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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T3916 蓄电池内阻测试仪 

使用须知  

警告 

●本仪表为专业蓄电池内导测试仪，只能用于蓄电池内阻或电导、

电导测试。使用前请务必阅读本手册，详细理解安全信息及警告信息，

全面掌握本仪表的使用说明。否则可能造成本仪表的损坏，甚至危及操

作人员人身安全； 

●当本仪表过热、显示告警信息（“告警！温度过高！”）或有任何异

常情况，必须从被测电池上取下测试夹（探针），待仪表散热温度正常后再

测试； 

●被测电池电压不能超过仪表的最高输入电压：25V。禁止用本仪表测

量电 

池串总电压，否则会造成本仪表的永久性损坏及不可保修； 

●禁止在线测试内部已断路的电池内阻或电导，因此时电池两极的电压

非常高； 

●本仪表采用直流放电法测试，打开机壳会有危险。请不要擅自打开进

行维修。如需维修，必须与厂家或认可的维修中心联系； 

使用安全和保养 

●本仪表可防强电磁干扰，但如果仪表在过强电磁干扰设备附近使用

时，仪表的读数可能不稳定，甚至产生较大的误差，此时必须关闭本仪表，



  
 

远离或关闭此干扰源后再进行测试操作； 

●当本仪表的外壳（外壳的一部分）或测试夹（探针）被拆下（破损）

时， 

请切勿使用本仪表； 

●在电池裸露的导体或连线周围工作时，必须极其小心； 

●切勿在爆炸性的气体、蒸汽或灰尘附近使用本仪表； 

●仪表设计有反接、错接提示，请根据仪表提示进行更正接连，切勿在

错误连接下强行测试； 

●当被测蓄电池组总电压超过60Vdc有效值时，请小心操作以防电击。

建议 

穿戴绝缘防护服、手套等操作本仪表； 

●本仪表采用锂电池供电，电池必须正确地安装在仪表的电池仓内。当

供 

电电池电量低（指示符号变为如图： ）时，应及时充电，直到充满（如图：

）或更换电池。电池电量不足会使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当长时间不用时，应将仪表电池取下，或每隔1个月充一次电，并避

免存放于高温高湿的地方； 

●请用配备的触摸屏操作笔在液晶触摸屏上操作。不得使用尖锐的物件

在 

液晶屏上操作，以免永久性划伤屏幕。存放仪表时，不要使液晶屏接触尖锐

的物体，应把仪表存放在仪表便携背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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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1.1 概述 

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的重要组成部份，对系统的安全运行起到关键的最

后保障作用。所以，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要对蓄电池进行测试和维护，

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国际上，电池内阻或电导的测试已被广泛应用于

电池的日常维护。蓄电池的内阻或电导已被公认是准确并快速判断蓄电池

健康状况的重要参数。 

1.2 产品简介 

蓄电池内导测试仪采用彩色电阻触摸屏，仪表操作通过手指或者触摸笔

触摸方式操作，灵活方便；是快速准确测量电池运行状态参数的数字存储

式多功能便携式测试仪。该仪表可以在线检测单体电池的电压和内阻或电

导，将检测到的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对电池故障进行报警，精确有效地

判别单体电池的优良状况。仪表对测试数据进行保存，查询、删除和导出。

上位机软件对测试的数据，通过各种图表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显示，自动生

成电池的检测报告。 

1.3 产品特点 

 采用彩色触摸液晶屏和按键操作两种模式，可直接触摸操作，也可

按键操作，使用简单，流程清晰，满足不同使用习惯的用户。 

 数据存储方式：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方式。内部存储可保存 999 组

测试数据，每组存储 500 节电池数据；进行查询、分析等。 

 具有接续、重测功能。 

 仪表具有电压、内阻或电导、容量柱状图分析比较功能，直接对电

池进行优、良、差等分析。 

 仪表具有示波器功能：能实时图形显示电池的最高、最低电压及平

均电压，电压纹波。(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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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机数据管理软件功能强大，界面友好，提供数据管理、打印、

分析、报表统计、自动生成测试报告等功能。 

 增强的过压保护功能，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使仪器工作更安全可

靠。 

 采用大容量锂电池供电，长时间测试。 

 自动测试模式方便用户测量。 

1.4 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电导：20～19,990S 

内阻：0.000mΩ-99.999mΩ 

电压：0.000v--25v 

最小测量分辨率 

电导：1S 

内阻：0.001mΩ 

电压：1mV 

测量精度 

电导：±0.5%rdg  ±6dgt 

内阻：±0.5%rdg  ±6dgt 

 电压：±0.2%rdg  ±6dgt 

供电电源  12V,可充电锂电池 

功率消耗  待机 8 小时 

存储容量  64Mbit Flash + 8G SD 卡 

液晶  5 寸彩色触摸屏 

尺寸  220 x 170 x 52mm 

重量  1.1Kg 

 

