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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

(12a-d，14a；14c-d，16a；16c-d)和至少一个感应

充电单元(20a-d)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d)，

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至少一个用于给至少一

个单体蓄电池(12a-d，14a；14c-d，16a；16c-d)充

电的感应充电线圈(22a-d)。按照本发明，至少一

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14a；14c-d，16a；16c-

d)具有一个主延伸方向(74a-d)，所述主延伸方

向至少基本上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a-d)的线

圈平面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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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具有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d ,16a；

16c-d)和至少一个感应充电单元(20a-d)，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至少一个感应充电线圈

(22a-d)，用于给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d ,16a；16c-d)充电，其特

征在于，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d ,16a；16c-d)在相对于所述三个

第一单体蓄电池的主延伸方向(74a-d)垂直的平面中以三角形进行布置，所述主延伸方向

(74a-d)至少基本上垂直于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d)的线圈平面定向，其中，所述感应充

电线圈(22a-d)的直径在垂直于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d ,16a；

16c-d)的主延伸方向(74a)的方向上大于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

d ,16a；16c-d)的所述三角形的外接圆的直径，其中，设置有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

(13a-d ,15a-d ,17a-d)，所述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具有主延伸方向(76a；76c-d)，所

述主延伸方向至少基本上平行于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20c-d)的线圈平面定向，所述至

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设置用于：在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放电之后向手持式工

具机(36a)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

电池(13a-d ,15a-d ,17a-d)布置在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 ,14a；14c-d ,16a；

16c-d)与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d)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

d)的直径大于所述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d,15a-d,17a-d)的主延伸长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设置有蓄电池壳体(18a-

d)，所述蓄电池壳体包括线圈容纳区域(44a-d)，用于容纳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d)，所述

线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有形状锁合元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设置有蓄电池壳体(18a-

d)，所述蓄电池壳体包括线圈容纳区域(44a-d)，用于容纳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d)，以及

包括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a,46d)，用于容纳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d,14a；

14c-d,16a；16c-d)，所述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a,46d)相对于所述线圈容纳区域(44a-d)

回缩。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

c)具有线圈芯单元(24a-c)，所述线圈芯单元具有板区域(62a-c)，所述板区域将所述至少

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c,14a；14c,16a；16c)相对于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c)至少部

分地屏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板区域(62a-c)至少基

本上形成为矩形。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热分布元件

(54a)，所述热分布元件设置用于分布废热。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

c)形成为预装模块(58a-c)。

10.一种工具机系统，其包括手持式工具机(36a)和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工具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式工具机(36a)与所述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5009238 B

2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不用工具就能够相互分开。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工具机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手持式工具机(36a)与所

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安装状态下，所述至少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 ,116a)

至少基本上被手把壳体(40a)围住。

13.根据权利要求11或12所述的工具机系统，其特征在于下述安装方向(78a)，该安装

方向用于将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安装到所述手持式工具机(36a)上，所述安装方向

至少基本上垂直于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的线圈平面延伸。

14.一种充电系统，其包括感应充电装置(66a；66d)和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

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10d)。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充电装置(66a；66d)具有

形状锁合元件(70a；70d)，用于在充电阶段期间将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10d)固定。

16.根据权利要求14或15所述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充电装置(66a；66d)

与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10dd)具有定位凸起(64a；64d)和定位留空(68a；68d)，所述

定位凸起和所述定位留空具有相互不同的基本形状。

1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c)的感应充电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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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背景技术

[0001] 已经提供不同的、具有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和至少一个感应充电单元的手持

式工具蓄电池，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至少一个用于给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充电的感应充

电线圈。

发明内容

[0002]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具有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和至少一个感应充电单元的手

持式工具蓄电池，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至少一个用于给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充电的

感应充电线圈。

[0003] 按照本发明，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具有主延伸方向，所述主延伸方向至少基

本上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定向。

[0004]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尤其应理解为一种包括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单元和用于给

蓄能单元充电和放电的单元的装置，所述装置设置用于，向手持式工具机供电。优选地，手

持式工具蓄电池被容纳在手持式工具机的容纳室中或者可松脱地固定在手持式工具机上。

替选地也可以考虑，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与手持式工具机相分开地构成并且通过电线(例如

线缆)导电连接。在此“手持式工具机”应尤其理解为一种通过使用者手动操作的电动设备，

例如尤其是钻机、锤钻、锯机、刨机、起子机、铣机、磨削机、角磨机和/或多功能工具或园艺

工具，例如修剪树篱或灌木用的剪刀和/或剪草用的剪刀。替选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也可

以应用于其它手动操作的设备，例如测量仪。“单体蓄电池单元“应尤其理解为一种包括至

少一个单体蓄电池的可再充电的蓄能单元，所述蓄能单元设置用于，为产生电流而存储能

量并且通过导入充电电流来充入能量。单体蓄电池单元尤其可以具有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

模块，在所述单体蓄电池模块中，多个单体蓄电池串联连接。单体蓄电池单元也可以具有多

个分别包括相同数量的单体蓄电池的单体蓄电池模块，所述单体蓄电池模块设置用于，依

次向手持式工具机供应电流，与只包括唯一的单体蓄电池模块的单体蓄电池单元相比，因

此能够较长时间地向手持式工具机供应电流。“单体蓄电池”应尤其理解为用于通过可逆反

应来电化存储电能的单元。单体蓄电池可以由例如铅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但是优选

由锂基电池形成。单体蓄电池可以由具有不同额定电压的单体蓄电池形成，例如额定电压

为1.2V，1.5V或3.6V。优选地，单体蓄电池具有圆柱形形状。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可以具有多

