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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
池
(57)摘要
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
池，
包括外壳和包覆于外壳内的电芯，
外壳顶部
安装有电 池保护板 ，
电 池保护板上设有保护电
路，
电芯通过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对外
输出，
其中：
外壳的外表包封有电磁屏蔽层；
保护
电路具有型号为S8261DAI的保护芯片U1、
型号为
DP8205的MOS管芯片U2；
保护芯片U1的第5脚、
第6
脚之间跨接有并联的电源滤波电容C1、
高频滤波
电容C6；
保护芯片U1的第1脚、
第5脚分别连接MOS
管芯片U2的第4脚、
第5脚，
保护芯片U1的第2脚则
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6脚；
MOS管芯片U2的第2脚
与第3脚并联于电芯的负极，
第3脚、
第6脚之间跨
接有串联的高频滤波电容C2、
高频滤波电容C3；
电池保护板在印制电路布线之外的区域具有大
面积铺铜。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211125877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包括外壳和包覆于外壳内的电芯，
外
壳顶部安装有电池保护板，
电芯与电池保护板电性连接，
电池保护板上设有保护电路，
保护
电路具有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
电芯通过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对外输出，
其特征在于：
外壳的外表包封有电磁屏蔽层，
电磁屏蔽层采用导电布粘贴而成；
保护电路具有型号为S8261DAI的保护芯片U1、
型号为DP8205的MOS管芯片U2；
保护芯片
U1的第5脚从电芯的正极取电 ，
第6脚接入电芯的负极，
第5脚、第6脚之间跨接有并联的电源
滤波电容C1、
高频滤波电容C6；
保护芯片U1的第1脚、第5脚分别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4脚、
第5脚，
保护芯片U1的第2脚则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6脚；
MOS管芯片U2的第2脚与第3脚并联
于电芯的负极，
第6脚与第7脚并联后连接负极输出端P-，
第3脚、第6脚之间跨接有串联的高
频滤波电容C2、
高频滤波电容C3；
电池保护板为保护电路提供印制电路布线，
并且在印制电路布线之外的区域具有大面
积铺铜。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保护
电路中设有高频滤波磁珠FB1、
高频滤波磁珠FB2，
正极输出端P+、
负极输出端P-分别通过高
频滤波磁珠FB1、
高频滤波磁珠FB2与电芯的正极、
MOS管芯片U2的第6脚连接。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保护
电路中设有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跨接在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
P-之间。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保护
电路中设有与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并联的高频滤波电容C5。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保护
电路中设有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跨接在电芯的正极、
MOS管芯片U2的
第6脚之间。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保护
电路中设有与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并联的高频滤波电容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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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技术领域，
尤其是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
池。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
即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
又称高分子锂电池），
是一种化学性质的电
池，
相对以前的电池来说能量高、小型化、
轻量化，
故而多用于对讲机、手持终端设备、手机
等便携电子设备。
[0003] 锂电池通常配置有用于电源管理的电池保护板。
对讲机、
手持终端设备、
手机工作
时常产生强电磁辐射干扰，
当锂电池的电池保护板处于强高频电磁干扰的环境中，
极易受
外界高频电磁辐射的干扰导致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
这些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会给电池保
护板带来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
导致电池保护板损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弥补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
提供了一种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
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主要用于对讲机、
手持终端设备、
手机等具有强电磁辐射干扰电子
设备中，
屏蔽和衰减电磁辐射对电池的干扰。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包括外壳和包覆于外壳内的电芯，
外壳顶部安装有电池保护板，
电芯与电池保护板电性连接，
电池保护板上设有保护电路，
保
护电路具有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
电芯通过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对外输
出，
其中：
[0007] 外壳的外表包封有电磁屏蔽层，
电磁屏蔽层采用导电布粘贴而成；
[0008] 保护电路具有型号为S8261DAI的保护芯片U1、
型号为DP8205的MOS管芯片U2；
保护
芯片U1的第5脚从电芯的正极取电 ，
第6脚接入电芯的负极，
第5脚、第6脚之间跨接有并联的
电源滤波电容C1、
高频滤波电容C6；
保护芯片U1的第1脚、第5脚分别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4
脚、第5脚，
保护芯片U1的第2脚则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6脚；
MOS管芯片U2的第2脚与第3脚
并联于电芯的负极，
第6脚与第7脚并联后连接负极输出端P-，
第3脚、第6脚之间跨接有串联
的高频滤波电容C2、
高频滤波电容C3；
[0009] 电池保护板为保护电路提供印制电路布线，
并且在印制电路布线之外的区域具有
