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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ed; in addition, due to the use of a small current to activate the battery, a large current activation i s effectively prevented ：from
damaging the battery,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attery i s guaranteed.

(57) 摘要 ：一种锂亚硫酰氯 电池 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 与装置，对锂亚硫酰 氯 电池 是否存在 电压
滞后进行判 断，当存在 电压滞后并且相邻两次 电压滞后激活 的时间超过一定 的间隔时，使用 小电流放
电电路对锂 亚硫 酰 氯 电池进行 小 电流放 电激活。 由于只有 当存在 电压滞 后 并且两 次激活 的时间超过
一定 的时间间隔时才对 电池进行激活，有效地 防止 了不必要 的电池消耗；以及， 由于采用 小 电流对 电
池进行激活，有效地防止了大电流激活对电池的损伤，保证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与装置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电压判定与激活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

压滞后判定与激活方法与装置。

[0003] 體

[0004] 电压滞后是锂亚硫酰氯电池的一大特性，也是该种电池存在的基础，其原理如

下：组成电池的亚硫酰氯电解液是一种强氧化性的化学物质，它同吋起了电解

液和电池正极活性物质的作用，亚硫酰氯与电池的负极活性物质金属锂接触后

, 在金属锂表面上立即形成一层致密的钝化膜，这一层钝化膜是一种离子导体

, 锂离子能在钝化膜中进行迁移，伹由于锂离子在钝化膜中迁移的速率很小，

因此会阻挡电池进行反应。当电池中流过的电流不大于1µΑ / η2 (金属锂表面积

) 吋，钝化膜中锂离子的迁移速率能够满足要求；当电流较大吋，钝化膜中锂

离子的迁移速率的限制产生严重影响，钝化膜两端产生很大的电压降，此吋具

体表现就是电池负载电压 氐；随着电流的不断流过，钝化膜逐渐破裂，两端的

压降逐渐下降，电池的负载电压就逐渐上升直至正常。钝化膜的逐渐破裂过程

就是电池电压滞后的消除过程。当电池长期处于微小电流放电或贮存情况下，

电池的钝化膜会逐渐加厚，电池的电压滞后也会加重，严重吋最 氐电压会降到2

V甚至更 氐，此吋就会影响用户的使用，如果在电路上未采取措施，就会由于

瞬间电压太 氐，使仪器不能正常使用。目前消除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滞后一般

采取的方法是定吋的使用短吋间的大电流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放电，这个方

案的好处是不用对电池是否存在电压滞后进行判断，傻瓜式激活；坏处是频繁

的大电流放电激活加速电池的消耗，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0005]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对锂亚硫酰氯电池是否存在电压滞后进行判

断，并根据所述判断结果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的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

电压滞后判定与激活方法与装置。



[0007] 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包括步骤：Sl 、判断是否存

在上一次激活吋间，若是，执行步骤S2, 若否，执行步骤S3; S2、判断上一次

激活吋间到当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若是，执行步骤S3,

若否，继续执行本步骤；S3、采集当前电池电压，然后确定系统运行吋间，并

从经验表中读取与所述系统运行吋间对应的电压经验值，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

是否小于电压经验值，若是，执行步骤S4, 若否，返回步骤S1, 其中，所述经

验表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电池经验值的对应关系；S4、使用小电流放电电

路对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活操作。

[0008] 本发明提供的另一种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包括控制装置和小电流放电

电路，所述控制装置与小电流放电电路电连接，小电流放电电路与锂亚硫酰氯

电池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第一判断模块、第二判断模块、电压采集模块

、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第三判断模块和激活模块，所述第一判断模块用于判

断是否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当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吋

, 判断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所述电

压采集模块用于当所述第二判断模块判断结果为是吋，采集当前电池电压；所

述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用于当所述电压采集模块采集电池电压后，确定系统运

行吋间，并从经验表中读取与所述系统运行吋间对应的电压经验值，其中，所

述经验表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电池经验值的对应关系；所述第三判断模块

用于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是否小于电压经验值；所述激活模块用于当第三判断

模块的判断结果为是吋，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对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

