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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由于内 阻测试容易受到接触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测试中请注意笔头与保护

板接触点接触情况。以免测试结果不准确，影响测试结果和心情。

由于自耗测试容易受到人体自身静电的影响，因此在操作中不要人为的用身

体接触到测试笔头的金属部分或是接触到保护板，因此请加以注意以免影响测试

结果和心情。仪器在测试之前应可靠接地。

产品介绍：

JK5532C 是一款多串动力电池保护板测试仪，自动化程度高，中文界面友好，

测试速度快，测试精度高。并可根据客户需求配备上位机软件,实现数据由电脑

显示，测试数据实现 EXCEL文档格式保存，方便客户随时调出查看。具有测试过

充、过充恢复、过放、过放恢复、过流、内阻、自耗、短路保护、过充保护时间、

过流保护时间、过放保护时间、均衡电流、均衡电压 13 项性能,能够满足目前市

场上磷酸铁锂电池和钴酸电池保护板的测试，具备铁电池和钴酸电池测试档位切

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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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菜单介绍

开机进入主界面，显示如下：

精确测试

快速测试

参数设置

通过键盘上的“▼”和“▲”选择到对应的选项。各项功能详细介绍如下

1、参数设置

该菜单主要功能是测试选项选择及内阻修正，详细解释如下：

测试选项选择：

自耗 □、

电流 □、

内阻 √、

过充电压 √、

过充恢复电压 √、

过放电压 □、

过放恢复电压 □、

过放电流 □、

均衡 √，

通过键盘上的“↑”和“↓”键跳转到被测试项目，如跳转到过放电压□，

按‘ENTER’键盘，‘□’随即变为‘√’，再按‘ENTER’键盘，‘√’随即

变为‘□’，对号表示该项目要测试，否则为不测试。

内阻修正

测试的内阻为保护板上 MOS管导通时候的阻值，由于我们测试表笔线本身

具有一定的阻值，因此在使用本仪器前要进行线间内阻修正，具体修正方法如下，

找一个光滑的导电金属或者是线路光滑的焊盘，把表笔头 P-和 B-短接，注意尽

量靠的近点，此时仪器上会自动显示线间内阻数值，待数值稳定后，表笔不要断

开，按下键盘上的“确定”键，数值则会自动存入仪器，仪器在测试时候会把该

阻值自动消除。

精确测试

该测试为精确测试，也叫慢速测试，适合实验室测试用，能把保护板的各项

参数数值详细的测试出来，同时把测试出的数据一起发送给电脑，首先在进入精

确测试时候，会进入精确测试界面，该界面需设置过充电压起点、过充恢复电压

起点、过放电压起点、过放恢

复电压起点、过放电流起点。

精确测试设置起点测试项起点数值

测试项 起点数值

1 过充电压起点（V） 4.10
2 过充恢复起点（V） 4.10
3 过放电压起点（V） 2.80
4 过放恢复起点（V） 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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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过放电流起点（A） 13.0
6 过充延时 2000ms
7 过放延时 1300ms
8
9 13节保护板测试

