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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储能电路，包括储能模块、

第一转换模块、第二转换模块、第一断路器、第二

断路器及第三断路器；所述储能模块包括总正极

端及总负极端，所述第一转换模块包括正极直流

输入端、负极直流输入端、正极交流输出端及负

极交流输出端，所述第二转换模块包括正极交流

输入端、负极交流输入端、正极直流输出端及负

极直流输出端。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储能装置。本

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能够同时为直

流负载及交流负载供电，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

的应用，适用性强，应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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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储能模块、第一转换模块、第二转换模块、第一断路

器、第二断路器及第三断路器；所述储能模块包括总正极端及总负极端，所述第一转换模块

包括正极直流输入端、负极直流输入端、正极交流输出端及负极交流输出端，所述第二转换

模块包括正极交流输入端、负极交流输入端、正极直流输出端及负极直流输出端；

所述总正极端连接所述第一断路器，所述总正极端及总负极端用于连接直流插座；所

述总正极端通过所述第一断路器连接所述正极直流输入端，所述总负极端连接所述负极直

流输入端，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断路器，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及负极交流输

出端用于连接交流插座；所述正极交流输入端及负极交流输入端用于对应连接交流电源的

正极及负极，所述正极直流输出端及负极直流输出端用于连接所述直流插座；所述正极交

流输入端及负极交流输入端还通过所述第三断路器连接所述交流插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换模块为直流转交流的电源

变换器，所述第二转换模块为交流转直流的电源变换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及第三断

路器为空气开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保护模块，所述总正极端连接所

述保护模块的电源引脚，所述总负极端连接所述保护模块的负极引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模块为保护电路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模块包括多个电性连接的单体

电池。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插座的数量为一个，所述交流

插座的数量为三个。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储能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流插座为五脚插座、三脚插座或

品字头插座。

9.一种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储能电路、箱体、拉

杆及滑动件；所述储能电路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上设置有所述直流插座及交流插

座，所述拉杆设置于所述箱体的一侧，所述滑动件设置于所述箱体的底壁上。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件为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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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能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广泛应用的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UPS)内置的是磷

酸铁锂电池包，为UPS锂电池一体机的储能装置，其体积、重量比传统的铅酸蓄电池轻很多，

具有重量轻、容量高、功率大等多种优势，轻巧便携，可用于野外长时间供电，也可以在无市

电或者缺电的地方提供方便的移动电源解决方案。然而，现有的储能装置输出单一，只有单

一的直流输出或者交流输出，不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的应用。

[0003] 鉴于此，实有必要提供一种新型的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能够同时为直流负载及交流负载

供电，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的应用，适用性强，应用范围广。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储能电路，包括储能模块、第一转换模块、第

二转换模块、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及第三断路器；所述储能模块包括总正极端及总负极

端，所述第一转换模块包括正极直流输入端、负极直流输入端、正极交流输出端及负极交流

输出端，所述第二转换模块包括正极交流输入端、负极交流输入端、正极直流输出端及负极

直流输出端；所述总正极端连接所述第一断路器，所述总正极端及总负极端用于连接直流

插座；所述总正极端通过所述第一断路器连接所述正极直流输入端，所述总负极端连接所

述负极直流输入端，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断路器，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及负

极交流输出端用于连接交流插座；所述正极交流输入端及负极交流输入端用于对应连接交

流电源的正极及负极，所述正极直流输出端及负极直流输出端用于连接所述直流插座；所

述正极交流输入端及负极交流输入端还通过所述第三断路器连接所述交流插座。

[0006]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转换模块为直流转交流的电源变换器，所述第

二转换模块为交流转直流的电源变换器。

[0007]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及第三断路器为空气开关。

[0008]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还包括保护模块，所述总正极端连接所述保护模块的电

源引脚，所述总负极端连接所述保护模块的负极引脚。

[0009]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护模块为保护电路板。

[0010]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储能模块包括多个电性连接的单体电池。

[0011]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直流插座的数量为一个，所述交流插座的数量为三