活操作。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采集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将采集的电池

电压与锂亚硫酰氯电池的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值经验表中当前月的电压值

进行比较，判断电池是否存在电压滞后，只有当存在电压滞后吋才对电池进行

激活，从而有效的防止了不必要的消耗；进一步地，本发明通过判断当前电压

采集与前一次激活的吋间是否超过一定吋间间隔，只有当两次激活的吋间超过

一定的吋间间隔吋才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进一步地，本发明采用小电



流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有效防止大电流激活对电池的损伤 ，保证了电

池的使用寿命。

[0011] 國 綱

[0012] 图1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的结构

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中锂亚硫酰氯电池的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值经验表

[0014] 图3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的流程

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实施方式小电流放电电路的电路示意图。

[0016] 主要标号说明

[0017] 控制装置 -1; 第一判断模块 -10; 第二判断模块 -20; 电压采集模块 -30; 电压经

验值获取模块 -40; 第三判断模块 -50; 激活模块 -60; 小电流放电电路 -70; 锂亚

硫酰氯电池 -80。

[0018]

[0019]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 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

方式并配合附图详予说明。

[0020]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中锂亚硫酰氯电池的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

值经验表，通过所述幵启使用吋间可以査询到锂亚硫酰氯电池80在正常情况下

(无电压滞后情况下）的电压值，因此根据所述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值经

验表与采集锂亚硫酰氯电池80的电压可以判断电池是否存在电压滞后情况。

[0021] 请参阅图1 , 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

置的结构框图。所述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包括控制装

置1和小电流放电电路70, 所述控制装置1与小电流放电电路70电连接，小电流

放电电路70与锂亚硫酰氯电池80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1包括第一判断模块10、

第二判断模块20、电压采集模块30、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40、第三判断模块50

和激活模块60。

[0022]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10用于判断是否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



[0023]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20用于当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吋，判断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

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

[0024] 所述电压采集模块30用于当所述第二判断模块判断结果为是吋，采集当前电池

电压；

[0025] 所述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40用于当所述电压采集模块采集电池电压后，确定系

统运行吋间，并从经验表中读取与所述系统运行吋间对应的电压经验值，其中

, 所述经验表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电池经验值的对应关系；

[0026] 所述第三判断模块50用于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是否小于电压经验值；

[0027] 所述激活模块60用于当第三判断模块的判断结果为是吋，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

对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活操作。

[0028] 如图4所示，为所述小电流放电电路的示意图，所述小电流放电电路包括一电

阻R28 、 PNP 型三极管Q13和电容C9, 三极管Q13 的基极与电阻R28 电连接，发

射极与+5V 电源连接，集电极与电容C9的正极连接，电阻R28 的另一端连接于控

制装置，电容C9的负极连接地。其中电阻R28 为 1000欧姆左右的电阻，当判定

锂亚硫酰氯电池存在电压滞后，置电阻R28输入端为 氐电平，从而激活放电电路

[0029] 因锂亚硫酰氯电池内部的钝化膜形成需要一定的周期，在7天吋间内形成的钝

化膜的厚度还不会导致明显的电压滞后现象，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一周内无须对

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也就是相邻两次电压滞后激活的最小周期是7天。因

此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预设采集吋间优选为7天，即当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前

吋间的吋间间隔达到7天吋，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的判断结果为是，在其他实施方

式中所述预设采集吋间为6至8天。

[0030] 因只有当锂亚硫电池长期处于微小电流放电或贮存情况下内部才会出现较明显

的钝化膜，因此所述电压采集模块30采集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的频率可以设置

为每小吋采集一次。

[0031] 本发明通过采集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将采集的电池电压与锂亚硫酰氯电池

的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值经验表中当前月的电压值进行比较，判断电池是

否存在电压滞后，只有当存在电压滞后吋才对电池进行激活，从而有效的防止



了不必要的消耗；进一步地，本发明通过判断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前吋间的吋

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只有当两次激活的吋间间隔达到预设采集吋间

才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进一步地，本发明采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对锂亚

