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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冷却和灭

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压缩机、

冷凝器、干燥过滤器、制冷电磁阀、毛细管、蒸发

器依次相连形成压缩机组制冷单元；制冷电磁阀

前引出手动阀和喷液电磁阀形成喷淋支路；压缩

机和冷凝器之间的管路上引出手动阀和热力电

磁阀形成热旁通支路；第一三通连接阀、吸水过

滤器、调节阀连接到电池液箱里的液冷板的出液

口形成液体冷却支路，第二三通连接阀、吸水过

滤器和回液电磁阀到密封电池液箱的回液口形

成液体灭火支路，循环泵、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

器、流量调节阀、隔膜阀和加热器依次相连形成

液冷循环单元。本发明集成冷却和灭火功能于一

体，可以提高系统空间利用率，增强整个热管理

系统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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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密封电池

液箱、冷凝器、压缩机、蒸发器、气液分离器、板式换热器、循环泵，压缩机、冷凝器、干燥过滤

器、制冷电磁阀、毛细管、蒸发器依次相连形成压缩机组制冷单元；制冷电磁阀前引出手动

阀和喷液电磁阀形成喷淋支路；压缩机和冷凝器之间的管路上引出手动阀和热力电磁阀形

成热旁通支路；第一三通连接阀连接蒸发器、第二三通连接阀，再与吸水过滤器、调节阀连

接到电池液箱里的液冷板的出液口形成液体冷却支路，第二三通连接阀连接第一三通连接

阀、板式换热器，再连接吸水过滤器和回液电磁阀到密封电池液箱的回液口形成液体灭火

支路，第三三通连接阀连接蒸发器、板式换热器和循环泵，循环泵、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

器、流量调节阀、隔膜阀和加热器依次相连形成液冷循环单元，固态变频器连接循环泵，固

态继电器连接加热器，加热器与信号控制器连接三通换向电磁阀，三通换向电磁阀分别连

接液冷板的进液口和密封电池液箱的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密封电池液箱包括相互连接的箱体和箱盖，箱体里设置电池模组，电池模组下

方依次设置导热垫和液冷板，液冷板设置进液口和出液口，进液口和出液口之间为流通全

氟己酮的冷却流道，箱盖上连接吊架，吊架连接盘型支架，盘型支架上布置雾化喷嘴，箱体

上设置箱体压力传感器、箱体温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报警器和安全阀，箱体压力传感器

连接报警器和安全阀，箱体温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与信号控制器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

特征是：电池模组产生热量，电池产热功率超过阈值，启动压缩机、冷凝器、制冷电磁阀、毛

细管、蒸发器和干燥过滤器配合工作实现制冷循环；电池产热功率低于阈值时，启动板式换

热器和板式换热器散热翅片配合工作进行换热；密封电池液箱内的箱体温度传感器和气体

传感器监测电池运行热状态，电池温度过高或产生有害气体时，信号控制器控制三通换向

电磁阀开通液体灭火支路，循环泵将全氟己酮输送到盘型支架上的雾化喷嘴；当电池正常

工作且需要散热时，信号控制器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流通液体冷却支路，循环泵将全氟己

酮输送到液冷板的进液口；当电池处于极寒冷环境下需要加热后再启动时，循环液冷连接

单元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工作，给电池加热；当密封电池液箱内箱体压力传感器监

测到压力超过设定的阈值时，报警器发出警报，安全阀开启进行系统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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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技术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三电”部件，其性能对于整车

的重要影响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当前动力电池正朝着高能量密度和短充电时间的方向发