 

 

 



  
 

二、接口接线说明 

2.1 接口说明 

 

图 2.1  仪表接口说明 

 测试线接口：打开保护盖，对准旋转插入。 

 SD 卡接口：插入 SD 卡处。 

 充电接口：给仪表充电使用。 

 键盘区说明： 

 ▲▼ 移动选择。 

 0-9 数字区域 

 Enter：确认。在测试界面，启动测试 

 ReTest:在测试界面，重新测试 

 ESC：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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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线说明 

2.2.1 接线注意事项 

 

图 2.2.1  

 测试中，请勿将测试夹，夹在螺丝帽上，这样会影响测试精度，可

夹在极柱上或者连接条上。 

 测试夹无法夹上的，请选择测试探针（选配件） 

 电池参考内阻或电导，要根据厂家提供为准，未提供，按仪表提供

的为准，此参数对容量评估有影响。 

 2.2.2 电池连接图 

 

         图 2.2.2  极柱测量连接方式 

 
图 2.2.2-1 连接条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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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2-2  测试电池极柱和连接条的顺序 

2.2.3 电池极柱上测试 

 在测试一组电池的时候，测试模式选择“在极柱上测量”， 测试

完一节电池的极柱后，更换测试夹，夹到下一节上，然后才开始测

试。如图 2.2.2。 

2.2.4 加测连接条测试 

 当选择“加测连接条”模式时，先按照上图 2_4_2 的极柱测试连接

方式加线，测试完一节电池的某一对极柱后再按图 2_4_3 连接，测

试之间的连接条电阻。 

 在测试一组电池的时候，必须测试完一节电池所有的极柱和连接条

（加测连接条模式下）之后，才开始测试下一节电池，可以按照任

何方向来测试一节电池的不同的极柱，但应确保测试每一节电池的

方向是一致的，测试完一节电池的极柱后，若选择“加测连接条”

再测试电池的连接条，然后才开始测试下一节电池的极柱。如图

2_4-4 测试电池极柱和连接条的顺序，图中 1、2、3、4..代表测

试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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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指南 

3.1 测试步骤 

第一步 长按仪表电源键开机进入界面，松开。  

第二步 参数设置： 

主界面“ ”—“ ”，进入新电池参数设置界面 

 

图 3.1 设置测试界面 

 输入机房、技术员、电池组编号。 

 输入电池数目(需要测试电池节数)。 

 电池厂家选择： 

1) 选择“USER”后，对单体电压、电池容量、参考内阻或电导根

据电池参数进行设置； 

2) 选择其他电池厂家，对单体电压、电池容量、参考内阻或电导

通过菜单选择方式进行设置。 

 电压下限设置，在测试时低于设置电压时会报警，但不影响测试。 

 测试方式：手动方式和自动方式两种 

1) 选择手动方式，在测试过程中，更换测试夹后，需要点击“启

动测试”才能测试下一节电池。 

2) 选择自动方式，在测试过程中，更换测试夹后，仪表会自动进

行测试，不需要手动点击“启动测试”。 

 极柱数目设置，根据测试需要选择电池极柱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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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模式： 

1) 在极柱上测量，测试中不测量极柱之间的连接条电阻。 

2) 加测连接条，测试内阻或电导后，更换测试夹，测量极柱之间

的连接条电阻。 

 测试项目： 

1) 电压和内阻或电导同时测量：同时测试电压值和内阻或电导值 

2) 仅测电压：只测量电池电压值。 

3) 先测量所有电压，在测量内阻或电导：先把所有电池电压测完，

在测每节电池内阻或电导值。 

 浮充电压、电流、温度可以不用设置，不影响测试结果。 

第三步：准备测试： 

 设置完成后，连接好仪表与测试连线，把测试夹夹在电池上（注意

正负极性，红正黑负）然后点击“开始测试”，选择“是”进行测

试。 

第四步：测试过程： 

 当一节电池测试完后，移动测试夹，更换到下一节电池上,先移动

负极测试夹，在移动正极测试夹，或两级测试夹同时移动。 

 测试方式 “手动”，需点击  开始测试下节电池。 

 测试方式“自动”，仪表 1-2 秒会自动识别，不需要点击“启动测

试” 

 

