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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

包括电芯、电池保护板、第一温度传感器、导线、

保护芯片、第二温度传感器、可控三端保险丝、充

电MOS管和放电MOS管，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电

芯上，电池保护板设置在电芯的顶端，导线连接

在电池保护板的一端，保护芯片、第二温度传感

器、可控三端保险丝、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均

设置在电池保护板上，第一温度传感器与保护芯

片电信号连接，可控三端保险丝、第二温度传感

器、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分别与保护芯片相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能够实时临控MOS

管温度，并且解决了MOS管击穿后电池无保护状

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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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芯、电池保护板、第一温度传感器、导

线、保护芯片、第二温度传感器、可控三端保险丝、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所述第一温度传

感器设置在所述电芯上，所述电池保护板设置在所述电芯的顶端，所述导线连接在所述电

池保护板的一端，所述保护芯片、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可控三端保险丝、所述充电MOS

管和所述放电MOS管均设置在所述电池保护板上，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与所述保护芯片电

信号连接，所述可控三端保险丝、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充电MOS管和所述放电MOS管分

别与所述保护芯片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芯片包括引脚

10、引脚11、引脚25、引脚28和引脚31，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连接在所述引脚10上，所述第二

温度传感器连接在所述引脚11上，所述可控三端保险丝连接在所述引脚25上，所述充电MOS

管连接在所述引脚31上，所述放电MOS管连接在所述引脚28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线的一端设置有防

呆端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设置有多个，多

个所述电芯串联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芯片采用

BQ40Z50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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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锂电池保护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号称绿色能源。它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大，无污染。逐渐被大家所认

识，应用到各个领域。锂离子电池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它也有一大缺点。即在使用过程中，由

于锂电池的过充、过放或内部短路等原因导致电池工作电流过大，从而使电池的温度过高，

产生高温高压的气体，使电池内部的压力和温度都很高，当电池内的压力和温度超过电池

包装容器的承受能力时，包装容器被炸开，里面的易燃易爆物质外流从而引起爆炸、起火等

严重的事故，故锂电池上都需要设置有专门的防火防爆装置，但现有的防火防爆装置无法

实时监控MOS温度，并且MOS管击穿后电池无保护状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能

够实时临控MOS管温度，并且解决了MOS管击穿后电池无保护状态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

包括电芯、电池保护板、第一温度传感器、导线、保护芯片、第二温度传感器、可控三端保险

丝、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电芯上，所述电池保护板设置

在所述电芯的顶端，所述导线连接在所述电池保护板的一端，所述保护芯片、所述第二温度

传感器、所述可控三端保险丝、所述充电MOS管和所述放电MOS管均设置在所述电池保护板

上，所述第一温度传感器与所述保护芯片电信号连接，所述可控三端保险丝、所述第二温度

传感器、所述充电MOS管和所述放电MOS管分别与所述保护芯片相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保护芯片包括引脚10、引脚11、引脚25、引脚28和引脚31，所述第一

温度传感器连接在所述引脚10上，所述第二温度传感器连接在所述引脚11上，所述可控三

端保险丝连接在所述引脚25上，所述充电MOS管连接在所述引脚31上，所述放电MOS管连接

在所述引脚28上。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导线的一端设置有防呆端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电芯设置有多个，多个所述电芯串联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保护芯片采用BQ40Z50芯片。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0] 通过设置的第二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临控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温度，增加MOS

管高温保护；

[0011] 通过设置的可控三端保险丝解决了MOS管击穿后电池无保护状态的问题，当电流

超过一定值，会因为电流过大而熔断，避免因为MOS管的问题导致起火燃烧。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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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电路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芯片电路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温度传感器和第二温度传感器电路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充电MOS管和放电MOS管电路图；

[0017]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可控三端保险丝电路图。

[0018] 图中：1-第一温度传感器；2-电芯；3-电池保护板；4-保护芯片；5-充电MOS管；6-第

二温度传感器；7-放电MOS管；8-可控三端保险丝；9-导线：10-防呆端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

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应当注意，

为了清楚的目的，附图和说明中省略了与本实用新型无关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

部件和处理的表示和描述。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

“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

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1]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锂电池防火防爆装置，包括电芯2、电池保护

板3、第一温度传感器1、导线9、保护芯片4、第二温度传感器6、可控三端保险丝8、充电MOS管

5和放电MOS管7，第一温度传感器1设置在电芯2上，电池保护板3设置在电芯2的顶端，导线9

连接在电池保护板3的一端，保护芯片4、第二温度传感器6、可控三端保险丝8、充电MOS管5

和放电MOS管7均设置在电池保护板3上，第一温度传感器1与保护芯片4电信号连接，可控三

端保险丝8、第二温度传感器6、充电MOS管5和放电MOS管7分别与保护芯片4相连接。

[0022] 为避免更换或安装锂电池时接错导线9，导线9的一端设置有防呆端子10。

[0023] 电芯2设置有多个，多个电芯2串联连接。

[0024] 保护芯片4采用BQ40Z50芯片。BQ40Z50芯片电量计算法更加优化，电量计量精度更

高；支持更大容量的电池；增加对温度的保护功能，更高的安全性；更多的配置项目；更多的

数据记录项目；更小的封装。

[0025] 第一温度传感器1采用DAE  STE-AT103J-60-S，第二温度传感器6采用ECTH160808 

103J3435FST，

[0026] 保护芯片4包括引脚10、引脚11、引脚25、引脚28和引脚31，引脚10为TS1引脚、引脚

11为TS2引脚、引脚25为FUSE引脚、引脚31为CHG引脚，引脚28为DSG引脚，第一温度传感器1

连接在保护芯片4的引脚10上，第二温度传感器6连接在保护芯片4的引脚11上，可控三端保

险丝8连接在保护芯片4的引脚25上，充电MOS管5连接在引脚31上，放电MOS管7连接在引脚

28上。

[0027] 本实例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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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工作过程中当电芯2温度偏高时，第一温度传感器1会检测到温度偏高，进而启动

保护芯片4关闭放电MOS管7的动作；

[0029] 放电MOS管7正常，但MOS管处温度偏高：可能由于外设异常导致电流偏大，而电流

未达到保护值，此时会导致MOS管处温度偏高。若有此异常，第二温度传感器6可检测到温度

偏高，进而启动保护芯片4关闭放电MOS管7的动作；

[0030] 放电MOS管7失效，温度升高：此时第二温度传感器6可检测到温度异常，保护芯片4

启动关闭放电MOS管7，但此时由于放电MOS管7已经失效，无法关闭，保护芯片4会检测到无

法关闭放电MOS管7的异常进而熔断可控三端保险丝8。

[0031] 放电MOS管7失效，温度不升高，但无法控制放电MOS管7关断：此时放电电流小，即

使MOS管失效，但温度不升高。待放电到低压保护点时，保护芯片4控制放电MOS管7关闭时，

检测到无法控制，会熔断可控三端保险丝8。

[003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置的第二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临控充电MOS管

和放电MOS管温度，增加MOS管高温保护；

[0033] 通过设置的可控三端保险丝解决了MOS管击穿后电池无保护状态的问题，当电流

超过一定值，会因为电流过大而熔断，避免因为MOS管的问题导致起火燃烧。

[003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实用

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范

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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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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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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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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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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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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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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