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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结构简单紧凑且组装

方便的软包标准模组及组装方法。所述软包标准

模组包括若干电芯、第一汇流板、第二汇流板、通

讯柔性电路板以及外壳，若干所述电芯的极耳分

别焊接在所述第一汇流板和第二汇流板的导通

铜片上，所述第一汇流板通过所述通讯柔性电路

板与所述第二汇流板进行数据通讯，若干所述电

芯、所述第一汇流板以及第二汇流板均封装在所

述外壳内。本发明应用于电池模组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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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若干电芯（1）、第一汇流板（2）、第二汇流板

（3）、通讯柔性电路板（4）以及外壳，若干所述电芯（1）的极耳分别焊接在所述第一汇流板

（2）和第二汇流板（3）的导通铜片（5）上，所述第一汇流板（2）通过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

与所述第二汇流板（3）进行数据通讯，若干所述电芯（1）、所述第一汇流板（2）以及第二汇流

板（3）均封装在所述外壳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

第二汇流板（3）上均设有若干所述导通铜片（5），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第二汇流板（3）

均为电路板且均设有第一连接器（6），若干所述导通铜片（5）内置于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

所述第二汇流板（3）中并通过内置电路与对应的第一连接器（6）导通并输出电压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上

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6）相适配的第一接头（7），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上还设有相互

电性连接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第二接头（8），所述第二汇流板（3）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二接头

（8）相适配的第二连接器（9）以及与所述第二连接器（9）电性连接的温度信息输出连接器

（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底座（11）、第

一保护盖（12）、第二保护盖（13）以及上封板（14），若干所述电芯（1）通过封胶层（15）固定在

所述底座（11）中，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一汇流板（2）连接并固定在所述底座（11）

的一端，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与所述第二汇流板（3）连接并固定在所述底座（11）的另一端，

所述上封板（14）与底座（11）固定连接，所述上封板（14）上设有与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

相适配的限位槽（1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板（2）上还设

有输出正极片和输出负极片，位于所述第一汇流板（2）两端的两个所述导通铜片（5）对应与

所述输出正极片、所述输出负极片连通，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上设有与所述输出正极片、所

述输出负极片的电极连接槽，所述电极连接槽上设有螺纹孔。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保护盖（12）和所述

第二保护盖（13）上均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6）相适配的防护挡板，所述防护挡板的上设

有U形槽（1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汇流板（3）上还设

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6）电性连接的数据输出连接器（18），所述数据输出连接器（18）与外

部的信息采集反馈设备通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铜片（5）通过保险

丝与电路板的内置电路电性连接。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软包标准模组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A．首先，将若干所述电芯（1）堆叠整齐，并通过绝缘胶布将若干所述电芯（1）固定，然后

将电池极耳穿过所述导通铜片（5）侧边的连接通孔，由外部设备或操作员将电池极耳折弯，

并从外侧将电池极耳焊接在对应的所述导通铜片（5）上；

B．然后将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一汇流板（2）连接，以及将所述第二保护盖

（13）与所述第二汇流板（3）连接；

C．接着在所述底座（11）中填充封胶形成所述封胶层（15），然后将若干所述电芯（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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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汇流板（2）、所述第二汇流板（3）、所述第一保护盖（12）以及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一

起装入所述底座（11）中，通过螺丝将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二保护盖（13）固定在所

述底座（11）中，若干所述电芯（1）通过所述封胶层（15）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中；

D．然后将所述上封板（14）焊接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上，进而完成若干所述电芯（1）的

封装；

E．最后，将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的所述第一接头（7）与对应的所述第一连接器（6）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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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及组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应用于电池模组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软包标准模组及组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是

关系到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其中空气与人们却是形影不离。而汽车尾气的

排放对空气是最严重的污染。故而对汽车动力电池的开发也是越来越重视。

[0003] 现有的动力电池模组采用汇流板与采集线束连接，然后通过连接器与外部BMS采

集模块通讯，并通过塑胶封装，这种结构占用空间大，使用的物料多，同时电池的极耳通过

采集线与汇流板连接，需要复杂的焊接步骤，焊接失败时容易导致电池模组报废。同时现有

电池模组结构复杂不便于组装。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紧凑且

组装方便的软包标准模组及组装方法。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所述软包标准模组包括若干电芯、第一汇流板、第二

