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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

封性能的装置及方法。所述装置包括：与极柱孔

底部密封配合的密封罩；通过管路与密封罩连接

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的气源；端部与密封罩

配合夹紧所述端子的夹板，所述夹板由丝杠驱

动。本发明装置结构简单，检测快捷方便，只需将

蓄电池样品简单处理后，取带有端子的部分中盖

即可作为待检测样品，然后加注指示液后将待检

测样品固定在夹板与密封罩之间，向密封罩内充

入高压气体并保压一段时间，根据指示液的渗漏

情况即可直观判断密封性情况，使用本发明方法

能够检测端子处密封胶的密封性，利用该装置进

行端子密封性能检测，可以模拟端子内部爬酸轨

迹，查找爬酸的真正原因，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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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装置，蓄电池的端子安装在蓄电池中盖上的极

柱孔内，极柱孔内填充有密封胶，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与极柱孔底部密封配合的密封罩；

通过管路与密封罩连接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的气源；

端部与密封罩配合夹紧所述端子的夹板，所述夹板由丝杠驱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罩由基座和橡胶套组成，所述基座

与气源连通，所述橡胶套与基座插接配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所述支架具有固定密封罩的上横

梁以及与丝杠螺纹配合的下横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上设置有气压计。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路上位于气源与气压计之间设有气压

阀。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压计固定安装在支架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杠远离夹板的一端设置有转动丝杠的

把手。

8.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装置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蓄电池只保留端子及中盖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品；

(2)将待检测样品倒置，使中盖内侧面朝上，向端子与极柱孔配合处加注指示液，然后

将待检测样品放置到所述夹板上，密封罩与极柱孔底部密封，使密封罩与夹板配合固定待

检测样品；

(3)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并保压一段时间；

(4)根据端子与极柱孔密封处的指示液渗漏情况判定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密封罩内压力为10～30kpa，保压

时间40～1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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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铅酸蓄电池质量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

密封性能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密封铅蓄电池的极柱爬酸问题一直是行业内的一大顽疾，电池运行期间时常发生

极柱爬酸的现象。由于铅的表面易氧化与密封胶结合不能长期保持稳定，加之电池运行时

存在内压，以及充电时对氢离子的静电吸引，使得极柱爬酸现象极难克服。一旦发生爬酸现

象，就会腐蚀连接导线，出现安全隐患。因此极柱密封技术一直是阀控铅酸电池的关键技术

之一，受到广泛关注。

[0003] 常用的一种极柱密封方法是使用O型密封圈压入极柱孔里，然后注入密封胶密封。

但该密封方式在电池长期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爬酸现象。也有通过对极柱密封结构进行改

进以优化爬酸现象发生的，比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2183432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

一种蓄电池极柱与蓄电池盖极柱孔密封结构，包括设置于电池盖极柱孔中的极柱、设置于

极柱孔中的密封圈、密封胶，还包括设置于极柱孔中的压环，所述压环、密封圈套于极柱、从

上向下依次设置，密封胶充填于压环与极柱孔内壁面、压环与极柱之间的空隙内。

[0004] 影响端子的密封性能主要因素有胶水问题，与端子槽及端子结合力差；或操作不

规范，在充电工序拧螺丝力过大造成的胶水毛细现象等都会影响的端子的密封性能。对此

产生的原因寻找一种工具或方法测试判定，同时找出真因并纠正，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0005] 授权公告号为CN203616070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端极柱密封测试仪，

通过该产品的应用来解决生产工艺中铜端子和铅锡合金之间相互结合后，部分产品可能存

在有微小气孔沙眼而导致的电池端子使用过程会爬酸造成电池报废的问题。一种端极柱密

封测试仪，包括支架、压力表、储气室、极柱测试外套和压紧手柄；所述支架上设有储气室，

所述储气室一端设有气压表，所述储气室另一端设有进气嘴，所述进气嘴上设有进气开关，

所述储气室上方设有极柱测试外套，所述极柱测试外套上方设有压紧手柄。但该技术方案

主要用于检测铜端子与铅锡合金相互结合可能存在微小气孔沙眼导致爬酸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

装置及方法，能够方便的检测密封胶的密封性，并模拟端子内部爬酸轨迹，查找爬酸的真正

原因。

[0007] 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装置，蓄电池的端子安装在蓄电池中盖上的

极柱孔内，极柱孔内填充有密封胶，所述装置包括：

[0008] 与极柱孔底部密封配合的密封罩；

[0009] 通过管路与密封罩连接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的气源；

[0010] 端部与密封罩配合夹紧所述端子的夹板，所述夹板由丝杠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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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密封罩由基座和橡胶套组成，所述基座与气源连通，所述橡胶套与基座插接

配合。

[0012] 所述的装置，还包括支架，所述支架具有固定密封罩的上横梁以及与丝杠螺纹配

合的下横梁。密封罩固定在上横梁上，下横梁上设有供丝杠穿过并与丝杠螺纹配合的带有

内螺纹的孔柱，夹板固定在丝杠的顶端，丝杠转动，驱动夹板上下移动。

[0013] 为了方便确定高压气体的气压大小，所述管路上设置有气压计。

[0014] 为了方便在向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后进行保压，所述管路上位于气源与气压计

之间设有气压阀。充气时，气压阀打开，充气完成后关闭气压阀，保压一段时间。当然，如果

气源是具有稳定压力的高压气瓶，则可以不设置气压阀，打开高压气瓶后可以达到保压的

目的。

[0015] 所述气压计固定安装在支架上。

[0016] 为了便于转动丝杠，所述丝杠远离夹板的一端设置有转动丝杠的把手。

[0017] 一种利用所述装置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1)将蓄电池只保留端子及中盖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品；