图 3.1.1  开始测试 

第五步：测试结束： 

 
武汉智能星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3号光谷芯中心文创楼   10 

传真：027-87678758              电话：027-87678728   15872398130                             

Website：www.whznx.com          E-mail：whznx188@163.com   



  
 

 电池组测试完成，点击“返回”回到主界面。 

 如果电池组没有全部测试完返回，继续测试时，点击“测试电池”，

可以接续上次电池根据提示连接测试线继续测试。 

第六步：数据查看： 

 点击“数据管理”，选择测试的数据文件，点击“查看信息”可以

看到详细的测试数据。 

第七步：生成报告： 

 打印测试报告，采用外部存储，SD 卡通过读卡器连接计算机上，

上位机软件打开即可；如果采用内部存储，点击“数据管理”，点

击“全部导出”到 SD 卡，在通过读卡器连接计算机上，上位机软

件打开即可。 

3.2 测试参数设置 

 

图 3.2  仪表主界面 

 参数设置：对待测电池参数进行设置。 

 测试电池：接续上次未测试完的电池组，继续测试。 

 数据管理：查看分析已测试数据。 

 系统管理：包括时间设置、触摸校准、系统设置、参考内阻或电导

维护等。 

3.2.1 新电池参数设置 

主界面“ ”—“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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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参数设置界面 

 新电池参数：第一次设置电池测试参数 

 原电池参数：已测试过的电池设置参数。 

 
图 3.2.1-1  新电池参数设置界面 

 机房编号： 0001-9999 

 技术员号：0001-9999 

 电池组号：0001-9999 

 电池数目：1-500 节（连续测试最大可以测试 500 节电池） 
 电池厂家： (可自定义，详见章节 3.11) 

1) 选择 USER，对单体电压、电池容量、参考内阻或电导参数设置
根据自己要求进行参数设置。 

2) 选择电池厂家时，按顺序对单体电压、电池容量参数设置通过
选择方式输入后，参考内阻或电导自动给出，也可以自定义输
入。 

 单体电压：电池标称电压 
 电池容量：电池标称容量 
 参考内阻或电导：以电池厂家提供的为准。 
 电池下限：测试时，电池电压低于下限，仪表报警提示，但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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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测试方式： 

1) 手动，每次测试完成更换测试夹，需要点击“启动测试”。 
2) 自动，每次测试完成更换测试夹，仪表在 1-2 秒后，自动启动

测试，不需要点击“启动测试”， 自动识别测试下一节电池。 
 极柱数目：电池极柱 2,4,6,8 
 测试模式： 

1) 在极柱上测量：只测试极柱的内阻或电导。 
2) 加测试连接条：测试极柱内阻或电导，然后测试极柱连接条的

电阻。 
 测试项目： 

1) 同时测量电压和内阻或电导：测试时同时对电压和内阻或电导
测量。 

2) 仅测量电压：只测量电池电压，不测量内阻或电导。 
3) 先测量所有电压再测量内阻或电导：先把所有电池电压测量后，

再去测量电池的内阻或电导。 
 浮充电压，浮充电流，电池温度：当前电池环境，可以不输入。不

影响测试结果。 

 开始测试：参数设置完成后，仪表测试夹夹在电池上后，点击“开

始测试”。 

 返回：返回到上层界面。 

3.2.2 原电池参数设置 

 主界面“ ”—“ ”，选择已设置参数界面 

 

 图 3.2.2  原电池参数设置界面 

 全部删除：点击后，删除所有模板记录。 

 删除：先选择某条记录，点击删除，删除当前模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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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页、下一页：翻页，查找记录。 

 查看设置：先选择某条记录后，点击“查看设置“，进入参数设置

界面。 

 选择某条记录模板后，点击“”进入参数界面！ 

 

3.3 开始测试 

    参数设置界面点击“ ”，准备进入测试界面 

 
图 3.3 准备开始测试 

 连接好测试连线。 

 选择“是”，开始进入测试界面。 

3.3.1 测试界面 

 测试项目与测试模式不同，界面不同，如下图 

 

 图 3.3.1 在极柱上同时测量电压和内阻或电导测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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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1 仅测量电压界面 

 

图 3.3.1-2  2 个以上极柱同时测量电压和内阻或电导界面 

 

 

 

图 3.2.1-3  2 个以上极柱加测连接条同时测量电压内阻或电导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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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4 所有电池组测试完成界面 

