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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包含

至少一电池管理装置与一云端服务器。电池管理

装置包含一储存装置与一电池控制单元，电池控

制单元电性连接储存装置、至少一电池与一无线

模块，并撷取电池的历史信息，以将其记录于储

存装置中。云端服务器通过无线模块无线连接电

池控制单元，并提供至少一种管理请求，电池控

制单元通过无线模块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服

务器中，以供维修分析来降低维修成本，之后，电

池控制单元主动通过无线模块读取管理请求，以

据此管理电池或储存装置，以避免对电池控制单

元造成程序中断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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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至少一电池管理装置与一云端服务器，电

池管理装置包含一储存装置与一电池控制单元，其中：

该电池控制单元电性连接该储存装置、至少一电池与一无线模块，该电池控制单元撷

取该电池的历史信息，以将该电池的历史信息记录于该储存装置中；以及

该云端服务器通过该无线模块无线连接该电池控制单元，并提供至少一种管理请求，

该电池控制单元通过该无线模块将该历史信息上传至该云端服务器中，之后，该电池控制

单元通过该无线模块读取该管理请求，以据此管理该电池或该储存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无线模块包含：

一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电性连接该电池控制单元；以及

一智能型通讯装置，无线连接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该云端服务器依序通过该短距

离无线通信接口与该智能型通讯装置无线连接该电池控制单元，该电池控制单元通过该短

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与该智能型通讯装置将该历史信息上传至该云端服务器中，且该电池控

制单元通过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与该智能型通讯装置读取该管理请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智能型通讯装置为智能手

机或平板计算机，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为蓝牙接口、无线保真接口或Zigbee无线协议接

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无线模块为2G模块、3G模

块或GPRS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电池管理装置还包含一全

球卫星定位模块，其电性连接该电池控制单元并对自身进行定位，以建立一位置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历史信息包含该电池的历

程信息与多个第一互动信息，该历程信息包含该电池的出厂时间、测试记录、首次使用时

间、充电次数、循环寿命与异常发生时间，每一该第一互动信息包含该电池的状态及其对应

的发生时间标记、状态持续时间与第一物理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状态为充电状态、放电状

态、待机状态、保护状态、休眠状态或关机状态，且该第一物理参数包含该发生时间标记时

该电池的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历史信息还包含该电池的

实时信息，实时信息包含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该电池控制单元定时更新该储

存装置中的该实时信息，当该电池控制单元将该储存装置中的最新的该实时信息上传至该

云端服务器时，该云端服务器更新该实时信息。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电池控制单元对记录于该

储存装置中的每一该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一序号，该第一序号为自然数，该第一序号随

其对应的该第一互动信息的记录时间愈晚则愈高，且相邻两个该记录时间的该第一序号相

差1；电池控制单元根据该记录时间依序上传该储存装置中的每一该第一互动信息，并对上

传至该云端服务器的每一该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二序号，该第二序号随其对应的该第一

互动信息的上传时间愈晚则愈高，该第二序号为自然数，且相邻两个该上传时间的该第二

序号相差1；在该储存装置与该云端服务器皆存有该第一互动信息，当该电池控制单元发现

最后一该第一序号大于最后一该第二序号时，该电池控制单元上传最后一该第一互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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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该云端服务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电池控制单元每次将该

历史信息上传至该云端服务器中的时段限制于一预设时段内。

11.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管理请求为电容量调整

请求、限时请求或地理范围限制请求；该电池控制单元依据该电容量调整请求，调整该电池

的最大充电容量或保留电量；该电池控制单元依据该限时请求，限制该电池的供电时间；该

电池控制单元依据该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控制该电池在该位置数据位于一预设范围内时进

行供电，在该位置数据位于该预设范围外时，该电池控制单元依据该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控

制该电池停止供电。

12.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管理请求为分析记录请

求，该电池控制单元根据该分析记录请求撷取该电池的第二互动信息并将其记录于该储存

装置中，每一该第二互动信息包含该电池的该状态及其对应的多个发生时间点与第二物理

参数，或者，该电池控制单元根据该分析记录请求定时记录该储存装置所存的数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第二物理参数包含该发

