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ysight 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BT2192A 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技术资料

探寻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特性的新方式

 –  表征自放电电流只需几分钟或几小时，
而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 更快得出评测结果，更快实现设计迭代

 – 软件具有控制、图形生成、记录和数据存储等功能

 – 无需将电池储存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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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自放电时所面临的挑战

锂离子电池设计师想要快速测量其电池设计的自放电特性，但往往面临重重困难。而锂

离子电池用户在为自己的电子设备和电池组设计选择电池时，也需要解决评测电池自放

电特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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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难题不在于测量有多么复杂，而在于它测量起来非常耗时。现在的测量方式通常是

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OCV）随时间的变化，通过它来检查自放电使荷电状态（SoC）

发生了多大变化。由于大多数锂离子电池在放电时开路电压变化都很小，因此要看到电

池荷电状态（SoC）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根据电池的具体情况，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

费几周甚至几个月。

什么是自放电电流？

大多数锂离子电池即使没有进行任何

连接也会不断放电。储存的能量渐

渐损失，导致电池可用容量比预期的

低。当多节电池组装成电池组时，电

池自放电速率的差异会导致电池组内

部的电池不平衡。典型的电池管理系

统会将所有电池放电至最低电池的电

平，使得电池的有效使用时间缩短。

锂离子电池中的自放电特性通常可以

使用以下模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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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ff 表示电池的有效电容，用于

存储电池的电荷。

 – RS 表示电池内部或串联电阻。由

于 Vcell = Vocv – ( I *RS)，因此当您

从电池中牵引出更多电流时，RS

会使电池电压下降。

 – RSD 表示自放电电流流过的并联

电阻。如果电池没有任何连接

（开路），Ceff 通过高阻值 RSD 

放电，会产生几十或几百 μA 的

自放电电流（Id）。经过几周或

几个月后，这个自放电路径会耗

尽 Ceff 中存储的能量，导致 Vcell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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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每块电池上所耗费的测量时间并不长，但是要完成一系列此类测量所需的时间将

会十分可观，并将对您的设计周期产生巨大影响。即使您不是将所有时间都花在电池评

测上，从开始到完成自放电评测，整个过程仍将耗费几周或几个月。这会对您的产品上

市时间产生巨大影响 — 无论您是负责开发新电池的设计师，还是负责评测设备设计中

所用电池的电池评测员。

当您评测电池设计时，需要先给电池充电，等待电荷完成再分配，随后方可开始执行自

放电评测过程。首先测量开路电压，而后将电池储存起来等待 OCV 发生变化。由于温

度会影响电池电压，所以您可能必须将电池储存于恒温环境中。随后，您可以开始着手

完成其他设计或任务

设计 设置 测试 存储 设置 测试

当您再回头看这些电池时，总是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熟悉原来的评测进度。它的效率肯定

不如您不用等待就能看到自放电特性时那么高。

而对于大容量电池而言，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大容量电池是目前带动市场增长的一大主

力。由于大容量电池需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所以其测试设置和储存问题更为复杂。 

这一挑战带来的实际影响

如果在您的电池设计或评测过程中，自放电表征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那么为完成这

项任务花费多长时间，基本上就相当于电池设计或设备设计的上市时间会推迟多长时

间，而这可能达到几周之久。如果您因设计迭代而需要进行多次测试，那么推迟的时间

还要根据测试次数倍增。如果因为这种推迟而未能在竞争对手之前将设计推向市场，您

将会错失宝贵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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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特性的更佳方式

为测量电池的自放电性能，您需要直接测量电池的自放电电流。能够测量此类电流的恒

电势测量系统必须具备以下重要特征：

 – 与电池相连的测量设备对电池荷电状态（SoC）的干扰必须尽可能最小。

 – 测试仪器向电池提供的电压必须与电池电压相等。否则，电池将会充电或放电，同

时产生电荷再分配电流和 RC 建立电流，这会掩盖您希望测量的自放电电流。

 – 向电池提供的电压必须非常稳定，如果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就会产生电荷再分配电

