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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

及方法，该方法采用的测试装置包括板栅夹板、

引出线固定板和两片焊有引出线且竖直布置的

板栅，两块板栅之间设有隔板，板栅夹板具有两

块且分别位于板栅的两侧，板栅夹板上设有容纳

所述引出线的第一出线孔，引出线固定板水平横

置且设有容纳所述板栅夹板上端的卡槽，引出线

固定板上设有允许引出线通过的第二出线孔，所

述引出线从第一出线孔穿出后再从第二出线孔

引出，所述引出线从第二出线孔引出的部分高于

引出线固定板10~20mm，所述板栅夹板周向设有

与板栅夹板外侧壁紧贴的捆扎绳。采用本发明的

设计方案，可以简单快速地测得板栅的实际电压

发布情况，而且除板栅外的其余部分均可重复利

用，节省材料，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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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板栅夹板、引出线固定板和两片焊有

引出线且竖直布置的板栅，两块板栅之间设有隔板，板栅夹板具有两块且分别位于板栅的

两侧，板栅夹板上设有容纳所述引出线的第一出线孔，引出线固定板水平横置且设有容纳

所述板栅夹板上端的卡槽，引出线固定板上设有允许引出线通过的第二出线孔，所述引出

线从第一出线孔穿出后再从第二出线孔引出，所述引出线从第二出线孔引出的部分高于引

出线固定板10~20mm，所述板栅夹板周向设有与板栅夹板外侧壁紧贴的捆扎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其中，所述引出线固定板底面设

有滑槽，引出线固定板下方设有与引出线固定板滑动连接的挡板，挡板嵌设在滑槽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其中，所述挡板中设有安装孔，

引出线固定板上设有与安装孔对应的通孔，通孔内设有定位销，挡板嵌设在滑槽中后，定位

销插设在通孔中且定位销底部与安装孔抵接。

4.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3所述测试装置的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截取相应长度的铜线和焊锡丝，并用焊锡将铜线焊接在所述板栅的筋条交点，将焊锡

丝焊接在极耳上；

在铜线和焊锡丝外套上对应尺寸的热缩管，通过加热使热缩管收缩固定，构成所述的

引出线；

在板栅夹板上按照板栅筋条交点位置进行打孔形成第一出线孔，然后将引出线穿过板

栅夹板上对应的第一出线孔，使板栅与板栅夹板贴紧；

裁取对应尺寸的隔板，将隔板夹在两片板栅中间，再将板栅夹板将板栅夹紧固定，然后

用捆扎绳将整体捆扎在一起；

将板栅夹板的上端突出部分将其装入引出线固定板的卡槽中，将从第一出线孔引出的

引出线通过引出线固定板上对应的第二出线孔引出，同时使引出线紧贴板栅夹板和引出线

固定板；

将挡板插入引出线固定板的滑槽中，并用定位销进行定位；

将板栅放入与板栅相同型号的电池壳中，引出线固定板挂在电池壳侧壁上，电池壳中

注入硫酸至完全没过板栅；

将极耳引出线接在充放电仪上，板栅引出线成对接在电压数据记录仪上；

采用横流充电模式进行充电，利用充放电仪和电压数据记录仪记录极耳和板栅不同位

置的电压；

测试完成后对各组电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板栅电压分布情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其中，在步骤1中，铜线长度露出

引出线固定板10~20mm且直径为0.5~0 .8mm；所述焊锡丝长度为40~60mm，其直径为1.5~
2.5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其中，步骤2中的热缩管采用PE

或PTFE材质制成，步骤4中所述的捆扎绳采用涤纶（PET）材质制成，步骤5中铜线和焊锡丝外

端露出10~20mm用于接线，铜线和焊锡丝的其余部分被热缩管包住。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其中，所述横流充电模式中的电

流为3A，充电时长为2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896791 A

2



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铅蓄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测量蓄电池性能的板栅电压分布测

试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铅酸蓄电池中的极板由板栅和活性物质组成，板栅是活性物质的集流体和载体，

它在蓄电池中占有相当大的成本。铅酸蓄电池充放电电流引导主要通过板栅来完成，板栅

的形状、尺寸和结构是影响蓄电池性能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掌握板栅上电压及电流

分布规律，对于板栅优化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传统板栅设计时采用先确定好耗铅量再根据

产品性能均分为若干个栅格，板栅的竖筋和横筋采用不同设计以达到产品性能要求。但蓄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板栅在高度方向和宽度方向上电性能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因此板栅各部

