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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采用的
技术方案是，
本发明通过导热杆将锂电池内的温
度传递至温度传感器内，
通过温度传感器将数据
反馈给第一单片机，
当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 ，
第
一单片机启动散热风扇，
通过散热风扇对锂电池
内部进行散热，
通过氢弗检测传感器对锂电池内
产生的气体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信息传递至第二
单片机，
氢弗含量超出设定值时 ，
第二单片机将
控制第一单片机 ，
通过第一单片机 启动电 加热
管，
通过电加热管温度升高将低熔点分隔板进行
熔断，
将碱性粉尘放置槽内的碱性粉尘进入锂电
池内进行酸碱中和，
避免锂电池内的电解液发生
膨胀，
通过第二单片机反馈给使用人员，
使用人
员通过转动按钮对锂电池进行断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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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包括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第三电池组(19)和气
体检测装置(6)，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内均
安装有等距的电极板(13) ，
所述电极板(13)的正负极均通过连接电线(12)连接，
所述第一
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的顶端均设有滑动槽，
所述滑动槽内滑动连
接有移动板(4) ，
所述滑动槽和移动板(4)上均设有螺纹槽且螺纹槽的位置相对应且连通，
所述螺纹槽内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杆(3) ，
所述移动板(4)的上表面从左到右依次固定连接有
通电装置(5)、
握把(9)和散热风扇(7) ，
所述移动板(4)上设有接线槽，
所述接线槽的位置与
通电装置(5)的位置相对应且连通，
所述连接电线(12)的输入端穿过接线槽与通电装置(5)
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握把(9)上设有放置槽，
所述放置槽内固定连接有出气管(14) ，
所述
出气管(14)的进气口穿过移动板(4)分别位于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
组(19)内，
所述出气管(14)的出气口与第二连接头(10)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移动板(4)上设
有卡接槽，
所述卡接槽位于握把(9)和散热风扇(7)之间，
所述卡接槽内安装有导热杆(15) ，
所述导热杆(15)的顶端与温度传感器(11)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移动板(4)上固定连接有第
一单片机(2) ，
所述第一单片机(2)的输入端与温度传感器(11)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
检测装置(6)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出端与散热风扇
(7)、第一单片机(2)和温度传感器(11)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的进气口与
第一连接头(10)的出气口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入端与第一单片机(2)的输出端
电连接，
所述第一电池组(1)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第二电池组(18)上通电装置(5)的
输入端卡接，
所述第二电池组(18)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第三电池组(19)上通电装置
(5)的输入端卡接，
所述第三电池组(19)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
入端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包括盛放箱(601) ，
所述盛放箱(601)内固定连接有三个氢
氟检测传感器(607)和抽气泵(604)，
所述氢氟检测传感器(607)的进气口与抽气管(606)的
出气口连接，
所述抽气管(606)的进气口穿过盛放箱(601)与第一连接头(605)的出气口连
接，
所述第一连接头(605)的进气口与第二连接头(10)的出气口连接，
三个氢氟检测传感器
(607)的出气口分别通过输气管(608)与抽气泵(604)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抽气泵(604)出气
口的位置与盛放箱(601)排气口的位置相对应，
所述盛放箱(60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单片机
(602)、
电压检测电路模块(609)和电源开关组(603) ，
所述电源开关组(603)的输入端与外
部电源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源开关组(603)的输出端与第二单片机(602)的输入端电连
接，
所述第二单片机(602)的输入端与氢氟检测传感器(607)和第一单片机(2)的输出端电
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块(609)的输入端与第三电池组(19)上的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
电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块(609)的输出端与第二单片机(602)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
移动板(4)上和握把(9)的底端均设有碱性粉尘放置槽且相互连通，
所述碱性粉尘放置槽内
固定连接有电加热管(17)和低熔点分隔板(16)，
所述电加热管(17)的位置与低熔点分隔板
(16)的位置相对应，
且电加热管(17)位于低熔点分隔板(16)内，
所述电加热管(17)的输入
端与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出端电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电装置(5)包括接
线盒(501)、第一输电线(502)和第二输电线(505)，
所述接线盒(501)位于移动板(4)上且固
定连接，
所述接线盒(501)上设有转动槽，
所述转动槽内转动连接有活动杆，
所述活动杆的
两端分别与转动按钮(503)和通电调节头(506)固定连接，
所述通电调节头(506)位于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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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501)内 ，
