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007583.2

(22)申请日 2020.09.23

(71)申请人 上海电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000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333号2

幢162室

(72)发明人 钱磊　朱卓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2103

代理人 孙仿卫

(51)Int.Cl.

H04L 29/08(2006.01)

H04L 29/06(2006.01)

H04L 12/40(2006.01)

B60L 58/14(2019.01)

B60L 58/12(2019.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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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和

方法。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包括移动终端、云

端系统、车载T‑Box，云端系统分别与移动终端、

车载T‑Box相通信，车载T‑Box与新能源车相通

信。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为：利用移动终端设

置剩余里程阈值、发送开启放电指令或关闭放电

指令，指令经云端系统、车载T‑Box发送给新能源

车，新能源车据此开始或停止智能放电。在进行

智能放电时，新能源车向车载T‑Box提供其实时

放电信息，云端系统据此判断新能源车的当前剩

余里程是否达到剩余里程阈值，若达到则控制新

能源车停止放电。本发明通过移动终端对新能源

车的放电实施远程智能控制，既可以使放电过程

控制更加便捷，也可以适时控制放电过程结束，

避免影响放电后新能源车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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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用于控制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其特征在于：所述新

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包括移动终端、云端系统、车载T-Box，所述云端系统分别与所述移动

终端、所述车载T-Box相通信，所述车载T-Box与所述新能源车相通信：

所述移动终端用于供用户设置所述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的

剩余里程阈值、发出开启放电指令或关闭放电指令、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接收所述新能

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所述云端系统用于接收所述开启放电指令或所述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

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接收T-Box协议

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基于所述新能

源车实时放电数据判断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所述剩

余里程阈值、在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时

发出停止放电指令、在接收到所述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时向所述移动终端提供所述新能源车

的实时放电数据；

所述车载T-Box用于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

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能源

车、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并转换为所述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

后提供给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停止放电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

给所述新能源车；

所述新能源车用于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开始进行智能放电、在进行智能

放电时向所述车载T-Box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关闭放

电指令或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2.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为：设置移动

终端、云端系统和车载T-Box，使所述云端系统分别与所述移动终端、所述车载T-Box相通

信，所述车载T-Box与所述新能源车相通信；

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设置所述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的剩

余里程阈值，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开启放电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开启放电

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所述车载T-Box接

收所述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

能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

指令开始进行智能放电；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所述新能源车向所述车载T-Box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

息，所述车载T-Box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并转换为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

放电信息后提供给所述云端系统，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

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基于所述新能源车实时放电数据判

断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在所述新

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时发出停止放电指令，所

述车载T-Box接收所述停止放电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能

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

令停止智能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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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关闭放电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

述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所述车

载T-Box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

送给所述新能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

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

收所述查询充电信息指令并向所述移动终端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所述移动

终端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

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检测是否可以放电，若可以放电则开始进行智能放电。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

电信息包括放电电流、电池电压、SOC和当前剩余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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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新能源车放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能源车的智能放电系统和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对整车智能放电的需求也在逐渐扩

大。国内外多家车企已经在研究V2L（Vehicle  to  Load）/V2H（Vehicle  to  Home）/V2G

（Vehicle  to  Grid）相关功能。无论对于在家，还是外出，车放电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利，

并符合市场的需求。如峰谷电的经济分配，出行在外电力的使用，如电器、烧烤、娱乐等。

[0003] 业界大部分相关放电技术都是有关整车上的改造，通过物理按键（ON/OFF）来控制

车辆是否开启放电的功能，从而电子控制单元ECU会通过CAN总线和电池管理系统BMS通信，

BMS从而对动力电池进行控制，并通过直流转交流转换器将直流电转成220V交流电输出到

外部负载。大部分的控制交互设计只会在车载显示设备上操作，而且没有对剩余的里程做

限制，或者部分是涉及放电电量做限制，但是对用户对出行的里程值估算不能很好的控制。

[0004] 综上，现有的新能源车放电技术主要是针对车辆上的控制和改造，如BMS，增加控

制按钮，车载显示设备上的控制，没有涉及远程移动端应用的监控，不能远程控制放电，并

且不能设置放电阈值，无法精确的控制放电结束，为后续新能源车的使用带来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远程控制放电、精准控制放电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

系统和方法。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用于控制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所述新能源车智能放

电系统包括移动终端、云端系统、车载T-Box，所述云端系统分别与所述移动终端、所述车载

T-Box相通信，所述车载T-Box与所述新能源车相通信：

所述移动终端用于供用户设置所述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的

剩余里程阈值、发出开启放电指令或关闭放电指令、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接收所述新能

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所述云端系统用于接收所述开启放电指令或所述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

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接收T-Box协议

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基于所述新能

源车实时放电数据判断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所述剩

余里程阈值、在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时

发出停止放电指令、在接收到所述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时向所述移动终端提供所述新能源车

的实时放电数据；

所述车载T-Box用于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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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能源

车、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并转换为所述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

后提供给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停止放电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

给所述新能源车；

所述新能源车用于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开始进行智能放电、在进行智能

放电时向所述车载T-Box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关闭放

电指令或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0007] 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为：设置移动终端、云端系统和车载T-Box，使所述云

端系统分别与所述移动终端、所述车载T-Box相通信，所述车载T-Box与所述新能源车相通

信；

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设置所述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的剩

余里程阈值，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开启放电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开启放电

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所述车载T-Box接

收所述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

能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

指令开始进行智能放电；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所述新能源车向所述车载T-Box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