个单体蓄电池，所述单体蓄电池被串联连接，以便实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较高的总电压。

例如，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可以具有：一个3.6V电压的单体蓄电池；两个串联连接的电压分别

为3.6V的单体蓄电池，用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7.2V的总电压；或者，三个串联连接的分别

具有3.6V电压的单体蓄电池，用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10.8V的总电压。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也可以具有其它的单体蓄电池，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与所述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并

联连接并且设置用于，在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放电之后向手持式工具机供电，借此有

效地提高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电容。在串联连接多个单体蓄电池用以产生较高的总电压的

情况下，为了提高电容可以相应地将多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并联和串联连接。在串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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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单体蓄电池的情况下，优选以三角形将它们布置在与所述三个单体蓄电池的主延伸方

向垂直的平面内。“感应充电单元”应尤其理解为用于给单体蓄电池单元充电的单元，所述

单元通过感应来接收充电电流并且包括至少一个感应充电线圈和充电电子装置。优选地，

感应充电单元此外还包括至少一个线圈芯单元用以提高至少一个感应充电线圈的感应率

(电感)。优选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线圈承载件，所述线圈承载件使感应充电线圈相对于线

圈芯定位。此外优选地，感应充电单元设置用于，为了控制充电且尤其识别异物，与感应充

电装置的感应充电器相通信。在此“感应充电线圈”应尤其理解为一种包括至少一个由导电

材料制成的绕组的线圈，所述感应充电线圈设置用于，在至少一种运行状态下接收通过感

应充电器的感应线圈所传输的电能并且通过充电电子装置向单体蓄电池输送。感应充电线

圈尤其设置用于，将交变电磁场转换为交流电和/或反之亦然。优选地，交变场具有10kHz-

500kHz的频率、尤其优选100kHz-120kHz的频率。尤其是，与线圈平面垂直的方向平行于感

应充电线圈的绕组轴线延伸。“充电电子装置”应尤其理解为电子单元，所述电子单元设置

用于控制单体蓄电池的充电，并且所述电子单元尤其具有用于电压变换的电子元件。

[0005] “主延伸方向”应尤其理解为与对称轴线平行的方向，单体蓄电池沿着所述方向具

有最大延伸范围。“线圈平面”应尤其理解为一平面，感应充电线圈的绕组在所述平面中延

伸。线圈平面尤其垂直于感应充电线圈的绕组轴线延伸。“单体蓄电池的主延伸方向至少基

本上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定向”应尤其理解为，在线圈平面与主延伸方向之间

的角度与90°角度相差最多30°、优选最多20°、特别优选最多10°、尤其优选最多5°。尤其优

选地，主延伸方向可以与线圈平面之间呈直角延伸。

[0006] 通过按照本发明的结构形式尤其能够实现一种紧凑型结构的、具有尽可能小的横

截面直径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与单体蓄电池的延伸范围相比，感应充电线圈在与线圈平

面平行的平面上具有较大的直径，借助所述直径能够通过高的场强实现快速向单体蓄电池

充电。

[0007] 在本发明的一个改进方式中，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具有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

池，其包括主延伸方向，所述主延伸方向至少基本上平行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定向。

所述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可以与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串联连接，与仅具有所述

第一单体蓄电池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相比，从而实现较高的总电压，或者，所述至少一个其

它的单体蓄电池可以与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并联连接且设置用于，在所述至少一个第

一单体蓄电池放电之后向手持式工具机供电。也可以的是，多个第一单体蓄电池串联连接，

多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串联连接并且与所述多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并联连接。“至少一个其

它的单体蓄电池的主延伸方向至少基本上平行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定向“应尤其理

解为，在线圈平面与主延伸方向之间的角度与0°角度相差最多30°、优选最多20°、特别优选

最多、10°、尤其优选最多5°。尤其优选地，主延伸方向在与线圈平面平行的平面内延伸。尤

其能够实现一种紧凑地支承有多个单体蓄电池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0008] 此外按照本发明，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布置在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与

感应充电线圈之间。“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布置在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与感应

充电单元之间”应尤其理解为，穿过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延伸的、平行于线圈平面的

全部平面，与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没有重叠。尤其能够实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紧凑

型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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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此外按照本发明，感应充电线圈的直径大于所述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的主

延伸长度。“主延伸长度”应尤其理解为沿主延伸方向的长度。尤其能够实现一种紧凑型的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其具有对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进行充电的较短充电时间。

[0010] 此外按照本发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具有蓄电池壳体，所述蓄电池壳体包括用于

容纳感应充电线圈的线圈容纳区域，所述线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有形状锁合元件。

“蓄电池壳体”应尤其理解为包括至少一个壳体部件的组件，所述壳体部件通过外壁相对于

周围环境至少部分地限定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并且尤其设置用于，在安装在手持式工具机上

和/或未安装的状态下，相对于周围环境对感应充电单元和单体蓄电池提供保护且避免损

伤和/或弄脏。蓄电池壳体尤其限定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形状和尺寸。优选地，蓄电池壳

体具有用于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固定在手持式工具机上的紧固装置。优选地，蓄电池壳体

具有接触留空，通过所述接触留空可以在手持式工具机与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之间产

生电接触。蓄电池壳体尤其可以形成为全封闭或仅部分地封闭。在蓄电池壳体构成部分封

闭的情况下，可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没有被蓄电池壳体覆盖的区域设置用于，在手持

