

电源电压 AC 100 V ～ 240 V
功耗 约180 VA※

接口
通讯：USB，LAN，EXT. I/O
选件：RS-232C（Z3001），GP-IB（Z3000）
存储：U盘

外形尺寸 305（W）×142（H）×430（D）mm（不含突起物）
重量 10.0 kg ± 0.2 kg
产品保修期 3年

附件
电源线，CD-ROM（PDF：使用说明书，通讯使用说明书）， 
EXT.I/O用公头连接器，EXT.I/O用连接器盖， 
EXT.I/O用联锁解除治具，启动指南

※ 电源条件为电源电压220 V、电源频率 50/60 Hz、测试模式直流耐压测试、测试电压2.5 kV、负载电流5 mA
（负载电阻500 kΩ）的情况下。

仅有主机无法测量。由于HIGH端子/LOW端子为HIOKI专用连接器，因此
只能连接本公司的选件L2260或L2261。请根据测量目的购买选件测试线。

直流耐压绝缘电阻测试仪 ST5680
品名

ST5680-2212-V1

绝缘电阻测量精度（精度保证测试电压范围：50 V ~ 2000 V）

IR

测量范围 10 kΩ ～ 99.99 GΩ※1

精度

10 nA ≤ I ≤ 3 µA 100 MΩ ～ 999.9 MΩ ±（20% rdg.） 
※ 2, ※ 3, ※ 41.00 GΩ ～ 99.99 GΩ

100 nA ≤ I ≤ 30 µA 10.00 MΩ ～ 99.99 MΩ ±（5% rdg.） 
※ 2, ※ 3, ※ 4100.0 MΩ ～ 999.9 MΩ

1 µA ≤ I ≤ 300 µA 1.000 MΩ ～ 9.999 MΩ ±（2% rdg. + 5 dgt.） 
※ 2, ※ 3, ※ 410.00 MΩ ～ 99.99 MΩ

10 µA ≤ I ≤ 3 mA 100.0 kΩ ～ 999.9 kΩ

±（1.5% rdg. + 3 dgt.） 
※ 2, ※ 3, ※ 4

1.000 MΩ ～ 9.999 MΩ

100 µA ≤ I ≤ 30 mA 10.00 kΩ ～ 99.99 kΩ
100.0 kΩ ～ 999.9 kΩ

1 mA ≤ I ≤ 100 mA 10.00 kΩ ～ 99.99 kΩ
※1：在最大额定500 VA范围内
※2：当测试电压为10 V～99 V时，测量精度加算±10% 

※3：当测试电压为100 V～999 V时，测量精度加算±5%
※4：当测试电压为1000 V～2000 V时，测量精度加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