流，在自放电电流测量中显示为噪声。

 – 测试设备必须能够准确测量 10 μA 以内的低电平自放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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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放电电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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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全新推出的自放电测量系统可快速测量自放电电流。这款恒电势测量系统具备

快速、直接测量电流所需的全部特征：

 – 对电池的干扰尽量小

 – 供给电池的电压可快速与实际电池电压相匹配（±5 μV）。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出

现新的充放电，从而尽量限制新产生的 RC 建立电流。

 – 供给电池的电压非常稳定（±10 μVpk），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放电电流测量中

持续存在的电荷再分配电流噪声。

 – 准确测量低电平自放电电流，精度达到 ±（读数的 0.025% + 100 nA）。

是德科技的自放电测量系统能够显著缩短测量电池自放电电流所需的时间。测试表明，

对于圆柱形的 18650 或 21700 电池等小容量电池，取决于电池特征，您可以在 30 分钟

至 2 小时内快速确定稳定的自放电电流。而对于大容量软包电池（如 10-60 Ah），则

一般需要 1-2 小时。

以往，通过观测电池 OCV 发生足够大的变化来确定电池质量，一般需要耗费几周或几

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现在的测量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可以显著缩短测试周

期，并加快产品上市。

自放电测量系统也可以测量电池温度。您可以借此了解电池电压和自放电电流将如何随

温度而变化。由于电池的电压具有复杂的温度系数，因此监测电池温度可以让您了解温

度对电池电压的影响。这样您就可以控制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电池电压变化。控制此类电

压变化，即可消除自放电电流测量时的一个重要误差源。您可以使用 BT2191A 标配的 T 

型热电偶，或使用自己的传感器和接线。支持的传感器包括：T、J、K、E、N、R 型热

电偶；5 kΩ 热敏电阻；Pt100 和 Pt1000 RTD。

温度

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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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自放电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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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 测量并记录电池自放电电流、电池电压、电池温度。

 – 配置系统中的仪器。

 – 保存或记录测量数据。

 – 调取事先存储的测量结果，用于显示与分析。

 – 将数据记录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xlsx 文件）。

 – 匹配功能可测量初始电池电压并调节所应用的电压以进行匹配，从而更快获取准确

的自放电测量结果。

 – 允许用户调节与电池串联的有效总电阻值（包括物理电阻）。这让用户能够自行选

择总电阻值，以优化测量中的 RC 建立时间。电阻越低，稳定时间越短，但由于电

压随温度波动，电流测量噪声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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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格的 18650 电池的测试结果：在 ~ 1.5 小时后测得稳定的自放电电流为 9.08 μA。

图 3. 高放电 18650 电池的测试结果：在 ~ 1.5 小时后测得稳定的自放电电流为 150 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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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合格的 10 Ah 软包电池的测试结果：在 ~ 1.2 小时后测得稳定的自放电电流为 65 μA。

图 5. 高放电的 10 Ah 软包电池的测试结果：在 ~ 2.5 小时后测得稳定的自放电电流为 122 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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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技术指标

参数 技术指标

电池电流测量精度

（1 分钟积分测量，使用 N6782A 进行测量）
电流 ≤ 1 mA
电流 ≤ 10 mA

±(0.025% + 100 nA)
±(0.025% + 10 μA) 

电池电压测量精度

（使用 34470A 进行测量）
±(0.0016% + 20 μV)

