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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模块测试硬件包括

读电流和电压的数据采集电路

两个分开的300A负载箱

一个1.80-2.60伏 0-120A的可编性程充电器

与PC通讯的接口电路

预防在电池测试状况下遭受破坏的保护电路

负载箱可以独立连接同一组中或不同组中二个完全分离的电池 在这种配置下 每节电池都

可以按最高300A的电流编程放电至1.75伏的终止电压 对于在一节电池作大电流(0-600A)测试

两个负载箱能联接到同一节电池 当编程电流超过300A时 测试软件能自动识别 并使两个负

载箱连在一起工作

一旦电池完成放电 可编程充电器接至电池并启动再充电周期 充电器的最大可编程电流是

120A 作为裕量准备 充电器内部的限流是150A

电池的再充电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而且应该认识到就算充电电流下降到最低水准 电池的电

化学性能仍未能恢复到正常 所以 在放电后再从低电流充电24个小时是个好主意 否则 电

池在作完测试以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正常的浮充电压

如果测试过程中不允许用SCT-200进行长时间充电 那么可以连接一个类似于ALBER公司的

单个灵活的充电器(PSC-100)去完成最后的充电工作

3.0  如何开始

使用SCT-200进行一 两次测试后 就能很容易地掌握其使用方法 任何要使用本系统的用

户 都必须阅读和理解本说明书的第2.0章至第6.0章

用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自己熟悉本测试系统的所有之部件 并知道如何使它们连在一起

图2a示意测试两个分立电池的连接 图2b示意单个电池作300A以下测试的连接 图2c示意如

何连接单个电池作大电流(300-600A)测试 对于测试电流到1200安培的连接 参考附录C

图 2a

敏感器
接头 电池 电池

2.0 系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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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可作如下所列二种类型测试

容量测试- 这是一种恒流测试 它保持恒流直到电池电压等于或小于编程的终止电压 如

                果用户在设置参数时给出电池制造商的额定时间,本系统能自动计算电池容量

预置测试 这主要用于核电厂 它能编程模拟在紧急状况下电池所带的实际负载 完成各

                个恒流步的测试 每个恒流步的长短通常由编程时间控制 但如果电压下降到

                编程电平以下 则终止测试

通用指令和快速设置测试编程指南如下

1.由主菜单选择要完成的测试类型 该菜单在计算机开机后自动出现 它列明了所有可以

使用的设置文件(Setup file) 如要用的文件名不存在 按箭头键 选择文件名NEW.cfg

2.填充设置菜单 注意:在屏幕的底部有一个帮助窗口 它解释各个填充项需要填什么 细

节参阅第4.0章 有些填充项是可选的 但下列资料在进行测试前必须填上

 数据文件(Datefile) 本次测试数据存贮的文件名

 放电和充电参数(Discharge & Charge)

3.当启动/测试参数全部填好后 按[F1]键开始测试 同时显测试界面 如果设置参数准备

再用 在进入测试前 按[F2]保存设置值

4.当出现测试界面后 检查所有负载步是否在非加压状态 界面的顶行显示字 Load 负

载 紧接着有一串 0 每个 0 表明每个负载步是在非加压状态 如果没有一个字符是 X

则说明没有任何一步已加压 这时连接电池是安全的

3.3 连接到电池

正确的连接对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按如下所列做好连接

电流连接头 粗电缆是电流连接头 这些连接头必须连接到被测电池的正 负极上 连接

                  头的正极有红色镶边标示 夹子可以夹在电池极柱或连到极柱的连接条 不

                  论连到哪一个部分 都应是最方便并确信接触良好 连接质量非常重要 因

                  为额外的连接电阻可能导致测试电流低于300A 甚至导致测试失败

电压敏感接头 电池电压的测量必须是在所测电池的极端 如果电压夹连到电流夹或者电

                    池连接条上 电压读数将是错的 那么测试的容量值也是错的

3.0 如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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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参数

