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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device (100), comprising: an energy storage unit (13); at least one first power supply out -
put end (15), which i s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the energy storage unit (13) and i s capable o f being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a battery
(300) t o b e charged, so as t o enable the energy storage unit (13) t o charge the corresponding battery (300) b y means o f the at least
one first power supply output end (15); and a control unit (14)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the energy storage unit (13), wherein the
control unit (14) can control the energy storage unit (13) t o optionally charge the battery (300) o r b e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an ex -
ternal power supply for charging the energy storage unit (13) b y means o f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The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device (100) may b e used in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power supply system (400).

(57) 摘要：一 种充放 电装置 （100 ) ，包括储 能单元 （13 ) ；至少一第一 电源输 出端 （15 ) ，所述至少一第一 电
源输 出端 （15 ) 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13 ) ，并能够 电连接至待充 电的 电池 （300) ，用 以使得所述储 能单元
( 13 ) 通过所述至少一第一 电源输 出端 （15 ) 对相应 的 电池 （300) 进行充 电；以及控制单元 （14 ) ，与所述储

能单元 （13 ) 电连接 ；其 中，所述控制单元 （14 ) 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 能单元 （13 ) 对所述 电池 （200) 进
行充 电，或 者 电连 接至 一外 部 电源 ， 以利用 所述 外 部 电源对 所 述 储 能单元 （13 ) 进 行 充 电。该 充放 电装 置
( 100) 可 以用于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4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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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装置、管理系统 以及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技 术 领 域

[1] 本发明涉及 电池充电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充放 电装置 、管理系统 以及无人

飞行器供 电系统。

背 景技 术

[2] 通常无人飞行器采用 电池提供能量来源 ，以保证无人飞行器正常运转。当无人

飞行器在户外使用吋 ，由于没有 A C 电源 ，使得 电池的充电非常不方便 ，因此通

常需要准备多个电池或者使用车充在户外充电。然而采用户外车充的方式较为

局限，且 由于车充功率和车载 电量 的限制 ，使得充电过程很长 ，且充电数量有

限。

[3] 此外 ，飞行器 的电池通常为高容量 电池 ，其最佳 的存储 电量为半满电状态 ，且

过一段吋间需要做一次完整 的充放 电，从而保持 电池的活性。 目前电池的放 电

主要是通过使用用 电器 ，例如飞行器 、负载等方式实现 ，其方便性较差 ，且需

要手工操作 ，缺乏可控性和智能性。

对发明的公开

发明内容

[4] 鉴于 以上内容 ，有必要提供一种充放 电装置 、管理系统 以及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

统。

[5] 一种充放 电装置 ，包括 ：

[6] 储能单元 ；

[7]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

并能够 电连接至待充电的电池 ，用 以使得所述储能单元通过所述至少一第一电

源输 出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充电；以及

[8]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

[9]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

者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10] 一种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包括：

[11] 无人飞行器 ，所述无人飞行器 内置有至少一电池 ；以及

[12] 充放 电装置 ，所述充放 电装置包括 ：

[13] 储能单元 ；

[14]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

并能够 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 ，用 以使得所述储能单元通过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

输 出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充电；以及

[15]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

[16] 其 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

者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17] 一种充放 电装置 ，包括 ：

[18] 储能单元 ，所述储能单元能够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

充电；

[19]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能够 电连接至待充电的电

池 ；

[20] 至少一放 电单元 ，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与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 ；以及

[21]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及所述放 电单元电连接 ；

[22] 其 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

端给所述 电池充电，或者控制所述放 电单元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对所述

电池进行放 电。

[23] 一种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包括 ：

[24] 无人机飞行器 ，所述无人飞行器 内置有至少一电池 ；以及

[25] 充放 电装置 ，所述充放 电装置包括 ：

[26] 储能单元 ，所述储能单元能够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

充电；

[27]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能够 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

[28] 至少一放 电单元 ，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与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 ；以及



