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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

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包括：保持对电

池电压、电流和温度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当出现

冲击性负载时，即当蓄电池电流瞬间增大幅值大

于预先设定值时，将负载突变期间采集的蓄电

压、电流和温度数据输送至在线估计器，通过融

合小波分析和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的蓄电池容量

在线估计算法，实时估计蓄电池剩余容量。本发

明无需对蓄电池进行长时间满冲满放，也无需对

蓄电池主动注入其他谐波信号，直接利用冲击性

负载作用下、实时监测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

数据，即可对蓄电池的容量进行快速、准确、实时

的估计，适合不间断电源系统，减少电池维护成

本，及时发现蓄电池容量减少或失效问题，提高

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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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提供一系统包括蓄电

池，，采样处理电路，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器，通讯模块，远程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S1:通过采样处理电路对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进行实时采集；

步骤S2:当出现冲击性负载时，即电流超过预设阈值，将冲击期间实时采集的蓄电池电

压、电流和温度数据传送至蓄电池剩余容量在线估计模块；

步骤S3: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模块根据得到的数据，由内置于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模

块内小波分析特征提取后传递至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实时蓄电池剩余容量估计，得到蓄电

池剩余容量估计值；

步骤S4:将蓄电池剩余容量估计值通过通信模块传送至远程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小波分析特征提取具体为：

步骤S21:采用小波变换提取有效数据特征，选择三阶Daubechies小波，分解层数设置

为11层；

步骤S22: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和温度信号均分解为近似系数和详细系数,分解后重

构，然后计算每层详细系数的能量;

步骤S23:  尺度函数Фj,k(t)和小波函数ψj ,k(t)如式(1) ,(2)所示：

  （1）

    （2）

Edj表示第j层详细系数能量：

  i  =1,  2,… ,  N  （3）

Ea表示近似系数部分能量：

  j  =1,  2,… ,  n  （4）

Etotal表示总能量，即详细系数能量部分和近似系数能量部分总和：

  （5）

Pj表示第j层细节系数能量占比：

  （6）

式中N为数据长度,n为分解层数,Pj为第j层细节系数能量占比；dk,j为第j层详细系数第

k个数；aj ,n为第n层近似系数第j个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机器学习算法采用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其中中间层选择8层，将小波分

解的11层能量中1,3,9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神经网络输出为蓄电池容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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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容量划分为，100%~90%,  90%~80%,  80%~70%,  70%~60%，60%~50%，50%

~0%六类；蓄电池电量SOC在20%~10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具体为：

步骤S31：搭建含冲击负载的蓄电池供电系统实验平台；

步骤S32：在同一个冲击负载作用下，采集不同蓄电池容量和不同SOC情况下的响应特

性曲线；

步骤S33：调整冲击负载的作用时间及幅值，返回步骤二，获取不同负载下的响应数据；

步骤S34：利用采集到的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建立数据样本库；

步骤S35：采用小波分析，进行数据特征提取；

步骤S36：使用数据特征提取完成的数据、加上对应的冲击电流幅值和时间宽度、蓄电

池温度，对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进行离线训练，直至其估计精度满足预设要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间层选择8层，并选取电压分解能量中的1,3,9层，电

流、温度分解能量中的第三层能量，共五个特征信号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神经网络输出为

蓄电池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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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

线动态估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蓄电池作为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能量储能单元，在电网掉电期间成为电能唯一提供

者，其可靠性对系统至关重要。然而，随着循环次数增加和长时间老化，电池可用容量逐渐

降低，甚至完全失效。因此，定期检查包含可用容量的电池实际状态是蓄电池维护的必要环

节。现有的蓄电池状态检测技术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定期充放电方式，核定电池的剩

余容量，该方法可靠有效，但是存在耗费人力多、时间长，能量损耗大缺点，另外存在当放电

至电量低时，出现电网停电，则没有足够的电能支撑负载的风险；二是采用内阻检测法判断

电池的状态，其中离线式，仍然需要大量人工定期测试，耗时耗工，同时存在两次检测期间

电池失效未能及时发现的风险；在线式的内阻测试法，虽然克服了离线式耗费大量人工的

缺陷，但主动注入谐波，存在对系统负载和其他设备造成不良影响的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

动态估计方法，无需额外增加传感器和特定负载，也不对蓄电池注入谐波，直接利用冲击负

载作用下，蓄电池电流、端电压和温度等数据，通过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智能算法，在线实时

估计蓄电池剩余容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方法，提供一系统包括蓄电

池，，采样处理电路，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器，通讯模块，远程监控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通过采样处理电路对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进行实时采集；

步骤S2:当出现冲击性负载时，即电流超过预设阈值，将冲击期间实时采集的蓄电池电

压、电流和温度数据传送至蓄电池剩余容量在线估计模块；

步骤S3: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模块根据得到的数据，由内置于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模

块内小波分析特征提取后传递至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实时蓄电池剩余容量估计，得到蓄电

池剩余容量估计值；

步骤S4:将蓄电池剩余容量估计值通过通信模块传送至远程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0005] 进一步的，所述小波分析特征提取具体为：

步骤S21:采用小波变换提取有效数据特征，选择三阶Daubechies小波，分解层数设置

为11层；

步骤S22:将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和温度信号均分解为近似系数和详细系数,分解后重

构，然后计算每层详细系数的能量;