生时间点时该电池的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电池控制单元设有一控

制程序，该电池控制单元依据该控制程序撷取该历史信息，以将其记录于该储存装置中，该

管理请求为更新请求，以供该电池控制单元通过该无线模块读取并下载，以利用该更新请

求更新该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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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记录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管理系统，且特别涉及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不但具有轻巧、充放电性佳、安全性高的特性，还具有高功率、高容量、寿命

长、安全、不爆炸、不起火的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油电混合车、电动自行车、电动工

具机、太阳能发光二极管(LED)路灯等。

[0003] 锂电池的内部具有多个电芯串接，其组合可构成预定电压。然而每一个电芯皆为

独立的构件，因此使用寿命不同、充放电的效能不同，而且只要有一个电芯发生问题，就会

影响到整颗电池的正常工作。举例而言，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如果其中一个电芯的电压过

高或过低，就会使得整组电池电压不平衡，如不实时处理，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造成电池损

毁，使得电池故障无法供电。然而，如图1所示，目前为了读取电池10的状态与历史信息，需

要将电池10连接到数据读取装置12，但因电池异常不易实时发掘，因此常造成巨大的损失

及维修费用。另外，由于动力产品用途的锂电池具备大量电能，在航空运输的安全法规上有

非常严格的规范，也造成运输成本高昂，特别是对于损坏或功能异电、需要维修的电池，具

有更高的安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实行一般商品的维修收集流程，从而造成产品保修时程

拉长、保修成本大幅提高、质量异常问题分析困难，以及客户抱怨增加等困扰。

[0004] 因此，本发明针对上述困扰提出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将电池的历史信息上传云

端服务器，以方便维修分析，进而降低维修成本及维修时程。此外，亦于云端服务器中提供

管理请求，以供电池控制单元上传电池的数据后再下载读取，以利用管理请求自行安排时

间，对电池或储存装置进行特殊的应用，以减少对电池控制单元造成程序中断的干扰，同时

也减少电池控制单元的程序处理负担。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池记录管理系统，其包含至少一电池管

理装置与一云端服务器。电池管理装置包含一储存装置和一电池控制单元，电池控制单元

电性连接储存装置、至少一电池与一无线模块，该电池控制单元撷取电池的历史信息，以将

该电池的历史信息记录于储存装置中。云端服务器通过无线模块无线连接电池控制单元，

并提供至少一种管理请求(request)，电池控制单元通过无线模块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

服务器中，之后，电池控制单元通过无线模块读取管理请求，以据此管理电池或储存装置。

[0007] 在一实施例中，无线模块还包含一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与一智能型通讯装置，其

中智能型通讯装置例如为智能手机或平板计算机，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为蓝牙接口、无

线保真(Wifi)接口或Zigbee无线协议接口。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电性连接电池控制单元，

智能型通讯装置无线连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云端服务器依序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

与智能型通讯装置无线连接电池控制单元。电池控制单元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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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通讯装置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中，且电池控制单元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与

智能型通讯装置读取管理请求。

[0008] 在一实施例中，无线模块为通用封包2G模块、3G模块或GPRS模块。

[0009] 历史信息还包含电池的历程信息、多个第一互动信息与实时信息，历程信息包含

电池的出厂时间、测试记录、首次使用时间、充电次数、循环寿命与异常发生时间，每一第一

互动信息包含电池的状态及其对应的发生时间标记、状态持续时间与第一物理参数。电池

的状态为充电状态、放电状态、待机状态、保护状态、休眠状态或关机状态，且第一物理参数

还包含发生时间标记时该电池的位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实时信息包

含位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电池控制单元定时更新储存装置中的实时

信息，当电池控制单元将储存装置中的最新的实时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时，云端服务器

更新实时信息。

[0010] 电池控制单元对记录储存装置中的每一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一序号，第一序号

为自然数，第一序号随其对应的第一互动信息的记录时间愈晚则愈高，且相邻两个记录时

间的该第一序号相差1。电池控制单元根据记录时间，依序上传储存装置中的每一第一互动

信息，并针对上传至云端服务器的每一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二序号，第二序号随其对应