展，动力电池高产热量需要有热管理系统迅速散热，以保证整个电池模组或者电池包处于

合适的工作温度范围和系统中不同位置电池温度均匀性。

[0003] 目前已有的电池热管理方式主要为：风冷、液冷、相变材料冷却和热管冷却。风冷

动力电池热管理方式因空气的比热容较小，导热系数低，对流换热系数小，散热所需时间

长，高充、放电倍率冷却效果差，整个系统进、出口压差大，流场不均匀，电池组中电池间冷

却条件的差异将导致电池组产生较大的温差，已逐步被主机厂所淘汰。相变材料导热率低，

相变潜热小，换热量有限，需额外增加系统体积，质量较重，大大缩减整个热管理系统的质

量能量密度和体积能量密度，且不能将热量及时散出，相变材料热管理方式预热困难的问

题更难以解决。热管和电池形状适应性要求高，结构较复杂，管内结构换热性差，绝缘性要

求高，加工工艺要求高和成本高昂。相变材料冷却动力电池技术和热管技术离产业化应用

尚需一定的时间。

[0004] 液冷动力电池热管理方式的冷媒具有比热容大、热导率高、传热系数大、边界层

薄、换热能力强、可集成散热和预热功能、温度均匀性好等优势，而被广泛应用。液冷动力电

池热管理方式主要分为二次回路液体冷却和直接接触式液体冷却两种，二次回路液体冷却

方式的换热热阻大，换热过程中热量损失较大，换热效果较差，而采用直接接触式液体冷却

方式可以大大降低动力电池与冷媒之间的接触热阻，并且绝缘冷却液的导热系数高，换热

性能佳，系统节能效果显著。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增强整个热管理系统安全性能的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

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本发明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

密封电池液箱、冷凝器、压缩机、蒸发器、气液分离器、板式换热器、循环泵，压缩机、冷凝器、

干燥过滤器、制冷电磁阀、毛细管、蒸发器依次相连形成压缩机组制冷单元；制冷电磁阀前

引出手动阀和喷液电磁阀形成喷淋支路；压缩机和冷凝器之间的管路上引出手动阀和热力

电磁阀形成热旁通支路；第一三通连接阀连接蒸发器、第二三通连接阀，再与吸水过滤器、

调节阀连接到电池液箱里的液冷板的出液口形成液体冷却支路，第二三通连接阀连接第一

三通连接阀、板式换热器，再连接吸水过滤器和回液电磁阀到密封电池液箱的回液口形成

液体灭火支路，第三三通连接阀连接蒸发器、板式换热器和循环泵，循环泵、温度传感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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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传感器、流量调节阀、隔膜阀和加热器依次相连形成液冷循环单元，固态变频器连接循环

泵，固态继电器连接加热器，加热器与信号控制器连接三通换向电磁阀，三通换向电磁阀分

别连接液冷板的进液口和密封电池液箱的入口。

[0008] 本发明还可以包括：

[0009] 1、所述密封电池液箱包括相互连接的箱体和箱盖，箱体里设置电池模组，电池模

组下方依次设置导热垫和液冷板，液冷板设置进液口和出液口，进液口和出液口之间为流

通全氟己酮的冷却流道，箱盖上连接吊架，吊架连接盘型支架，盘型支架上布置雾化喷嘴，

箱体上设置箱体压力传感器、箱体温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报警器和安全阀，箱体压力传

感器连接报警器和安全阀，箱体温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与信号控制器相连。

[0010] 2、电池模组产生热量，电池产热功率超过阈值，启动压缩机、冷凝器、制冷电磁阀、

毛细管、蒸发器和干燥过滤器配合工作实现制冷循环；电池产热功率低于阈值时，启动板式

换热器和板式换热器散热翅片配合工作进行换热；密封电池液箱内的箱体温度传感器和气

体传感器监测电池运行热状态，电池温度过高或产生有害气体时，信号控制器控制三通换

向电磁阀开通液体灭火支路，循环泵将全氟己酮输送到盘型支架上的雾化喷嘴；当电池正

常工作且需要散热时，信号控制器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流通液体冷却支路，循环泵将全氟

己酮输送到液冷板的进液口；当电池处于极寒冷环境下需要加热后再启动时，循环液冷连

接单元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工作，给电池加热；当密封电池液箱内箱体压力传感器

监测到压力超过设定的阈值时，报警器发出警报，安全阀开启进行系统泄压。

[0011]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

[0012] 1 .本发明通过温度/气体多功能传感器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热状态，通过信号控制

器将温度和气体等信号传输给信号控制器，进而信号控制器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选择液冷

冷却支路或灭火支路，系统集成度高，空间利用率大，实用价值高。

[0013] 2.本发明选用全氟己酮作为灭火剂，当整个热管理系统发生异常情况时，能够减

小换热热阻，系统灭火效果好，安全性能高。

[0014] 3.本发明通过设置多个并联的制冷支路，能够实现整个系统根据电池产热功率选

择合适的制冷支路，减小整个热管理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能量损失，起到节能作用。