[29] 控制单元，与所述储能单元及所述放电单元电连接；

[30]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通过相应的第一电源输出

端给所述电池充电，或者控制所述放电单元通过相应的第一电源输出端对所述

电池进行放电。

[31] 一种无人飞行器供电系统，包括：

[32] 无人机飞行器，所述无人飞行器内置有电池；以及

[33] 充放电管理系统，所述充放电管理系统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并且所述充放

电管理系统内置有一储能单元，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用于：

[34] 获取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35] 根据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电池进行充

电；或者将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至一外部电源，以利用所述外部电源对所述储

能单元进行充电。

[36] 本发明中的充放电装置、系统以及无人飞行器供电系统中的储能单元为高容量

的锂离子电池，因此可实现对多块电池进行同吋充电，且可实现快充。同吋该

充放电装置还可电连接至外部电源，即支持A C电源的充电方式，因此大大满足

了户外快充、多充的需求。

附图说明

[3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供电系统的功能框图。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Table 1]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 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 全部

的实施例 。基 于本 发 明 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 员在 没有做 出创造性 劳

动 前提 下所 获得 的所有 其他 实施例 ，都属 于本 发 明保护 的范 围。

[41] 需 要 说 明 的是 ，当一个元件被称 为 " 电连接 "另 一个元件 ，它可 以直 接在 另一个

组件 上或者也 可 以存在居 中的元件 。 当一个元件被认 为是 " 电连接 "另 一个元件 ，

它可 以是接触连接 ，例如 ，可 以是 导线连接 的方式 ，也 可 以是 非接触 式连接 ，

例如 ，可 以是 非接触 式耦合 的方式 。

[42] 除非 另有定 义 ，本 文所使用 的所有 的技术和科 学术语 与属 于本 发 明 的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 员通 常理解 的含 义相 同。本 文 中在本 发 明 的说 明书 中所使用 的术语 只

是 为 了描述 具体 的实施例 的 目的 ，不是 旨在 于 限制本 发 明。本 文所使用 的术语 "

及 / 或 " 包 括 一个或 多个相 关 的所列项 目的任意 的和所有 的组合 。

[43] 下 面结合 附 图 ，对本 发 明 的一些 实施 方式作详细说 明。在不 冲突 的情况 下 ，下

述 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 中的特征 可 以相 互组合 。

[44] 请 参 阅 图 1，本 发 明较佳 实施 方式提供 一种供 电系统 400 ，可适用 于无人 飞行器

。所述供 电系统 400 包 括 充放 电装置 100及 电池 300 。所 述 电池 300 装 设 于所述无

人 飞行器 上 ，用 以为该无人 飞行器提供动 力能源 。所述 充放 电装置 100 电性 连接

至所述 电池 300 ，用 于对所述 电池 300 进 行 充放 电。

[45] 该 充放 电装置 100可 以为一 电池充 电箱 。该 充放 电装置 100包 括 电源适配器 11、

第 一直 流 -直 流 （DC-DC) 转 换 单元 12、储 能单元 13、控 制 单元 14、第 一 电源输

出端 15、信 号接 口 16以及 充 电单元 17。

[46] 所 述 电源适配器 11用 以电连接 至一外部 电源 （图未示 ） ，并输 出一相应 的第 一

直 流 电。所述第 一DC-DC 转 换 单元 12电连接 至所述 电源适配器 12及 所述储 能单

元 13，用 于将所述第 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储 能单元 13所需 的充 电

信 号 ，进而对所述储 能单元 13进行 充 电。本 实施例 中 ，该储 能单元 13所需 的充

电信 号可 以包括如 下至少一种 ：充 电电压 大小 ，充 电电流大小 。

[47] 在 本 实施例 中 ，所述储 能单元 13为锂 离子 电池 ，其与所述控 制 单元 14电连接 。

所述控 制 单元 14包 括 电量计 141及 处 理器 143。所 述 电量计 141与所 述储 能单元 13

电连接 ，用 以检测所述储 能单元 13的电量 。所述处理器 143与所 述 电量计 141 电



连接 ，并通过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15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300 ，用 以获取所述 电

