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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

芯测试装置，该电芯测试连接片包括转接片、第

一连接片和第二连接片，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所述

第二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所述转接片，其中，

所述转接片用于电性连接于电芯的电极上。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

置，通过在电芯测试连接片上设置可分别和不同

测试通道连接的第一连接片和第二连接片，以及

和电芯的电极连接的转接片，使得在DCR测试时

无需拆下原有通道，不再需要二次安装，避免了

二次安装带来的容量跳变问题，可得到更精准的

循环数据，更有效的用于电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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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包括转接片(11)、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

(15)，所述第一连接片(13)和所述第二连接片(15)分别电性连接于所述转接片(11)，其中，

所述转接片(11)用于电性连接于电芯的电极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片(13)和所述第二

连接片(15)上分别开设有通孔(13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片(13)和/或所述

第二连接片(15)通过可变形部(17)电性连接于所述转接片(1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片(11)、所述第一连接

片(13)和所述第二连接片(15)均为硬质材料制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片(11)为矩形，所述第

一连接片(13)和所述第二连接片(15)分别设于所述转接片(11)的两个侧边处。

6.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

还包括第三连接片(19)，所述第三连接片(19)电性连接于所述转接片(11)。

7.一种电芯测试装置，用于测试电芯(100)，所述电芯(100)的所述电极包括正极(102)

和负极(104)，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柜(31)和两个如权利要求1‑5任意

一项所述的电芯测试连接片，所述测试柜(31)包括第一通道(312)和第二通道(314)，所述

第一通道(312)包括第一电线(317)和第二电线(318)，第二通道(314)包括第三电线(319)

和第四电线(320)，所述电芯(100)的所述正极(102)和所述负极(104)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

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转接片(11)，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13)

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一电线(317)，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

(13)还分别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二电线(318)，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片

(15)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三电线(319)，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

片(15)还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四电线(320)。

8.一种电芯测试装置，用于测试电芯(100)，所述电芯(100)的电极包括正极(102)和负

极(104)，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柜(31)和两个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芯

测试连接片，所述测试柜(31)包括第一通道(312)和第二通道(314)，所述第一通道(312)包

括第一电线(317)和第二电线(318)，所述第二通道(314)包括第三电线(319)和第四电线

(320)，所述电芯(100)的所述正极(102)和所述负极(104)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所述电芯测

试连接片的所述转接片(11)，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13)分别电性连

接于两根所述第一电线(317)，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片(15)分别连接

于两根所述第二电线(318)，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三连接片(19)分别电性连

接于两根所述第三电线(319)，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三连接片(19)还分别电

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四电线(320)。

9.如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电芯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道(312)为循环测试

通道，所述第二通道(314)为DCR测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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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通常需要进行DCR测试(直流内阻测试)，其是评价电池性能的重要指

标之一，多用来评价电池的健康状态，进行寿命预测，以及进行系统SOC(荷电状态)、输出输

入能力等估计。进行DCR测试时，通常是在进行充放电测试一定循环圈数(例如200圈)或容

量衰减一定程度(例如衰减5％)以后，停止充放电，并取出电池安装在另外的测试通道上进

行直流内阻DCR测试，测试完毕后再安装回原来的通道继续充放电进行测试。然而，这种方

式往往由于二次安装，导致电池连接前后不一致，再次充放电循环测试时，会出现容量跳变

问题，导致测试不准确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避免二次安装、避免容量跳变问题、保证得到更

精准的循环数据以更有效用于电池评价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电芯测试连接片，包括转接片、第一连接片和第二连

接片，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所述第二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所述转接片，其中，所述转接片用

于电性连接于电芯的电极上。

[0005]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所述第二连接片上分别开设有通孔。

[0006]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或所述第二连接片通过可变形部电性连接

于所述转接片。

[0007]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转接片、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所述第二连接片均为硬质材料