式工具蓄电池已安装在手持式工具机上的状态下，布置在手持式工具机的壳体内部。“线圈

容纳区域”应尤其理解为蓄电池壳体的一区域，所述区域至少部分地包围一空间，感应充电

单元的感应充电线圈布置在所述空间内部。优选地，线圈容纳区域具有下述延伸范围，所述

延伸范围在至少一个方向上不同于将单体蓄电池包围的蓄电池壳体区域的延伸范围。“线

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有形状锁合元件”应尤其理解为，蓄电池壳体的线圈容纳区域

在蓄电池壳体的至少一个侧面(优选至少两个侧面)上相对于蓄电池壳体的其它区域凸出

或回缩，以使其它装置(例如感应充电器或手持式工具机)的相对应的形状锁合元件为了生

成形状锁合连接而配合到由线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的形状锁合留空中，或者，将由

线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的形状锁合凸起围住。尤其优选地，线圈容纳区域如此构造，

使得它在蓄电池壳体的至少两个侧面上凸出于所述侧面上蓄电池壳体的相邻区域并且形

成有形状锁合凸起。形状锁合元件尤其设置用于，在充电阶段期间形状锁合固定在感应充

电器上，从而实现高效的能量传输。蓄电池壳体尤其具有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用于容纳至

少一个单体蓄电池，所述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相对于线圈容纳区域回缩。“单体蓄电池容纳

区域”应尤其理解为蓄电池壳体的一区域，所述区域至少部分地包围一空间，在所述空间内

部布置有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和/或至少一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相

对于线圈容纳区域回缩”应尤其理解为，在蓄电池壳体的至少一个侧面(优选至少两个侧

面)上，与线圈容纳区域相比，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在该侧面上的垂直线方向上具有较小的

延伸范围。尤其可以实现一种紧凑型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用于在取消使用单独的外部紧

固元件的情况下容易地固定在感应充电器或手持式工具机上。尤其能够在与线圈容纳区域

不同的区域中实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较小的横向延伸范围进而实现一种紧凑型的手持

式工具蓄电池。

[0011] 此 外 按 照 本 发 明 ，感 应 充电 单 元 具 有 线 圈 芯 单 元 ，其 具 有 板 区 域

(Plattenbereich)，所述板区域将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相对于感应充电线圈至少部分

地屏蔽。“线圈芯单元”在此应尤其理解为至少部分地由磁性材料形成的单元，所述单元设

置用于提高线圈的感应率。“磁性材料”在此应优选理解为一种亚铁磁的(尤其软磁的)材

料，例如铁素体。替选地，也可以考虑，使用铁磁的和/或反铁磁的材料。“板区域”应尤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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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具有下述厚度的线圈芯单元的扁平区域，所述厚度最大是线圈芯单元在垂直于该厚度

的方向上的最小延伸范围的一半那么大、优选最大是四分之一那么大、并且尤其优选最大

是八分之一那么大。线圈芯单元的“厚度”应尤其理解为线圈芯单元在垂直于感应充电线圈

的线圈平面的方向的延伸范围。板区域“将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相对于感应充电线圈至少

部分地屏蔽”应尤其理解为，由感应充电线圈所生成的磁场的场线通过线圈芯单元的板区

域至少部分地从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偏离。由此，磁场在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的位置上的

场强度相对于没有板区域所主导的场强而言减弱至少10％、有利至少20％、尤其优选至少

40％、并且特别优选至少80％。板区域尤其通过下述方式实现将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屏蔽，

即，在将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投影到感应线圈上时，至少60％、有利至少80％、且尤其优选