量计 141检测到 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电量信息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

13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48] 所述信号接 口16与所述处理器 143及相应 的电池300 电性连接 ，用 以建立该处理

器 143与该 电池300 的电连接 ，使得所述处理器 143可通过该信号接 口16与所述 电

池300进行通信 ，进而获取该 电池300 的充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电信息 以及所

述储能单元 13的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保护 ，例如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

充电、放 电、短路 以及温度异常保护等。在本实施例 中，该 电池300 的充电信息

可 以包括如下至少一种 ：该 电池300 的设计信息 ，该 电池300 的状态信息。例如

，该 电池300 的充电信息至少包括 电池设计组数 、电池设计容量 、电池设计 电压

、最大允许充电电流及 电池当前容量 、电池当前电池温度等。

[49] 所述充电单元 17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143，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 1

5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300。所述充电单元 17包括充电管理芯片 171 以及幵关单元

173。所述幵关单元 173分别通过相应 的充电管理芯片 171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14

3，并通过第一电源输 出端 15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300。如此 ，所述处理器 143可

通过控制所述幵关单元 173的导通或者断幵 ，以对所述 电池300幵启不 同的充电

模式。例如 ，所述处理器 143可控制所述幵关单元 173同吋导通 ，以启动第一充

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 同吋充电；以及所述处理器 143可控制所

述幵关单元 173依次导通 ，以启动第二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

轮流充电。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充电管理芯片 173用 以在所述处理器 143的控制

下 ，根据所述 电池300 的充电信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预充 、恒流 、恒压或涓流充

电。

[50] 可 以理解 ，在其他实施例 中，所述充放 电装置 100还包括放 电单元 18。所述放

电单元 18均与所述处理器 143电连接 ，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 15电连接至

所述 电池300 ，用 以在所述处理器 143的控制下通过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15对所

述 电池300进行放 电。

[51] 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放 电单元 18包括放 电电路 181 以及放 电幵关 183。所述放 电

电路 181均 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143。所述放 电幵关 183电连接至所述放 电电路 18



1，并通过第一电源输出端 15电连接至相应的电池300。如此 ，所述处理器 143还

用 以通过控制所述放电幵关 183的导通或者断幵，以启动相应的放电电路 181 ，

进而对相应的电池300进行放电。

[52]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还包括显示单元 19。所述显示单元 19与

所述处理器 143电连接 ，其用 以显示所述储能单元 13的电量信息以及所述电池30

0的充电信息。可以理解 ，所述显示单元 19可以为显示屏或LED 等显示装置。

[53] 可 以理解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还包括第二DC-DC 转换单元2

0以及第二电源输出端2 1。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20通过所述控制单元 14电连

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13。所述第二电源输出端2 1可以为USB接 口或其他类型的接 口

，用 以电连接至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20及相应的用电设备 （图未示），例

如手机、电脑等。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20用 以将所述储能单元 13输出的第

一直流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用电设备所需的充电信号，进而通过所述第

二电源输出端21对所述用电设备进行充电。

[54] 可 以理解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还包括至少一个电池仓 （图

未示），所述电池仓用 以分别容置相应的电池300。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还包括

用于感测所述电池仓的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于给所述电池仓加热或/

及冷却的热量转换元件。所述控制单元 14与所述温度传感器及热量转换元件电

连接。所述控制单元 14还用 以根据所述温度传感器感测的温度 ，控制所述热量

转换元件对所述电池仓内的电池300进行加热或冷却。

[55] 可 以理解 ，所述控制单元 14可实吋获取所述电池300的电量 ，且当所述电池300

的电量低于预设电量吋，所述控制单元 14控制所述储能单元 13给所述电池300充

电，以使所述电池300保持在储存状态。当然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控制单元

14还可控制所述放电单元 18将所述电池300放电至预设电量 ，例如5%，以使所述

电池300处于储存状态。

[56] 可 以理解 ，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不局限于为无人飞行器内的电池300进行充放电