补充特征

参数

输出电压和测量范围 0.5 V 至 + 4.5 V

输出电压稳定性（典型值）]
在 24 小时内通过 1 分钟积分测量。应用在 SMU 输出端子上。布线
与互连错误可能导致性能下降。

±10 μVpk

总电阻范围（包括线束内安装的物理电阻+可编程电阻） 0.1 至 10 Ω

可编程电阻精度 ±100 mΩ

电池电流测量范围 ± 10 mA

测量速率 每 10 秒，30 秒或 60 秒进行 1 次测量。

工作气温范围

环境气温的最大变化必须小于每小时 5°C。 
25 至 35°C

其他环境因素 请参阅各仪器的相关信息

上电后的预热时间 2 小时

支持的最小电池有效电容 100 F

支持的最小 R*C （电池有效电容 x 总电阻设置） 50 秒

最大测量结果文件大小 每次测试最多可测量 500,000 个读数。该测试可连续运行 300 
天，每分钟记录一次测量结果；或连续运行 150 天，每 30 秒
记录一次测量结果；或连续运行 50 天，每 10 秒记录一次测量
结果。

符合的标准（EMC、安全） 请参阅各仪器的相关信息。

计算机接口 LAN（用户提供以太网交换机和以太网电缆，用于连接仪器）

噪声 请参阅各仪器的相关信息。

交流电源输入 请参阅各仪器的相关信息。

典型重量、物理尺寸 请参阅各仪器的相关信息。

软件操作系统 Windows 7、Window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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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产品 名称 描述

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解决方案套件包括：

 – BT2192A 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 N6705C 直流电源分析仪
 – N6782A 2 象限电源/测量单元
 – 34470A 数字万用表，7½ 位（2 个），用于 SMU 和电池电压测量
 – 34465A 数字万用表，6½ 位，用于温度测量
 – BT2191-60001 接线套件，包括两个接线组件（用于将仪器和温度传感
器连接到电池）和一个 5 Ω 电阻器

BT2192A 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仅软件

注：用户提供系统计算机、以太网交换机和以太网电缆，用于连接仪器

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产品/选件 描述

BT2191A 自放电测量系统

BT2192A-1FP 软件永久固定许可证

BT2192A-1TP 软件永久可转移许可证

BT2192A-1FY 软件 1 年期固定许可证

BT2192A-1TY 软件 1 年期可转移许可证

BT2192A 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产品/选件 描述

BT2192A 自放电测量系统软件

BT2192A-1FP 永久固定许可证

BT2192A-1TP 永久可转移许可证

BT2192A-1FY 1 年期固定许可证

BT2192A-1TY 1 年期可转移许可证

BT2191-60001 接线套件
产品 描述

电缆 — 
热电偶，T 型

与双香蕉插头相连的 2 米长热电偶导线，用于测量电池温度。如果需要，用户可以提供其他温度传感器和导
线。支持的传感器：T、J、K、E、N、R 型热电偶，5kΩ 热敏电阻、Pt100 和 Pt1000 RTD。

电缆组件 — 
被测器件线束

连接被测电池与仪器（SMU DMM、电池 DMM、SMU）的导线。包括导线内所含的 4.7 Ω 电阻。包括用于连接
被测电池的鳄鱼夹。所有仪器均通过双香蕉插头连接。电缆线束使电池与仪器间可以保持大约 2 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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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电池制造环境中测量自放电特性

是德科技正在申请专利的自放电测量技术可以显著缩短区分自放电性能高低所需的时间。

BT2152A 自放电分析仪
32 通道，2U 机架安装

BT2152A 自放电分析仪能够显著缩短在制造过程中区别电池自放电性能优劣所需的时间。您将能显著减少在制

品数量、缩减运营资本并降低设施成本。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BT2152，或与是德科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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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 号
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 8 层
电话: 86 25 66102588
传真: 86 25 66102641
邮编: 210005

苏州办事处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华路一号
世纪金融大厦 1611 室
电话: 86 512 62532023
传真: 86 512 62887307
邮编: 215021

武汉办事处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
武汉保利广场 18 楼 A 座
电话: 86 27 87119188
传真: 86 27 87119177
邮编: 430071

上海MSD办事处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26 号楼一楼 J+H 单元
电话: 86 21 26102888
传真: 86 21 26102688
邮编: 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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