[0019] (2)将待检测样品倒置，使中盖内侧面朝上，向端子与极柱孔配合处加注指示液，

然后将待检测样品放置到所述夹板上，密封罩与极柱孔底部密封，使密封罩与夹板配合固

定待检测样品；

[0020] (3)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并保压一段时间；

[0021] (4)根据端子与极柱孔密封处的指示液渗漏情况判定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

[0022] 步骤(3)中密封罩内压力为10～30kpa，保压时间40～100s。

[0023] 本发明装置结构简单，检测快捷方便，只需将蓄电池样品简单处理后，取带有端子

的部分中盖即可作为待检测样品，然后加注指示液后将待检测样品固定在夹板与密封罩之

间，向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并保压一段时间，根据指示液的渗漏情况即可直观判断密封

性情况，使用本发明方法能够检测端子处密封胶的密封性，利用该装置进行端子密封性能

检测，可以模拟端子内部爬酸轨迹，查找爬酸的真正原因，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待检测样品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端子密封性检测结果图，其中A为中盖内表面，图B为中盖外表面，箭头所指

为渗漏的墨汁。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和2所示，本发明装置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蓄电池的端子2安装在

蓄电池中盖1上的极柱孔3内，端子2上穿套有密封圈6，密封圈6贴靠极柱孔3的底面，极柱孔

3内填充有密封胶4，端子2的顶面具有用于外接电源线的螺纹孔5。检测时，将蓄电池只保留

端子2及中盖1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品。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的装置，包括：检测时与极柱孔3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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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密封配合的密封罩；通过管路13与密封罩连接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的气源14；检测

时端部与密封罩配合，夹紧端子2的夹板17，夹板17由丝杠19驱动。密封罩由基座11和橡胶

套12组成，基座11与气源连通，橡胶套12与基座11插接配合。夹板17的顶面中间设有凸台

18，在检测时，待检测样品倒置，使端子2顶面的螺纹孔5朝下，凸台18伸入该螺纹孔5内，以

免在检测过程中待检测样品发生移动。

[0030] 本发明装置还包括支架8，支架8具有固定密封罩的上横梁9以及与丝杠19螺纹配

合的下横梁10。密封罩固定在上横梁9上，下横梁10上设有供丝杠19穿过并与丝杠19螺纹配

合的带有内螺纹的孔柱21，夹板17固定在丝杠19的顶端，丝杠19转动，驱动夹板17上下移

动。为了便于转动丝杠19，丝杠19远离夹板17的一端设置有转动丝杠19的把手20。

[0031] 为了方便确定高压气体的气压大小，管路13上设置有气压计15。气压计15固定安

装在支架8上。为了方便在向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后进行保压，管路13上位于气源14与气

压计15之间设有气压阀16，充气时，气压阀16打开，充气完成后关闭气压阀16，保压一段时

间，当然，如果气源14是具有稳定压力的高压气瓶，则可以不设置气压阀16，打开高压气瓶

后可以达到保压的目的。

[0032] 检测时，首先将蓄电池只保留端子2及中盖1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

品，去除蓄电池其余部分结构；然后将待检测样品倒置，使中盖1内侧面朝上(即将中盖1倒

置，朝向蓄电池内部的一侧向上设置)，向端子2与极柱孔3配合处(顶面)加注指示液7，指示

液7可以是加入染料的水，不同颜色的均可，只需要能够清楚分辨指示液7在检测过程中的

流向即可；然后将待检测样品放置到夹板17上，密封罩与极柱孔3底部密封，使密封罩与夹

板17配合固定待检测样品；给密封罩内充入高压气体，并保压一段时间；根据端子2与极柱

孔3密封处的指示液7渗漏情况判定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

[0033] 实施例2

[0034] 利用实施例1中装置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

[0035] 在线抽取12V/12Ah已焊接加端子色胶固化完毕的电池20只，将蓄电池只保留端子

及中盖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品，去除蓄电池其余部分结构，按实施例1所述检

测方法、步骤进行检测。

[0036] 检测时，使用黑色墨汁作为指示液，密封罩内压力为10kpa，保压时间100s。

[0037] 检测结果为：20只样品电池有3只电池端子密封部位有渗漏墨汁现象，其中2只为

正极端子，1只为正、负极端子皆有。将渗墨端子进行解剖观察分析，发现此失效皆是由于焊

锡未将焊接部位完全包裹而形成了空隙所致。

[0038] 实施例3

[0039] 利用实施例1中装置检测蓄电池端子密封性能。

[0040] 在线抽取12V/20Ah已焊接加端子色胶固化完毕的电池20只，将蓄电池只保留端子

及中盖之间的密封配合结构作为待检测样品，去除蓄电池其余部分结构，按实施例1所述检

测方法、步骤进行检测。

[0041] 检测时，使用黑色墨汁作为指示液，密封罩内压力为30kpa，保压时间40s。

[0042] 检测结果为：20只样品电池当中有2只皆为正极端子有渗墨汁现象。将渗墨端子进

行解剖观察分析，发现失效是由于2只电池的正极柱在剪切过程中由于剪切深度不到位，极

柱留取部分较高，在熔焊时极柱未完全融掉形成了空隙造成渗墨。端子检测渗墨现象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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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中图A为中盖内表面，图B为中盖外表面(箭头所指为渗漏的墨汁)，可见，检测完成后，

黑色墨汁从中盖内表面的端子与极柱孔配合处渗透到了中盖外表面，说明端子密封性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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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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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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