至少90％的投影面延伸穿过板区域。线圈芯单元尤其可以在板区域中具有不同的厚度。线

圈芯单元的板区域尤其可以具有一个部分区域，所述部分区域与板区域的其它部分区域相

比具有较大的厚度并且优选延伸直到线圈平面中进而延伸直到在一垂直于厚度的平面中

被感应充电线圈的绕组包围的区域中。优选地，与板区域的其它部分区域相比具有较大厚

度的部分区域仅布置在板区域的一侧上。优选地，板区域的与该板区域的其它部分区域相

比具有较大厚度的部分区域可以具有一个基本形状，所述基本形状不同于板区域在背向该

部分区域的一侧上的基本形状。板区域尤其可以具有基本上矩形的基本形状，并且，所述部

分区域在其一侧上具有附加的、基本上圆形的基本形状。尤其是，通过至少部分地屏蔽至少

一个单体蓄电池，至少能够减弱由感应充电线圈的磁场所导致的单体蓄电池负载，并且，预

防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损坏。

[0012] 在本发明的一个改进形式中，板区域至少基本上形成为矩形。“至少基本上形成为

矩形”应尤其理解为，板区域具有一表平面，所述表面由四个至少基本上笔直地形成的边限

定。“至少基本上笔直地形成的边”应尤其理解为这样的边，所述边具有至少一个基本上笔

直地形成的边区域，所述边区域的长度至少相当于这些边的总长度的50％。至少基本上笔

直地形成的边可以尤其限定矩形形状、尤其具有倒圆棱边的矩形形状。板区域尤其可以具

有由倒圆边所形成的矩形基本形状，其中，优选所述板区域的表面的圆形的部分区域与该

板区域的其它部分区域相比具有较高的厚度并且延伸到被感应充电线圈的绕组所包围的

感应充电线圈内部区域中。板区域尤其具有至少一个轴线长度，所述轴线长度小于感应充

电线圈的直径。“轴线长度”应尤其理解为：与板区域的至少基本上笔直的边平行的延伸长

度；椭圆形的板区域的主轴线或副轴线的长度；或者，圆形板区域的直径。优选地，板区域的

至少另一个轴线长度大于感应充电线圈的直径。优选地，板区域形成为具有倒圆棱边的矩

形，所述矩形具有下述轴线长度，所述轴线长度小于感应充电线圈的直径且平行于至少一

个单体蓄电池的主延伸方向延伸，所述矩形还具有与上述轴线长度垂直的、大于感应充电

线圈直径的轴线长度。

[0013] 优选地，线圈芯单元具有多个分立的芯块。“线圈芯单元具有多个分立的芯块”在

此应尤其理解为，线圈芯单元具有至少两个(且优选至少四个)彼此分开地形成的且分开地

布置的芯块，所述芯块至少部分地由磁性材料形成。多个分立的芯块尤其彼此对称地布置。

在磁性特性基本上相同的情况下，与线圈芯单元的整体式结构形式相比，具有多个分立的

芯块的线圈芯单元尤其具有较高的机械稳定性。尤其能够实现一种具有简单地形成的基本

形状的线圈芯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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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此外按照本发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具有至少一个热分布元件，所述热分布元件

设置用于分布废热。“热分布元件”应尤其理解为一种元件，所述元件设置用于，将局部地在

限定的区域中所产生的热通过导热、热辐射或者对流从所述限定的区域中至少部分地导出

且分布在较大的区域上。热分布元件尤其具有下述导热能力，所述导热能力是将热传递元

件包围的元件的导热能力的至少2倍、优选至少4倍、且特别优选至少10倍。“热分布元件设

置用于分布废热”应尤其理解为，热分布元件具有一表面，所述表面是所述限定的区域的表

面的至少2倍、优选至少4倍、且特别优选至少10倍，并且，所述表面设置用于输出从所述限

定的区域中导离的热。“废热”应尤其理解为，在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的充电和/或放电过程

中所产生的热的副产品。优选地，热分布元件与充电电子装置以及与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

在热力学方面导通地连接。优选地，热分布元件具有至少一个导热涂层。“导热涂层”应尤其

理解为由具有下述导热能力的材料制成的涂层，该导热能力是在其上施加有导热涂层的材

料的导热能力的至少2倍、优选至少4倍、且特别优选至少10倍。“涂层”应尤其理解为在载体

元件的至少一个表面上所施加的层，所述层具有下述厚度，该厚度是载体元件的厚度的最

多1/5、优选最多1/10、且特别优选最多1/20。优选地，导热涂层具有下述厚度，该厚度最多

处于毫米范围。优选地，导热涂层至少部分地由铝制成并且施加在构造成压板的载体元件

上。尤其优选地，所述压板设置用于，将充电电子装置与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间隔开。尤其

能够避免由于局部提高的温度所导致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损坏，以及能够避免由于局部不

同的温度所导致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的充电过程和/或放电过程的破坏。

[0015] 此外按照本发明，感应充电单元至少形成为预装模块。“预装模块”应尤其理解为：

在制造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时，将感应充电单元在第一步骤中组装并且在其它步骤中作为完

整的模块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其它部件安装在一起，感应充电单元可以作为整体从手持

式工具机中取出，并且，感应充电单元可以单独地测试功能和/或安装到其它手持式工具蓄

电池中，所述应充电单元至少包括感应充电线圈、上面安装有感应充电线圈的线圈承载件、

充电电子装置。优选地，除了感应充电单元之外，预装模块还包括至少一个蓄电池壳体部

件，所述蓄电池壳体部件能够容纳有线圈载体和构造为压板的热分布元件，所述热分布元

件在安装之后将预装模块的各个子元件保持在一起。尤其能够实现简易地安装手持式工具

蓄电池和提供一种为了应用于多种不同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而可取出的感应充电单元。

[0016] 此外提供一种由手持式工具机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构成的系统。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中，手持式工具机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不用工具就可以

彼此分开。“不用工具就可以彼此分开”应尤其理解为，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在固定于手持式

工具机上之后可以被使用者从手持式工具机无损坏地取下。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和/或手持

式工具机尤其具有固定装置，用于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固定在手持式工具机上，所述固定

装置可以被使用者解除，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与手持式工具机相分开。优选地，手持式工

具蓄电池能够移入或推入到手持式工具机中并且能够通过拉拔而从手持式工具机中取出。

尤其能够实现一种易于更换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系统。

[0018] 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改进形式，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在手持式工具机与手持式

工具蓄电池的安装状态下至少基本上被手把壳体围住。“至少基本上被手把壳体围住”应尤

其理解为，至少一个第一单体蓄电池在沿着主延伸方向的至少50％的长度上在垂直于主延

伸方向的平面上沿着至少180°、优选至少270°、且尤其优选至少360°的角度范围被手把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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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围。优选地，至少一个感应充电线圈在安装状态下至少基本上布置在手把壳体的外部。

“至少基本上布置在手把壳体的外部”应尤其理解为，至少50％、优选至少70％的体积布置

在手把壳体的外部。尤其能够实现由手持式工具机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所组成的、具有良

好引导特性的紧凑型系统。

[0019] 此外按照本发明，该系统尤其具有用于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安装到手持式工具机