个。

[0012]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交流插座为五脚插座、三脚插座或品字头插座。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储能装置，包括上述任意一项实施方式的储能电路、箱体、拉杆

及滑动件；所述储能电路设置于所述箱体内，所述箱体上设置有所述直流插座及交流插座，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2187026 A

3



所述拉杆设置于所述箱体的一侧，所述滑动件设置于所述箱体的底壁上。

[0014]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滑动件为滚轮。

[0015]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及储能装置，包括第一转换模块、第二转

换模块、第一断路器、第二断路器及第三断路器，实现了同时提供交流电与直流电，即能够

同时为直流负载及交流负载供电，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的应用，适用性强，应用范围广。

并且，即使第一转换模块及第二转换模块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交流电源仍然能够通过第

三断路器为插入交流插座的交流负载进行交流供电，或者储能模块仍然能够能够为插入直

流插座的直流负载进行直流供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储能装置实现了储能设备与拉杆

箱的一体化设计，在箱体上设置拉杆及滑动件，便于储能装置的移动，使其能够有效应用于

各类复杂的用电场景。

[0016] 为使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引脚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本发明较佳实施例，

并配合所附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的原理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储能装置的平面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储能装置的又一平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

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发明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

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

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储能电路100，包括储能模块10、第一转换模块20、第

二转换模块30、第一断路器40、第二断路器50及第三断路器60。

[0024] 所述储能模块10包括总正极端B+及总负极端B-，所述第一转换模块20包括正极直

流输入端DI+、负极直流输入端DI-、正极交流输出端AO+及负极交流输出端AO-，所述第二转

换模块30包括正极交流输入端AI+、负极交流输入端AI-、正极直流输出端DO+及负极直流输

出端DO-。

[0025] 所述总正极端B+连接所述第一断路器40，所述总正极端B+及总负极端B-用于连接

直流插座70；所述总正极端B+通过所述第一断路器40连接所述正极直流输入端DI+，所述总

负极端B-连接所述负极直流输入端DI-，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AO+连接所述第二断路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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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正极交流输出端AO+及负极交流输出端AO-用于连接交流插座80；所述正极交流输入端

AI+及负极交流输入端AI-用于对应连接交流电源的正极L及负极N，所述正极直流输出端DO

+及负极直流输出端DO-用于连接所述直流插座70；所述正极交流输入端AI+及负极交流输

入端AI-还通过所述第三断路器60连接所述交流插座80。

[0026] 请一并参阅图2，所述储能模块10包括多个电性连接的单体电池11，可以理解，多

个单体电池11可以串联连接，或者先并联再串联，以达到实际所需的电压及电量。单体电池

11为锂电池，能够减轻重量，满足便携式需求。

[0027] 所述第一转换模块20为直流转交流的电源变换器(即DC/AC)，能够将直流输入转

换为交流输出，并进行电压变换。所述第二转换模块30为交流转直流的电源变换器(AC/

DC)，能够将交流输入转换为直流输出，并进行电压变换。

[0028] 所述第一断路器40、第二断路器50及第三断路器60为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即空气

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和短路、过载等故障电流，并能在线路

和负载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等情况下，迅速分断电路，进行可靠的保护。具体的，第一断路

器40为连接总正极端B+的1P空气开关，即单极空气开关；第二断路器50为连接正极交流输

出端AO+的输出火线1P空气开关；第三断路器60为旁路2P空气开关，连接于正极交流输入端

AI+与正极交流输出端AO+之间及负极交流输入端AI-与负极交流输出端AO-之间。

[0029]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直流插座70的数量为一个，所述交流插座80的数量为三个，具

体的，所述交流插座80分别为五脚插座81、三脚插座82或品字头插座83，以满足不同类型的

交流负载的需求，提高适用性。

[0030] 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100，工作原理如下：

[0031] 当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正常工作、储能模块10处于充电状态(即第