大面积铺铜。
[0010] 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1] （1）利用电池外表包封粘贴导电布，
组成对外界电磁辐射干扰的屏蔽层，
有效、大
幅度的屏蔽和衰减外界电磁辐射干扰对电池保护板的干扰；
[0012] （2）利用电池保护板的PCB LAYOUT大面积铺铜来增强抗干扰设计；
[0013] （3）保护电路的线路设计上增加高频滤波电容等抗电磁辐射干扰器件进一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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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电磁辐射对电池保护板的干扰。
[0014]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保护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所示，
具有屏蔽高频电磁干扰和浪涌冲击的锂电池，
包括外壳1和包覆于外
壳1内的电芯2，
外壳1顶部安装有电池保护板3，
电芯2与电池保护板3电性连接，
电池保护板
3上设有保护电路，
电池保护板3为保护电路提供印制电路布线，
并且在印制电路布线之外
的区域具有大面积铺铜，
外壳1的外表包封有电磁屏蔽层4，
电磁屏蔽层4采用导电布粘贴而
成；
[0018] 上述技术方案利用电池外表包封粘贴导电布，
组成对外界电磁辐射干扰的屏蔽
层，
有效、
大幅度的屏蔽和衰减外界电磁辐射干扰对电池保护板的干扰；
同时利用电池保护
板的PCB LAYOUT大面积铺铜来增强抗干扰设计。
[0019] 如图2所示，
电芯BT1即为图1中的电芯2，
保护电路具有正极输出端P+、
负极输出端
P-，
电芯BT1通过正极输出端P+、
负极输出端P-对外输出，
其中：
[0020] 保护电路具有型号为S8261DAI的保护芯片U1、
型号为DP8205的MOS管芯片U2；
保护
芯片U1的第5脚从电芯BT1的正极取电 ，
第6脚接入电芯BT1的负极，
第5脚、第6脚之间跨接有
并联的电源滤波电容C1、
高频滤波电容C6；
保护芯片U1的第1脚、第5脚分别连接MOS管芯片
U2的第4脚、第5脚，
保护芯片U1的第2脚则连接MOS管芯片U2的第6脚；
MOS管芯片U2的第2脚
与第3脚并联于电芯BT1的负极，
第6脚与第7脚并联后连接负极输出端P-，
第3脚、第6脚之间
跨接有串联的高频滤波电容C2、
高频滤波电容C3；
[0021] 上述技术方案中，
电源滤波电容C1是安装在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
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而高频滤波电容C2、
高频滤波电容C3、
高频滤
波电容C6则采用小容量电容，
由于小电容的容量小在制造时可以克服电感特性，
所以小电
容几乎不存在电感，
当电路的工作频率高时，
小电容的容抗已经很小，
这样高频干扰信号是
通过小电容滤除；
[0022] 可见，
在保护电路的线路设计上增加高频滤波电容这一抗电磁辐射干扰器件进一
步消除外界电磁辐射对电池保护板的干扰。
[0023] 在较佳的实施方式中，
保护电路中设有高频滤波磁珠FB1、
高频滤波磁珠FB2，
正极
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分别通过高频滤波磁珠FB1、
高频滤波磁珠FB2与电芯BT1的正极、
MOS管芯片U2的第6脚连接；
保护电路中设有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跨
接在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之间；
保护电路中设有与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并联的高
频滤波电容C5。
[0024] 上述技术方案中，
高频滤波磁珠用于抑制信号线、
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
扰 ，特 别 是 用来 吸 收 超 高 频 信 号 ，象 R F电 路 、P L L 、振 荡电 路 、含 超 高 频 存 储 器电 路
（DDRSDRAM、
RAMBUS等）都可在电源输入部分加高频滤波磁珠；
对通过正极输出端P+、
负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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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P-引入的微弱的高频电磁辐射，
首先通过高频滤波电容C5对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
端P-间进行滤波，
将正极输出端P+的干扰信号通过高频滤波电容C5直通到负极输出端P-；
然后高频滤波磁珠FB1、
高频滤波磁珠FB2对高频信号的阻隔作用进一步对正极输出端P+、
负极输出端P-引入的高频电磁干扰信号幅度进一步降低衰减。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还具有
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当加到正极输出端P+、负极输出端P-的静电电压达到使陶瓷气体放
电管GDT1击穿时，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开始放电 ，
由高阻抗变成低阻抗，
使静电脉冲电压迅
速短路至接近零电压，
并将过电流释放入地，
从而对后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当静电脉冲电
压消失后，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1恢复到高阻抗状态，
等待下一次动作。
[0025] 在较佳的实施方式中 ，
保护电路中设有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 ，
瞬态抑制二极管
TVS1跨接在电芯BT1的正极、
MOS管芯片U2的第6脚之间。
当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的两极受到
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
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
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
阻抗，
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
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
有效地保护线路中
的精密元器件，
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0026] 进一步的，
保护电路中设有与瞬态抑制二极管TVS1并联的高频滤波电容C4。
[0027]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可根据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结构和原理获得其它各
种相应的改变以及变形，
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变形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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