上面的安装方向，所述安装方向至少基本上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延伸。尤其能

够实现一种易于执行的安装。

[0020] 此外还提供一种包括感应充电装置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系统。

[0021] 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改进形式，感应充电装置具有形状锁合元件，用于将手持式工

具蓄电池在充电阶段期间固定。“形状锁合元件”应尤其理解为这样的元件，所述元件设置

用于，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相对应的形状锁合元件共同作用，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在

充电阶段通过形状锁合地固定。感应充电装置和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尤其可以不用工具就能

分开。“充电阶段”应尤其理解为一个时间段，在所述时间段期间，至少一个单体蓄电池通过

由感应充电装置所发送的且被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感应充电单元所接收的电能来充电。例

如，感应充电装置可以具有构造为留空的形状锁合元件，用于接收所述蓄电池壳体的线圈

接收区域，所述线圈接收区域相对于蓄电池接收区域凸出。尤其能够避免由于感应充电装

置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之间的相对移动而中断充电阶段或降低传输效率。

[0022] 此外按照本发明，感应充电装置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包括具有不同基本形状的定

位凸起与定位留空。“定位凸起”应尤其理解为一表面区域，所述表面区域凸出于相邻的表

面区域并且设置用于与定位留空相配合。“定位留空”应尤其理解为一表面区域，所述表面

区域相对于相邻的表面区域回缩并且设置用于接收定位凸起。尤其是形成了具有不同的、

但是相互对应的基本形状的定位凸起和定位留空，例如定位凸起可以具有包括下述直径的

圆形，所述直径相应于正方形定位留空的边长。优选地，与定位留空的横向延伸范围相比，

定位凸起至少在一区域中(优选在一侧的末端区域中)具有略小的横向延伸范围，从而便于

推入。尤其能够实现容易地将定位凸起导入到定位留空中。

[0023] 此外还提供一种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感应充电单元，所述感应充电单元构成为预

装的模块。

[0024] 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在此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应用和实施形式。尤其是

为了实现在此所述的功能方式，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可以具有与这里所述的各

种元件、部件和单元的数量不同的数量。

附图说明

[0025] 其它的优势产生于下述附图说明。在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的四个实施例。附图、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包含大量可组合的特征。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适宜单独考虑这些特征且

进一步有目的地进行组合。附图示出：

[0026] 图1按照本发明的、壳体盖被拆下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部分敞开图，所述手持式

工具蓄电池包括：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所述第一单体蓄电池具有主延伸方向，所述主延伸

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的线圈平面延伸；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

[0027] 图2在图1中所示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外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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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由手持式工具机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所组成的在未安装状态下

的系统，

[0029] 图4由手持式工具机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所组成的在安装状态下的

系统，

[0030] 图5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部分视图，其包括其它的单体蓄电池和感

应充电单元的感应充电线圈的俯视图，

[0031] 图6图4的侧面剖面图，

[0032] 图7预装模块形式的感应充电单元的部件的视图，

[0033] 图8感应充电线圈和线圈芯单元的视图，该视图示出通过线圈芯单元进行屏蔽，

[0034] 图9线圈芯单元和感应充电线圈的俯视图，

[0035] 图10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视图，

[0036] 图11由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和具有定位留空的感应充电装置所组成

的系统，

[0037] 图12定位凸起和定位留空的不同基本形状的示意图，

[0038] 图13定位凸起和定位留空的不同基本形状的可替选的结构形式，

[0039] 图14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可替选的实施例，其具有唯一的第一单体

蓄电池，

[0040] 图15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另一可替选的实施例，其具有：三个第一

单体蓄电池，所述第一单体蓄电池具有主延伸方向，所述主延伸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

的线圈平面延伸；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

[0041] 图16感应充电装置的可替选的结构形式，

[0042] 图17由可替选地构成的感应充电装置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所组成

的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图1所示为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其包括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

14a，16a和一个感应充电单元20a，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感应充电线圈22a用于给第一单

体蓄电池12a，14a，16a充电，在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中，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具

有主延伸方向74a，所述主延伸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a的线圈平面定向。感应充电单

元20a的线圈平面相应于感应充电线圈22a的下述线圈平面，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绕组在该

线圈平面中延伸，并且，该线圈平面垂直于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绕组轴线。手持式工具蓄电

池10a此外还包括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其具有主延伸方向76a，所述主延伸

方向平行于感应充电单元20a的线圈平面定向。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布置在

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与感应充电线圈22a之间。所述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

和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由额定电压为3.6V的锂离子电池形成。原则上，也可

以使用具有其它电解质的蓄电池(例如镍氢电池、镍镉电池或镍锌电池)和/或其它额定电

压的蓄电池作为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通过

串联连接构成总电压为10.8V的第一单体电池模块，并且，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

17a通过串联连接构成总电压为10.8V的第二单体电池模块。在此，第一单体电池模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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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首先向手持式工具机36a供电，并且，第二单体电池模块设置用于，在第一单体电池模

块放电之后向手持式工具机36a供电，从而与使用由分别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

或者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组成的唯一单体电池模块的情况相比，手持式工具蓄

电池10a总体上具有双倍高的电容。原则上，在一个单体电池模块中既可以将第一单体蓄电

池12a，14a，16a的单体蓄电池也可以将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的单体蓄电池共同

串联连接。也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单体电池模块中联接全部的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

16a，17a。在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一个简单的实施方式中，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仅包括

由三个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组成的唯一单体电池模块，这些第一单体蓄电池在安

装状态下至少部分地容纳在手持式工具机36a的手把38a中。该实施形式在图1中通过下述

方式说明，没有包含在该实施方式中的、由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所组成的第二单

体电池模块用虚线表示。在一个可替选的实施方式中，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只包括单体蓄

