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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

能电站监控系统，涉及电化学储能电站领域，该

储能电站监控系统中的每个单体电池都在常规

的单体电池本体上配备数据采集传输模组，数据

采集传输模组与电池管理系统中都设置有相同

的无线收发单元，从而使得单体电池与电池管理

系统可以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建立通信；每个单体

电池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直接由单体电池本体

供电工作，可以采集单体电池本体在运行过程中

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等运行数据并通过与电池管

理系统之间的无线通信传输给电池管理系统从

而进行状态监控，该系统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可

以减少布线难度和维护难度、提高系统效率，而

且可以实现对单体电池一级的状态监控，监控更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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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包括

电池管理系统和单体电池：

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包括相连的处理器和无线收发单元；每个所述单体电池包括单体电

池本体以及设置在所述单体电池本体上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所述数据采集传输模组包括

主控单元、电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无线收发单元和供电单元，所述电压采集电路的输

入端连接所述单体电池本体的极柱、输出端连接所述主控单元，所述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

述单体电池本体上并连接所述主控单元，所述无线收发单元连接所述主控单元，所述供电

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单体电池本体的极柱、输出端连接所述主控单元、电压采集电路、温

度传感器和无线收发单元进行供电；每个所述单体电池的无线收发单元与所述电池管理系

统的无线收发按单元建立无线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单体电池中的无线

收发单元以及所述电池管理系统中的无线收发单元均采用Zigbee收发单元，每个Zigbee收

发单元包括Zigbee收发模组和板制天线，所述Zigbee收发模组采用EFR32MG1B系列模组，所

述板制天线采用倒F天线，所述板制天线的馈点连接所述Zigbee收发模组的RF_IOP引脚、接

地点连接所述Zigbee收发模组的RF_ION引脚并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单体电池中的

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的主控单元采用C8051020单片机、温度传感器采用SHT21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单体电池中的

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的供电单元包括滤波变换电路和稳压电路，所述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

作为所述供电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单体电池本体的极柱，所述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稳压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稳压电路的输出端作为所述供电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主

控单元；所述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防反接二极管的正极，所述防反接二极管的负极

连接所述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出端，所述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还通过TVS管接地；所述稳压

电路基于LM2576开关稳压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中的

处理器采用基于ARM  Cortex-A7内核的i.MX6ULL处理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561572 U

2



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化学储能电站领域，尤其是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储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规模储能电站已经成为电力系统可靠供电的一个重

要手段，其中电化学储能电站因为其独特的性能成为优先发展的方向。电化学储能电站通

过大量的单体电池进行充放电来提供电力输出，所以电站运行的主要风险是电压、电流的

风险，为了监控单体电池的各种状态，目前传统的做法是：以一定数量的单体电池为一个电

池组，采用传感器+CAN总线的方式采集电池组的运行数据并传输给电池管理系统(BMS)。这

种做法存在如下问题：(1)采用有线传输机制大大增加了系统中的线束数量，降低系统效率

且增加结构设计的难度，可维护性较差；(2)目前电压电流的状态监控是针对多个单体电池

构成的电池组的，而没有做到单体电池一级，因此无法实现对每一个单体电池的电压、电流

的风险监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发明人针对上述问题及技术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

统，该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可以减少布线难度和维护难度、提高系统效

率，而且可以实现对单体电池一级的状态监控。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该储能电站监控系统包括电池管理系统

和单体电池：

[0006] 电池管理系统包括相连的处理器和无线收发单元；每个单体电池包括单体电池本

体以及设置在单体电池本体上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包括主控单元、电

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无线收发单元和供电单元，电压采集电路的输入端连接单体电池

本体的极柱、输出端连接主控单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单体电池本体上并连接主控单元，无

线收发单元连接主控单元，供电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单体电池本体的极柱、输出端连接主控

单元、电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和无线收发单元进行供电；每个单体电池的无线收发单元

与电池管理系统的无线收发按单元建立无线通信连接。

[0007] 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每个单体电池中的无线收发单元以及电池管理系统中的

无线收发单元均采用Zigbee收发单元，每个Zigbee收发单元包括Zigbee收发模组和板制天

线，Zigbee收发模组采用EFR32MG1B系列模组，板制天线采用倒F天线，板制天线的馈点连接

Zigbee收发模组的RF_IOP引脚、接地点连接Zigbee收发模组的RF_ION引脚并接地。

[0008] 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每个单体电池中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的主控单元采用

C8051020单片机、温度传感器采用SHT21传感器。

[0009] 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每个单体电池中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的供电单元包括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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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变换电路和稳压电路，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作为供电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单体电池本体

的极柱，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稳压电路的输入端，稳压电路的输出端作为供电单元

的输出端连接主控单元；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防反接二极管的正极，防反接二极管

的负极连接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出端，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还通过TVS管接地；稳压电路基

于LM2576开关稳压器。

[0010] 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电池管理系统中的处理器采用基于ARM  Cortex-A7内核

的i.MX6ULL处理器。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是：

[0012]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该储能电站监控系统中的

每个单体电池都在常规的单体电池本体上配备数据采集传输模组，每个单体电池中的数据

采集传输模组以及电池管理系统中都设置有相同的无线收发单元，从而使得单体电池与电

池管理系统可以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建立无线通信；每个单体电池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直接

由单体电池本体供电工作，可以采集单体电池本体在运行过程中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等运

行数据并通过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无线通信传输给电池管理系统从而进行状态监控，该