，其还可应用于其他任何具有电池的设备上，例如车辆、船只等。

[57] 下面详细介绍该充放电装置 100的工作原理。

[58] 当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在室内使用吋，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可通过所述电源适配



器 11电连接至外部电源。如此 ，所述电源适配器 11可将所述外部电源的电源进

行处理 ，以输出一相应的第一直流电，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 13进行充电。同吋

，所述处理器 143通过所述信号接 口16电连接至相应的电池300，进而可通过所

述信号接 口16获取所述电池300的充电信息，并结合所述电量计 141获取的所述

储能单元 13的电量信息，所述处理器 143可启动对所述电池300的保护 ，例如通

过所述充电单元 17对所述电池300进行充电、通过所述放电单元 18对所述电池30

0进行放电、根据所述温度传感器感测的温度 ，控制所述热量转换元件对所述电

池仓内的电池300进行加热或冷却、或者直接切断所述电池300的电源等。当然

，在所述充放电装置 100利用所述充电单元 17对所述电池300进行充电吋，可启

动不同的充电模式。例如 ，所述处理器 143可控制所述幵关单元 173同吋导通 ，

以启动第一充电模式，进而控制对所述电池300进行同吋充电；以及所述处理器

143可控制所述幵关单元 173依次导通 ，以启动第二充电模式，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300进行轮流充电。再者 ，当有其他的用电设备吋，可直接将所述用电设备

电连接至所述第二电源输出端2 1。如此 ，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20可将所述

储能单元 13输出的第一直流电进行进一步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用电设备所需的

充电信号，进而通过所述第二电源输出端2 1对所述用电设备进行充电。当然 ，

当所述充放电设备 100在户外使用吋，不需要利用所述电源适配器 11电连接至相

应的外部电源 ，而可直接利用所述储能单元 13的电量对所述电池300进行充放电

[59] 显然 ，上述充放电装置 100至少具有如下优点：

[60] (1) 上述充放电装置 100中的储能单元 13为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因此该充放

电装置 100无需电连接至外部电源 ，便可实现对多块电池300进行同吋充电，且

可实现快充。同吋该充放电装置 100还可通过所述电源适配器 11电连接至所述外

部电源 ，即支持AC电源的充电方式，因此大大满足了户外快充、多充的需求。

[61] (2) 该充放电装置 100设置有信号接 口16，因此该处理器 143可通过信号接 口1

6与每一电池300进行通信 ，进而实吋获取该电池300的充电信息，以对所述电池

300进行有效保护。另外 ，所述控制单元 14可实吋获取所述电池300的电量信息

，并可 自动将所述电池300的电量放电或充电至预设电量 ，从而对所述电池300



进行充放电保养。

[62] (3) 当所述电池300处于运输过程中，所述控制单元 14还可控制所述放电单元

18将所述电池300单独放电至预设电量，例如5%，以使所述电池300处于储存状

态，且一旦检测到所述电池300具有任何异常，可直接切断供电。

[63] (4) 上述充放电装置 100通过将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作为储能单元 13，且通过

设置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20及第二电源输出端2 1，进而方便对其他用电设

备进行供电。

[64] (5) 上述充放电装置 100还包括显示单元 19，因此可方便实吋地显示所述电池

300的充电信息及储能单元 13的电量信息。

[65]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以上较佳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都不应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在本发明精神内做其它变化等用在本发明的设计，只要其

不偏离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均可。这些依据本发明精神所做的变化，都应包含在

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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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一种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充放 电装置包括 ：

储能单元 ；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所

述储能单元 ，并能够 电连接至待充电的电池 ，用 以使得所述储能

单元通过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充电；以

及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

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

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元为锂

离子 电池。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

获取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所述储能单元的电

量信息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

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如权利要求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包括

电量计及处理器 ，所述 电量计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用 以检测

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 电量计 电连接 ，用 以获

取所述 电量计检测到 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电量信息选择性

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如权利要求4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信号接 口，所述至少一个信号接 口用 以与所述处理