的第一互动信息的上传时间愈晚则愈高，第二序号为自然数，且相邻两个上传时间的第二

序号相差1。在储存装置与云端服务器皆存有第一互动信息，且电池控制单元发现最后一第

一序号大于最后一第二序号时，上传最后一第一互动信息至云端服务器。

[0011] 电池控制单元每次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中的时段限制于一预设时段内。

[0012] 管理请求为电容量调整请求、限时请求或地理范围限制请求。电池控制单元依据

电容量调整请求，调整电池的最大充电容量或保留电量。电池控制单元依据限时请求，限制

电池的供电时间。电池控制单元依据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控制电池在位置数据位于一预设

范围内时进行供电，在位置数据位于预设范围外时，电池控制单元依据地理范围限制请求

控制电池停止供电。

[0013] 电池控制单元根据分析记录请求撷取电池的第二互动信息，并将其记录于储存装

置中。每一第二互动信息包含电池的状态及其对应的多个发生时间点与第二物理参数，或

者，电池控制单元根据分析记录请求定时记录储存装置所存的数据。第二物理参数还包含

发生时间点时该电池的位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

[0014] 电池控制单元还设有一控制程序，电池控制单元依据控制程序撷取历史信息，以

将其记录于储存装置中，管理请求为更新请求，以供电池控制单元通过无线模块读取并下

载，以利用更新请求更新控制程序。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现有技术中的电池与数据读取装置的电路方块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一实施例的系统方块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二实施例的系统方块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10-电池；12-数据读取装置；14-电池记录管理系统；16-电池管理

装置；18-云端服务器；20-储存装置；22-电池控制单元；24-全球卫星定位模块；26-电池；

28-无线模块；30-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2-智能型通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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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的实施例将通过下文配合相关图式进一步加以解说。尽可能的，于图式与

说明书中，相同标号代表相同或相似构件。于图式中，基于简化与方便标示，形状与厚度可

能经过夸大表示。可以理解的是，未特别显示于图式中或描述于说明书中的组件，为所属技

术领域中具有通常技术者所知的形态。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依据本发明的内容而进行多种的

改变与修改。

[0020]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一实施例。本发明提供的电池

记录管理系统14包含至少一电池管理装置16与一云端服务器18。在此电池管理装置16的数

量以一个为例。电池管理装置16包含一储存装置20、一电池控制单元22与一全球卫星定位

模块24。电池控制单元22电性连接储存装置20、全球卫星定位模块24、至少一电池26与一无

线模块28，无线模块28例如为2G模块、3G模块或GPRS模块。电池控制单元22设有一控制程

序，并据此撷取电池26的历史信息，以将其记录于储存装置20中。在此电池26的数量以一个

为例。云端服务器18通过无线模块28无线连接电池控制单元22，并提供至少一种管理请求

(request)，亦可同时或依序提供多种管理请求。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将历史信

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中。之后，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读取管理请求，以据此管

理电池26或储存装置20。全球卫星定位模块24对自身进行定位，以建立一位置数据。为了避

免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中的时间太长，而未能

及时兼顾电池控制单元22必须持续执行的其他程序，例如电池控制单元22欲于下一时段电

池26的历史信息，电池控制单元22每次通过无线模块28将历史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中