电压[1.75至2.00]:输入终止放电电压 输入有效范围是1.75至2.00伏

安培数[000至300]:输入放电电流的安培数

按照所选单体范围的不同 这个范围有时是Amps[000至600]:如果系统按图2a或2b设置

则测试电流的范围是000至300安 如果系统按图2C设置 则测试电流的范围是000-600安

额定放电时间(Rated Discharge Time) 输入电池制造商的额定放电时间 如果本项填

                                          空 则测试期间不能计算出容量 而且在报告

                                          也不出现容量

再充电参数(Recharge Parameters) 电压[1.90至2.60]:输入充电电压

                                       有效范围是1.90至2.60伏

4.2 预置测试

这种测试方式主要用于核工业 它可以编程模拟在紧急状态下的实际负载 完成一个序列恒

流步的放电测试 每个恒流步通常是由编程时间控制的 但当电压下降到编程终止电压时会终止

测试 除了能编程多步放电电流外 充电器也能编程指定多步充电电流

从主菜单选择预置测试后 屏幕列出所有存在的设置文件 如果系统是第一次使用 那么只

列出 New.cfg

简单移动箭头到所需文件 按[F2] 确认选择 如果被测电池没有一个已有的设置文件 只

能选择 New.cfg 一旦选好文件 设置屏幕显示并指示所有在测试前需要输入的参数

下面按输入顺充解释各个参数

数据贮存文件(Data Stoage File):测试过程中所有数据集中存在这个文件 如未命名 就

                                   不能开始测试 如果输入的文件名已存在 程序将警告

                                   用户 是覆盖该文件或另起一新文件名

测试位置(Test Location):可输入多达34个字符标识测试位置

选择电池单体(Cell select):按 / 键 用 x 符号标识要使用的负载模块 如果同时

                              测二节电池 选Cell A和Cell B,然后按图2a连接好系统

                              接着将光标移至两个电池参数处 如果只测量一节电池 选Cell

                              A或B 然后按图2b或2c连接的系统 并编置好其它参数

4.0 编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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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步加权值

1

2

4

8

16

32

64

64

64

N/O

N/O

N/O

欧姆值

0.8

0.4

0.2

0.1

0.05

0.025

0.0125

0.0125

0.0125

-

-

-

2伏时安培数

2.5

5

10

20

40

80

160

160

160

-

-

-

注 这些是近似值 对实际值 读数要和随机的SCT-200负载箱加权值表对照

4.4.2 测试A/D和多路器

当从诊断菜单(Diagnostic)选择这项应用时 屏幕显示输入端的实际电压值 总共显示三

个值 第一个是CAL值 它是仪器校正以后的值 这个值在测试过程中可看到 第二个是未校正

值 这个值是未经校正常数纠正过的值 最后一个是A/D转换值 这个值是未经过任何处理和计

算 直接由A/D转换器读出来的十进制数值

电流输入端Cell A(i)和Cell B(i)通过内端的分流器监测 如果选择F1 则输入端可以

连接到仪器侧面的蕉型夹上 这个接头输入毫伏级信号来模拟电流信号

选择[F3]键 将停止多通道信号巡回扫描 点亮所选择通道并接通它 每次按下[F3] 顺

序进入下一个通道 选择[F2]时 取消单通道选择 并开始多通道自动扫描

4.4.3 测试充电输出

这个检测用于检查D/A和A/D的线性程度和充电输出 工厂也用它作质控测试

通过作出适当跳转选择 这些选择在屏幕底部的帮助菜单有具体描述 使安全电路不起

作用 同时将信号转至合适地方 应该声明的是 如果没有Alber公司的代表协助 不要使用这

些诊断

4.4.4 查看SCT-200修断状况

这个诊断仅仅显示处理器 存贮器 充 放电单元里面的A/D转换电路的条件状态 如果

所有的条件都良好 那么在每个被测参数的右边显示OK 如没有一个OK显示 则要检查计算机

和SCT-200的连接是否正确 如果问题仍未能解决 则要与ALBER公司联络

4.0 编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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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位于C:\ALBER\SCT\LOG目录下 并在用户每次进行测试时 自动指定为LOG扩展