器及相应 的电池电连接 ，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信号接 口分别获取

每一电池的充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电信息 以及所述储能单元的

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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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权利要 求5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显示单元 ，所述显示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用 以显示所

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 的充 电信息。

如权利要 求5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 电信息至少

包括 电池 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 的状 态信息 中的一种 。

如权利要 求5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包

括至少一充 电单元 ，每一充 电单元包括幵关单元 ，所述幵关单元

均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 ,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 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

相应 的电池 ，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控制所述幵关单元 的导通或者断

幵 ，以对所述 电池幵启不 同的充 电模式。

如权利要 求 8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

所述幵关单元 同吋导通 ，以启动第一充 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 同吋充 电；以及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幵关单元依次导通 ，以启动第二充 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轮流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8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每一充 电单元还包

括一充 电管理芯片 ，所述充 电管理芯片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

元及相应 的幵关单元 ，用 以在所述控制单元 的控制下 ，根据所述

电池 的充 电信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预 充 、恒流 、恒压或涓流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1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 电源适配器及第一直 流 -直 流 （DC-DC) 转换单元 ，所述 电源

适配器用 以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并输 出一相应 的第一直 流 电

，所述第一DC-DC 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适配器及所述储能

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储能单元

所需 的充 电信 号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1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第二DC-DC 转换单元 以及第二 电源输 出端 ，所述第二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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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单元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所述第二电源输出端用以电连

接至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及相应的用电设备，所述第二DC-D

C转换单元用以将所述储能单元输出的第一直流电进行处理，以转

换成所述用电设备所需的充电信号，进而通过所述第二电源输出

端对所述用电设备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电池仓，所述电池仓用以分别容置相应的电池。

如权利要求 13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

还包括用于感测所述电池仓的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于

给所述电池仓加热或/及冷却的热量转换元件；所述控制单元与所

述温度传感器及热量转换元件电连接，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温

度传感器感测的温度，控制所述热量转换元件对所述电池仓内的

电池进行加热或冷却。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实吋

获取所述电池的电量，当所述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电量吋，所述

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储能单元给所述电池充电，以使所述电池保持

在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为

一电池充电箱。

一种无人飞行器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该供电系统包括：

无人飞行器，所述无人飞行器内置有至少一电池；以及

充放电装置，所述充放电装置包括：

储能单元；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出端，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出端电连接至所

述储能单元，并能够电连接至相应的电池，用以使得所述储能单

元通过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出端对相应的电池进行充电；以及

控制单元，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电池



PCT/CN2016/072874

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

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元为锂

离子 电池。

如权利要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

获取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所述储能单元的电

量信息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

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如权利要求 1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包括

电量计及处理器 ，所述 电量计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 ，用 以检测

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 电量计 电连接 ，用 以获

取所述 电量计检测到 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电量信息选择性

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 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如权利要求20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信号接 口，所述至少一个信号接 口用 以与所述处理

器及相应 的电池电连接 ，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信号接 口分别获取

每一电池的充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电信息 以及所述储能单元的

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如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显示单元 ，所述显示单元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用 以显示所

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的充电信息。

如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信息至少

包括 电池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的状态信息中的一种。

如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包

括至少一充电单元 ，每一充电单元包括幵关单元 ，所述幵关单元

均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 ,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

相应 的电池 ，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控制所述幵关单元的导通或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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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 ，以对所述 电池幵启不 同的充 电模式。

如权利要 求24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

所述幵关单元 同吋导通 ，以启动第一充 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 同吋充 电；以及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幵关单元依次导通 ，以启动第二充 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轮流充 电。

如权利要 求24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每一充 电单元还包

括一充 电管理芯片 ，所述充 电管理芯片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

元及相应 的幵关单元 ，用 以在所述控制单元 的控制下 ，根据所述

电池 的充 电信息对相应 的电池进行预 充 、恒流 、恒压或涓流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 电源适配器及第一直 流 -直 流 （DC-DC) 转换单元 ，所述 电源