系统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可以减少布线难度和维护难度、提高系统效率，而且可以实现对单

体电池一级的状态监控，监控更全面。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申请公开的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0014] 图2是每个单体电池中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的电路结构图。

[0015] 图3是每个单体电池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中的电压采集电路的电路图。

[0016] 图4是每个单体电池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中的无线收发单元的电路图。

[0017] 图5是每个单体电池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中的供电单元的滤波变换电路的电路

图。

[0018] 图6是电池管理系统中的供电单元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说明。

[0020]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无线传输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请参考图1，该储能电站监

控系统主要包括电池管理系统1和单体电池2，该系统中单体电池2的数量通常较多，比如有

数百个。每个单体电池2包括单体电池本体21以及设置在该单体电池本体21上的数据采集

传输模组22，单体电池本体21即为常规的单体电池组件。请参考图2，每个单体电池2中的数

据采集传输模组22包括主控单元、电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和无线收发单元，主控单元分

别连接电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和无线收发单元。其中，主控单元采用C8051020单片机。

温度传感器采用SHT21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设置在单体电池本体21上并用于采集单体电池

本体21的温度模拟量，并将采集的温度模拟量通过IIC接口送入主控单元，SHT21温度传感

器正常测量范围相对湿度0～100％RH、误差±2％RH、温度-40～125℃、误差±0.3℃。电压

采集电路的电路图请参考图3，电压采集电路的输入端VBAT连接电阻R1和R2后接地，电容C1

并联在电阻R2的两端，电阻R1和电阻R2的公共端连接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运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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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输出端连接反相输入端，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通过电阻R3连接电压采集电路的输出端

VOLT，电压采集电路的输出端VOLT通过电容C2接地，本申请中的运算放大器采用MCP607。电

压采集电路的输入端VBAT连接单体电池本体21的极柱从而采集单体电池本体21的电压，电

压采集电路的输出端VOLT连接主控单元，电压采集电路采集的单体电池本体21的电压为

2.8V-3.2V之间，通过电阻分压、差分运放将电压线性变换到1.5V-1.8V之间，直接送入主控

单元的DA通道进行采集。无线收发单元采用Zigbee收发单元，包括Zigbee收发模组和板制

天线，Zigbee收发模组采用EFR32MG1B系列模组，板制天线AT1采用倒F天线，请参考图4，板

制天线AT1的馈点连接Zigbee收发模组的RF_IOP引脚、接地点连接Zigbee收发模组的RF_

ION引脚并接地。请参考图2，该数据采集传输模组22通常还包括外置存储FLASH，通常是

64MB的外置FLASH，主控单元通过EBI总线连接FLASH进行数据的存储。

[0021] 数据采集传输模组22还包括供电单元，图2未示出供电单元，供电单元的输入端连

接单体电池本体21的极柱、输出端连接主控单元、电压采集电路、温度传感器、无线收发单

元和FLASH等数据采集传输模组22的用电组件进行供电，也即在本申请中，单体电池2中的

数据采集传输模组22的供电直接由单体电池本体21提供。供电单元包括滤波变换电路和稳

压电路，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作为供电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单体电池本体21的极柱，滤波

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稳压电路的输入端，稳压电路的输出端作为供电单元的输出端连接

主控单元，单体电池本体21输出的3.3V电压经过滤波变换电路进行滤波变换后再经过稳压

电路进行稳压处理然后输出给数据采集传输模组22的各个用电组件进行供电。滤波变换电

路的电路图请参考图5，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IN连接防反接二极管D1的正极，防反接二极

管D1的负极连接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出端OUT，滤波变换电路的输入端IN还通过TVS管D2接

地，该滤波变换电路在电源处加防反接二极管D1可以有效防止装配反接电源线对系统造成

的损害，在输入端加入TVS管D2可以吸收电源在受到干扰时以及在继电器闭合与断开瞬间

产生的尖峰脉冲。稳压电路基于LM2576开关稳压器，LM2576开关稳压器具有3A的负载驱动

能力，内置频率补偿与额定频率振荡器，输出电压误差范围±4％。

[0022] 请参考图1，电池管理系统1包括相连的处理器和无线收发单元，在本申请中，处理

器采用基于ARM  Cortex-A7内核的i.MX6ULL处理器，无线收发单元的结构与每个单体电池2

中的无线收发单元的结构相同，本申请不再赘述。同样的，处理器可以通过EBI总线连接外

置FLASH进行存储扩展。电源管理系统1还包括供电单元，图1也未示出电源管理系统1中的

供电单元，电源管理系统1中的供电单元的电路图请参考图6，电源管理系统1的供电单元采

用12V电源适配器，使用工业插座进行供电，外接12V±2％/1A～2A的电源适配器J1，12V经

热敏电阻RT1、防反接二极管D1，经过DC-DC转换以及稳压电路后输出相应电压为处理器和

无线收发单元供电，其中DC-DC转换采用MP1482芯片，稳压电路采用SPX1117M3-L-3.3。

[0023] 在本申请公开的储能电站监控系统中，每个单体电池2的无线收发单元与电池管

理系统1的无线收发单元建立无线通信连接，每个单体电池2通过自身的数据采集传输模组

22采集自身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等运行数据，然后通过无线收发单元将运行数据发送给电

池管理系统1，基于无线传输机制减少了布线难度和维护难度，提高了系统效率，而且可以

实现对单体电池一级的状态监控。

[002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申请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以上实施例。可以理

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构思的前提下直接导出或联想到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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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和变化，均应认为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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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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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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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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