所述通电 调节头(506)上设有输入端和输出端，
且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相隔
90 °
，
所述第一输电线(502)的输出端位于接线盒(501)内且固定连接，
所述接线盒(501)内
固定连接有第三输电线(504)，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和连接电线(12)的输出端通过切换开
关(507)与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第一输电线(502)和连
接电线(12)之间相隔90 °
，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第一输电线(502)和连接电线(12)的位置
与通电调节头(506)的位置相对应且接触连接，
所述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入端穿过接线盒
(501)与连接电线(12)的输出端接触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握把(9)上设有防滑
橡胶套(8)。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出气管(14)上设有过
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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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安全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
人类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能源，
而锂离
子电池由于其绿色环保、
具有较高的输出能量等特点，
被人类关注并重视。锂离子电池是近
二十几年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一种高能电池。与其它二次电池相比 ，
锂离子电池具有电压高、
比能量高、功率高、循环寿命长、工作范围宽、环境污染小等优势。不仅在移动、通信设备上
广泛应用，
而且也逐步应用到电动汽车、
电动自行车及电动工具等大型电动设备当中。但是
由于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高，
尤其是作为动力电源或储能设备的大型锂电池组在使用或存储
时 ,个别单体电池发生故障 ,引起热失控之后很容易发生连锁反应造成整组电池起火熔烧，
对用电设备以及周边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
在安全上存在较大的隐患。给使用者及周边人
员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命威胁。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采用的技术
方案是，
包括第一电池组、第二电池组、第三电池组和气体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电池组、第二电池组和第三电池组内均安装有等距的电极板，
所述电极板的正负极均通过
连接电线连接，
所述第一电池组、第二电池组和第三电池组的顶端均设有滑动槽，
所述滑动
槽内滑动连接有移动板，
所述滑动槽和移动板上均设有螺纹槽且螺纹槽的位置相对应且连
通，
所述螺纹槽内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杆，
所述移动板的上表面从左到右依次固定连接有通
电装置、
握把和散热风扇，
所述移动板上设有接线槽，
所述接线槽的位置与通电装置的位置
相对应且连通，
所述连接电线的输入端穿过接线槽与通电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握把
上设有放置槽，
所述放置槽内固定连接有出气管，
所述出气管的进气口穿过移动板分别位
于第一电池组、第二电池组和第三电池组内，
所述出气管的出气口与第二连接头的进气口
连接，
所述移动板上设有卡接槽，
所述卡接槽位于握把和散热风扇之间，
所述卡接槽内安装
有导热杆，
所述导热杆的顶端与温度传感器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移动板上固定连接有第一
单片机，
所述第一单片机的输入端与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输入
端与外部电源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的输出端与散热风扇、第一单片机和温度
传感器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的进气口与第一连接头的出气口连接，
所述气
体检测装置的输入端与第一单片机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第一电池组上通电装置的输出端
与第二电池组上通电装置的输入端卡接，
所述第二电池组上通电装置的输出端与第三电池
组上通电装置的输入端卡接，
所述第三电池组上通电装置的输出端与气体检测装置的输入
端连接。
[000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通电装置包括接线盒、第一输电线和第二
输电线，
所述接线盒位于移动板上且固定连接，
所述接线盒上设有转动槽，
所述转动槽内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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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连接有活动杆，
所述活动杆的两端分别与转动按钮和通电调节头固定连接，
所述通电调
节头位于接线盒内，
所述通电调节头上设有输入端和输出端，
且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相隔
90 °
，
所述第一输电线的输出端位于接线盒内且固定连接，
所述接线盒内固定连接有第三输
电线，
所述第三输电线和连接电线的输出端通过切换开关与第二输电线的输入端连接，
所
述第三输电线、第一输电线和连接电线之间相隔90 °
，
所述第三输电线、第一输电线和连接
电线的位置与通电调节头的位置相对应且接触连接，
所述第二输电线的输入端穿过接线盒
与连接电线的输出端接触连接。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包括盛放箱，
所述盛放箱内
固定连接有三个氢氟检测传感器和抽气泵，
所述氢氟检测传感器的进气口与抽气管的出气
口连接，
所述抽气管的进气口穿过盛放箱与第一连接头的出气口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头的
进气口与第二连接头的出气口连接，
三个氢氟检测传感器的出气口分别通过输气管与抽气
泵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抽气泵出气口的位置与盛放箱排气口的位置相对应，
所述盛放箱上
固定连接有第二单片机、
电压检测电路模块和电源开关组，
所述电源开关组的输入端与外
部电源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源开关组的输出端与第二单片机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第