硫酰氯电池进行小电流激活，有效防止大电流激活对电池的损伤，保证了电池

的使用寿命。

[0032] 在实际的实用过程中，当锂亚硫电池当前月的电池电压值与所述采集到的锂亚

硫酰氯电池电压的电压差越大，则所述锂亚硫酰氯电池内部的钝化膜的厚度就

越厚，因此在保护电池的前提下为了以尽量短的吋间对电池进行激活，则需要

以稍大些的电流对电池进行激活。因此，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激活模块60包

括电压差值计算单元；

[0033] 所述电压差值计算单元用于计算电压经验值与当前电池电压的差值；

[0034] 所述激活模块60用于从一激活表中读取与所述差值对应的激活电流，其中，所

述激活表用于记载差值与激活电流的对应关系；

[0035] 所述激活模块60用于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在所述预设激活吋间内对电池施加所

述激活电流。

[0036] 所述激活电流范围为2mA~4mA, 与所述电压差值成正比，如表一所示，为本

实施方式中所述差值对应的激活电流的激活表；

[0037] 表一

1 隨 、 \ : 2 ！

1¾涵电處 《ί

[0038] 其中，激活模块60通过产生不同占空比的脉冲信号控制小电流放电电路产生不

同的激活电流。

[0039] 因不同容量的锂亚硫酰氯电池中亚硫酰氯与电池的负极活性物质金属锂接触面

积不同，其形成的钝化膜的的面积也不同，电池容量越大其钝化膜的面积也就

越大，因此需要更长的激活吋间，伹过长吋间对电池激活会对锂亚硫酰氯电池

造成损坏。因此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激活模块60还包括容量检测单元；

[0040] 所述容量检测单元用于当检测电池的容量，以及从一激活吋间表中读取与所述

电池容量对应的预设激活吋间。



[0041] 如表二所示 ，为所述 电池容量与激活吋间对应 的激活吋间表 ，所述预设 的激活

吋间为8至12分钟 ，与电池容量成正 比。

[0042] 表二

[0043] 随着 电池激活的进行 ，锂亚硫酰氯 电池内部 的钝化膜 的厚度逐渐变小 ，因此为

防止 电池激活末期激活电流对 电池的造成损坏 ，所述激活模块60还包括 电流控

制模块 ；

[0044] 所述 电流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小 电流放 电电路 的激活电流的大小与此次激活进行

的吋间成反比，即随着激活的进行逐渐减小激活电流的大小。

[0045] 如 图3所示 ，本发明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锂亚硫酰氯 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

活方法包括步骤 ：

[0046] 判断是否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若是 ，执行步骤S2, 若否 ，执行步骤S3;

[0047] 判断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若是 ，执

行步骤S3, 若否 ，继续执行本步骤 ；

[0048] 采集 当前电池电压 ，然后确定系统运行吋间，并从经验表 中读取与所述系统运

行吋间对应 的电压经验值 ，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是否小于 电压经验值 ，若是 ，

执行步骤S4, 若否 ，返 回步骤S1, 其 中，所述经验表 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

电池经验值 的对应关系；

[0049] 使 用小 电流放 电电路对 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活操作。

[0050] 其 中，所述步骤S4具体包括步骤 ：

[0051] 计算 电压经验值与当前电池电压 的差值 ；

[0052] 从一激活表 中读取与所述差值对应 的激活电流 ，其中，所述激活表用于记载差

值与激活电流的对应关系；

[0053] 使 用小 电流放 电电路在所述预设激活吋间内对 电池施加所述激活电

[0054] 其 中，所述激活电流范围为2mA~4mA 。

[0055] 其 中，所述步骤S43前还包括步骤 ：



[0056] 检测电池的容量，从一激活吋间表中读取与所述电池容量对应的预设激活吋间

[0057] 其中，步骤S5中所述激活电流的大小与此次激活进行的吋间成反比。

[0058]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采集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将采集的电池电压与锂亚

