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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

包括：绝缘外壳、软包动力电池、加热片、BMS系统

和控制电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

热电路，当软包动力电池温度过低时，通过软包

动力电池给加热片供电，从而加热片发热向软包

动力电池补充热量，实现了软包动力电池温度的

自调节，保证电池在低温状态下能够正常进行充

放电，提升电池在低温状态下的电性能，提高电

动汽车在寒冷环境中的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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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绝缘外壳（1）、软包动力电池（3）、加

热片（5）、BMS系统和控制电路（4）；

软包动力电池（3）的数量为N，加热片（5）的数量为N+1，N≧1；软包动力电池（3）和加热

片（5）间隔设置形成电池模块，各软包动力电池（3）与相对两侧的加热片（5）形成夹心结构；

绝缘外壳（1）包括在电池模块外部用于固定各软包动力电池（3）；

各加热片（5）的一端通过控制电路（4）连接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各加热片（5）的另

一端与软包动力电池（3）的负极导电连接；控制电路（4）具有导通状态和断开状态，导通状

态下，各加热片（5）由软包动力电池（3）供电，加热片（5）发热工作；断开状态下，各加热片

（5）失电恢复自然状态；

至少一个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上设有温度采集元件，BMS系统分别连接控制电

路（4）和温度采集元件，用于根据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温度数据调整控制电路（4）的通断；

加热片（5）采用方波结构；

加热片的形状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其中，L为加热片长

度，S为加热片的横截面积，K为软泡动力电池对加热片释放热量的吸收效率，t为加热片工

作时间，U为加热片两端的电压，ρ为加热片电阻率，C为极耳的比热容，M为极耳的质量，T2为

加热的目标温度，T1为当前温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特征在于，各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分

别设有温度采集元件，BMS系统用于根据各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最小温度数据调整控制电

路（4）的通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特征在于，加热片（5）采用镍片加热

膜，其由镍片和粘附在镍片两侧的背胶面组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绝缘板（2），绝缘外

壳（1）封装在合金外壳中，绝缘板（2）套设在各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上，

用于将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与合金外壳隔离。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特征在于，装配步骤如下：

加热片（5）采用双面背胶的方式与软包动力电池粘帖固定；

加热片（5）一端与软包动力电池负极超声焊接；

加热片（5）另一端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导电连接，软包动力电池正极焊接一个连

接片，并将连接片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锡焊；

BMS系统预设一条温度采集线缆，温度采集线缆一端的温度采集元件与软包动力电池

正极极耳超声焊接；

BMS系统的信号线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对插连接；

将绝缘外壳与绝缘板进行卡接固定后，放入合金外壳后进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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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新能源汽车技术被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认可，预计2020年新能源汽车会逐渐取代传统汽车。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量的逐年

增加，气候对于电动汽车的限制也越来越明显，众所周知动力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会

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充电，为满足动力电池的低温充电需求，设计一种动力电池自加热电路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0003] 目前，动力电池自加热电路存在两个设计方向：①使用方形铝壳电池设计自加热

电路；②使用软包电池设计自加热电路；方形铝壳自加热电路设计存在以下两个设计难点：

1、为满足加热效果，考虑加热片内置，但可能存在加热片被腐蚀的风险；2、电池内部空间狭

小，温度传感器及控制电路集成在盖板内或电池内部比较困难；相比于方形铝壳电池，软包

电池无需加热片内置也能有较好的加热效果，同时软包电池结构较为灵活，便于布置加热

膜与控制电路。本专利为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可以提升电池在低温时的电性能，解

决因温度太低影响电池充电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

[000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包括：绝缘外壳、软包动力电池、加热

片、BMS系统和控制电路；

[0006] 软包动力电池的数量为N，加热片的数量为N+1，N≧1；软包动力电池和加热片间隔

设置形成电池模块，各软包动力电池与相对两侧的加热片形成夹心结构；绝缘外壳包括在

电池模块外部用于固定各软包动力电池；

[0007] 各加热片的一端通过控制电路连接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各加热片的另一端与软

包动力电池的负极导电连接；控制电路具有导通状态和断开状态，导通状态下，各加热片由

软包动力电池供电，加热片发热工作；断开状态下，各加热片失电恢复自然状态；

[0008] 至少一个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极耳上设有温度采集元件，BMS系统分别连接控制

电路和温度采集元件，用于根据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温度数据调整控制电路的通断。

[0009] 优选地，各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分别设有温度采集元件，BMS系统用于根据各温度

采集元件采集的最小温度数据调整控制电路的通断。

[0010] 优选地，加热片与软包动力电池超声焊接。

[0011] 优选地，加热片采用镍片加热膜，其有镍片和粘附在镍片两侧的可背胶组成。

[0012] 优选地，加热片采用方波结构。

[0013] 优选地，加热片的形状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其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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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热片长度，S为加热片的横截面积，K为软泡动力电池对加热片释放热量的吸收效率，t

为加热片工作时间，U为加热片两端的电压，ρ为加热片电阻率，C为极耳的比热容，M为极耳

的质量，T2为加热的目标温度，T1为当前温度。

[0014] 优选地，还包括绝缘板，绝缘外壳封装在合金外壳中，绝缘板套设在各软包动力电

池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上，用于将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与合金外壳隔

