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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和

电源的充、放电切换方法，通过实时检测电芯表

面温度并对电芯采取温控措施，使电芯在充电过

程中的温度性能稳定；通过配置备用电芯和电芯

切换电路，使应急电源在带载过程中不会突然掉

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本发明通过采用安全

性高、比能量大、体积小、质量轻、高低温性能好

且环保的磷酸铁锂锂离子电芯替代传统的镍镉

蓄电池和锌银蓄电池，提高了机载应急电源的高

低温性能和安全性，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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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壳盖、电芯、电池连接片、保护模

块和温度传感器；电芯为柱状，相邻的电芯之间平行且为对齐到网格的紧密排列；电芯两端

分别为正电极和负电极，电池连接片连接两个相邻电芯的电极用于使电芯串联或并联或串

并联混合连接构成电池组；电芯固定在壳体中，壳体有开口，壳盖装配固定在壳体的开口

处；保护模块固定在壳体内平行于壳体的侧边的位置，保护模块包括控制电路、电压采样电

路、电流采样电路、过充保护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和通信电路；电压采样电路并联在电芯的

正电极和负电极之间，电压采样电路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发送

电压信号；电流采样电路串联在电芯与负载之间或电芯与充电机之间，电流采样电路的信

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发送电流信号；过充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充

电机之间，过充保护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

的信号在电芯进入过度充电状态时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过流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

充电机之间或电芯与负载之间，过流保护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

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信号在电芯的充电电流超出预设充电电流时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

连接或在电芯的放电电流超出预设放电电流时断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通信电路的信号收

发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收发端连接，用于向上位机收发信号；温度传感器紧贴电芯的外表

面固定，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

发送给控制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半导体制冷

器；半导体制冷器紧贴电芯的外表面固定，半导体制冷器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

发送端连接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启动或停止制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显示模块；显

示模块固定在壳体上，显示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接收控

制电路发送的包括电压、电流、温度、剩余电量和预计充电时间的信息并显示给用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电芯通过电池连接片

串联，保护模块还包括均衡电路，每个均衡电路分别并联在串联的每个电芯的正电极和负

电极之间，均衡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收到的控制信

号使串联的电芯均衡充电或放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备用电芯，备

用电芯的外形和安装方式与电芯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保护模块还包括电芯

切换电路；电芯切换电路包括第一场效应管Q1和第二场效应管Q2，第一场效应管Q1的栅极

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1、源极连接电芯的正电极、漏极连接负载的正极，第二场效应管Q2

的栅极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2、源极连接备用电芯的正电极、漏极连接负载的正极；第一

场效应管Q1和第二场效应管Q2分别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控制信号选择与负载连通的电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插座，电池连

接片还包括总正连接片和总负连接片；总正连接片和总负连接片分别与插座的两个不同接

触件连接，用于输出电池组的电压和电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提手，提手固

定在壳体外侧，用于便携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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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于权利要求1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充电切换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电芯与充电机连接开始充电，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给控

制电路；

S2：控制电路比较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

值1则保持充电状态；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则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停止充

电；

S3：保护模块的电压采样电路采集电芯的电压值并发送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比较电

压值与电压预设值的大小，若电压值小于电压预设值则从步骤S1开始循环；若电压值大于

等于电压预设值则充电完成。

10.基于权利要求1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放电切换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电芯与负载连接开始放电，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给控制

电路；

S2：控制电路判断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

值1则不操作；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且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2则启动半导体制

冷器，重复本步骤直至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1；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2则保护模

块的电芯切换电路断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同时连通备用电芯与负载用于为负载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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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和电源的充、放电切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和电源的充、放电

切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行器在应对紧急事件即进行机载应急时，需要给飞行器的发动机提供一个启动

电源，现有的机载应急电源主要包括镍镉蓄电池和锌银蓄电池，镍镉蓄电池和锌银蓄电池

的缺点是体积大，质量重、高低温性能差、价格贵，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和电源的充、放电切

换方法，用于在充电过程中提供稳定的温度性能，在带载过程中保证供电的连续性。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包

括壳体、壳盖、电芯、电池连接片、保护模块和温度传感器；电芯为柱状，相邻的电芯之间平

行且为对齐到网格的紧密排列；电芯两端分别为正电极和负电极，电池连接片连接两个相

邻电芯的电极用于使电芯串联或并联或串并联混合连接构成电池组；电芯固定在壳体中，

壳体有开口，壳盖装配固定在壳体的开口处；保护模块固定在壳体内平行于壳体的侧边的

位置，保护模块包括控制电路、电压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过充保护电路、过流保护电路

