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379477.5

(22)申请日 2017.12.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103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01

(73)专利权人 上海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240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

楼1021室

(72)发明人 丁兆梅　姚林朋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恒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1317

代理人 徐红银

(51)Int.Cl.

H01M 10/54(2006.01)

H01M 10/4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742447 U,2017.12.12,

CN 107093780 A,2017.08.25,

CN 106229571 A,2016.12.14,

JP H08306394 A,1996.11.22,

审查员 栗志同

 

(54)发明名称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

电装置和方法，所述装置包括行吊装置、放电单

元、放电池、储液池、放电液输送部件、残余放电

液去除部件和阴干池，密封盖与放电笼连接形成

放电单元。所述方法基于所述装置，废旧锂离子

电池包被投入到放电单元的放电笼中，行吊装置

上的机械抓手抓取密封盖，放电单元被机械抓手

投入放电池中，将放电液由储液池注入放电池

中，经过放电，再将放电液抽出放电池，将电池包

表面残余液滴吹落，将放电单元移至阴干池，经

过阴干后将放电单元移至电池包投放区进行电

池包卸料。本发明具有操作简单，安全高效，自动

化程度高，绿色环保等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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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行吊装置、放电单元、放电

池、储液池、放电液输送部件、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和阴干池；其中：

所述行吊装置，用于将所述放电单元放到指定位置；

所述放电单元，由放电笼以及位于所述放电笼上方的密封盖组成，所述放电笼内用于

放置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

所述放电池，设置在所述行吊装置的下方，用于放置所述放电单元，所述放电池上方设

置有若干槽孔，所述放电单元从所述槽孔进入所述放电池；

所述放电液输送部件，连接所述放电池、所述储液池，所述储液池内储放放电液，所述

放电液输送部件用于将所述放电液由所述储液池抽入到所述放电池或者将所述放电液由

所述放电池抽回到所述储液池；

所述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用于将从所述放电池的放电液中出来后的废旧动力锂离子

电池包表面残余放电液去除；

所述阴干池，用于放电后所述放电单元的阴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行吊装置

上设置可移动的机械抓手，所述机械抓手用于抓取放电单元并带动放电单元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盖下

方通过磁力锁方式实现与放电笼连接以构成放电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盖上

方以磁力锁方式连接所述机械抓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盖的

外沿大于所述放电池上的槽孔尺寸，所述放电笼的外沿小于所述槽孔尺寸，在将所述放电

单元放置到所述放电池时，所述密封盖在所述放电池的所述槽孔上方，与所述密封盖连接

的所述放电笼穿过所述槽孔进入所述放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残余放电

液去除部件采用风机，所述放电池通过第一管道与所述风机连接，用于吹落废旧动力锂离

子电池包表面残余放电液液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液输

送部件分别通过第二管道、第三管道连接放电池、储液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管

道、第二管道、第三管道上分别设置有阀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液输

送部件采用磁力泵。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装置进一步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检测放电液的流速、液位、压力、温度、pH值中一

种或多种参数，用于判断所述放电液在所述放电池、所述储液池之间抽入、抽出中的状态。

11.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10任一项所述放电装置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1)将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入放电笼，行吊装置上的机械抓手以磁力锁方

式连接密封盖并将密封盖放置于放电笼上方，密封盖与放电笼通过磁力锁方式固定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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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放电单元，机械抓手将放电单元放置于放电池上的槽孔中，放电笼进入放电池；

(2)放电单元进入放电池后，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储液池抽入到放电池，静置放

电；放电结束后，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放电池抽入到储液池；

(3)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在放电结束后启动，之后关闭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启动机械

抓手，使机械抓手与放电单元的密封盖连接，将放电单元提升出放电池并放置于阴干池；机

械抓手与放电单元的密封盖脱开，机械抓手移动到密封盖存放区；

(4)放电单元在阴干池阴干后，启动机械抓手将放电单元移至电池包投放区，解除密封

盖与放电笼的连接，机械抓手将解除的密封盖移至密封盖存放区，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

电池包卸料。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以下一

种或多种特征：

-在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储液池抽入到放电池的过程中，通过放电液的流速与

液位判断放电液的加入状态；

-在静置放电过程中，通过对放电液的压力、温度、pH值、液位情况监测评估的放电过

程；

-在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放电池抽入到储液池的过程中，通过放电液的液位检

查判断放电液的抽出状态。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液

为硫酸亚铁、硫酸锰、硫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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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对废旧的动力锂离子电池大规模放电的装置和方法，属于环境保护领

域中的电子废弃物处理。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16年达到50万辆。随着电动汽车关键