的时段限制于一预设时段内，例如0.01～1秒，一旦超过此预设时段却仍未上传完历史信息

时，便由下次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与云端服务器18联机时，电池控制单元22通

过无线模块28将未上传完的历史信息上传于云端服务器18中。本发明自动储存电池26的历

史信息，亦可定期或不定期将电池26的物理状态记录与异常记录同步更新到云端服务器

18，以方便维修分析，进而降低维修成本及维修时程。此外，亦可被动提供客户服务需求，甚

至依据云端服务器18中的信息主动发起客户关怀服务。本发明针对管理请求，并非由云端

服务器18主动下指令给电池控制单元22，因为如此会打扰到电池控制单元22的运作程序。

相反地，本发明仅于云端服务器18中提供管理请求，待电池控制单元22上传电池的数据后

再下载读取，以利用管理请求自行安排时间，对电池26或储存装置20进行特殊的应用，以减

少对电池控制单元22造成程序中断的干扰，同时也减少电池控制单元22的程序处理负担。

[0021] 历史信息还包含电池26的历程信息、多个第一互动信息与实时信息。历程信息包

含电池26的出厂时间、测试记录、首次使用时间、充电次数、循环寿命与异常发生时间；每一

第一互动信息包含电池26的状态及其对应发生时间标记、状态持续时间与第一物理参数，

此状态为充电状态、放电状态、待机状态、保护状态、休眠状态或关机状态，且第一物理参数

还包含发生时间标记时电池26的位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实时信息包

含电池26的位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当电池26在充电过程或放电过

程，电池控制单元22随时监测电池26的电压、温度与电流。电池26的状态依据自身的物理参

数来判断，举例来说，当电池26的电流大于+0.1安培时，视为充电状态；当电池26的电流小

于-0.1安培时，视为放电状态；电池控制单元22预设有一正常的电压、电流与温度范围，当

其中任一物理量超出预设范围2，电池控制单元22则将依据当时的情况停止充电或放电的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7369856 B

6



功能，是为保护状态；当电池26不处于保护状态且电流为+0.1～-0 .1安培时，视为待机状

态；当电池26连续10分钟停留在待机状态，电池控制单元22停止对外电流进出的回路，并进

入休眠状态，减少内部耗电，直到电池26外部连接到充电器或用电载具转换到充电状态或

放电状态；当电池连续30天停留在休眠状态，或者当电池电量用尽时，则电池控制单元22自

行关闭所有监测功能，是为关机状态。

[0022] 电池控制单元22撷取第一互动信息，并将其记录于储存装置20中，第一互动信息

占用储存装置20中的内存空间小，不需经常上传，约几个月上传一次给云端服务器18。此

外，电池控制单元22针对记录于储存装置20中的每一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一序号，此第

一序号为自然数，第一序号随其对应的第一互动信息的记录时间愈晚则愈高，且相邻两个

记录时间的第一序号相差1。电池控制单元22根据记录时间，依序上传储存装置20中的每一

第一互动信息，并对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的每一第一互动信息设定一第二序号，此第二序

号随其对应的第一互动信息的上传时间愈晚则愈高，第二序号亦为自然数，且相邻两个上

传时间的第二序号相差1。在储存装置20与云端服务器18皆存有第一互动信息，且电池控制

单元22发现最后一第一序号大于最后一第二序号时，通过无线模块28将最后一第一互动信

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举例来说，若储存装置20中存有三个第一互动信息A1、B1与C1，则

其对应的第一序号分别为1、2、3，此时云端服务器18若仅存有两个第一互动信息A1与B1，则

其对应的第二序号分别为1与2。换言之，电池控制单元22发现最后第一序号为3，此即大于

为2的最后第二序号，因此，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将最后一第一互动信息C1上传

至云端服务器18中。

[0023] 电池控制单元22定时更新储存装置20中的实时信息，当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

模块28将储存装置20中的最新的实时信息上传至云端服务器18时，云端服务器18更新实时

信息。

[0024] 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若无线模块28整合于电池控制单元22中，则电池管理