适配器用 以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并输 出一相应 的第一直 流 电

，所述第一DC-DC 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适配器及所述储能

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储能单元

所需 的充 电信 号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第二DC-DC 转换单元 以及第二 电源输 出端 ，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所述第二 电源输 出端用 以电连

接至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及相应 的用 电设备 ，所述第二DC-D

C转换单元用 以将所述储能单元输 出的第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

换成所述用 电设备所需 的充 电信 号 ，进而通过所述第二 电源输 出

端对所述用 电设备进行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 电池仓 ，所述 电池仓用 以分别容置相应 的电池。

如权利要 求2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用于感测所述 电池仓 的环境温度 的温度传感器 、以及用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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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 电池仓加热或/及冷却 的热量转换元件 ；所述控制单元与所述

温度传感器及热量转换元件 电连接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温度

传感器感测 的温度 ，控制所述热量转换元件对所述 电池仓内的电

池进行加热或冷却。

如权利要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实吋

获取所述 电池的电量 ，当所述 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 电量吋 ，所述

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储能单元给所述 电池充电，以使所述 电池保持

在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 1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为

一电池充电箱。

一种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该充放 电装置包括 ：

储能单元 ，所述储能单元能够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进而对所述

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能够 电连接

至待充电的电池 ；

至少一放 电单元 ，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与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

连接 ；以及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及所述放 电单元电连接 ；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通过相应 的

第一电源输 出端给所述 电池充电，或者控制所述放 电单元通过相

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对所述 电池进行放 电。

如权利要求 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元为

锂离子 电池。

如权利要求 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控

制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将所述 电池放 电至预设 电量 ，以使所述 电

池处于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 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放 电单元包

括放 电电路 以及放 电幵关 ，所述放 电电路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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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放 电幵关 电连接至所述放 电电路 ，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 电源

输 出端 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 ，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控制所述放 电幵

关 的导通或者断幵 ，以启动相应 的放 电电路 ，进而对相应 的电池

进行放 电。

如权利要 求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包

括 电量计及处理器 ，所述 电量计与所述储能单元 电连接 ，用 以检

测所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 电量计 电连接 ，用 以

获取所述 电量计检测到 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电量信息将所

述储能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

如权利要 求37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

还包括至少一个信 号接 口，所述至少一个信 号接 口用 以与所述处

理器及相应 的电池 电连接 ，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信 号接 口分别获

取每一 电池 的充 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 电信息 以及所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

如权利要 求38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

还包括显示单元 ，所述显示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用 以显示

所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 的充 电信息。

如权利要 求38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 电信息至

少包括 电池 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 的状 态信息 中的一种 。

如权利要 求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

还包括 电源适配器及第一直 流 -直 流 （DC-DC) 转换单元 ，所述 电

源适配器用 以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并输 出一相应 的第一直 流

电 ，所述第一DC-DC 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适配器及所述储

能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储能单

元所需 的充 电信 号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 电。

如权利要 求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

还包括第二DC-DC 转换单元 以及第二 电源输 出端 ，所述第二DC-D

C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 ，所述第二 电源输 出端用 以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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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及相应的用电设备，所述第二DC-D

C转换单元用以将所述储能单元输出的第一直流电进行处理，以转

换成所述用电设备所需的充电信号，进而通过所述第二电源输出

端对所述用电设备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38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

还包括至少一充电单元，所述至少一充电单元与所述储能单元电

连接，且能够通过相应的第一电源输出端电连接至所述电池，进

而对所述电池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43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充电单元包

括幵关单元，所述幵关单元均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电源输出端电连接至相应的电池，所述控制单元用以控制

所述幵关单元的导通或者断幵，以对所述电池幵启不同的充电模

式。

如权利要求44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控

制所述幵关单元同吋导通，以启动第一充电模式，进而控制对所

述电池进行同吋充电；以及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幵关单元依次导通，以启动第二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电池进行轮流充电。