[0015] 4.本发明通过在循环液冷连接单元上设置加热器和固态继电器，能够实现在极寒

冷工况下对动力电池进行预热目的，本发明集成动力电池系统的散热、预热和灭火功能于

一体，并且能够实现对冷媒的主动控制，适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电池模组液冷单元局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举例对本发明做更详细地描述：

[0019] 结合图1‑2，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通过在密闭的电池液箱内设置温度/压力/气体多功能传感器，将传感器监测到的状态数据

传输给信号控制器，信号控制器控制整个热管理系统运行液体冷却单元或液体灭火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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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灭火单元上雾化喷嘴采用盘型布置形式，可以提高喷淋覆盖率。本发明集成了散热、预

热和灭火功能于一体，换热效果好、适用范围广、实用价值高。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具有冷却和灭火功能的一体式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

信号控制器1、三通换向电磁阀2、压力传感器3、温度传感器4、走线口5、盘型支架6、气体传

感器7、报警器8、安全阀9、吊架10、雾化喷嘴11、电池12、密封电池液箱13、导热垫14、液冷板

15、全氟己酮16、排液阀17、调节阀18、吸水过滤器19、三通连接阀20、气液分离器21、低压保

护器22、低压表23、压缩机24、高压表25、高压保护器26、冷凝器27、手动阀28、Y型过滤器29、

流量开关30、干燥过滤器31、制冷电磁阀32、毛细管33、喷液电磁阀34、热力电磁阀35、蒸发

器36、板式换热器37、板式换热器散热翅片38、吸水过滤器39、回液电磁阀40、固态变频器

41、循环泵42、温度传感器43、流量传感器44、流量调节阀45、隔膜阀46、加热器47和固态继

电器48。

[0021] 实施时若干个电池12通过导电排连接成电池模组，电池模组下方依次设置导热垫

14和液冷板15，整体放置于密封电池液箱13内。密封电池液箱13由箱体和箱盖通过固定螺

栓和密封垫圈配合连接，箱盖上连接吊架10，吊架10与盘型支架6相连，盘型支架6上等距布

置若干个雾化喷嘴11；液冷板15内部设置冷却流道流通全氟己酮16，液冷板15设置一个进

液口和一个出液口。箱体上连接压力传感器3、温度传感器4、气体传感器7、报警器8和安全

阀9，压力传感器3连接报警器8和安全阀9。温度传感器4和气体传感器7与信号控制器1相

连，信号控制器1连接并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2，三通换向电磁阀2与液冷板15进液口和密封

电池液箱13入口相连，分别形成液体冷却和灭火支路，密封电池液箱13上设置走线口5和排

液阀17。

[0022] 压缩机24、冷凝器27、制冷电磁阀32、毛细管33、蒸发器36和干燥过滤器31形成压

缩机组制冷单元；从制冷电磁阀32前引出手动阀和喷液电磁阀34形成喷淋支路；从压缩机

24和冷凝器27之间的管路上引出手动阀和热力电磁阀35形成热旁通支路。通过一个三通连

接阀20连接蒸发器36、板式换热器37，再与调节阀18、吸水过滤器19连接到液冷板15出液口

形成液体冷却支路。另一个三通连接阀连接吸水过滤器39和回液电磁阀40到密封电池液箱

13的回液口形成液体灭火支路。循环泵42、温度传感器43、流量传感器44、流量调节阀45、隔

膜阀46和加热器47串联连接到三通换向电磁阀2形成液冷循环单元，固态变频器41连接循

环泵42，固态继电器48连接加热器47。

[0023] 本实施例中，系统工作时，若干个电池12通过导电排连接的电池模组会产热，电池

12产热功率超过阈值启动压缩机24、冷凝器27、制冷电磁阀32、毛细管33、蒸发器36和干燥

过滤器31配合工作实现制冷循环；电池12产热功率低于阈值时启动板式换热器37和板式换

热器散热翅片38配合工作进行换热。密封电池液箱13内的温度传感器4和气体传感器7监测

电池运行热状态，电池温度过高或产生有害气体等热失控现象发生时，传感器将数据信号

传输到信号控制器1，信号控制器1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2开通液体灭火支路，循环泵42将全