位电压的实际值和设计值之间存在偏差。

[0003] 目前板栅电压分布有理论计算和实际测试两种方法，实际测试又有电化学扫描技

术和直接测量板栅两种。理论计算一般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借助计算机软件进行计算，但

是电池充放电过程中有复杂的化学反应，以现有技术无法实现精确模拟，因此这一方法难

免有误差存在；电化学扫描技术测量的是电解液中的电位，与板栅的电位有一定出入；直接

测量板栅的方法可直接测量出板栅在充电过程中各位置的电压，在相关文献中已有应用，

但是该文献所用方法试验件制作较为繁琐，且辅助装置无法实现重复利用。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3399220A，公开日2013年11月20日，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

蓄电池板栅等电压曲线的测试方法，该申请案公开了一种蓄电池板栅等电压曲线的测试方

法，涉及蓄电池领域，解决板栅设计过程中不能达到预期性能的技术问题，该发明的测试方

法，将板栅连接于测试装置的电路中，电压测量仪的第一测试点与板栅固定连接，电压测量

仪的第二测试点测试板栅不同位置上的电压，记录测试结果并在板栅图纸上描绘出等压曲

线，所测结果可作为板栅设计的重要依据，以便于改进板栅的设计，提高产品的性能。其不

足之处是该方案中提到测量装置比较简陋，测量板栅的实际电压分布时效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直接测量板栅电压分布时采用的试验件制作流程较为繁琐，同

时采用的辅助装置无法重复利用的缺点，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便于操作使用，辅助装置可

重复利用的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板栅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它包括板栅夹板、引出线固定板和两片焊有引出线且竖

直布置的板栅，两块板栅之间设有隔板，板栅夹板具有两块且分别位于板栅的两侧，板栅夹

板上设有容纳所述引出线的第一出线孔，引出线固定板水平横置且设有容纳所述板栅夹板

上端的卡槽，引出线固定板上设有允许引出线通过的第二出线孔，所述引出线从第一出线

孔穿出后再从第二出线孔引出，所述引出线从第二出线孔引出的部分高于引出线固定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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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所述板栅夹板周向设有与板栅夹板外侧壁紧贴的捆扎绳。

[0007] 这里所说的板栅就是相当于文献中所说的试验件，整个装置除板栅外的其余部分

相当于辅助装置。本发明中的板栅（即试验件或者叫待测件），中间设置的隔板将两块板栅

分离开，制作成简单的具有正极和负极的单格电池。引出线固定板用于搁置在电池壳壳口

上，相当于一个横梁架设在电池壳上，板栅竖直布置且伸入到装有硫酸的电池壳中。捆扎绳

可以将板栅夹板、板栅和隔板捆绑在一起，防止板栅在被测量时（尤其是浸没在硫酸中）侧

倾而导致测量结果不准。

[0008] 由于板栅上筋条交点较多且密，若想一次性进行测量，操作难度较大，故本发明的

装置满足分次测量方法，通过多次测量板栅的不同区域，然后将其整合到一起，形成一整片

板栅的电压分布数据。

[0009] 上述的辅助装置涉及了两片板栅，然后对板栅上不同位置的电压进行测量来获得

板栅不同位置上的电位。采用该装置，也可对一片板栅的极耳和另外一个位置的电压进行

测量，进一步得到对应位置的电压降，然后得到板栅的电位分布。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引出线固定板底面设有滑槽，引出线固定板下方设有与引出线固

定板滑动连接的挡板，挡板嵌设在滑槽中。挡板可以用来固定从第二出线孔露出的引出线，

也可以隔离酸雾、增加结构强度。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挡板中设有安装孔，引出线固定板上设有与安装孔对应的通孔，通

孔内设有定位销，挡板嵌设在滑槽中后，定位销插设在通孔中且定位销底部与安装孔抵接。

定位销可以更好地将挡板和引出线固定板固定一起，避免挡板从引出线固定板下滑脱出。

[0012]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直接测量充电中的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截取相应长度的铜线和焊锡丝，并用焊锡将铜线焊接在所述板栅的筋条交点，将焊锡