步骤S23:  尺度函数Фj,k(t)和小波函数ψj ,k(t)如式(1)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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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dj表示第j层详细系数能量：

  i  =1,  2,… ,  N  （3）

Ea表示近似系数部分能量：

  j  =1,  2,… ,  n  （4）

Etotal表示总能量，即详细系数能量部分和近似系数能量部分总和：

  （5）

Pj表示第j层细节系数能量占比：

  （6）

式中N为数据长度,n为分解层数,Pj为第j层细节系数能量占比；dk ,j为第j层详细系数

第k个数；aj ,n为第n层近似系数第j个数。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机器学习算法采用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其中中间层选择8层，

将小波分解的11层能量中1,3,9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神经网络输出为蓄电池容量。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蓄电池容量划分为，100%~90%,  90%~80%,  80%~70%,  70%~60%，60%

~50%，50%~0%六类；蓄电池电量SOC在20%~100%。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具体为：

步骤S31：搭建含冲击负载的蓄电池供电系统实验平台；

步骤S32：在同一个冲击负载作用下，采集不同蓄电池容量和不同SOC情况下的响应特

性曲线；

步骤S33：调整冲击负载的作用时间及幅值，返回步骤二，获取不同负载下的响应数据；

步骤S34：利用采集到的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建立数据样本库；

步骤S35：采用小波分析，进行数据特征提取；

步骤S36：使用数据特征提取完成的数据、加上对应的冲击电流幅值和时间宽度、蓄电

池温度，对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进行离线训练，直至其估计精度满足预设要求。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小脑模型神经网络算法间层选择8层，并选取电压分解能量中的1,

3,9层，电流、温度分解能量中的第三层能量，共五个特征信号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神经网

络输出为蓄电池容量。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无需对蓄电池进行长时间满冲满放，也无需对蓄电池主动注入其他谐波信号，

直接利用冲击性负载作用下、实时监测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即可对蓄电池的容量

进行快速、准确、实时的估计，适合不间断电源系统，减少电池维护成本，及时发现蓄电池容

量减少或失效问题，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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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智能装置；

图2是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蓄电池冲击负载响应特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3] 请参照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

智能方法，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回路如图1所示，该系统包含电网，整流电路，蓄电池，

常规负载，冲击性负载，采样处理电路，蓄电池在线估计模块，通讯网络，远程监控系统。

[0014] 本实施例冲击性负载选择高压断路器为例。电网正常工作时，由电网对常规负载

和高压断路器供电；当电网故障断开时，由蓄电池对恒定负载和高压断路器供电。

[0015] 在线动态估计智能方法具体实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如图一所示，保持对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在线实时监测；

步骤S2：当由直流操作电源供电的高压断路器动作时，会产生一个短时间的大冲击电

流，属于冲击性负载。

[0016] 步骤S3:当检测到电池电流瞬间增大的幅值大于预先设定值时，将负载突变期间

采集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输送至蓄电池容量在线估计器，在线估计器内包含冲击负载

响应特性特征提取和蓄电池剩余容量在线估计算法，采集的数据由内置于估计器内小波分

析特征提取后传递至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蓄电池容量实时估计;

步骤S4:通过通讯网络，把蓄电池实时容量传送到远程监控端，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否

则继续对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进行检测；

本实施例中，把冲击负载作用下采集到的电压响应曲线数据以及电流和温度，采用小

波变换提取有效数据特征。

[0017] 电压响应特性如图3所示，案列选择三阶Daubechies小波，分解层数设置为11层。

其中尺度函数  Фj,k(t)和小波函数ψj ,k(t)如式(1) ,(2)所示，分别作为低通和高通滤波器。

电压信号被分解为近似系数aj和详细系数dj,分解后重构，然后计算每层详细系数的能量。 

电流和温度信号分解过程同电压分解过程一致。

[0018]   （1）

    （2）

Edj表示第j层详细系数能量：

  i  =1,  2,… ,  N  （3）

Ea表示近似系数部分能量：

  j  =1,  2,… ,  n  （4）

Etotal表示总能量，即详细系数能量部分和近似系数能量部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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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j表示第j层细节系数能量占比：

  （6）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蓄电池剩余容量在线估计算法，利用小波分析提取的特征，结合冲

击电流大小、持续时间和冲击时刻蓄电池温度，输入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智能算法，完成蓄电

池剩余容量的估计，并把输出的估计容量值结果通过通讯网络，传输给远程监控系统。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智能算法，该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智能算法，

是事先通过离线训练完成的，如图2所示，机器学习智能算法离线训练步骤如下：

步骤一：搭建含冲击负载的蓄电池供电系统实验平台；

步骤二：在同一个冲击负载作用下，采集不同蓄电池容量和不同SOC情况下的响应特性

曲线；

步骤三：调整冲击负载的作用时间及幅值，返回步骤二，获取不同负载下的响应数据；

步骤四：利用步骤二和步骤三所采集到的蓄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建立数据样本

库；

步骤五：采用小波分析，进行数据特征提取；

步骤六：使用数据特征提取完成的数据、加上对应的冲击电流幅值和时间宽度、蓄电池

温度，对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离线训练，直至其估计精度满足要求。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智能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蓄电池容量和电量参数，其中蓄电池容量划分为，100%~90%,  90%~
80%,  80%~70%,  70%~60%，60%~50%，50%~0%六类；蓄电池电量SOC在20%~100%。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基于冲击负载响应特性的蓄电池容量在线动态估计智能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六所述机器学习算法选择小脑模型神经网络。其中中间层选择8层，并

选取电压分解能量中的1,3,9层，电流、温度分解能量中的第三层能量，共五个特征信号作

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神经网络输出为蓄电池容量。

[002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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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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