充放电同路，按 123456选择

过充起点

机器依据设置的过充电压为测试起点 ,然后逐渐增加,直到过充保护数值为

止,此时机器显示数据就是保护板过充保护电压数据，如果起点数值设置大于保

护板实际数值，由于起点数值已经大于保护板实际数值，机器一开始测试就产生

了过充保护，此时机器测试出显示数据不是保护板实际数值，因为起点数值过高。

过充保护电压范围为（2.800-4.500V），误差为+-5mV。

过放起点

机器依据设置的过放电压为测试电压起点 ,然后逐渐减少直到过放保护数

值为止,此时机器显示数据就是保护板过放保护电压数据，如果起点数值设置小

于保护板实际数值，由于起点数值已经小于保护板实际数值，机器一测试就产生

了过放保护，此时机器测试出显示数据不是保护板实际数值，是由于起点数值过

低。过放保护电压范围为（3.400V-1.500v），误差为+-5mV。

过充恢复起点

机器依据设置的过充恢复电压为测试起点 ,然后逐渐减少,直到过充恢复导

通数值为止,此时机器显示数据就是保护板过充恢复电压数据，如果起点数值设

置小于保护板实际数值，机器一测试就产生了过充恢复导通保护，此时机器测试

出显示数据不是保护板实际数值，因为起点数值过低。过充保护恢复电压范围为

（3.460-4.500V）。

过放恢复起点

机器依据设置的过放电压为测试电压起点 ,然后逐渐增加直到过放保护恢

复数值为止 ,此时机器显示数据就是保护板过放恢复电压数据，如果起点数值设

置大于保护板实际数值，由于起点数值已经足够试保护板恢复导通，机器一测试

就产生了恢复导通，此时机器测试出显示数据不是保护板实际数值，是由于起点

数值过高。过放恢复电压范围为（3.200V-1.700v），误差为+-5mV。

过流起点

过流测试为瞬间快速测试方法，无论你电流多大，都可在很短的时间测试出

保护板的实际过流数值，在测试过流时候，要注意下过流延时，过流延时不可设

置的过小，要和他实际数值对应，否则数值设置太小，会有过流测试数值过大的

现象，过流数值误差在+-0.1A，最大过流数值 30A（如要求更大电流可以改造定

做）。

均衡电压和电流保护板均衡一般来说有两种条件，一是电压点，也就说电压

到达某个数值后，就会自动开启均衡；二是电压差，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的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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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某个数值后，最高电压那路自动开启均衡。均衡开启后，对应的均衡电流也自

动的产生，仪器自动计算出均衡电流（误差+-1mA）并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把

此刻的电压点即均衡电压也显示出来。

二、快速测试

快速测试适合大批量的产线测试，仪器所涉及的测试项目都可以测试，不过

在测试中只有自耗电流、内阻、过流保护时间是实际数值，其他的过充保护电压、

过充恢复电压、过放保护电压、过放恢复电压、过放电流是上下限数据。在进行

快速测试时，进入快速测试界面，该

界面主要是设置各个测试参数的上下限，机器每测试完一项后进行比较，如

果测试结果超出范围，机器自动停止当前测试并报警。

快速测试参数设置：

测试项 上限数值 下限数值

1 自耗（uA） 30.0 10.0
2 内阻（mΩ） 40 10
3 过充电压（V） 4.40v 4.10v
4 过 充 恢 复 电 压

（V）
4.20v 4.00v

5 过放电压（V） 2.80v 2.50v
6 过 放 恢 复 电 压

（V）
3.10v 2.80v

7 过放电流（A） 8.0 2
.0

8 延时数值（mS） 2000
9 3节保护板测试 充放电同路 按 123456选择

按键盘上的“↑”和“↓”键选择到要修改的测试参数上，修改相对应数值

即可。

自耗参数

用于设置保护板自耗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保

护板自耗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自耗数值范围

0.0uA-1000uA，精度为 1uA。如果某保护板自耗数值为 20UA,上限数值要设定为

30UA,下限数值要设置为 15UA。

内阻参数

用于设置保护板内阻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 ,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

保护板内阻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阻数值范围 0 mΩ

-300mΩ,精度为 1 mΩ。如果某保护板内阻数值为 35 mΩ,上限数值要设定为 50
mΩ,下限数值要设置为 1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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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保护

用于设置充电保护电压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 ,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

际过充电压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压范围为

3.460V-4.500V，精确度为 1mv，一定要确保过充延时时间和测试保护板对应，

以免测试结果偏大。如果某保护板过充保护电压

数值为 4.30±50 mV,上限数值要设定为 4.35 mV,下限数值要设置为 4.25
mV。其中在快速测试中只有上限数值有效。

充恢电压

用于设置充恢电压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 ,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充

恢电压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压范围为 3.460V-4.500V，
精确度为 1mv，一定要确保过充延时时间和测试保护板对应，以免测试结果偏

大。

放电保护

用于设置放电保护电压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

放电保护电压数值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压范围为

1.700V---3.200V,精度为 1mV。如果某保护板过放保护电压数值为 2.40±100 mV,
上限数值要设定为 2.50 mV,下限数值要设置为 2.30 mV。其中在快速测试中只