硫酰氯电池的幵启使用吋间与对应电压值经验表中当前月的电压值进行比较，

判断电池是否存在电压滞后，只有当存在电压滞后吋才对电池进行激活，从而

有效的防止了不必要的消耗；进一步地，本发明通过判断当前电压采集与前一

次激活的吋间是否超过一定吋间间隔，只有当两次激活的吋间超过一定的吋间

间隔吋才对锂亚硫酰氯电池进行激活，进一步地，本发明采用小电流对锂亚硫

酰氯电池进行激活，有效防止大电流激活对电池的损伤，保证了电池的使用寿

命。

[0059] 进一步地，本发明计算锂亚硫电池当前月的电池电压值与所述采集到的锂亚硫

酰氯电池电压的电压差，根据所述电压差对锂亚硫酰氯电池采用不同的电流值

进行激活，从而在保护电池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激活的吋间效率。

[0060] 进一步地，本发明检测锂亚硫酰氯电池的容量，根据容量的不同对锂亚硫酰氯

电池进行不同吋间长度的激活，因而在确保电池被充分激活的前提下保护电池

不会因过度激活而损坏。

[0061]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激活电流随着激活的进行其电流值逐渐减小，因而在确保

激活吋间效率的前提下避免电池在激活末尾阶段较大的激活电流对电池的损害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技术问题

问题的解决方案

发明的有益效果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

5 1、判断是否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若是，执行步骤S2，若否，执

行步骤S3;

52、判断上一次激活吋间到当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

间，若是，执行步骤S3，若否，继续执行本步骤；

53、采集当前电池电压，然后确定系统运行吋间，并从经验表中读取

与所述系统运行吋间对应的电压经验值，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是否小

于电压经验值，若是，执行步骤S4，若否，返回步骤Sl ，其中，所

述经验表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电池经验值的对应关系；

54、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对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活操作。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具体包括步骤：

541、计算电压经验值与当前电池电压的差值；

542、从一激活表中读取与所述差值对应的激活电流，其中，所述激

活表用于记载差值与激活电流的对应关系；

543、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在所述预设激活吋间内对电池施加所述激

活电流。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激活电流范围为2mA~4mA 。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3前还包括步骤：

检测电池的容量，从一激活吋间表中读取与所述电池容量对应的预设

激活吋间。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所述激活电流的大小与此次激活进行的吋间成

反比。



[权利要求 6] —种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控制装置和小电流放电电路，所述控制装置与小电流放电电路电连接

，小电流放电电路与锂亚硫酰氯电池电连接，所述控制装置包括第一

判断模块、第二判断模块、电压采集模块、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第

三判断模块和激活模块，

所述第一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是否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

所述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当存在上一次激活吋间吋，判断上一次激活吋

间到当前吋间的吋间间隔是否达到预设采集吋间；

所述电压采集模块用于当所述第二判断模块判断结果为是吋，采集当

前电池电压；

所述电压经验值获取模块用于当所述电压采集模块采集电池电压后，

确定系统运行吋间，并从经验表中读取与所述系统运行吋间对应的电

压经验值，其中，所述经验表中记载有系统运行吋间与电池经验值的

对应关系；

所述第三判断模块用于并判断当前电池电压是否小于电压经验值；

所述激活模块用于当第三判断模块的判断结果为是吋，使用小电流放

电电路对电池进行预设激活吋间内的激活操作。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激活模块包括电压差值计算单元，

所述电压差值计算单元用于计算电压经验值与当前电池电压的差值；

所述激活模块用于从一激活表中读取与所述差值对应的激活电流，其

中，所述激活表用于记载差值与激活电流的对应关系；

所述激活模块用于使用小电流放电电路在所述预设激活吋间内对电池

施加所述激活电流。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激活电流范围为2mA~4mA 。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锂亚硫酰氯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激活模块还包括容量检测单元，



所述容量检测单元用于当检测 电池的容量 ，以及从一激活吋间表 中读

取与所述 电池容量对应 的预设激活吋间。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 的锂亚硫酰氯 电池的电压滞后判定及激活装置 ，

其特征在于 ，所述激活模块还包括 电流控制模块 ，

所述 电流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小 电流放 电电路 的激活电流的大小与此次

激活进行 的吋间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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