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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步骤1：向铅酸蓄电池中加入第一密度硫

酸溶液，所述第一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为1.04g/

cm3～1.28g/cm3之间；步骤2，通电化成；步骤3，

向电池中通过加酸壶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所

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为1.25～1.6g/cm3

之间，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大于所述第

一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所述加酸壶为可存储定

量酸液的加酸壶。本发明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可以

准确获得铅酸蓄电池的容量、实现柔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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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向铅酸蓄电池中加

入第一密度硫酸溶液，所述第一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为1.04g/cm3～1.28g/cm3之间；步骤

2，通电化成；步骤3，向电池中通过加酸壶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

的密度为1.25～1.6g/cm3之间，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大于所述第一密度硫酸溶液

的密度，所述加酸壶为可存储定量酸液的加酸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通电化成

为完全化成，所述步骤3为向完全化成结束后的电池中通过加酸壶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加入第

二密度硫酸溶液的体积与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关系为 V0是最

终硫酸体积，ρ0是最终硫酸密度,ω0是最终硫酸质量分数,V1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ρ1

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密度,ω1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质量分数，ρ2是第二次加酸的硫酸密度,

ω2是第二次加酸的硫酸质量分数， m0为化成过程中析出的

纯硫酸质量，m1为化成过程电解水的损失质量。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存储定量

酸液的加酸壶包括壶体，所述壶体上设有注酸口、防泄漏阀、排酸口和排泄阀，所述防泄漏

阀用于密封或打开所述注酸口，所述排泄阀用于密封或打开所述排酸口。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泄漏阀包括密

封件和弹性体，所述弹性体位于所述密封件的下部，所述弹性体推动所述密封件密封所述

注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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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铅酸蓄电池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蓄电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铅酸蓄电池制造的过程中，都需要将电池进行内化成的过程，目前电池的内

化成方法，为防止酸液不够，都采用富液化成，即满酸化成，也就是现有加酸壶上下均有开

口，使用时一直套在电池加酸孔上，与电池之间不能分离，所以也不能密封和独立储存酸

液，生产过程中无法通过定量加酸准确获得需要的电池容量，更无法根据需要的电池容量

进行柔性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

骤1：向铅酸蓄电池中加入第一密度硫酸溶液，所述第一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为1.04g/cm3

～1.28g/cm3之间；步骤2，通电化成；步骤3，向电池中通过加酸壶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

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为1.25～1.6g/cm3之间，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大于

所述第一密度硫酸溶液的密度，所述加酸壶为可存储定量酸液的加酸壶。

[000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通电化成为完全化成，所述步骤3为向完全化成结束后的电

池中通过加酸壶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定量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体积与所述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的关

系为 V0是最终硫酸体积，ρ0是最终硫酸密度,ω0是最终硫酸质量

分数,V1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ρ1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密度,ω1是第一次加酸的硫酸质

量分数 ，ρ2 是 第二次 加酸的 硫酸 密度 ,ω 2 是 第二次 加酸的 硫酸 质量分数 ，

m0为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质量，m1为化成过程电解水的

损失质量。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可存储定量酸液的加酸壶包括壶体，所述壶体上设有注酸口、防泄

漏阀、排酸口和排泄阀，所述防泄漏阀用于密封或打开所述注酸口，所述排泄阀用于密封或

打开所述排酸口。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防泄漏阀包括密封件和弹性体，所述弹性体位于所述密封件的下

部，所述弹性体推动所述密封件密封所述注酸口。

[0008] 本发明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可以准确获得铅酸蓄电池的容量、实现柔性生产。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铅酸蓄电池加酸壶的示意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铅酸蓄电池加酸壶的另一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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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12] 本发明蓄电池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向待化成的铅酸蓄电池中加入

第一密度的硫酸溶液，第一密度最好为1.04g/cm3～1.28g/cm3之间；步骤2，通电化成；步骤

3，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第二密度最好为1.25～1.6g/cm3(25℃)，由于第一密