电池12a，14a，16a中的唯一一个。在一个可替选的实施方式中，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仅包

括单体蓄电池12a，14a，16a中的两个。在全部三个上述的实施方式中(其中，手持式工具蓄

电池10a具有单体蓄电池12a，14a，16a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感应充电线圈22a设置用于，

向单体蓄电池12a，14a，16a中的至少一个充电。在此，单体蓄电池12a，14a，16a中的至少一

个具有主延伸方向74a，所述主延伸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a的线圈平面定向。

[0044] 感应充电单元20a具有包括板区域62a的线圈芯单元24a，所述板区域将第一单体

蓄电池12a，14a，16a和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相对于感应充电线圈22a屏蔽。

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布置在由塑料制成的单体蓄电池承载件86a的容纳

室里面。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在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10a内部的布置，在图1中没有示出单体蓄电池承载件86a。单体蓄电池承载件86a在平行于

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的主延伸方向74a，76a敞开式地形成，以使单体蓄电

池12a，13a，14a，15a，16a，17a能够沿着所述方向导入到单体蓄电池承载件86a中或导出。单

体蓄电池承载件86a将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相对彼此固定并且在垂直于

主延伸方向74a，76a的方向上将它们部分地围住。线圈芯单元24a布置在感应充电线圈22a

与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之间并且将它们彼此分开(图6)。在图1中，为了示

出感应充电线圈与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的相对位置，感应充电线圈22a用

虚线示出。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此外还包括用于容纳所述感应充电单元20a和所述单体蓄

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的蓄电池壳体18a，所述蓄电池壳体具有：线圈容纳区域44a

用于容纳所述感应充电线圈22a，所述线圈容纳区域至少部分地形成有形状锁合元件；单体

蓄电池容纳区域46a用于容纳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所述单体蓄电池容纳区

域相对于线圈容纳区域44a回缩。在垂直于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的主延伸方向74a

的平面中观察，线圈容纳区域44a沿至少一个轴线凸出于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a。蓄电池

壳体18a具有一个中央壳体部件30a和两个侧面的壳体部件32a，34a，所述两个侧面的壳体

部件形成线圈容纳区域44a和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a并且由塑料制成。形成线圈容纳区域

44a的壳体部件32a，34a限定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左侧和右侧，并且，中央壳体部件

30a的端部区域限定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正面和背面，其中，在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

的正面上布置了具有LED-元件的显示器用于信号化充电状态。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此外

还具有未详细说明的连接元件，用于在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与集电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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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生成导电连接。

[0045] 图2所示为图1中示出的具有全封闭的蓄电池壳体18a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该

全封闭的蓄电池壳体具有壳体部件48a，所述壳体部件安装到壳体部件30a，32a，34a上并且

形成上封闭部分。壳体部件48a将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包围并且在相对的侧上具有

锁止元件106a，所述锁止元件形成为卡锁元件。在图2中在蓄电池壳体18a的上端部上，手持

式工具蓄电池10a包括在图2中未详细说明的、与电接触元件的接触区域，用于与手持式工

具机的互补的接触元件电接触。

[0046] 图3示出由手持式工具机36a和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所组成的、在

未安装状态下的系统50a。手持式工具机36a由蓄电池-钻式起子机形成，所述蓄电池-钻式

起子机具有带手把壳体40a的手把38a，所述手把壳体包围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容纳部

84a。在手把38a上布置有操作开关42a，所述操作开关在操作时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与

手持式工具机36a之间的电流回路闭合，以便为了运行而向手持式工具机36a供电。在所示

的实施例中形成为壳体盖的壳体部件48a与壳体部件30a，32a，34a一起形成手持式工具蓄

电池10a的蓄电池壳体18a。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通过壳体部件48a上的锁止元件106a固定

在手持式工具机36a上。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不用工具地、通过移入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容纳部84a中而借助于锁止元件106a固定在手持式工具机36a上(图4)。用于将手持式工具

蓄电池10a安装到手持式工具机36a上的安装方向78a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a的线圈平面

进而平行于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的主延伸方向74a延伸。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由

此通过移入运动而安装到手持式工具机36a上。在此，在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与手持式工

具机36a的安装状态下，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在沿着主延伸方向74a的至少70％长

度上在垂直于主延伸方向74a的平面上沿着360°的角度范围被手把壳体40a包围。感应充电

线圈22a在安装状态下布置在手把壳体40a的外部，其中，感应充电线圈22a的总体积位于手

把壳体40a的外部。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在安装状态下同样位于手把壳体

40a的外部。由此不用工具就可以将手持式工具机36a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分开，并且，

在操作一未示出的释放元件之后可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容纳部

84a中拔出。

[0047] 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直径大于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的主延伸长度，

所述主延伸长度由沿主延伸方向76a的长度形成(图5)。此外，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直径还在

垂直于主延伸方向74a的方向上大于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的直径。此外，感应充电

线圈的直径还大于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的最大延伸长度(例如第一单体蓄电池

12a，14a，16a的两个径向相对的角区域之间的对角线的长度)。此外，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直

径还大于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的主延伸长度。因此，感应充电线圈22a凸出于全部

的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借此实现快速地给单体蓄电池12a，13a，14a，

15a，16a，17a充电。感应充电线圈22a布置在蓄电池壳体18a的线圈容纳区域44a中，所述线

圈容纳区域凸出于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a。感应充电线圈22a通过线圈芯单元24a的板区