二单片机的输入端与氢氟检测传感器和第一单片机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
块的输入端与第三电池组上的通电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块的输出端
与第二单片机的输入端电连接。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移动板上和握把的底端均设有碱性粉尘放
置槽且相互连通，
所述碱性粉尘放置槽内固定连接有电加热管和低熔点分隔板，
所述电加
热管的位置与低熔点分隔板的位置相对应，
且电加热管位于低熔点分隔板内，
所述电加热
管的输入端与气体检测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握把上设有防滑橡胶套。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出气管上设有过滤网。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导热杆将锂电池内的温度传递至温度传感器内，
通过温度传感器将数据反馈给第一单片机，
当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
第一单片机启动散热
风扇，
通过散热风扇对锂电池内部进行散热，
通过氢氟检测传感器对锂电池内产生的气体
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信息传递至第二单片机，
氢氟含量超出设定值时，
第二单片机将控制第
一单片机，
通过第一单片机启动电加热管，
通过电加热管温度升高将低熔点分隔板进行熔
断，
将碱性粉尘放置槽内的碱性粉尘进入锂电池内进行酸碱中和，
避免锂电池内的电解液
发生膨胀，
通过第二单片机反馈给使用人员，
使用人员通过转动按钮对锂电池进行断电保
护。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内部剖视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后侧剖视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的通电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的通电装置剖面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的气体检测装置结构示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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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7为本发明的气体检测装置剖面图。
[0017] 图中：
1-第一电池组、2-第一单片机、3-紧固螺杆、4-移动板、5-通电装置、501-接
线盒、502-第一输电线、503-转动按钮、504-第三输电线、505-第二输电线、506-通电调节
头、
507-切换开关、
6-气体检测装置、
601-盛放箱、
602-第二单片机、
603-电源开关组、
604抽气泵、
605-第一连接头、
606-抽气管、
607-氢氟检测传感器、
608-输气管、
609-电压检测电
路模块、7-散热风扇、8-防滑橡胶套、9-握把、10-第二连接头、11-温度传感器、12-连接电
线、13-电极板、14-出气管、15-导热杆、16-低熔点分隔板、17-电加热管、18-第二电池组、
19-第三电池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所示，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安全装置，
采用
的技术方案是，
包括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第三电池组19和气体检测装置6，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内均安装有等距的电极板13，
所述
电极板13的正负极均通过连接电线12连接，
所述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
19的顶端均设有滑动槽，
所述滑动槽内滑动连接有移动板4，
所述滑动槽和移动板4上均设
有螺纹槽且螺纹槽的位置相对应且连通，
所述螺纹槽内螺纹连接有紧固螺杆3，
所述移动板
4的上表面从左到右依次固定连接有通电装置5、
握把9和散热风扇7，
所述移动板4上设有接
线槽，
所述接线槽的位置与通电装置5的位置相对应且连通，
所述连接电线12的输入端穿过
接线槽与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握把9上设有放置槽，
所述放置槽内固定连接有
出气管14，
所述出气管14的进气口穿过移动板4分别位于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
三电池组19内，
所述出气管14的出气口与第二连接头10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移动板4上设有
卡接槽，
所述卡接槽位于握把9和散热风扇7之间，
所述卡接槽内安装有导热杆15，
所述导热
杆15的顶端与温度传感器11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移动板4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单片机2，
所述
第一单片机2的输入端与温度传感器11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输入端与外部
电源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出端与散热风扇7、第一单片机2和温度传感器
11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的进气口与第一连接头10的出气口连接，
所述气体
检测装置6的输入端与第一单片机2的输出端电连接，
第一单片机2为89C51芯片，
该第一单
片机2被广泛使用，
管脚的具体连接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参考技术手册得
知，
属于公知常识，
所述第一电池组1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第二电池组18上通电装置5的
输入端卡接，
所述第二电池组18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第三电池组19上通电装置5的输入
端卡接，
所述第三电池组19上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与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入端连接。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通电装置5包括接线盒501、第一输电线502
和第二输电线505，
所述接线盒501位于移动板4上且固定连接，
所述接线盒4上设有转动槽，
所述转动槽内转动连接有活动杆，
所述活动杆的两端分别与转动按钮503和通电调节头506
固定连接，
所述通电调节头506位于接线盒501内，
所述通电调节头506上设有输入端和输出