度的硫酸溶液化成后的容量较低，为了达到需要的电池容量，加入第二密度的硫酸溶液的

密度需要大于第一密度的硫酸溶液，制造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加入不同浓度、不同

体积的第二密度的硫酸溶液，为生产不同容量不同用途的电池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可准确

确定加入硫酸的密度，避免加入密度过低达不到容量，过高浪费能量，也利于生产过程中生

产效率的提高。此外，步骤2通电化成结束时二氧化铅的转化率位于75％-92％之间，此时步

骤3中加入硫酸。本发明第一次加入低密度硫酸溶液可以是1次加入低密度硫酸溶液，也可

以是分多次加入低密度硫酸溶液，多次加入低密度硫酸溶液时，最好后一次加入的低密度

硫酸溶液的体积大于前一次加入的低密度硫酸溶液体积。本发明第二次加入高密度硫酸溶

液可以是1次加入高密度硫酸溶液，也可以是分多次加入高密度硫酸溶液，多次加入高密度

硫酸溶液时，最好后一次加入的高密度硫酸溶液的体积小于前一次加入的高密度硫酸溶液

体积。

[0013] 根据电池的设计容量，可确定最终硫酸体积V0、加酸化成后增重体积Vt、最终硫酸

密度ρ0、最终硫酸质量分数ω0、在和膏过程中引入铅膏中的并在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

质量为m0、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V1、第一次加酸的硫酸密度ρ1、第一次加酸的质量分数

ω1、化成过程电解水的损失质量m1。根据化成前后纯硫酸的质量守恒定律：第一次加酸加入

纯硫酸的质量ρ1V1ω1，加上第二次加酸加入纯硫酸的质量ρ2V2ω2，加上和膏过程中引入铅

膏中的并在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质量m0，应等于最终电池的硫酸质量ρ0V0ω0。化成过

程只有水被电解而减少，纯硫酸并未减少。

[0014] ρ0V0ω0＝ρ1V1ω1+ρ2V2ω2+m0   (公式1)

[0015] 根据化成前后电池的质量守恒定律：化成前加入第一次的硫酸质量ρ1V1加上化成

后加入第二次的硫酸质量ρ2V2，减去化成过程中电解水的质量m1应等于化成前后增重质量

ρ0Vt。

[0016] ρ0Vt＝ρ1V1+ρ2V2-m1   (公式2)

[0017] 公式2与公式1联立，将ρ2V2代换。

[0018] 求得第二次加入的硫酸质量分数：

[0019]

[0020] 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2对应的密度ρ2

[0021] 第二次加入的硫酸体积为：

[0022]

[0023] 实施例1

[0024] 取6-DZF-20胶封下线的电池半成品，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加酸与化成，制样过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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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第一次加酸，向待加酸铅蓄电池中加入第一密度为1.07g/cm3的硫酸溶液，加酸

体积140ml，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60ml，后一次80ml。采用真空加酸机加酸。

[0026] 2)将第一次加酸完成的电池放置于水浴槽中，连接好充电线夹，开启充电机，按表

1工艺进行。

[0027] 表1  6-DZF-20制造工艺

[0028] 步骤 方式 电流(A) 时间(h) 电量(Ah)

1 充电 0.4 0.5 0.2

2 充电 0.8 0.5 0.4

3 充电 1.6 0.5 0.8

4 充电 3 0.5 1.5

5 充电 3.5 0.875 3.0625

6 充电 4 14 56

7 充电 3 2.88 8.64

8 充电 6.3 8.94 56.322

9 静置 静置1小时 1  

10 充电 5.7 2.2 12.54

11 静置 静置1小时 1  

12 充电 5.1 2.5 12.75

[0029] 3)当化成进行完第8步，充入电量达到126Ah，此时PbO2含量达到88％左右时，完全

化成，即完全化透，碱式硫酸铅与氧化铅转化完毕。此时电池容量4AH。

[0030] 4)为达到电池容量为20AH的电池，开始向电池中加入仅仅作为能量物质使用的第

二密度的酸。按以下方法计算出第二次加酸的密度与体积：

[0031] a .根据电池设计容量，首先确定电池设计的最终硫酸体积V0＝167.69ml，加酸化

成后增重体积Vt＝161.13ml，最终硫酸密度ρ0＝1.360g/cm3，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