部件电池使用寿命逐渐到期，动力电池报废量也越来越大。预计到2030年，车用动力电池报

废量将达101Gwh，报废动力电池量约116万吨。

[0003] 研究表明，锂离子的循环周期为500次左右，而在反复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电池

的电极膨胀易堵塞活性物质，导致失活。然而报废的动力锂离子电池不同于其他电子废弃

物，报废后的动力锂离子电池仍残余不定量的电量，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回收处理，如机械

破碎等能量在剧烈碰撞之下可能会产生火花并存在引起爆炸、威胁安全等风险。

[0004] 当前国内外尚未有大批量回收处理废旧锂离子电池包的案例。对废旧的锂离子电

池的少量回收处理的过程中，大多数采用NaCl溶液放电方法。如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

CN201010510406.6，其提出了一种用于废旧锂离子电池湿式高效粉碎新工艺的流程，其中

释放余电的过程是将待处理的废旧锂离子电池用5%NaCl溶液进行浸泡2h处理，通过盐水浸

泡使余电自然释放。该放电体系将NaCl溶液进行电解，发生一系列反应，反应式如下：

[0005]

[0006] 通过上述反应式可以看出：该NaCl放电体系将会产生大量气体，放电过程也导致

放电溶液呈较强的碱性。对废旧锂离子电池造成严重的腐蚀，使电解液泄漏，会产生大量烷

烃、烯烃及碳酸二甲酯等有机气体及絮凝沉淀。该方法为开放式体系，在工业生产实践中会

对工作环境的安全与操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巨大威胁。

[0007] 中国发明专利CN201510293356.3，提供了一种将废旧锂离子电池的置于混合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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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解放电方法，混合溶液为NaSO4,K2SO4,NaNO3和KNO3等一种或两种以上饱和盐溶液任意

比例与Na2CO3 ,K2CO3 ,NaOH和KOH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的混合物，调制pH值至10-

12；该方法的放电溶液呈强碱性，易对锂离子电池的外壳进行腐蚀，电池内部的电解液泄露

出来，造成污染性有机气体的产生，在工业生产实践中也会危害到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同

时该放电过程总持续时间为70h左右，放电过程漫长，放电效率很低，不利于工业应用。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

置和放电方法，实现了对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的全自动远程控制放电处理，操作简单、安

全高效、自动化程度高，实现了对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再生和资源化处理。

[0009]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10]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包括：行吊装

置、放电单元、放电池、储液池、放电液输送部件、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和阴干池；其中：

[0011] 所述行吊装置，用于将所述放电单元放到指定位置；

[0012] 所述放电单元，由放电笼以及位于所述放电笼上方的密封盖组成，所述放电笼内

用于放置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

[0013] 所述放电池，设置在所述行吊装置的下方，用于放置所述放电单元，所述放电池上

方设置有若干槽孔，所述放电单元从所述槽孔进入所述放电池；

[0014] 所述放电液输送部件，连接所述放电池、所述储液池，所述储液池内储放放电液，

所述放电液输送部件用于将所述放电液由所述储液池抽入到所述放电池或者将所述放电

液由所述放电池抽回到所述储液池；

[0015] 所述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用于将从所述放电池的放电液中出来后的废旧动力锂

离子电池包表面残余放电液去除；

[0016] 所述阴干池，用于放电后所述放电单元的阴干。

[0017] 优选地，所述行吊装置上设置可移动的机械抓手，所述机械抓手用于抓取放电单

元并带动放电单元移动。

[0018] 更优选地，所述密封盖下方通过磁力锁方式实现与放电笼连接以构成放电单元，

和/或，所述密封盖上方以磁力锁方式连接所述机械抓手。

[0019] 优选地，所述密封盖的外沿大于所述放电池上的槽孔尺寸，所述放电笼的外沿小

于所述槽孔尺寸，在将所述放电单元放置到所述放电池时，所述密封盖在所述放电池的所

述槽孔上方，与所述密封盖连接的所述放电笼穿过所述槽孔进入所述放电池。

[0020] 优选地，所述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采用风机，所述放电池通过第一管道与所述风

机连接，用于吹落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表面残余放电液液滴；所述放电液输送部件分别

通过第二管道、第三管道连接放电池、储液池。

[0021] 优选地，所述放电液输送部件采用磁力泵。

[0022] 优选地，所述装置进一步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检测放电液的流速、液位、

压力、温度、pH值中一种或多种参数，用于判断所述放电液在所述放电池、所述储液池之间

抽入、抽出中的状态。

[0023]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基于上述装置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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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述方法包括：

[0024] （1）将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入放电笼，行吊装置上的机械抓手以磁力