装置16通过无线模块28可以随时随地联机至云端服务器18。消费者可以从云端服务器18随

时随地取得电池26的历程信息与现况、第一互动信息、保养秘书的提示建议、主动式异常通

报与实时性的故障排除服务，其中主动式异常通报例如为不当使用、故障或遭盗用，另外消

费者亦可从云端服务器18随时随地追踪电池26的位置或强制停止电池26的供电。

[0025] 以下介绍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一实施例的工作过程。首先，电池

26开始工作，电池控制单元22依据预定程序持续监控电池26的第一互动信息，并以预设频

率每秒一次定期更新电池26的一组实时信息于储存装置20；当前述电池26的状态发生变化

时，电池控制单元22视为一事件的发生，并实时在储存装置20上的互动信息区块记录一笔

此事件发生的发生时间标记、状态持续时间点与当时电池26的第一物理参数。此外，电池控

制单元22也以相同频率检查无线模块28与云端服务器18的联机状态，当无线模块28可联机

到云端服务器18时，电池控制单元22除了立即上传电池26的实时信息之外，并检查储存装

置20是否有未上传的第一互动信息，若有未上传的第一互动信息，则跟随在实时信息之后

也同步备份到云端服务器18。当电池控制单元22完成实时信息的上传与第一互动信息的同

步之后，电池控制单元22进一步检查云端服务器18是否有未处理的管理请求，并下载未处

理的管理请求的信息，以据此管理电池26或储存装置20。

[0026] 本实施例中，电池管理者可以从云端服务器18设定三种管理请求，分别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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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为电池管理参数变更，以提供产品出货之后依据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个性化定制最适

当的电池管理参数，例如最大充电容量与放电保留容量是可以依据客户的需求调整，以获

得最佳的电池使用寿命。第二类管理请求是启动电池控制单元22的特殊记录模式；第三类

管理请求是电池控制单元22的韧体版本升级。此三类管理请求是由电池制造商或其授权维

修营运商，基于消费者的需要或同意下，从云端服务器18设定的变更或数据收集。电池控制

单元22在完成管理请求内容的下载后，根据当时电池26的使用情境安排适当的时间执行该

管理请求。

[0027]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二实施例。第二实施例与第一

实施例差别在于无线模块28。在第二实施例中，无线模块28还包含一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

30与一智能型通讯装置32，其中智能型通讯装置32例如为智能手机或平板计算机，短距离

无线通信接口30为蓝牙接口、无线保真(Wifi)接口或Zigbee无线协议接口。短距离无线通

信接口30电性连接电池控制单元22，智能型通讯装置32无线连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

云端服务器18依序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型通讯装置32无线连接电池控制单

元22。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型通讯装置32将历史信息上传至

云端服务器18中，且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型通讯装置32读取

管理请求。

[0028] 在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中，若电池控制单元22外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

型通讯装置32，表示电池控制单元22无法随时随地联机至云端服务器18。此时消费者若欲

取得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型通讯装置32进行联机，可至经销商或维修站，或自购，

则可从云端服务器18取得电池26的历程信息与现况。此外，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整合

于电池控制单元22中，且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外接智能型通讯装置32，亦表示电池控制

单元22无法随时随地联机至云端服务器18。此时只有在消费者身边有智能型通讯装置32

时，方可联机至云端服务器18，以取得第一互动信息、保养秘书的提示建议、主动式异常通

报与实时性的故障排除服务，其中主动式异常通报例如为不当使用或故障。

[0029] 以下介绍本发明提供的电池记录管理系统的第二实施例的工作过程。首先，电池

26开始工作，电池控制单元22依据预定程序持续监控电池26的第一互动信息，并以预设频

率每秒一次定期更新电池26的一组实时信息于储存装置20；当前述电池26的状态发生变化

时，电池控制单元22视为一事件的发生，并实时在储存装置20上的互动信息区块记录一笔

此事件发生的最终时间点与当时电池26的第一物理参数。此外，电池控制单元22也以相同

频率检查短距离无线通信接口30、智能型通讯装置32与云端服务器18的联机状态，当短距

离无线通信接口30与智能型通讯装置32可联机到云端服务器18时，电池控制单元22除了立

即上传电池26的实时信息之外，并检查储存装置20是否有未上传的第一互动信息，若有未

上传的第一互动信息，则跟随在实时信息之后也同步备份到云端服务器18。当电池控制单

元22完成实时信息的上传与第一互动信息的同步之后，电池控制单元22进一步检查云端服

务器18是否有未处理的管理请求，并下载未处理的管理请求的信息，以据此管理电池26或

储存装置20。

[0030] 以下介绍本发明的管理请求的应用，如图2与图3所示。管理请求为电容量调整请

求、限时请求、地理范围限制请求、分析记录请求或更新请求。当管理请求为电容量调整请

求时，电池控制单元22依据电容量调整请求，调整电池26的最大充电容量或保留电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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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充电容量，可以提供客户在可用电量与使用寿命之间选择最适方案，并于购买后，再进