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0＝45.3％；

[0032] b.在和膏过程中引入铅膏中的并在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质量为m0＝16.49g；

[0033] c .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V1＝140ml，硫酸密度ρ1＝1.07g/cm3和质量分数ω1＝

9.3％；d.化成过程电解水的损失质量m1＝30g；e.第二次加入的硫酸质量分数：

[0034]

[0035] 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2对应的密度ρ2＝1.65g/cm3

[0036] f.第二次加入的硫酸体积为：

[0037]

[0038] 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40ml，后一次20ml。

[0039] 开始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的酸。采用加酸机加酸，先向可定量存储酸液的加酸

壶内加入酸液。将加酸壶连接电池注液孔，并向电池定量注入第二密度的酸液，第二密度的

酸密度为1.65g/cm3，加入量为60ml第二密度的酸。加酸完毕，继续按表1程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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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5)化成结束免抽酸。

[0041] 实施例2

[0042] 取6-DZF-20胶封下线的电池半成品，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加酸与化成，制样过程

如下：

[0043] 1)第一次加酸，向待加酸铅蓄电池中加入第一密度的密度为1.17g/cm3的硫酸溶

液，加酸体积145ml，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60ml，后一次85ml。采用真空加酸机加酸。

[0044] 2)将第一次加酸完成的电池放置于水浴槽中，连接好充电线夹，开启充电机，按表

按1工艺进行。

[0045] 3)当化成进行完第8步，充入电量达到126Ah，此时PbO2含量达到81％左右时，部分

化成，即碱式硫酸铅与氧化铅转化未完全。此时电池容量6AH。

[0046] 4)为达到电池容量为20AH的电池，开始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的酸。按以下方法

计算出第二次加酸的密度与体积：

[0047] a .根据电池设计容量，首先确定电池设计的最终硫酸体积V0＝167.69ml，加酸化

成后增重体积Vt＝161.13ml，最终硫酸密度ρ0＝1.360g/cm3，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

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0＝45.3％；

[0048] b.在和膏过程中引入铅膏中的并在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质量为m0＝16.49g；

[0049] c .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V1＝145ml，硫酸密度ρ1＝1.17g/cm3和质量分数ω1＝

22.9％；d.化成过程电解水的损失质量m1＝30g；

[0050] e.第二次加入的硫酸质量分数：

[0051]

[0052] 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2对应的密度ρ2＝1.50g/cm3

[0053] f.第二次加入的硫酸体积为：

[0054]

[0055] 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30ml，后一次23ml。

[0056] 开始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的酸，用加酸机加酸，先向可定量存储酸液的加酸壶

内加入酸液。将加酸壶连接电池注液孔，并向电池定量注入第二密度的酸液。第二密度的酸

密度为1.50g/cm3，加入量为53ml第二密度的酸。加酸完毕，继续按表1程序运行。

[0057] 5)化成结束免抽酸。

[0058] 实施例3

[0059] 取6-DZF-20胶封下线的电池半成品，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加酸与化成，制样过程

如下：

[0060] 1)第一次加酸，向待加酸铅蓄电池中加入第一密度为1.28g/cm3的硫酸溶液，加酸

体积155ml，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60ml，后一次95ml。采用真空加酸机加酸。

[0061] 2)将第一次加酸完成的电池放置于水浴槽中，连接好充电线夹，开启充电机，按表

1工艺进行。

[0062] 3)当化成进行完第8步，充入电量达到126Ah，此时PbO2含量达到77％左右时，部分

化成，即碱式硫酸铅与氧化铅转化未完毕。此时电池容量13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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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4)为达到电池容量为20AH的电池，开始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的酸。按以下方法