锁方式连接密封盖并将密封盖放置于放电笼上方，密封盖与放电笼通过磁力锁方式固定后

连接成为放电单元，机械抓手将放电单元放置于放电池上的槽孔中，放电笼进入放电池；

[0025] （2）放电单元进入放电池后，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储液池抽入到放电池，静

置放电；放电结束后，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放电池抽入到储液池；

[0026] （3）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在放电结束后启动，之后关闭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启动

机械抓手，使机械抓手与放电单元的密封盖连接，将放电单元提升出放电池并放置于阴干

池；机械抓手与放电单元的密封盖脱开，机械抓手移动到密封盖存放区；

[0027] （4）放电单元在阴干池阴干后，启动机械抓手将放电单元移至电池包投放区，解除

密封盖与放电笼的连接，机械抓手将解除的密封盖移至密封盖存放区，待放电废旧动力锂

离子电池包卸料。

[0028] 优选地，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

[0029] -  在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储液池抽入到放电池的过程中，通过放电液的流

速与液位判断放电液的加入状态；

[0030] -  在静置放电过程中，通过对放电液的压力、温度、pH值、液位情况监测评估的放

电过程；

[0031] -  在放电液输送部件将放电液由放电池抽入到储液池的过程中，通过放电液的液

位检查判断放电液的抽出状态。

[0032] 优选地，所述放电液为硫酸亚铁，硫酸锰，硫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34] 1）本发明通过行吊装置实现放电单元的移动，同时通过其他部分之间的协调，实

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具有自动化程度高、高效、无污染的特点，减少了环境污染，

是针对大量有残余电量的废旧锂离子电池设计的高效且环保的放电装置和放电方法。

[0035] 2）进一步的，本发明优选机械手、密封盖、放电笼之间采用磁力锁连接方式，从而

使得放电单元的抓取和移动便捷，可以实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高效连续放电；

[0036] 3）进一步的，本发明中放电池、储液池、放电液输送部件之间相通，放电液通过放

电液输送部件可以在放电池、储液池之间流通，能重复利用，节约成本，且控制方便，不会轻

易外漏，有利于环保；

[0037] 4）进一步的，本发明采用中性化学放电体系快速安全的消除废旧锂离子电池中的

余电，适用范围广，放电效率高，处理量高，易于工业应用。

附图说明

[003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39] 图1为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为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的放电单元进入放电池过程示意图；

[0041] 图3为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的放电液对电池包放电过程示意图；

[0042] 图中：1为行吊装置，2为机械抓手，3为密封盖，4为放电笼，5为电池包投放区，6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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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池，7为风机管道，8为磁力泵管道，9为磁力泵，10为风机，11为放电液，12为储液池，13

为阴干池，14为密封盖存放区，15为槽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具体操作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以下实施案例将有助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并不以任何形式局限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0044] 如图1所示，一种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的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其

中残余放电液去除部件采用风机，放电液输送部件采用磁力泵。具体的，所述装置由以下部

分构成：行吊装置1、放电单元、放电池6、磁力泵9、风机10、储液池12、阴干池13，其中：

[0045] 所述行吊装置1，用于抓取所述放电单元并带所述放电单元到达指定位置；

[0046] 所述放电单元，由放电笼4以及位于所述放电笼上方的密封盖3组成，所述放电笼

内用于放置待放电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

[0047] 所述放电池6，设置在所述行吊装置1的下方，用于放置所述放电单元，所述放电池

6上方设置有若干槽孔15，所述放电单元从所述槽孔15进入所述放电池6；

[0048] 所述磁力泵9连接所述放电池6、所述储液池12，所述储液池12内储放放电液，所述

磁力泵9用于将所述放电液由所述储液池12抽入到所述放电池6或者将所述放电液由所述

放电池6抽回到所述储液池12；

[0049] 所述风机10，用于将从所述放电池6的放电液中出来后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

表面残余液滴吹落；

[0050] 所述阴干池13，用于放电后所述放电单元的阴干。

[0051] 如图1所示，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行吊装置1上设置有可移动的机械抓手2，

机械抓手2用于抓取放电单元并带动放电单元移动。

[0052] 所述的放电单元、放电池6、磁力泵9、风机10、储液池12、阴干池13均设置在所述行

吊装置1范围内，方便利用机械抓手2将放电单元、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抓放并移动到指

定位置，实现自动化操作。

[0053]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密封盖3下方与放电笼4通过磁力锁方式连接，密封盖3

上方与机械抓手2以磁力锁方式连接。通过该种方式连接，可以方便的实现机械抓手2与密

封盖3、密封盖3与放电笼4之间的连接以及分离，方便机械抓手2完成抓取、移动后放下放电

单元的操作，在完成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后，控制密封盖3与放电笼4之间分离，方便