端，
且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相隔90 °
，
所述第一输电线502的输出端位于接线盒501内且固定
连接，
所述接线盒501内固定连接有第三输电线504，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和连接电线12的输
出端通过切换开关507与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第一输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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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和连接电线12之间相隔90 °
，
所述第三输电线504、第一输电线502和连接电线12的位置
与通电调节头506的位置相对应且接触连接，
所述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入端穿过接线盒501
与连接电线12的输出端接触连接。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气体检测装置6包括盛放箱601，
所述盛放
箱601内固定连接有三个氢氟检测传感器607和抽气泵604，
所述氢氟检测传感器607的进气
口与抽气管606的出气口连接，
所述抽气管606的进气口穿过盛放箱601与第一连接头605的
出气口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头605的进气口与第二连接头10的出气口连接，
三个氢氟检测传
感器607的出气口分别通过输气管608与抽气泵604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抽气泵604出气口的
位置与盛放箱601排气口的位置相对应，
所述盛放箱60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单片机602、
电压
检测电路模块609和电源开关组603，
所述电源开关组603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的输出端电
连接，
所述电源开关组603的输出端与第二单片机602的输入端电连接，
所述第二单片机602
的输入端与氢氟检测传感器607和第一单片机2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块
609的输入端与第三电池组19上的通电装置5的输出端电连接，
所述电压检测电路模块609
的输出端与第二单片机602的输入端电连接，
第二单片机602为89C51芯片，
该第二单片机
602被广泛使用，
管脚的具体连接方式，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参考技术手册得
知，
属于公知常识。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移动板4上和握把9的底端均设有碱性粉尘
放置槽且相互连通，
所述碱性粉尘放置槽内固定连接有电加热管17和低熔点分隔板16，
所
述电加热管17的位置与低熔点分隔板16的位置相对应，
且电加热管17位于低熔点分隔板16
内，
所述电加热管17的输入端与气体检测装置6的输出端电连接。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握把9上设有防滑橡胶套8。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
所述出气管14上设有过滤网。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工作人员将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进行
串联，
第一电池组1上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出端与第二电池组18上第一输电线502的输入端
电连接，
第二电池组18上第二输电线505的输出端与第三电池组19上第一输电线502的输入
端电连接，
进行供电 ，
通过电压检测电路模块609对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
组19的输出电压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信息传递至第二单片机602，
通过第二单片机602对电
压数据进行分析并记录，
通过导热杆15对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内的
温度传递至温度传感器11内，
通过温度传感器11将接收到的温度信息传递至第一单片机2
内，
通过第一单片机2启动散热风扇7对锂电池内部进行散热，
避免电池组内部温度过高影
响正常使用，
工作人员将第一连接头605与第二连接头10连接，
使出气管14与抽气管606连
通，
通过抽气泵604对第一电池组1、第二电池组18和第三电池组19内部产生的气体进行抽
取，
通过氢氟检测传感器607对抽取的气体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信息传递至第二单片机602，
其中一个电池组内的氢氟含量超出设定数值时，
通过第二单片机602控制第一单片机2，
通
过第一单片机2启动电加热管17，
通过电加热管17产生的热量将低熔点分隔板16熔断，
使碱
性粉尘放置槽内的碱性粉尘进入锂电池内进行酸碱中和，
通过散热风扇7对碱性粉尘进行
分散，
使碱性粉尘与电解液能更快融合，
避免锂电池内的电解液发生膨胀，
第二单片机602
将数据反馈至数控终端提示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通过转动按钮503转动通电调节头506使第
一输电线502与第三输电线504连通，
通过切换开关507使第三输电线504与第二输电线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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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
继续供电 ，
通过电压检测电机模块609对剩余的电池组的电压进行检测，
并与之前记
录的数据进行对比 ，
当电压符合要求时，
可继续使用，
当电压降低时，
需要工作人员重新添
加电池组进行补充电压。
[0026] 本发明涉及的电路连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采用的惯用手段，
可通过有限次试验得
到技术启示，
属于广泛使用的现有技术。
[0027] 本文中未详细说明的部件为现有技术。
[0028] 上述虽然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 ，
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例，
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
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变化，
而不具备创造性劳动的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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