汇流板、通讯柔性电路板以及外壳，若干所述电芯的极耳分别焊接在所述第一汇流板和第

二汇流板的导通铜片上，所述第一汇流板通过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与所述第二汇流板进行

数据通讯，若干所述电芯、所述第一汇流板以及第二汇流板均封装在所述外壳内。

[0006]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分别进行若干所述电芯

的正负极导通，并通过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进行电路的导通，进而将输出端统一汇集到所

述第一汇流板上，将电压以及温度的数据输出汇集到所述第二汇流板上，进而使整体结构

更简洁。通过所述外壳进行封装保护内部元件。

[0007]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上均设有若干所述导通铜

片，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均为电路板且均设有第一连接器，若干所述导通铜

片内置于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中并通过内置电路与对应的第一连接器导通

并输出电压数据。

[0008]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将若干导通铜板内置在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

中作为焊接触点，进而为电芯极耳提供更大的焊接面，使电芯极耳的焊接更方便，同时通过

内置导通铜板提高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的结构强度。

[0009]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相适配的第一接

头，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上还设有相互电性连接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第二接头，所述第二汇

流板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二接头相适配的第二连接器以及与所述第二连接器电性连接的温

度信息输出连接器。

[0010] 由上述方案可见，所述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模组的温度，所述温度传感器为热敏

电阻，通过检测热敏电阻的数据获得模组的温度。所述电压检测器用于检测所述第一汇流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0474078 A

4



板和所述第二汇流板的电压值。

[0011]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外壳包括底座、第一保护盖、第二保护盖以及上封板，若干

所述电芯通过封胶层固定在所述底座中，所述第一保护盖与所述第一汇流板连接并固定在

所述底座的一端，所述第二保护盖与所述第二汇流板连接并固定在所述底座的另一端，所

述上封板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上封板上设有与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相适配的限位槽。

[0012]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所述底座对若干所述电芯进行保护，并通过所述封胶层进

行电芯的固定，并通过设置所述第一保护盖和所述第二保护盖对应进行所述第一汇流板以

及第二汇流板的保护。

[0013]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第一汇流板上还设有输出正极片和输出负极片，位于所述

第一汇流板两端的两个所述导通铜片对应与所述输出正极片、所述输出负极片连通，所述

第一保护盖上设有与所述输出正极片、所述输出负极片的电极连接槽，所述电极连接槽上

设有螺纹孔。

[0014] 由上述方案可见，所述输出正极片和所述输出负极片用于与负载相连接，通过设

置所述螺纹孔便于提供螺钉的安装位，进而使导线端部与电极的固定。

[0015]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第一保护盖和所述第二保护盖上均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

相适配的防护挡板，所述防护挡板的上设有U形槽。

[0016]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设置所述防护挡板防止所述第一连接器受外界因素而损

坏，同时通过设置所述U形槽便于作业员连接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

一个优选方案是，所述第二汇流板上还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电性连接的数据输出连

接器，所述数据输出连接器与外部的信息采集反馈设备通讯连接。

[0017]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设置所述数据汇集连接器汇集所述第一汇流板和所述第二

汇流板的电压以及温度信息，并通过所述数据输出连接器反馈到外部的检测设备上。

[0018]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是，所述导通铜片通过保险丝与电路板的内置电路电性连接。

[0019] 由上述方案可见，传统的采集线与电池连接时为直接与电池的极耳焊接，无法设

置保险丝，通过采用导通铜片作为导通结构实现在导通铜板与内置电路之间串联保险丝，

通过设置所述保险丝在采集电路发生短路时对所述电池起保护作用，进而保证模组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

[0020] 所述组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首先，将若干所述电芯堆叠整齐，并通过绝缘胶布将若干所述电芯固定，然后将电池