和通信电路；电压采样电路并联在电芯的正电极和负电极之间，电压采样电路的信号输出

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发送电压信号；电流采样电路串联在电芯与负载之间

或电芯与充电机之间，电流采样电路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发送

电流信号；过充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充电机之间，过充保护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

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信号在电芯进入过度充电状态时断开电芯与充

电机的连接；过流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充电机之间或电芯与负载之间，过流保护电路的

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信号在电芯的充电电流超

出预设充电电流时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或在电芯的放电电流超出预设放电电流时断

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通信电路的信号收发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收发端连接，用于向上位

机收发信号；温度传感器紧贴电芯的外表面固定，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

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发送给控制电路。

[0005] 按上述方案，还包括半导体制冷器；半导体制冷器紧贴电芯的外表面固定，半导体

制冷器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发送端连接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启动或停止制冷。

[0006] 按上述方案，还包括显示模块；显示模块固定在壳体上，显示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

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接收控制电路发送的包括电压、电流、温度、剩余电量和

预计充电时间的信息并显示给用户。

[0007] 按上述方案，电芯通过电池连接片串联，保护模块还包括均衡电路，每个均衡电路

分别并联在串联的每个电芯的正电极和负电极之间，均衡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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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收到的控制信号使串联的电芯均衡充电或放电。

[0008] 按上述方案，还包括备用电芯，备用电芯的外形和安装方式与电芯相同。

[0009] 进一步的，保护模块还包括电芯切换电路；电芯切换电路包括第一场效应管Q1和

第二场效应管Q2，第一场效应管Q1的栅极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1、源极连接电芯的正电

极、漏极连接负载的正极，第二场效应管Q2的栅极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2、源极连接备用

电芯的正电极、漏极连接负载的正极；第一场效应管Q1和第二场效应管Q2分别用于根据控

制电路的控制信号选择与负载连通的电芯。

[0010] 按上述方案，还包括插座，电池连接片还包括总正连接片和总负连接片；总正连接

片和总负连接片分别与插座的两个不同接触件连接，用于输出电池组的电压和电流。

[0011] 按上述方案，还包括提手，提手固定在壳体外侧，用于便携电源。

[0012] 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充电切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1：电芯与充电机连接开始充电，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

给控制电路；

[0014] S2：控制电路比较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

预设值1则保持充电状态；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则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停止

充电；

[0015] S3：保护模块的电压采样电路采集电芯的电压值并发送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比

较电压值与电压预设值的大小，若电压值小于电压预设值则从步骤S1开始循环；若电压值

大于等于电压预设值则充电完成。

[0016] 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放电切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电芯与负载连接开始放电，温度传感器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给

控制电路；

[0018] S2：控制电路判断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

预设值1则不操作；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且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2则启动半导

体制冷器，重复本步骤直至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1；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2则保

护模块的电芯切换电路断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同时连通备用电芯与负载用于为负载供

电。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 .本发明的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通过实时检测电芯表面温度并对电芯采取

温控措施，使电芯在充电过程中的温度性能稳定；通过配置备用电芯和电芯切换电路，使应

急电源在带载过程中不会突然掉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

[0021] 2.本发明通过采用安全性高、比能量大、体积小、质量轻、高低温性能好且环保的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芯替代传统的镍镉蓄电池和锌银蓄电池，提高了机载应急电源的高低温

性能和安全性，降低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装配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装配图的仰视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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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电芯切换电路的电路图。

[0026] 图中：1.壳体；2.壳盖；3.电芯；4.电池连接片；5.保护模块；6.显示模块；7.插座；

8.提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参见图1和图2，本发明的实施例包括壳体、壳盖、电芯和备用电芯、电池连接片、保

护模块、热敏电阻、半导体制冷器、显示模块、插座和提手。

[0029] 电芯采用14个安全性高、比能量大、体积小、质量轻、高低温性能好且环保的柱状

的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相邻的电芯之间平行且为对齐到网格的紧密排列；电芯两端分别