制成。

[0008]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转接片为矩形，所述第一连接片和所述第二连接片分别设

于所述转接片的两个侧边处。

[0009]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还包括第三连接片，所述第三连接片电性

连接于所述转接片。

[001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芯测试装置，用于测试电芯，所述电芯的所述电

极包括正极和负极，所述电芯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柜和上述电芯测试连接片，所述测试柜包

括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所述第一通道包括第一电线和第二电线，第二通道包括第三电线

和第四电线，所述电芯的所述正极和所述负极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

所述转接片，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一电

线，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还分别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二电线，两个所

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三电线，两个所述电芯测

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片还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四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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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芯测试装置，用于测试电芯，所述电芯的电极包

括正极和负极，所述电芯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柜和上述电芯测试连接片，所述测试柜包括第

一通道和第二通道，所述第一通道包括第一电线和第二电线，所述第二通道包括第三电线

和第四电线，所述电芯的所述正极和所述负极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

所述转接片，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一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一电

线，两个所述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二连接片分别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二电线，两个所述

电芯测试连接片的所述第三连接片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三电线，两个所述电芯测试

连接片的所述第三连接片还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所述第四电线。

[0012] 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通道为循环测试通道，所述第二通道为DCR测试通道。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及电芯测试装置，通过在电芯测试连接片上

设置可分别和不同测试通道连接的第一连接片和第二连接片，以及和电芯的电极连接的转

接片，使得在DCR测试时无需拆下原有通道，不再需要二次安装，避免了二次安装带来的容

量跳变问题，可得到更精准的循环数据，更有效的用于电池评价。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用新型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式及功效，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

后。

[0018] 第一实施例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示意图。请参图1，本实施

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包括转接片11、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

连接片15分别电性连接于转接片11。其中，转接片11用于电性连接于电芯的电极上。

[0020] 本实施例中，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上分别开设有通孔132。第一连接片13

和第二连接片15分别用于与测试通道的电线电性连接。具体地，测试通道的电线插入通孔

132内。测试通道可包括循环测试通道和DCR测试通道(即直流内阻测试通道)，第一连接片

13用于电性连接于循环测试通道的电线，第二连接片15用于电性连接于DCR测试通道的电

线。具体地，通孔132可开设在第一连接片13或第二连接片15的中心处。

[0021] 本实施例中，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分别通过可变形部17电性连接于转接

片11。这样，在转接片11与第一连接片13以及转接片11与第二连接片15的连接处形成软连

接区域，可以将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弯折，以方便与测试通道的电线的连接。

[0022] 本实施例中，转接片11、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均为硬质材料制成，以保证

电性连接时接触良好。

[0023] 本实施例中，转接片11为矩形，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分别设于转接片11

的两个侧边处。具体地，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分别设于转接片11的两个相邻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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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以理解，转接片11也可为三角形、五边形、不规则形状等其他形状，在此不做限制。

[002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通过在电芯测试连接片上设置可分别和不

同测试通道连接的第一连接片和第二连接片，以及和电芯的电极连接的转接片，使得在DCR

测试(即直流内阻测试)时无需拆下原有通道，不再需要二次安装，避免了二次安装带来的

容量跳变问题，可得到更精准的循环数据，更有效的用于电池评价。

[0025] 第二实施例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示意图。请参图2，本实施

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和第一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结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

于，本实施例中，电芯测试连接片还包括第三连接片19，第三连接片19电性连接于转接片

11。

[0027] 本实施例中，测试通道可包括循环测试通道和DCR测试通道，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

连接片15用于电性连接于循环测试通道的电流线和电压线，第三连接片19用于电性连接于

DCR测试通道的电线。当然，各连接片与各通道的连接关系可以交换。

[0028] 本实施例中，第三连接片19上开设有通孔132。

[0029] 本实施例中，第三连接片19通过可变形部17电性连接于转接片11。

[0030] 本实施例中，第三连接片19均为硬质材料制成。

[0031] 本实施例中，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设于转接片11的两个相对侧，第三连