域62a与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分开，并且，在图5中为了示出该位置而将通

过板区域62a所覆盖的区域用虚线表示。板区域62a形成为矩形并且具有包括倒圆棱角的正

方形形状。板区域62a的轴线长度80a，82a小于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直径(图8)。线圈芯单元

24a具有四个分立的芯块26a，27a，28a，29a，所述芯块分别相应于包括倒圆棱角的正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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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图9)。各个芯块26a，27a，28a，29a位于线圈承载件60a里面，感应充电线圈22a也在该线

圈承载件中撑开并通过线圈承载件60a的塑料元件相互分开。在背向倒圆棱角的区域中，各

个芯块26a，27a，28a，29a在一侧上具有配备提高厚度的区域，所述区域在安装状态下位于

感应充电线圈22a的线圈平面内部。所述配备提高厚度的区域在安装状态下被感应充电线

圈22a包围并且与被其限界(图8)。

[0048] 感应充电单元20a包括：感应充电线圈22a；线圈芯单元24a；充电电子装置52a；线

圈承载件60a；用于固定所述线圈承载件60a的中央壳体元件30a；热分布元件54a；并且，所

述感应充电单元形成为预装模块58a，所述预装模块能够单独地取出，以便能够检查该感应

充电线圈22a和充电电子装置52a的功能(图7)。热分布元件54a设置用于，在单体蓄电池

12a，13a，14a，15a，16a，17a的充电过程中分布所述充电电子装置52a的废热，并且，在放电

过程中分布所述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的废热，从而避免局部过热。热分布

元件54a在此形成为压板，所述压板沿着中央壳体元件30a的穿过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

主轴线延伸(图6)。热分布元件54a的侧面区域与充电电子装置52a接触，并且，热分布元件

54a的中心区域在一侧上与单体蓄电池承载件86a(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

布置在该单体蓄电池承载件中)接触，以使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与充电电

子装置52a之间的热能够通过热分布元件54a流动。热分布元件54a具有由铝制成的导热涂

层56a。在可替选的结构形式中，热分布元件54a也可以形成为完全由铝制成的部件。充电电

子装置52a部分地施加了铜涂层，用于将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相对于感应

充电线圈22a屏蔽。

[0049] 图10所示为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的底侧的斜视图，其中，可以看见背

向第一单体蓄电池12a，14a，16a和壳体部件48a的、蓄电池壳体18a的底侧。在底侧上布置了

具有正方形基本形状的定位凸起64a，所述正方形基本形状具有倒圆的棱角，在通过底侧将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竖立在底座上的情况下，定位凸起与底座接触，与此不同的是，底侧

的其它部分区域不与底座接触。定位凸起64a此外也设置用于，与感应充电装置66a的定位

留空68a配合。

[0050] 图11所示为由包括感应充电器88a的感应充电装置66a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所

组成的系统72a。感应充电器88a在上侧上具有带定位留空68a的安置面90a，将手持式工具

蓄电池10a安置在所述安置面上，以便对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进行充电。

定位留空68a具有圆形基本形状和3毫米的深度。但是也可以考虑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有意义

的其它尺寸，例如深度为2毫米、5毫米或仅1毫米。定位凸起64a具有与定位留空68a的深度

相匹配的凸肩高度。定位凸起64a和定位留空68a具有相互不同的基本形状。定位凸起64a和

定位留空68a的尺寸互相匹配，并且，尤其使定位留空68a的尺寸适配于，能够可靠地且以微

小的间隙围住定位凸起64a。在定位凸起64a与定位留空68a的尺寸之间设定微小的公差。定

位凸起64a到定位留空68a中的卡入可以通过操作者感受得到，并且，向操作者将对于充电

过程而言最佳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在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上的定位进

行信号化。在所示的变型中，具有倒圆棱角的正方形基本形状的定位凸起64a设置用于，容

纳在圆形定位留空68a中(图12)，替选地，定位凸起64a也可以具有圆形形状且设置用于，容

纳在具有正方形基本形状的定位留空68a内部(图13)。替选地也可以考虑，感应充电装置

66a的感应充电器88a具有定位凸起64a，并且，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具有定位留空68a。

说　明　书 10/12 页

13

CN 105009238 B

13



[0051] 在单体蓄电池12a，13a，14a，15a，16a，17a的充电过程中，电能通过感应由感应充

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的未示出的感应线圈传输给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感应充电

线圈22a，并且在该处通过感应产生电流。通过充电电子装置52a变换电流并控制充电。通过

在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的充电阶段期间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安置在感应充电装置66a

的感应充电器88a上而使定位凸起64a被容纳在定位留空68a中，可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10a的感应充电线圈22a与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的感应线圈彼此相对地布置

在实现高传输率的位置中。通过将定位凸起64a容纳在定位留空68a中，可以部分地避免在

充电阶段期间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与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之间的相对移动

(例如通过无意的碰撞所导致的相对移动)。此外，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还具

有形状锁合元件70a，用于在充电阶段期间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固定。形状锁合元件70a

形成为保持连接板并且具有形状锁合留空，所述形状锁合留空设置用于，容纳所述手持式

工具蓄电池10a的线圈容纳区域44a。形状锁合元件70a弹动支承地安装在感应充电装置66a

的感应充电器88a的相对置的侧上并且能够在垂直于安置面90a的法线方向的方向上偏转。

为了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安装且固定在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上，可以将