丝焊接在极耳上；

在铜线和焊锡丝外套上对应尺寸的热缩管，通过加热使热缩管收缩固定，构成所述的

引出线；

在板栅夹板上按照板栅筋条交点位置进行打孔形成第一出线孔，然后将引出线穿过板

栅夹板上对应的第一出线孔，使板栅与板栅夹板贴紧；

裁取对应尺寸的隔板，将隔板夹在两片板栅中间，再将板栅夹板将板栅夹紧固定，然后

用捆扎绳将整体捆扎在一起；

将板栅夹板的上端突出部分将其装入引出线固定板的卡槽中，将从第一出线孔引出的

引出线通过引出线固定板上对应的第二出线孔引出，同时使引出线紧贴板栅夹板和引出线

固定板；

将挡板插入引出线固定板的滑槽中，并用定位销进行定位；

将板栅放入与板栅相同型号的电池壳中，引出线固定板挂在电池壳侧壁上，电池壳中

注入硫酸至完全没过板栅；

将极耳引出线接在充放电仪上，板栅引出线成对接在电压数据记录仪上；

采用横流充电模式进行充电，利用充放电仪和电压数据记录仪记录极耳和板栅不同位

置的电压；

测试完成后对各组电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板栅电压分布情况。

[0013] 作为优选，步骤1中，铜线长度露出引出线固定板10~20mm且直径为0.5~0.8mm；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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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焊锡丝长度为40~60mm，其直径为1.5~2.5mm。这里提到的焊锡丝可以采用相近尺寸的铅

丝或铅条替代，也可以采用直径为1~2mm铜线或相近尺寸铜片替代。

[0014] 作为优选，步骤2中的热缩管采用PE或PTFE材质制成，步骤4中所述的捆扎绳采用

涤纶（PET）材质制成，步骤5中铜线和焊锡丝外端露出10~20mm用于接线。PE、PTFE和PET均为

耐酸材质，采用耐酸材质是为了防止铜线、焊锡丝和捆扎绳被硫酸腐蚀。这里提到露出10~
20mm的铜线和焊锡丝指的是引出线穿过第二出线孔高于引出线固定板的那部分，而铜线和

焊锡丝的其余部分是被热缩管包住的。

[0015] 作为优选，横流充电模式中的电流为3A，充电时长为2h。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而且

除板栅外其余部分均可实现重复利用，大大简化了试验件的重复制作过程，采用本发明中

的方法，可以简单快速地测得板栅的实际电压分布情况，为板栅的结构优化提供依据。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中板栅夹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测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2中A部的放大图；

图4是本发明中测试装置的立体图。

[0018] 图中：板栅夹板1、第一出线孔2、板栅3、引出线4、隔板5、捆扎绳6、引出线固定板7、

挡板8、定位销9、第二出线孔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直接测量充电中的板栅电压分布测试方法，它采用了一种板栅

电压分布测试装置，它包括板栅夹板1、引出线固定板7和两片焊有引出线4且竖直布置的板

栅3，两块板栅3之间设有隔板5，板栅夹板1具有两块且分别位于板栅3的两侧，板栅夹板1上

设有容纳所述引出线4的第一出线孔2，引出线固定板7水平横置且设有容纳所述板栅夹板1

上端的卡槽，引出线固定板7上设有允许引出线4通过的第二出线孔10，所述引出线4从第一

出线孔2穿出后再从第二出线孔10引出，所述引出线4从第二出线孔10引出的部分高于引出

线固定板20mm，所述板栅夹板1周向设有与板栅夹板1外侧壁紧贴的捆扎绳6。所述引出线固

定板7底面设有滑槽，引出线固定板7下方设有与引出线固定板7滑动连接的挡板8，挡板8嵌

设在滑槽中。所述挡板8中设有安装孔（图中未示出），引出线固定板7上设有与安装孔对应

的通孔（图中未示出），通孔内设有定位销9，挡板8嵌设在滑槽中后，定位销9插设在通孔中

且定位销9底部与安装孔抵接。

[0020] 先准备相应长度的铜线和焊锡丝，用铜线焊接在板栅3筋条上，焊锡丝焊接在极耳

（图中未示出）上。在铜线和焊锡丝外套上对应的热缩管，引出线4先穿过第一出线孔2，然后

引出线4紧贴在板栅夹板1外侧壁向上延伸到引出线固定板7，再从第二出线孔10穿出。板栅

3之间通过隔板5分隔开，板栅3外侧通过板栅夹板1和捆扎绳6夹住后再卡入引出线固定板

7，安装完成后，板栅3上边框距引出线固定板7的底部的距离为20mm，可以保证电解液完全

浸没板栅3。引出线固定板7通过挡板8和定位销9来增加强度。然后往电池壳中倒入硫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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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栅3完全浸没在硫酸中。然后将极耳引出线接在充放电仪上，板栅引出线成对接在电压数

据记录仪上。采用横流充电模式进行充电，充电电流维持在3A且持续充电2h。最后利用充放

电仪和电压数据记录仪记录极耳和板栅不同位置的电压，再对各个位置的电压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得出板栅电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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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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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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