为正电极和负电极，电池连接片采用纯镍带材料，通过点焊工艺将电池连接片焊接在电芯

的电极上，使14个电芯串并联组合成2并7串的锂电池组；电芯固定在壳体中，壳体有开口，

壳盖通过螺栓装配固定在壳体的开口处。备用电芯的外形和安装方式与电芯相同。

[0030] 插座采用钢镀镍材质，耐高低温、耐腐蚀，通过螺栓固定在壳体上；插座包含正极

接线端、负极接线端和通讯端，电池连接片包括总正连接片和总负连接片，总正连接片连接

插座的正极接线端，总负连接片连接插座的负极接线端，用于输出电池组的电压和电流，用

户采用与插座配合的插头与插座对接即可进行充放电操作。

[0031] 提手通过螺栓固定在壳体外的一侧，用于整体便携电源，提高用户对电源的转移

效率。

[0032] 参见图3，保护模块固定在壳体内平行于壳体的侧边的位置，保护模块包括控制电

路、电压采样电路、电流采样电路、过充保护电路、过流保护电路、电芯切换电路、均衡电路

和通信电路。电压采样电路并联在电芯的正电极和负电极之间，电压采样电路的信号输出

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端连接用于发送电压信号。电流采样电路采用温度传感器串联在

电芯与负载之间或电芯与充电机之间，电流采样电路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

端连接用于发送电流信号。过充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充电机之间，过充保护电路的信号

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信号在电芯进入过度充电状态

即电芯的电压值超出预设电压值范围且电芯的温度值超出预设温度值范围时断开电芯与

充电机的连接。过流保护电路串联在电芯与充电机之间或电芯与负载之间，过流保护电路

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信号在电芯的充电电流

超出预设充电电流时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或在电芯的放电电流超出预设放电电流时

断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参见图4，电芯切换电路包括第一场效应管Q1和第二场效应管Q2，

第一场效应管Q1的栅极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1、源极连接电芯的正电极、漏极连接负载的

正极，第二场效应管Q2的栅极连接控制电路的控制端2、源极连接备用电芯的正电极、漏极

连接负载的正极；第一场效应管Q1和第二场效应管Q2分别用于根据控制电路的控制信号选

择与负载连通的电芯；当带载的电芯的电压值低于预设电压值时，控制电路发送控制信号

使第一场效应管Q1截止、第二场效应管Q2导通，从而在极端的时间内切换到备用电芯为负

载供电，使应急电源在带载过程中不会突然掉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均衡电路的个数与

串联的电芯的个数相同，每个均衡电路分别并联在串联的每个电芯的正电极和负电极之

间，均衡电路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收到的控制信号使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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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电芯均衡充电或放电。通信电路的信号收发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收发端连接，用于根

据LIN通信协议向上位机收发信号。

[0033] 热敏电阻紧贴电芯的外表面固定，热敏电阻的信号输出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入

端连接用于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发送给控制电路。半导体制冷器紧贴电芯的外表面固定，

半导体制冷器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发送端连接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启动或停止

制冷。在充电过程中，当热敏电阻检测到电芯的温度值超出预设温度值1时，控制电路启动

半导体制冷器为电芯降温；当温度进一步升高超出预设温度值2时，控制电路断开充电回路

以保证电芯安全。

[0034] 显示模块通过螺栓固定在壳体上，用户从壳体外侧读取显示模块的显示内容；显

示模块的信号输入端与控制电路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显示模块的+引脚与总正连接片通过

导线焊接在一起，显示模块的-引脚与总负连接片通过导线焊接在一起，用于接收控制电路

发送的包括电压、电流、温度、剩余电量和预计充电时间的信息并显示给用户，其中剩余电

量以电压显的方式显示。

[0035] 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充电切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电芯与充电机连接开始充电，热敏电阻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给

控制电路；

[0037] S2：控制电路比较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

预设值1则保持充电状态；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则断开电芯与充电机的连接停止

充电；

[0038] S3：保护模块的电压采样电路采集电芯的电压值并发送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比

较电压值与电压预设值的大小，若电压值小于电压预设值则从步骤S1开始循环；若电压值

大于等于电压预设值则充电完成。

[0039] 一种机载自适应应急电源的放电切换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电芯与负载连接开始放电，热敏电阻实时检测电芯表面的温度值并发送给控

制电路；

[0041] S2：控制电路判断温度值与温度预设值1、温度预设值2的大小：若温度值小于温度

预设值1则不操作；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1且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2则启动半导

体制冷器，重复本步骤直至温度值小于温度预设值1；若温度值大于等于温度预设值2则保

护模块的电芯切换电路断开电芯与负载的连接，同时连通备用电芯与负载用于为负载供

电。

[0042]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设计思想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使本领域内的技术

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所以，凡依

据本发明所揭示的原理、设计思路所作的等同变化或修饰，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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