名的文件 在测试设置屏幕的预端指定这些称之为 数据存贮文件 的文件名 指定唯一能快速

识别测试的文件名 对稍后的文件管理非常重要 存贮文件名最多只能包含8个DOS字符

当选择一个文件作报告输出时 列表将包含完成测试的日期和时间 当然 在文件名中包含

日期和时间也是好偿试 例如文件名P3694wpB.LOG 可以解释成 1994年第36周 在西Palm

Beach所做的预置测试

花一些时间研究对文件命名的方法 可在日后的测试中节省大量时间

6.0 系统维护

SCT-200测试系统如果得到合适的维护将能可靠使用很多年

随系统配置的笔记本电脑只需定期对屏幕的外壳进行清洁 用柔软的布湿上少量水轻轻擦拭

即可 不要使用任何家用或工业用的清洁剂 以免损害屏幕和塑料外壳

虽然充 放电箱比计算机粗糙一些 但在保养计算机的同时 也不应该急略它 本测试系统

应该按如下的环境条件使用和存放

                              温度 32 F至100 F

                              湿度 低于85%

如果硬件没受损坏 或者无需修理 则系统仅需每年校验一次 下面将详述如何校验系统

6.1 校验SCT-200

当校验SCT-200时 建议跟踪记录校验前后的任何变化

校验SCT-200需要下列仪器

仪 器                         描 述

CS-2000或等同仪器            毫伏源

LPS152电源或等同仪器         2V电源

HP8840多用表或等同仪器       (5 )位万用表

注 如果系统按第一 第二配置校验时 只需将其中一个充放电箱接到计算机

6.0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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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B校验

1)将100mV源连接充 放电箱侧面的 电流敏感器B 的蕉型夹

2)在蕉型夹处测量实际输入电压的微伏数 将比值乘以4作为安培数填入 校验记录 中

电流B 实际输入电数

3)将显示在I校验区域的校验值记录在 校验记录 中 电流B 校验前仪器读数

4)如果步3)记录值大于步2)测量值的 1A,则要在 负载箱B 区域输入实际的微伏数然后

按回车

5)如果完成步4) 则要将在I校验区域的新值记录在 校验记录 中 电流B 仪器校验

后的读数

6)在 校验记录 上记录新的校验常数

7.0  质量保证与维修

所有ALBER公司的产品对其材料和生产质量作出质量保证 保证期为付款发货后一年内

ALBER公司质量保证只限于维修 更换或者选择条款中的责任说明 在保修期间 客户要提

供

1) 与ALBER公司发票相符的条款和条件

2) ALBER公司提供注意 发票上必须有付款凭据

3) ALBER公司检查产品情况 看是否由误用 疏忽 不当的安装 维修 变更用途或事故

       所引起的损坏

ALBER不负责运费 预期利润 间接损失 时间损失及其它损失

如果仪器需要维修 首先电告ALBER公司 得到一份RMA#表 材料返回确认单 装箱单要

列明数量 并付足运费

7.0 质量保证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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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SCT-200 校验记录表

 一般情况

        客户

        SJO-P/O#

        校验日期

        序列号

       输入电压        实际输入读数      校验前仪器读数      校验后仪器读数

Cell A  2V

Cell B  2V

电流A  100mV

电流B  100mV

     K值

Cell A

Cell B

电流A:

电流B:

附录B SCT-200校验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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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SCT-200装箱单

SCT-200/P充 放电箱

9-9针串行电缆

A.C.电源线

电压敏感探头

负载电缆

操作说明书

程序备份盘

1

2

2

2

8

1

1

数量 说明

检验

日期

S/N:

S/N:

Int.

附录D SCT-200装箱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