极耳穿过所述导通铜片侧边的连接通孔，由外部设备或操作员将电池极耳折弯，并从外侧

将电池极耳焊接在对应的所述导通铜片上；

B.然后将所述第一保护盖与所述第一汇流板连接，以及将所述第二保护盖与所述第二

汇流板连接；

C.接着在所述底座中填充封胶形成所述封胶层，然后将若干所述电芯、所述第一汇流

板、所述第二汇流板、所述第一保护盖以及所述第二保护盖一起装入所述底座中，然后通过

螺丝将所述第一保护盖与所述第二保护盖固定在所述底座中，若干所述电芯通过所述封胶

层固定在所述底座中；

D.然后将所述上封板焊接固定在所述底座上，进而完成若干所述电芯的封装；

E.最后，将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的所述第一接头与对应的所述第一连接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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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由上述方案可见，通过上述方法实现所述软包标准模组的装配，同时保证所述软

包标准模组整体牢固以及具有较好的绝缘性能。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部分结构爆炸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软包标准模组包括若干电芯1、第一汇流板

2、第二汇流板3、通讯柔性电路板4以及外壳，若干所述电芯1的极耳分别焊接在所述第一汇

流板2和第二汇流板3的导通铜片5上，所述第一汇流板2通过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与所述

第二汇流板3进行数据通讯，若干所述电芯1、所述第一汇流板2以及第二汇流板3均封装在

所述外壳内。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第二汇流板3上均设有若干所述导通铜片

5，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第二汇流板3均为电路板且均设有第一连接器6，若干所述导通

铜片5内置于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第二汇流板3中并通过内置电路与对应的第一连接器

6导通并输出电压数据。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6相适配的第一接

头7，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上还设有相互电性连接的温度传感器以及第二接头8，所述第二

汇流板3上设置有与所述第二接头8相适配的第二连接器9以及与所述第二连接器9电性连

接的温度信息输出连接器10。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外壳包括底座11、第一保护盖12、第二保护盖13以及上封板

14，若干所述电芯1通过封胶层15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中，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一汇流

板2连接并固定在所述底座11的一端，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与所述第二汇流板3连接并固定在

所述底座11的另一端，所述上封板14与底座11固定连接，所述上封板14上设有与所述通讯

柔性电路板4相适配的限位槽16。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汇流板2上还设有输出正极片和输出负极片，位于所述第

一汇流板2两端的两个所述导通铜片5对应与所述输出正极片、所述输出负极片连通，所述

第一保护盖12上设有与所述输出正极片、所述输出负极片的电极连接槽，所述电极连接槽

上设有螺纹孔。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保护盖12和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上均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

器6相适配的防护挡板，所述防护挡板的上设有U形槽17。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汇流板3上还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6电性连接的数据输

出连接器18，所述数据输出连接器18与外部的信息采集反馈设备通讯连接。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汇流板2和所述第二汇流板3上均设置有与内置电路串联

的保险丝，通过设置所述保险丝在采集电路发生短路时对所述电芯起保护作用。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导通铜片5通过保险丝与电路板的内置电路电性连接。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电路板的内置电路为常见的电路板印刷电路。

[0033] 所述组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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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先，将若干所述电芯1堆叠整齐，并通过绝缘胶布将若干所述电芯1固定，然后将电

池极耳穿过所述导通铜片5侧边的连接通孔，由外部设备或操作员将电池极耳折弯，并从外

侧将电池极耳焊接在对应的所述导通铜片5上；

B.然后将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一汇流板2连接，以及将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与所

述第二汇流板3连接；

C.接着在所述底座11中填充封胶形成所述封胶层15，然后将若干所述电芯1、所述第一

汇流板2、所述第二汇流板3、所述第一保护盖12以及所述第二保护盖13一起装入所述底座

11中，通过螺丝将所述第一保护盖12与所述第二保护盖13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中，若干所述

电芯1通过所述封胶层15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中；

D.然后将所述上封板14焊接固定在所述底座11上，进而完成若干所述电芯1的封装；

E.最后，将所述通讯柔性电路板4的所述第一接头7与对应的所述第一连接器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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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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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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