行保固合约更换。例如使用100％电量可保固500次，使用90％电量可保固700次或80％电量

可保固1000次。至于调整保留电量的设定，可以增减深度放电期间的剩余电量，以避免长时

间存放造成过度放电。当有特殊需要时，也可以暂时取消保留电量的设定，以延长续航的行

程。例如预设10％的保留电量，可以暂时或永久依照使用者需求修改成5％的保留电量，或

取消保留电量，以提供用户最大的续航性能。然而，如果使用者习惯短距离使用，经常会长

时间闲置在仓库，则可设定成较高的保留电量至15％或20％。

[0031] 当管理请求为限时请求时，电池控制单元22依据限时请求，限制电池26的供电时

间；当管理请求为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时，电池控制单元22依据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控制电池

26在位置数据位于一预设范围内时进行供电，在位置数据位于预设范围外时，电池控制单

元22依据地理范围限制请求控制电池26停止供电。此限时请求及地理范围限制请求适用于

电动车辆租赁业者，依据租赁条件设定电动车辆的电池在超出一定的使用时间或地理空间

限制范围情形时，限制电池的功能或性能，以为业者提供更方便的管理工具。例如封闭的特

定园区或城市范围内的电动车辆限时租赁，通过内建的卫星定位系统信息的比对，限制电

动车辆的电池的使用范围，并在限定时间内必须归还。此外，地理范围限制请求亦适用于防

盗状况。即使在没有事先设定的情形下，当电池或其应用载具，例如电动车辆的使用者得知

失窃时，可从云端服务器设定此地理范围限制请求，使得电动车辆在最短的时间启动失窃

的处置模式。除了尽速就近找回失窃车辆之外，还可因标示具备此功能，吓阻窃贼的觊觎，

降低失窃的风险。

[0032] 当管理请求为分析记录请求时，电池控制单元22根据分析记录请求撷取电池26的

第二互动信息，并将其记录于储存装置20中，每一第二互动信息包含电池26的控制信号、状

态及其对应的多个发生时间点与第二物理参数，其中第二物理参数还包含发生时间点的位

置数据、功率、电流、电压、温度与残余电量，其中相邻的发生时间点的差距为百分之一秒至

几百秒。换言之，此分析记录请求可以设定一段期间内，对选定的特殊关切的电池状态数据

进行连续的记录，以期对电池使用期间的异常行为进行分析。第二互动信息由于记录的频

率较第一互动信息更高，占用储存装置20中的内存空间亦较大，因此也必须比较频繁上传

数据给云端服务器18，理想情形是持续保持在连网状态。除了撷取第二互动信息外，电池控

制单元22亦可根据分析记录请求以第二频率定时记录储存装置20的某特定缓存器中所存

的数据，并将其上传给云端服务器18，以进行异常行为分析。

[0033] 当管理请求为更新请求时，电池控制单元22通过无线模块28读取并下载此更新请

求，以利用更新请求更新控制程序，进而改善电池控制单元22的效能，或修正电池26出货时

未及时更正的错误。举例来说，随着新电池的长期测试数据与模型的建立更加完整后，可提

供更精确的电池寿命评估与残电量估算算法参数。除了出厂时，原始设定电池记录数据收

集之外，随着巨量数据的分析需要，可能会需要以更新请求的方式，改变数据收集的内容、

格式或周期。另外，随着技术的改进，充放电管理策略的升级，达到提高使用便利性与延长

使用寿命等效益。特别是租赁型的业务，以储电系统作为营运的工具，随时更新电池管理与

控制的策略，延长使用寿命是降低营运成本与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除了将电池的历史信息上传云端服务器，使维修成本及维修时

程降低外，亦于云端服务器中提供管理请求，以供电池控制单元上传电池的数据后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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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读取，并自行安排时间，利用管理请求对电池或储存装置进行特殊的应用，以减少对电

池控制单元造成程序中断的干扰与程序处理负担。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故举

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所述的形状、构造、特征及精神所为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应包括

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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