如权利要求44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充电单元还

包括一充电管理芯片，所述充电管理芯片分别连接至所述控制单

元及相应的幵关单元，用以在所述控制单元的控制下，根据所述

电池的充电信息对相应的电池进行预充、恒流、恒压或涓流充电

如权利要求33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

还包括至少一个电池仓，所述电池仓用以分别容置相应的电池。

如权利要求47所述的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

还包括用于感测所述电池仓的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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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温度传感器及热量转换元件 电连接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温

度传感器感测 的温度 ，控制所述热量转换元件对所述 电池仓内的

电池进行加热或冷却。

如权利要求 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实

吋获取所述 电池的电量 ，当所述 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 电量吋 ，所

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储能单元给所述 电池充电，以使所述 电池保

持在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 33所述 的充放 电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

为一电池充电箱。

一种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该供 电系统包括 ：

无人机飞行器 ，所述无人飞行器 内置有至少一电池 ；以及

充放 电装置 ，所述充放 电装置包括 ：

储能单元 ，所述储能单元能够 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进而对所述

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 ，所述至少一第一电源输 出端能够 电连接

至相应 的电池 ；

至少一放 电单元 ，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与所述第一电源输 出端 电

连接 ；以及

控制单元 ，与所述储能单元及所述放 电单元电连接 ；

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能够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通过相应 的

第一电源输 出端给所述 电池充电，或者控制所述放 电单元通过相

应 的第一电源输 出端对所述 电池进行放 电。

如权利要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元为锂

离子 电池。

如权利要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控制

所述至少一放 电单元将所述 电池放 电至预设 电量 ，以使所述 电池

处于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放 电单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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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电电路 以及放 电幵关 ，所述放 电电路 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 ，

所述放 电幵关 电连接至所述放 电电路 ，并通过相应 的第一 电源输

出端 电连接至相应 的电池 ，所述控制单元用 以控制所述放 电幵关

的导通或者断幵 ，以启动相应 的放 电电路 ，进而对相应 的电池进

行放 电。

如权利要 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

电量计及处理器 ，所述 电量计与所述储能单元 电连接 ，用 以检测

所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 电量计 电连接 ，用 以获

取所述 电量计检测到 的电量信息 ，并根据获取 的电量信息将所述

储能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

如权利要 求55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信 号接 口，所述至少一个信 号接 口用 以与所述处理

器及相应 的电池 电连接 ，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信 号接 口分别获取

每一 电池 的充 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 电信息 以及所述储能单元 的

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

如权利要 求56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显示单元 ，所述显示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处理器 ，用 以显示所

述储能单元 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 的充 电信息。

如权利要 求56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 电信息至少

包括 电池 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 的状 态信息 中的一种 。

如权利要 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 电源适配器及第一直 流 -直 流 （DC-DC) 转换单元 ，所述 电源

适配器用 以电连接至所述外部 电源 ，并输 出一相应 的第一直 流 电

，所述第一DC-DC 转换单元 电连接至所述 电源适配器及所述储能

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直 流 电进行处理 ，以转换成所述储能单元

所需 的充 电信 号 ，进而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 电。

如权利要 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放 电装置还

包括第二DC-DC 转换单元 以及第二 电源输 出端 ，所述第二D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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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单元电连接至所述储能单元，所述第二电源输出端用以电连

接至所述第二DC-DC 转换单元及相应的用电设备，所述第二DC-D

C转换单元用以将所述储能单元输出的第一直流电进行处理，以转

换成所述用电设备所需的充电信号，进而通过所述第二电源输出

端对所述用电设备进行充电。

[权利要求 61] 如权利要求56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充电单元，所述至少一充电单元与所述储能单元电连

接，且能够通过相应的第一电源输出端电连接至所述电池，进而

对所述电池进行充电。

[权利要求 62] 如权利要求6 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充电单元包括

幵关单元，所述幵关单元均电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并通过相应的

第一电源输出端电连接至相应的电池，所述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所

述幵关单元的导通或者断幵，以对所述电池幵启不同的充电模式

[权利要求 63] 如权利要求62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控制

所述幵关单元同吋导通，以启动第一充电模式，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同吋充电；以及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幵关单元依次导通，以启动第二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电池进行轮流充电。