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以倾角安装到感应充电装置66a上，以使线圈容纳区域44a能够在一

侧上从下作用于形状锁合元件70a。然后，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平行于安置面90a定向，

以使形状锁合元件70a在朝上的方向上(从安置面90a指离)在法线方向上偏转。手持式工具

蓄电池10a现在移入到安置面90a上的形状锁合元件70a之间，直至定位凸起64a配合到定位

留空68a中。然后，形状锁合元件70a从上围住蓄电池壳体18a的线圈容纳区域44a。形状锁合

元件70a现在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固定在其位置中，以防被取下。为了将手持式工具蓄

电池10a从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中卸下，通过下述运动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10a从感应充电装置66a中拔出，在所述运动的情况下，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沿形状锁合元

件70a的形状锁合留空的主延伸的方向拉拔并同时在安置面90a的法线方向上提起。形状锁

合元件70a通过卡夹固定来安装到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的主体上并且构成为

不用工具也可以从主体取下。

[0052] 原则上，形状锁合元件70a也可以构成为与主体不可分开地连接成一体。在另一可

能的可替选的结构形式中，形状锁合元件70a可侧向偏转地弹动支承，并且，为了固定手持

式工具蓄电池10a，该形状锁合元件可以侧向偏转。在感应充电装置66a的感应充电器88a的

可替选的结构形式中，为了取下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可以使形状锁合元件70a再次侧向

偏转，借此能够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拔出。

[0053] 在图14-17中示出了本发明的三个其它实施例。下述的说明和附图基本上仅限于

这些实施例之间的不同之处，其中，关于相同的部件，尤其是具有相同参考标记的部件，原

则上也参考其它实施例的、尤其是附图1-13中的附图和/或说明。为了区分这些实施例，将

字母a后置于附图1-13中的实施例的参考标记。在附图14-17的实施例中字母a由参考标记b

至d替代。

[0054] 图14示出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b的可替选的实施例，其具有：一个第

一单体蓄电池12b、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b，15b，17b、一个感应充电单元20b，所述感应

充电单元具有感应充电线圈22b，用于给第一单体蓄电池12b和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b，15b，

17b充电，在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中，第一单体蓄电池12b具有主延伸方向74b，所述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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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b的线圈平面定向。所述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b，15b，17b

具有主延伸方向76b，所述主延伸方向在感应充电单元20b的线圈平面内延伸。手持式工具

蓄电池10b与之前的实施例类似地构成，但是感应充电线圈22b具有比之前的实施例小的直

径。因为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b具有其主延伸方向74b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b的线圈平面

延伸的唯一第一单体蓄电池12b，因此与之前的实施例中所示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a相

比，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b可以移入到具有较小的直径的手把壳体内。第一单体蓄电池12b

与所述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b串联连接成具有总电压7.2V的第一单体电池模块，并且，所述

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5b，17b串联连接成具有总电压7.2V的第二单体电池模块，所述第二单

体电池模块在第一单体电池模块放电之后用于供电。原则上，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b也可以

包括唯一的单体蓄电池12b，这通过将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b，15b，17b用虚线表示来示出。

[0055] 图15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c的第三实施例，其具有三个第一

单体蓄电池12c，14c，16c和一个感应充电单元20c，所述感应充电单元具有感应充电线圈

22c用于给第一单体蓄电池12c，14c，16c充电，在所述手持式工具蓄电池中，第一单体蓄电

池12c，14c，16c具有主延伸方向74c，所述主延伸方向垂直于感应充电单元20c的线圈平面

定向。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c此外还具有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c，15c，17c，它们具有主

延伸方向76c，所述主延伸方向平行于感应充电单元20c的线圈平面定向。该实施例在很大

程度上与第一实施例相符，只是第三实施例的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c，15c，17c的主延

伸方向76c垂直于第一实施例的三个其它的单体蓄电池13a，15a，17a的主延伸方向76a延

伸。

[0056] 在图16中所示为由感应充电装置66d的可替选的实施方式与手持式工具蓄电池

10d所构成的系统72d的可替选的实施方式。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在其结构形式上相应于

第一实施例的结构形式。感应充电装置66d包括：感应充电器88d，所述感应充电器基本上与

第一实施例类似地构成；额外地具有框架92d，所述框架具有感应充电装置66d的形状锁合

元件70d，用于在充电阶段期间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固定。框架92d具有由框架部件的表

面所形成的支撑面104d，在所述支撑面上凸出有两个侧面弓部96d，98d并且在一侧上凸出

有横向延伸的保持弓部100d(图17a，17b)。在此，保持弓部100d从侧面弓部96d延伸至98d。

感应充电器88d安置到支撑面104d上并且于是布置在框架92d内部。框架92d的形成为移入

开口102d的侧布置在保持弓部100d的对面，该移入开口设置用于，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

移入到形状锁合元件70d中并且移到安置面90a上(图16)。形状锁合元件70d设置用于，在充

电阶段期间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的蓄电池壳体18d的、相对于单体蓄电池容纳区域46d

凸出的线圈容纳区域44d从上面包围，以将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固定在安置面90a上的位

置中。手持式工具蓄电池10d和感应充电装置66d的感应充电器88d具有一对包括不同基本

形状的定位凸起和定位留空，所述定位凸起和定位留空在图16的立体图中未示出。框架92d

由塑料制成并且包括两个部分壳体，所述两个部分壳体通过螺栓固定在一起。原则上也可

以考虑，框架92d形成为唯一的固定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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