离。

[0015] 优选地，装配步骤如下：

[0016] 加热片采用双面背胶的方式与软包动力电池粘帖固定；

[0017] 加热片一端与软包动力电池负极超声焊接；

[0018] 加热片另一端与控制电路所在电路板导电连接，软包动力电池正极焊接一个连接

片，并将连接片与控制电路所在电路板进行导电连接；

[0019] BMS系统预设一条温度采集线缆，温度采集线缆一端的温度采集元件与软包动力

电池正极极耳超声焊接；

[0020] BMS系统的信号线与控制电路所在电路板对插连接；

[0021] 将绝缘外壳与绝缘板进行卡接固定后，放入合金外壳后进行封装。

[002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当软包动力电池温度过低时，通过软

包动力电池给加热片供电，从而加热片发热向软包动力电池补充热量，实现了软包动力电

池温度的自调节，保证电池在低温状态下能够正常进行充放电，提升电池在低温状态下的

电性能，提高电动汽车在寒冷环境中的续航里程。

[0023] 本发明中，通过控制电路的导通和断开，控制加热片的上电失电，通过BMS系统根

据软包动力电池的极耳温度采集自动调节控制电路状态，实现了软包动力电池温度的智能

调节和控制。

[0024] 本发明中，将电池温度的监控转换为电池极耳温度的监控，简化了电路结构，避免

了外接电路对电池内部的不利影响。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的控制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照图1、图2，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包括：绝缘外壳1、软包

动力电池3、加热片5、BMS系统、控制电路4和绝缘板2。

[0028] 软包动力电池3的数量为N，加热片5的数量为N+1，N≧1。软包动力电池3和加热片5

间隔设置形成电池模块，各软包动力电池3与相对两侧的加热片5形成夹心结构。加热片5上

电状态下发热，从而为软包动力电池3加热。本实施方式中，绝缘外壳1包括在电池模块外部

用于固定各软包动力电池3，具体的，绝缘外壳1还封装在合金外壳中，绝缘板2套设在各软

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上，用于将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和负极极耳与合

金外壳隔离，以避免软包动力电池3与合金外壳短路。

[0029] 各加热片5的一端通过控制电路4连接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各加热片5的另一端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899613 B

4



与软包动力电池3的负极导电连接。如此，加热片5与软包动力电池3形成闭合回路。具体的，

本实施方式中，各软包动力电池3并联连接，加热片5的两端可分别连接任意软包动力电池3

的正极和负极。本实施方式中，加热片5与软包动力电池3超声焊接。

[0030] 控制电路4具有导通状态和断开状态，导通状态下，各加热片5由软包动力电池3供

电，加热片5发热工作，以便给各软包动力电池加热。断开状态下，各加热片5失电恢复自然

状态，停止发热。本实施方式中，至少一个软包动力电池3的正极极耳上设有温度采集元件，

BMS系统分别连接控制电路4和温度采集元件，用于根据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温度数据调整

控制电路4的通断。具体的，当BMS系统根据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温度判断出软包动力电池3

温度过低，则将控制电路4调整到导通状态，以便通过加热片5对软包动力电池3进行热量补

充；当BMS系统获取的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温度达到预设温度阈值，则将控制电路4调整到

断开状态，以停止对软包动力电池3加热，避免高温工作。

[0031] 本实施方式中，各软包动力电池的正极分别设有温度采集元件，BMS系统用于根据

各温度采集元件采集的最小温度数据调整控制电路4的通断。具体的，BMS系统中预设有温

度上限阈值和温度下限阈值，温度上限阈值大于温度下限阈值，BMS系统将各温度采集元件

采集的最小温度数据分别与温度上限阈值和温度下限阈值比较，当最小温度数据小于或等

于温度下限阈值，则将控制电路4导通；反之，当最小温度数据大于或等于温度上阈值，则将

控制电路4断开。

[0032] 本实施方式中，加热片5采用镍片加热膜，其有镍片和粘附在镍片两侧的可背胶组

成。具体的，加热片5采用方波结构，以提高其发热效率。具体实施时，加热片5还可采用石墨

烯等其他加热片。

[0033] 本实施方式中，加热片5的选择根据热量需求、材质等有关。具体的，本实施方式

中，软包动力电池需要吸收的热量Q吸＝Q放×K，其中Q放为加热片释放的热量，K为软泡动力电

池对加热片释放热量的吸收效率。

[0034] Q放＝C×M×(T2-T1)，C为极耳的比热容，M为极耳的质量，T2为加热的目标温度，T1

为当前温度。

[0035] Q放＝t×U2/R，t为加热片工作时间，U为加热片两端的电压，R为加热片的电阻值。

[0036] R＝ρ×L/S，ρ为加热片电阻率，L为加热片长度，S为加热片的横截面积。

[0037] 结合以上公式可推导出，加热片的形状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0038] 本实施方式提供的动力电池的自加热电路，其装配步骤如下。

[0039] (1)加热片5采用双面背胶的方式与软包动力电池粘帖固定。

[0040] (2)加热片5一端与软包动力电池负极超声焊接。

[0041] (3)加热片5另一端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导电连接具体可采用锡焊、超声焊、激

光焊等连接形式，软包动力电池正极焊接一个连接片，并将连接片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

进行焊接。

[0042] (4)BMS系统预设一条温度采集线缆，温度采集线缆一端的温度采集元件与软包动

力电池正极极耳超声焊接。

[0043] (5)BMS系统的信号线与控制电路4所在电路板对插连接。

[0044] (6)将绝缘外壳与绝缘板进行卡接固定后，放入合金外壳后进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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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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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8899613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