[权利要求 64] 如权利要求62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充电单元还包

括一充电管理芯片，所述充电管理芯片分别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

及相应的幵关单元，用以在所述控制单元的控制下，根据所述电

池的充电信息对相应的电池进行预充、恒流、恒压或涓流充电。

[权利要求 65] 如权利要求5 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还

包括至少一个电池仓，所述电池仓用以分别容置相应的电池。

[权利要求 66] 如权利要求65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电装置还

包括用于感测所述电池仓的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用于给

所述电池仓加热或/及冷却的热量转换元件；所述控制单元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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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及热量转换元件 电连接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温度

传感器感测 的温度 ，控制所述热量转换元件对所述 电池仓内的电

池进行加热或冷却。

如权利要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实吋

获取所述 电池的电量 ，当所述 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 电量吋 ，所述

控制单元控制所述储能单元给所述 电池充电，以使所述 电池保持

在储存状态。

如权利要求 5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放 电装置为

一电池充电箱。

一种一体化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用 以对多个电池进行充放 电，其

特征在于：该充放 电管理系统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并且所述

充放 电管理系统 内置有一储能单元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用于

获取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

根据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

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将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

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如权利要求 69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

元为锂离子 电池。

如权利要求 69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还用于获取每一电池的充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电信

息 以及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如权利要求 7 1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还用于将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的充

电信息进行显示。

如权利要求 7 1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信

息至少包括 电池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的状态信息中的一种。

如权利要求 69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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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处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的充电次序 ，以对所述 电池幵启

不 同的充电模式。

[权利要求 75] 如权利要求 74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还用于启动第一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

同吋充电；以及

用于启动第二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轮流充电。

[权利要求 76] 如权利要求 7 1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 电池的充电信息控制所述 电池进行预

充 、恒流 、恒压或涓流充电。

[权利要求 77] 如权利要求 69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进行放 电。

[权利要求 78] 如权利要求 77所述 的充放 电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直接放 电至预设 电量 ，以使所述 电

池处于储存状态；

或/及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实吋获取所述 电池的电量 ，当所述

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 电量吋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控制所述 电

池进行充电至所述预设 电量 ，使所述 电池保持储存状态。

[权利要求 79] —种无人飞行器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该供 电系统包括 ：

无人机飞行器 ，所述无人飞行器 内置有 电池 ；以及

充放 电管理系统 ，所述充放 电管理系统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

并且所述充放 电管理系统 内置有一储能单元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用于：

获取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

根据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选择性地控制所述储能单元对所

述 电池进行充电；或者将所述储能单元电连接至一外部 电源 ，以

利用所述外部 电源对所述储能单元进行充电。

[权利要求 80] 如权利要求 7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单元为锂

离子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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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81] 如权利要求 7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获取每一电池的充电信息 ，并根据所述充电信息 以及

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对所述 电池进行保护。

[权利要求 82] 如权利要求 8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将所述储能单元的电量信息 以及所述 电池的充电信息

进行显示。

[权利要求 83] 如权利要求 8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信息至少

包括 电池的设计信息及 电池的状态信息中的一种。

[权利要求 84] 如权利要求 7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的充电次序 ，以对所述 电池幵启不 同的

充电模式。

[权利要求 85] 如权利要求 84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启动第一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 同吋充

电；以及

用于启动第二充电模式 ，进而控制对所述 电池进行轮流充电。

[权利要求 86] 如权利要求 8 1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 电池的充电信息控制所述 电池进行预充 、恒

流 、恒压或涓流充电。

[权利要求 87] 如权利要求 79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还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进行放 电。

[权利要求 88] 如权利要求 87所述 的供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用于控制所述 电池直接放 电至预设 电量 ，使所述 电池处于储

存状态；

或/及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实吋获取所述 电池的电量 ，当所述

电池的电量低于预设 电量吋 ，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控制所述 电

池进行充电至所述预设 电量 ，使所述 电池保持储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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