 测试状态：当前正在测试或者测试完成。 

 测试方式：参数设置时选择的是手动或者自动方式。 

 电池节号：当前测试第几节电池。 

 测试项目：当前完成的测试参数。 

 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值。 

 电池内阻或电导：电池内阻或电导值。 
 连接电阻：极柱间连接条电阻值。 
 重新测试：当前数据重新测试保存。 

 启动测试：如果测试方式是“手动”， 更换测试夹后，需要点击

“ ”。选择“自动“方式，更换测试夹后，不需要点击，

仪表自动进行识别，自动启动测试。 

 查看设置：浏览当前测试设置的相关参数。 
 返回：测试完成或者中间退出测试，点击“返回“，测试数据自动

保存。 
3.4 接续测试 
3.4.1 接续测试有两种方式：上次未测试完的电池组和历史数据未测试
完的电池组 
3.4.2 次未测试完的电池组 

 主界面“ ”进入接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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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测试电池准备界面 

 待测电池连接好测试线。 

 然后点击“是“，开始测试，进入测试界面（操作方式详见 3.3.2）。 

3.4.3 历史数据未测试完的电池组 

 主界面“ ”—“选择测试记录”—“查看”—“ ”

—“ ”进入接续接续测试界面 

 
图 3.4.3 测试电池准备界面 

 待测电池连接好测试线。 

 然后点击“是“，开始测试，进入测试界面（操作方式详见 3.3.2）。 

3.5 数据管理 

3.5.1 根据数据存储位置分为：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SD 卡） 

 主界面“ ”进入数据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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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外部存储 

 
图 3.5.2  外部存储数据界面 

 文件名命名规则：R机房编号-电池组号-测试日期时间。 

 每页显示 9条记录，通过“上一页“”下一页“翻页查看 

 全部删除：点击后，删除所有记录。 

 删除：先选择某条记录，点击删除，删除当前记录。 

 查看信息：先选择某条记录后，点击“查看信息“查看详细数据。 

 

图 3.5.2-1 记录选择界面 

 记录选择后，点击“查看信息”，查看电池组每节电池详细数据。 

3.5.3 内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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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2  内部存储数据界面 

 内部存储数据，如需上位机分析，通过 SD 卡导出数据 

 “全部删除“：点击后，删除所有记录。 

 “删除“：先选择某条记录，点击删除，删除当前记录。 

 “全导出“：当前所有记录全部导出到 SD 卡。 

 “导出“：先选择某条记录后，点击”导出“，当前记录导出到

SD 卡。 

 通过“上一页“”下一页“翻页查看 

 查看：先选择某条记录后，点击“查看 “，查看电池组每节电池

详细数据。 

3.5.4 查看测试数据 

 
图 3.5.4  查看信息界面 

 节号：测试电池的编号。 

 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值 

 电池内阻或电导：当前电池内阻或电导值 

 连接电阻：连接电阻值（只在极柱测量，连接电阻没有） 

 容量：剩余容量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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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优秀、良好、落后、劣化，异常 

 数据中，“------”:表示还未测试。 

 按键说明： 

 查看设置：查看测试设置参数。 

 柱形图：所有测试电池的柱状图显示包括电压、内阻或电导、容量；

具有直观性 

 数据测试：显示每节详细数据、重新测试、接续测试 

 上一页、下一页：翻页查看其它节数据。 

 

图 3.5.4-1 电池组柱状图界面 

 柱状类型：选择查看的参数图形，如电压，容量等 

 如果查看某节参数，直接点击对应某节的柱状图，当前值位置显示

数值。 

 
图 3.5.4-2  每节电池详细测试数据界面 

 某节电池详细的数据参数。 

 接续测试：如果当前电池组未测试完，点击进入继续测试。（详见

章节 3.4.2） 

 重新测试：重新测试当前电池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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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节、下一节：查看其他节电池数据 

3.6 重新测试 

需要重新测试某节电池的数据。  主界面“ ” —“选择测试

记录”—“查看”—“ ”—“选择节号” —“ ”进入重

新测试界面。 

 

图 3.6  重新测试当前节电池数据 

3.7 时间设置 

主界面“ ”—“ ”，进入日期时间设置界面 

 

图 3.7  日期时间设置界面 

 

3.8 触摸屏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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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界面“ ”—“ ”，进入触摸屏校准界面 

 

   图 3.8  触摸屏校准界面 

 点击“是“，触摸屏校准采用五点方式，按顺序点击十字，完成

后自动返回，如果校准错误，触摸屏不灵，可通过按键移动进入

触摸屏重新校准。 

3.9 关机背光时间设置 

 主界面“ ”—“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图 3.9  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自动关机时间：最大设置 120 分钟，0不自动关机。 