接片19设有第一连接片13和第二连接片15两侧之间的一侧。

[003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连接片，通过在电芯测试连接片上设置可分别和不

同测试通道连接的第一连接片、第二连接片、第三连接片，以及和电芯的电极连接的转接

片，使得在DCR测试时无需拆下原有通道，不再需要二次安装，避免了二次安装带来的容量

跳变问题，可得到更精准的循环数据，更有效的用于电池评价；同时，通过设置三个连接片

将电流电压连接分开，可避免由于连接处具有内阻而导致分压问题从而造成电压不精确的

问题。

[0033] 第三实施例

[003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请参图3，本实施例

的电芯测试装置用于测试电芯100，电芯100的电极包括正极102和负极104，该电芯测试装

置包括测试柜31和两个上述第一实施例公开的电芯测试连接片。测试柜31包括第一通道

312和第二通道314，第一通道312包括第一电线317和第二电线318，第二通道314包括第三

电线319和第四电线320。电芯100的正极102和负极104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电芯测试连接

片的转接片11。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一连接片13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一电线317，两

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一连接片13还分别连接于两根第二电线318，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

的第二连接片15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三电线319，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二连接片15

还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四电线320。具体地，第一通道312可为循环测试通道，第二通道

314可为DCR测试通道，第一电线317和第二电线318可分别为循环测试通道内引出的电流线

和电压线，第三电线319和第四电线320可分别为DCR测试通道内引出的电流线和电压线。在

本实施例中，利用第一通道312测试时，通过第一电线317给电芯100进行充放电，通过第二

电线318测量电芯100的电压；利用第二通道314测试时，通过第三电线319给电芯100进行充

放电(充放电电流大小不同于第一通道)，通过第四电线320测量电芯100的电压，进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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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芯100的内阻。

[0035] 利用本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装置进行电芯测试时，将电芯100与各通道的电线连接

起来，然后通过第一通道312对电芯100进行充放电，并进行电流电压测试，充放电循环一定

圈数(例如200圈)或电芯容量衰减一定程度(如衰减5％)后，停止通过第一通道312对电芯

100的充放电，再通过第二通道314对电芯100进行DCR测试，完成后再通过第一通道312对电

芯100的充放电。如此，在对电芯进行测试的过程中不需要将电芯100在通道中拆装，避免了

二次安装带来的容量跳变问题，可得到更精准的循环数据，更有效的用于电池评价。

[0036] 可以理解，另一实施例的电芯测试装置包括测试柜31和两个上述第二实施例公开

的电芯测试连接片。测试柜31包括第一通道312和第二通道314，第一通道312包括第一电线

317和第二电线318，第二通道314包括第三电线319和第四电线320。电芯100的正极102和负

极104分别电性连接于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转接片11。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一连接

片13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一电线317，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二连接片15分别连接于

两根第二电线318，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三连接片19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三电线

319，两个电芯测试连接片的第三连接片19还分别电性连接于两根第四电线320。具体地，第

一通道312可为循环测试通道，第二通道314可为DCR测试通道，第一电线317和第二电线318

可分别为循环测试通道内引出的电流线和电压线，第三电线319和第四电线320可分别为

DCR测试通道内引出的电流线和电压线。在本实施例中，利用第一通道312测试时，通过第一

电线317给电芯100进行充放电，通过第二电线318测量电芯100的电压；利用第二通道314测

试时，通过第三电线319给电芯100进行充放电(充放电电流大小不同于第一通道)，通过第

四电线320测量电芯100的电压，进而计算电芯100的内阻。本实施例中，第一电线317和第二

电线318分别连接于电芯测试连接片的不同的连接片，将电流电压连接分开，可避免由于连

接处具有内阻而导致分压问题从而造成电压不精确的问题。

[0037]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

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

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

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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