二转换模块30的正极交流输入端AI+及负极交流输入端AI-接入交流电源)时，第一断路器

40闭合，第二断路器50及第三断路器60断开，交流电源经过第二转换模块30将交流电转换

为直流电，为储能模块10进行直流充电，同时，正极直流输出端DO+及负极直流输出端DO-还

连接所述直流插座70，交流电源经过第二转换模块30能够为插入直流插座70的直流负载进

行直流供电。进一步地，当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时，第三

断路器60闭合，此时，交流电源仍然能够通过第三断路器60为插入交流插座80的交流负载

进行交流供电。

[0032] 当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正常工作、储能模块10处于放电状态(即第

二转换模块30的正极交流输入端AI+及负极交流输入端AI-未接入交流电源)时，第一断路

器40及第二断路器50闭合，第三断路器60断开，存储模块10经过第一转换模块20将直流电

转换为交流电，且通过第三断路器60为插入交流插座80的交流负载进行交流供电，同时，总

正极端B+及总负极端B-还连接直流插座，储能模块10能够为插入直流插座70的直流负载进

行直流供电。进一步地，当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时，由

于，第一断路器30闭合，此时，储能模块10仍然能够能够为插入直流插座70的直流负载进行

直流供电。

[0033]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100，包括第一转换模块20、第二转换模块30、第一断

路器40、第二断路器50及第三断路器60，实现了同时提供交流电与直流电，即能够同时为直

流负载及交流负载供电，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的应用，适用性强，应用范围广。并且，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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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交流电源仍然能够通过第三断路

器60为插入交流插座80的交流负载进行交流供电，或者储能模块10仍然能够能够为插入直

流插座70的直流负载进行直流供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

[0034] 进一步地，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100，还包括保护模块90，所述总正极端B+连接

所述保护模块90的电源引脚Vcc，所述总负极端B-连接所述保护模块90的负极引脚P-。具体

的，所述保护模块90为保护电路板，保护电路板可以为硬性PCB(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刷电路板)，保护电路板上可以焊接各种电路元件，保护电路板用于对储能模块10内的单

体电池11进行充放电保护，在充满电时能保证各单体电池之间的电压差异小于设定值(一

般为±20mV)，实现各单体电池的均充，防止单体电池的过放，并检测各个单体电池的过压、

欠压、过流、短路、过温状态，保护并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0035] 请一并参阅图3及图4，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储能装置200，包括上述任意一项实施方

式所述的储能电路100、箱体101、拉杆102及滑动件103。所述储能电路100设置于所述箱体

101内，所述箱体101上设置有所述直流插座70及交流插座80，所述拉杆102设置于所述箱体

101的一侧，所述滑动件103设置于所述箱体101的底壁1011上。本发明还提供的储能装置

200，实现了储能设备与拉杆箱的一体化设计，在箱体101上设置拉杆102及滑动件103，便于

储能装置200的移动，使其能够有效应用于各类复杂的用电场景，例如，防汛抢险指挥、电力

抢修、应急指挥车、移动通讯车、户外施工、野外勘探、自然灾害现场救援、广告媒体户外拍

摄、林业农业野生资源考察，也可以用在无电的山区、牧区、野外考察等各类突发应急现场。

具体的，所述滑动件103为滚轮，结构简单，移动方便。可以理解，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100

的所有实施例均适用于本发明提供的储能装置200，且均能达到相同或相似的技术效果。

[0036] 综上，本发明提供的储能电路100及储能装置200，包括第一转换模块20、第二转换

模块30、第一断路器40、第二断路器50及第三断路器60，实现了同时提供交流电与直流电，

即能够同时为直流负载及交流负载供电，利于各种复杂用电场景的应用，适用性强，应用范

围广。并且，即使第一转换模块20及第二转换模块30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交流电源仍然能

够通过第三断路器60为插入交流插座80的交流负载进行交流供电，或者储能模块10仍然能

够能够为插入直流插座70的直流负载进行直流供电，保证了供电的连续性。储能装置200实

现了储能设备与拉杆箱的一体化设计，在箱体101上设置拉杆102及滑动件103，便于储能装

置200的移动，使其能够有效应用于各类复杂的用电场景。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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