两个部件的分别处理和移动。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连接，只要能实现

本发明的目的即可。

[0054]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放电池6设置在行吊装置1下方，放电池6与风机10通过

风机管道连接风机7；放电池6与磁力泵9通过磁力泵管道8连接，放电池6的上方设置若干槽

孔15；储液池12与磁力泵9通过磁力泵管道8连接，并设置在阴干池13的下方。

[0055]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密封盖3外沿齿唇大于槽孔15尺寸，所述放电笼4主体

外沿尺寸小于槽孔15尺寸。

[0056]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风机管道7上设置有阀门。

[0057]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连接放电池6与磁力泵9、储液池12与磁力泵9的磁力泵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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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分别设置有阀门，用于控制放电液输送。

[0058] 上述装置使用时，废旧锂离子电池包被投入到放电笼4中，机械抓手2抓取密封盖

3，密封盖3与放电笼4通过磁力锁方式连接形成放电单元，放电单元被机械抓手2投入放电

池6中，磁力泵8将放电液11由储液池12注入放电池6中，经过8小时的放电，磁力泵8将放电

液11抽出放电池6，风机10启动将待处理电池包表面残余液滴吹落，机械抓手2将放电单元

移至阴干池13；经过12小时的阴干后，机械抓手2将放电单元移至电池包投放区5进行电池

包卸料。

[0059] 在本发明另一些实施例中，提供采用上述装置进行的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

方法，如图2、图3所示，所述方法包括如下具体过程：

[0060] 如图2所示，待放电电池包放入放电笼后4，机械抓手2将密封盖3放置于放电笼4上

方，密封盖3与放电笼4经过磁力锁方式固定后连接成为放电单元；机械抓手2将放电单元放

置于槽孔15中，放电笼4主体进入放电池6，密封盖3与放电笼4组成的放电单元由于物料的

重力作用自动下压起密封作用。

[0061] 如图3所示，所述磁力泵9通过磁力泵管道8分别连接储液池12与放电池6，放电单

元进入放电池6后，打开磁力泵管道8上的阀门，磁力泵9将放电液11由储液池12抽入放电池

6，通过流速与液位判断放电液11的加入状态；关闭磁力泵管道8上的阀门并静置8小时放

电，放电过程中通过对放电液11的压力、温度、液位进行监测，当压力值、温度值、液位值在

预警值之内时，设备正常运转；当超出预警值时，触发设备报警。同时对放电液11的pH值进

行监测，当pH值在6-8之内时，设备正常运转；超出该范围时，触发设备报警。放电结束后，打

开磁力泵管道8上的阀门，磁力泵9将放电液11由放电池6抽入储液池12，通过液位检查判断

放电液11抽出状态。

[0062] 所述风机10在放电结束后启动，打开风机管道7上的阀门，风机10运行1小时后关

闭，启动机械抓手2，机械抓手2与放电单元通过磁力锁连接后，将放电单元提升出放电池6

并放置于阴干池13，机械抓手2与放电单元脱开，移动到密封盖存放区14，再通过磁力锁连

接单独的密封盖3，将密封盖3放置于槽孔15上方。

[0063] 所述放电单元在阴干池13放置12小时后，启动机械抓手2，将放电单元移至电池包

投放区5，解除密封盖3与放电笼4的磁力连接，机械抓手2将密封盖3移至密封盖存放区14，

废旧锂离子电池包卸料。

[0064] 本发明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包放电装置和放电方法，具有自动化程度高、高效、无

污染的特点；可以实现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高效连续放电；采用中性化学放电体系快速安

全的消除废旧锂离子电池中的余电，适用范围广，放电效率高，处理量高，易于工业应用。

[0065] 进一步的，本发明上述的各个优选技术特征仅仅是部分可实施的特征，并不是对

于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还可以是不同于上述各个优选技术特征的其他特征，这对于本领

域技术人员来说，在本发明描述的基础上是很容易做到的。

[0066] 上述实施例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代表相同的零部件或作用同等的零部件，且

描述中使用的“上”、“下”、“前”、“后”、“左”、“右”等类似的术语仅指相对于图形而言，目的

是为了方便地描述本发明。

[0067] 上述实施例所有附图仅仅是为了便于解释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构成最优实施

方式所采用的数字、零部件的位置、零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零部件的尺寸等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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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对技术方案本身的限定，而应延伸至该技术领域所覆盖的整个领域。

[0068]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8110361 B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0

CN 108110361 B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1

CN 108110361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