有下限数值有效。

放恢电压

用于设置放恢电压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放恢

电压数值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压范围为 1.700V---3.200V,
精度为 1mV。此项功能测试个别保护板会出现没有过放恢复电压的情况，这跟

电路测试原理有关系敬请谅解。

过流保护

用于设置过流保护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在快速测试中,如果检测到实际过流

保护数值不在设置数据范围内 ,就会给予报警提示。电流范围为

（0.00A-120.00A），精度为 100mA。其中上下限数值都有效。

短路保护

用于设置短路保护的上限数值和下限数值，由于不同的保护板其过流数值也

不一样大，在快速测试中，用过流保护的上限数值来测试短路保护时间，这点要

注意，如果发现测试短路保护时间过大，有可能是过流保护里的上限数值设置太

小了。因此如果检测到实际短路保护数值不在设置范围内，就会给予报警提示。

范围为（0-9999us），精度为 1us，上下限都有效。

延时数值

延时数值是仪器在快速测试过充保护电压时候，检测是否过充保护的检测等

待时间。一般默认数值为 2S，如果在快速测试的时候，该时间要大于被测保护

板的过充延时几百毫秒一般设置 2000ms 即可，该时间并不影响测试速度，最大

设置时间为 6 秒，如果待测试保护板过充保护延时时间超过默认 2 秒，请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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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数值设置比其大，否则在快速测试时有过充测试不过现象。

均衡电压和电流

保护板均衡一般来说有两种条件，一是电压点，也就说电压到达某个数值后，

就会自动开启均衡；二是电压差，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的差到达某个数值后，最

高电压那路自动开启均衡。均衡开启后，对应的均衡电流也自动的产生，仪器自

动计算出均衡电流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把此刻的电压点即均衡电压也显示出

来。快速测试中，均衡电压建议设置为最大，均衡电流设置上下范围（0---1A），

精度为 1mA。

保护类别

无论是精密测试和快速测试，都在最后一项要求通过“123456”来选择保护

的模式，就市面上保护板可以归类为 6大种，分别是以下：

1. 负极板充放电同路

简称 N 沟道负极板，充电和放电时候电流回路都要经过 B—和 P—，只不

过电流方向不同而已，充电时候是 B-流向 P-，放电时候是 P-流向 B-。
2. 负极板充放电不同路

也是 N 沟道负极板，充电时候是电流有 B-流向 CH-，放电时候是 P-流向

B-，充电和放电时候电流走的不是同一路了。

3. 正极板正极过流保护

也叫 P 沟道正极板，充电和放电都在正极保护，B+和 P+之间有充电保护管

和放电保护管，同时过流保护时候，过流采样也来自正极端采样，典型应用是美

之美 1414C 芯片。B-和 P-是共用一端的。

4. 正极板负极过流保护

也叫 P 沟道正极板，充电和放电都在正极保护，和第 3 项一样，B+和 P+之
间有充电保护管和放电保护管，唯一不同的是，过放电流采样是在负极端，也就

是在 P-和 B-之间有个过流采样电阻。典型应用是精工的 8254芯片。

5. 正极板充电和放电不同路

也叫 P 沟道正极板，但是充电和放电是分开的，不同路，充电是 CH+到 B+，
放电是 B+到 P+，过流采样是负极端，和 4 项一样。

6. 充电在正极保护放电在负极保护

充电保护是在 CH+和 B+之间有个充电 cmos 管，放电保护在负极端子，既

B—和 P—间有个放电 cmos 管，同时过放电流保护也是采样 B-和 P-之间的电

压。

因此在了解了 1-6项的模式后，对于线路板的测试就更加清晰了，否则就很

困难，因此建议在对线路接线的时候，就把测试仪器上注明的线路和 1-6 项提及

的一一对应接就是。由于测试仪器是采用了自动启动原理，仪器自动启动是根据

线路板的充电回路来启动的，发现充电回路是通路状态，仪器立马自动测试。如

负极板同路，充电回路是 B-到 P-是通的，仪器发现回路是通就自测试。如负极

板不同路，B-到 CH-是充电回路，发现回路是通的，就自

动测试。如正极板，CH+和 B+或是 P+到 B+是充电回路，发现回路是通的，

就自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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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精度