息，所述车载T-Box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并转换为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

放电信息后提供给所述云端系统，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

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基于所述新能源车实时放电数据判

断所述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在所述新

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达到所述剩余里程阈值时发出停止放电指令，所

述车载T-Box接收所述停止放电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新能

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

令停止智能放电；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关闭放电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收所

述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所述车载T-Box，所述车

载T-Box接收所述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

送给所述新能源车，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基于所述总线协议

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所述云端系统接

收所述查询充电信息指令并向所述移动终端提供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所述移动

终端接收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0008] 所述新能源车接收所述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检测是否可以放电，若可以放

电则开始进行智能放电。

[0009] 所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包括放电电流、电池电压、SOC和当前剩余里程。

[0010]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通过移动

终端对新能源车的放电实施远程智能控制，既可以使放电过程控制更加便捷，也可以适时

控制放电过程结束，避免影响放电后新能源车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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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附图1为本发明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的框图。

[0012] 附图2为本发明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4] 实施例一：如附图1所示，一种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包括移动终端、云端系统、

车载T-Box，云端系统分别与移动终端、车载T-Box（Telematics  BOX）相通信，车载T-Box与

新能源车相通信。其中，新能源车能够连接用电的负载。

[0015] 移动终端的功能包括：供用户设置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

的剩余里程阈值、发出开启放电指令或关闭放电指令、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接收新能源

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0016] 云端系统的功能包括：接收开启放电指令或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

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车载T-Box、接收T-Box协议的新

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基于新能源车实时放电

数据判断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剩余里程阈值、在新能源车

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达到剩余里程阈值时发出停止放电指令、在接收到查询

充电信息指令时向移动终端提供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

[0017] 车载T-Box的功能包括：接收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

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或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新能源

车、接收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并转换为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后提供给

云端系统、接收停止放电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新能源车。

[0018] 新能源车则用于基于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开始进行智能放电、在进行智能放

电时向车载T-Box提供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信息、基于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或总线协

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0019] 基于上述新能源车智能放电系统，其采用的新能源车智能放电方法如附图2所示：

设置移动终端、云端系统和车载T-Box，使云端系统分别与移动终端、车载T-Box相通信，车

载T-Box与新能源车相通信。

[0020] 当需要新能源车向负载放电时，用户先利用移动终端设置新能源车进行智能放电

后的剩余电量所能支持的剩余里程阈值，用户再利用移动终端发出开启放电指令，云端系

统接收开启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车载T-Box，车载T-

Box接收T-Box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新能

源车，新能源车接收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并基于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开始进行智

能放电。新能源车接收总线协议的开启放电指令后，可以先检测是否可以放电，若可以放电

则开始进行智能放电。

[0021]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新能源车按照设置多次向车载T-Box提供新能源车的实时放

电信息（包括放电电流、电池电压、SOC和当前剩余里程等），车载T-Box接收新能源车的实时

放电信息并转换为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后提供给云端系统，云端系统接收

T-Box协议的新能源车实时放电信息并进行解析而获得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每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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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云端系统均基于新能源车实时放电数据判断新能源车的当

前剩余电量所支持的剩余里程是否达到剩余里程阈值，若新能源车的当前剩余电量所支持

的剩余里程达到剩余里程阈值，此时云端系统发出停止放电指令，车载T-Box接收停止放电

指令并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新能源车，新能源车接收总线协议的停止

放电指令并基于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0022]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可以利用移动终端发出关闭放电指令，云端系统接收关

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车载T-Box，车载T-Box接收

T-Box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对应转换为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后发送给新能源车，新

能源车接收总线协议的关闭放电指令并基于总线协议的停止放电指令停止智能放电。

[0023] 在进行智能放电时，用户还可以利用移动终端发出查询充电信息指令，云端系统

接收查询充电信息指令并向移动终端提供新能源车的实时放电数据，移动终端接收新能源

车的实时放电数据并显示。

[0024] 上述方案中，移动终端可以采用智能设备加智能应用（APP）的方式实现，用户登录

智能设备上的智能应用后，可以读取新能源车当前的情况，包括新能源车的SOC、当前剩余

里程等，用户可以对此次放电结束时的剩余里程进行设置，然后开始发送开启放电指令给

新能源车，则此次放电结束后，剩余里程能够满足设置、满足后续用车需求。

[0025] 此外，云端系统还可以根据新能源车当前的剩余里程、用户设定的剩余里程阈值

（目标剩余里程），结合瞬时的放电功率，预计结束放电的时间，并将倒计时显示在移动终端

的界面上。

[0026] 上述方案涉及使用车载TBox让云端系统和新能源车进行通信，并通过移动终端的

应用来实现智能控制和监控，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使用移动端应用查看放电状态，并可以进

行阈值的设定。对阈值的设定是可以通过里程来量化，即可以设置剩余里程，当放电后的车

显剩余里程达到目标时，及时终止放电，以便用户出行和外出回程用车。

[0027] 上述方案加入了移动终端应用的对接，通过整车和TBox的协议改造，使得信息传

输顺畅，增加了更多的有关放电过程的信息和控制指令，使得移动终端应用功能更加丰富，

符合当代用户的使用习惯，更加方便的监控放电的过程，包括放电的电流、电压、剩余里程

的计算，让用户随时随地即时不在车中也能检测当时的放电情况；可以设置目标的剩余里

程，提升了用户的放电体验，避免过度放电，避免用户对放电过度的担忧。

[0028]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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