氟己酮16输送到盘型支架6上等距布置的若干个雾化喷嘴11。当电池正常工作且需要散热

时，信号控制器1控制三通换向电磁阀2流通液体冷却支路，循环泵42将全氟己酮16输送到

液冷板15的进液口。当电池处于极寒冷环境下需要加热后再启动时，循环液冷连接单元上

的固态继电器48控制加热器47工作，给电池加热12。当密封电池液箱13内压力传感器3监测

到系统压力超过设定的阈值时，报警器8发出警报，安全阀9开启进行系统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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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包括电池模组液冷单元、压缩机组主制

冷单元、板式换热器副冷却单元和循环液冷连接单元；电池模组液冷单元设置液体冷却支

路和液体灭火支路。电池模组液冷单元包括若干个导电排连接若干个电芯形成的电池模

组、密封电池液箱、导热垫、液冷板、全氟己酮、三通换向电磁阀、雾化喷嘴、盘型支架、分配

管、温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安全阀、报警器和排液阀；设置液冷板固定于密

封电池液箱的底部；密封电池液箱内设置气体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液位计；气体传感器和

温度传感器都与三通换向电磁阀建立信号关联；密封电池液箱的顶部设置安全阀、报警器

和压力传感器，安全阀和报警器都与压力传感器相连接。密封电池液箱由箱体和箱盖两个

部分组成，箱体和箱盖采用螺栓连接，配合密封垫圈使用；密封电池液箱的右侧设置一个走

线口、底部设置一个排液口、右上方设置一个进液口、左下方设置一个回液口，设置的进液

口和回液口皆与循环液冷连接单元的管路连接；密封电池液箱凡开口处设置密封胶，整体

采用双层橡塑保温隔热。箱盖顶部的内侧设置盘型支架和分配管，分配管上设置雾化喷嘴，

雾化喷嘴设置于动力电池模组的正上方，俯视每个雾化喷嘴，其正对于电芯与电芯侧面之

间的间隙。

[0025] 外循环液冷单元包括三通换向电磁阀、信号控制器、循环泵、固态变频器、回液电

磁阀、加热器、固态继电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流量调节阀和吸水过滤器；三通换向

电磁阀与信号控制器串联，信号控制器接收温度传感器和气体传感器传输的数据信号；制

冷单元上的一个三通连接阀将循环泵、加热器、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流量调节阀串

联，连接到三通换向电磁阀，循环泵上连接固态变频器，加热器上连接固态继电器；冷媒经

三通换向电磁阀后液冷干路分为液体冷却支路和液体灭火支路，液体冷却支路上有全氟己

酮流通到液冷板内并与动力电池换热，液体灭火支路上有全氟己酮流通到箱盖上的分配管

连接着的雾化喷嘴，对动力电池进行降温灭火；制冷单元上的另一个三通连接阀一端将回

液电磁阀和吸水过滤器连接到密封电池液箱的回液口形成液体灭火支路，另一端将调节阀

和吸水过滤器连接到密封电池液箱底部的液冷板的出液口形成液体冷却支路；管道连接处

采用快插接头和卡箍配合，增加设置止回阀防止冷却液回流。

[0026] 压缩机组主制冷单元采用制冷循环、热旁通、喷液冷却三种回路结合的方式，制冷

循环由压缩机、冷凝器、干燥过滤器、手动阀、制冷电磁阀、膨胀阀和蒸发器串联连接而成，

冷凝器上设置Y型过滤器和流量开关；压缩机与蒸发器间的管路上设置低压表和低压保护

器，压缩机与冷凝器间的管路上设置高压表和高压保护器；从压缩机高压表一侧引出手动

阀和热力电磁阀连接到蒸发器上的制冷循环管，构成热旁通回路；从制冷循环上的制冷电

磁阀位置引出手动阀和喷液电磁阀形成喷液冷却回路，喷液冷却回路与制冷循环并联。板

式换热器副冷却单元包括两个三通连接阀、板式换热器和板式换热器散热翅片，三通连接

阀连接蒸发器、板式换热器、液体冷却支路上液冷板的出液口和液体灭火支路上密封电池

液箱设置的回液口，压缩机组主制冷单元和板式换热器副冷却单元并联连接。

[0027] 本发明通过传感器监测温度和产气判断系统是否发生热失控现象，巧妙设计信号

控制器和三通换向电磁阀来选择流通液体冷却支路或灭火支路。本发明集成冷却、加热和

灭火功能于一体，整个系统的空间利用率和安全性能进一步提高，实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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