过充测试电压范围 2.80V-------4.50V +5mV/STEP
过放测试电压范围 3.20V—1.70V +5mV/STEP
过流测试电流范围 0-120A 精度 0.1A
短路保护范围 （0-9999us） 精度为 1us
电阻数值范围 0 mΩ-300mΩ 精度为 1 mΩ

自耗数值范围 0.0uA-1000uA 精度为 1uA
过充保护延时误差 ±1 mS
过放保护延时误差 ±1 mS
过流保护延时误差 ±1 mS
均衡电流误差 ±1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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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试笔头定义及接法

测试笔头，共有 16个大功率航空插头组成。如图表示

图中没有标明的是备用端子，留以后升级用。

上面提及到的 B1-----B8，B1 第一节（3.6V或 3.0V）、B2 第二节（7.2V或

6.0V）、以此类推到 B8 第 8 节。

由于仪器是自启动模式，在连接测试线时候，按 B-、B1、B2、B3、。。。。

顺序连接。

再测试线路保护板前，首先确认保护的类型，保护板分正极板和负极板，要

根据不同的板，进行不同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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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脑连接

该仪器采用工业标准 232 串口连接方式，能够自动采集仪器测试完毕后的

保护板参数数值，并且对采集的参数数值进行汇总报表打印。连接电脑前用串口

线把电脑和仪器都连接后，然后仪器开机，此时打开计算机采集软件，此时电脑

和仪器就连接成功了。连接成功后显示主机面如下：

其上位机软件的使用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保证仪器与计算机已通过数据线正确连接。打开上位机软件上方的“本

地配置”下拉菜单中的“COM口配置”，选择到对应的数据线的 COM口，该 COM
口可由“我的电脑”右键选择“属性”属性界面最上方的“硬件”，在打开硬件

界面中的第一个菜单“设备管理器”，最后在打开设备管理器界面中的“端口（COM
和 LPT）”，会出现一个命名为“ USB Serial Port（COM-N）”，修改下图中的

OM 端口号与查看到的“ COM-N”口保持一致，即可实现与计算机的通信。

上述步骤完成以后然后打开上位机软件上方的“下载命令’,在下拉菜单中

选择“连接（C）“，点击即可实现与计算机连接，若连接成功，则测试仪器主

界面的正下方会出现一个连接成功的字样，那么此时上位机与测试仪器已实现了

通信功能。

连接完成以后，然后即可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操作测试，无需再手动调整测

试仪器上的任何数据，即实现了完全由计算机控制测试仪器的任何操作。

上位机软件测试步骤如下：首先打开上位机软件上方的“本地配置”，然后

选择到第二项“配置管理”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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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中，左上方的名称为客户所定义的线路板的具体代号 ,可以保存设

置参数多达

数千款，后续测试无需重复进行设置，只需打开对应的线路板的代号即可进

行测试。右上角的“开始节数 N 电芯总节数 N”表示客户所选择的测试起始节

数与终止节数，如客户为 16 串线路板，如若客户选择“3 到 12”那么仪器由

第三节开始测试直至测试到十二节终止结

束测试。界面中的其余参数设置可参考该说明书上方提到的“精确测试设

置”，待所有的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下方的保存，显示“保存成功”，然后点击

取消退出即可完成参数设置步骤。

最后在打开上位机软件上方的“下载命令”，选择到第二项下载配置，在下

载配置中选择客户所需测试的电路板代号，进入待测试状态。

如下图所示，正确选择客户所需的测试方式，然后点击上位机软件最上方的

“下载命令”中的“开始”，自动进入测试状态并进行测试，无需人为操作，直

至测试完成。

测试完成后测试数据以“EXCEL文档”保存，具体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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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修

保修说明：

用户自购买之日起免费保修 2年。终身维护

保修条件：

终端产品的维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保修产品必须有保修卡、产品序列号、等凭证。

2、非由于疏忽和意外事故导致的产品损坏。

3、非因用户未按使用手册上的正确使用方法进行 ,操作引起的故障。

4、非未经本公司授权而进行拆卸、改装引起的故障。

5、对于不符合维修条件的故障产品，本公司将收取一定材料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