 背光关闭时间：最大设置 120 秒，0 不关闭背光。 

 告警声音控制：关闭：测试电压低于下限不报警；打开：提示报

警 

 存储位置： 

1) 内部存储，测试数据存在内部，最大存储 99 组。导出上传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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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2) 外部存储：测试数据存于 SD 卡，最大存储 999 组。 

 参数设置完成，点击“保存“，生效。 

3.10 存储位置设置 

    主界面“ ”—“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详见章节

3.9） 

3.11 参考内阻或电导维护 

 主界面“ ”—“ ”，进入内阻或电导维护界面 

 
图 3.11  参考内阻或电导编辑界面 

 如果需要添加或者修改厂家提供的参考内阻或电导值，进入此界

面。 

 删除电池厂家：点击后删除当前电池厂家所有电池数据。 

 添加电池厂家：点击后会新建添加厂家名称。 

 
图 3.11-1  添加电池厂家名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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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厂家名称最多 4个字母或者数字。 

 

图 3.11-2  添加厂家数据 
 电压类型：根据电池选择。 
 电池容量：输入电池容量。 
 参考内阻或电导：输入厂家提供的内阻或电导。 
 以上参数保存后，才测试设置参数中，选择电池厂家，自动弹出电

池相关参数。 

3.12 恢复厂家参数 

主界面“ ”—“ ”—“ ”，进入恢复厂家界面 

 
图 3.12  恢复厂家设置 

 恢复参数：恢复厂家出厂设置参数。 

 关于产品：仪表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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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位机软件说明 

4.1 系统配置 

 使用本软件对计算机最低配置要求： 

 具有标准 USB 口的 PENTIUM 或 100%兼容的各类台式机和笔记本计

算机。 

 一个硬盘驱动器（例如 C：），至少有 80M 的可用磁盘空间。 

 64M 以上内存。 

 显示分辨率在 1024*768 以上。 

 WINDOWS2000\NT\ME\XP\2003 操作系统以上。 

4.2 软件安装 

 将 SD 卡内的安装软件备份到计算机，运行安装软件的

setup.exe，用户按照界面提示步骤进行，即可完成数据管理软件

的安装。 

4.3 打开数据 

 运行软件，打开 SD 卡数据 

 

图 4.3  打开 SD 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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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分析 

 

图 4.4  电池组设置参数及测试数据 

 

图 4.4-1  单体图形对比 

 
图 4.4-2  维护方案界面 

 参考内阻或电导：可以重新设置，然后重新计算，对测试的数据

进行重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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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报告：点击，可生成 excel 报告。 

4.5 生成报告 

 

图 4.5  测试报告主页 

 

图 4.5-1 测试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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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电池状况统计 

 

图 4.5-3  单体对比图 

 

图 4.5-4  详细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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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护及注意事项 

5.1 无法开机工作 

 检查仪表与锂电池的接触情况，锂电池的电压可能太低没法开机，仪

表的电池可能需要充电或更换。 

 在仪表显示屏上方中央显示出当前仪表电池块的容量情况，当电池处 

于   时，需要给仪表充电。 

 

 

 充电功能： 

1) 将适配器插入电池充电器接口，将适配器电源连接到交流电源插座

上,充电时，适配器红色指示灯亮。 

2) 当适配器绿灯亮时，表示充电完成。 

3) 充电最长时间为 6 到 8个小时，不要过度充电 

 仪表出现没有任何反应时，无法关机，请打开电池后盖，拔掉电池后，

重新插入，然后开机。 

 如果触摸屏不太灵敏，请在“系统管理”重新校准触摸屏。 

 提示“重新插入存储卡”时，请弹出重新插入或者 SD 卡损坏更换 SD

卡。 

 在使用中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仪表会自动关闭液晶或者关机，可以点

击触摸屏或者任何按键可以唤醒，可以对关机时间和关背光时间自行

设置。 

5.2 测试时提示“请检查电池夹连接” 

 首先要保证电池夹同电池极柱连接正常，同时被测电池电压不能低于

1.5V。 

5.3 测试探针针头弯曲或者不能回缩 

 更换探针针头，步骤如下： 

1) 用钳子夹住套筒顶上的探针针头； 

2) 不要夹住装着探针针头的套筒，以免损坏探针。 

3) 将探针针头直直的拔出来； 

4) 用钳子夹住新的探针针头，将它放入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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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探针针头推向一个比较柔软的表面，如纸板，直至探针针头顶到

套筒的底端。 

七、售后服务 

本产品保修一年，实行“三包 ” ，终身维修，在保修期内凡属本公司设

备质量问题，提供免费维修。由于用户操作不当或不慎造成损坏，提供优惠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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