计算出第二次加酸的密度与体积：

[0064] a .根据电池设计容量，首先确定电池设计的最终硫酸体积V0＝167.69ml，加酸化

成后增重体积Vt＝161.13ml，最终硫酸密度ρ0＝1.360g/cm3，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

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0＝45.3％；

[0065] b.在和膏过程中引入铅膏中的并在化成过程中析出的纯硫酸质量为m0＝16.49g；

[0066] c .第一次加酸的硫酸体积V1＝155ml，硫酸密度ρ1＝1.28g/cm3和质量分数ω1＝

36.4％；d.化成过程电解水的损失质量m1＝30g；

[0067] e.第二次加入的硫酸质量分数：

[0068]

[0069] 按照硫酸密度与质量分数对照表查出硫酸质量分数ω2对应的密度ρ2＝1.21g/cm3

[0070] f.第二次加入的硫酸体积为：

[0071]

[0072] 可以分多次加酸，前一次32ml，后一次10ml。

[0073] 开始向电池中加入第二密度的酸，采用加酸机加酸，先向可定量存储酸液的加酸

壶内加入酸液。将加酸壶连接电池注液孔，并向电池定量注入第二密度的酸液。第二密度的

酸密度为1.21g/cm3，加入量为42ml第二密度的酸。加酸完毕，继续按表1程序运行。

[0074] 5)化成结束免抽酸。

[0075] 本发明蓄电池的制造方法，步骤3中加入第二密度硫酸溶液可以通过可存储定量

酸液的加酸壶来进行，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加酸壶，包括壶体1，上部开有注酸

口4，注酸口4下部连接防泄漏阀5，防泄漏阀5内上部安装密封件，如：橡胶密封阀体9，下部

安装有弹性体，如橡胶弹球10。往壶体1内注酸时，酸液由加酸机注酸嘴连接注酸口4并下压

橡胶密封阀体9，使得橡胶弹球10挤压变形，且橡胶密封阀体9与壶体1的顶盖之间产生缝

隙，酸液注入壶体1。加酸完成后，加酸机注酸嘴移除，橡胶弹球10恢复形变，将橡胶密封阀

体9上顶，与壶体1的顶盖之间实现密封，酸液储存在壶体1内。壶体1下部装有橡胶排酸口7，

内置有拉杆排泄阀6可上下移动，拉杆排泄阀6下端通过与壶体1下部内置的密封橡胶圈11

将壶体1密封，拉杆排泄阀6上端穿过壶体1上端的开口并通过开口内置的密封橡胶圈8将壶

体1密封。数个拉杆排泄阀6的顶端通过横杆2相连，并有行程限位套3限制拉杆排泄阀6的直

线移动，行程限位套3固定在壶体1上。从壶体1排出酸液时，将橡胶排酸口5连接在普通加酸

壶顶的注酸嘴上或者电池中盖的注酸嘴上，往上拉动拉杆排泄阀6，使得下端与密封橡胶圈

11脱离，酸液排出。排酸完成后，往下按压拉杆排泄阀6，使得下端与密封橡胶圈11密封，可

重复往壶体1内注酸。本实施例中拉杆排泄阀6为直线移动，根据需要也可以转动等其他可

以实现密封和打开排泄口的方式。本发明的壶体1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成多个。

[0076] 本发明的提供所述加酸壶为可定量存储酸液的加酸壶，加酸壶可应用在铅酸蓄电

池化成定量加酸的过程中。使用加酸机往加酸壶内定量加入部分酸液，酸液在壶内密封储

存和转运。在化成过程中或结束后按工艺需求将加酸壶套上电池，并将壶内储存的酸液加

入电池内，实现定量加酸，可以实现免抽酸，也可以选择合适的硫酸密度实现化成后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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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007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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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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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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