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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蓄电池在生产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如何实时的对蓄电池进行电量检测变得很有实际意义。文章介绍了一
种检测蓄电池电量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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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蓄电池作为一种性
能可靠的化学电源，其应用价值与日俱增，日益广泛地运

电池的放电电压随放电时间的平稳性表示电压精度
的高低。电压随放电时间变化的曲线，称放电曲线。电池

用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军事工业等部门的
设备中，已经成为这些设备中最重要的关键系统部件之
一。蓄电池剩余电量是用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蓄

工作电压的数值及平稳程度依赖于放电条件。高速率、低

电池电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整个供电系统的可靠性。而供

酸电池的放电特性，图ｌ（ｂ）为银锌电池的放电特性。

电系统的可靠性将决定整个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及

时准确的检测蓄电池剩余电量变得非常重要，而检测方
法的研究则很有实际意义。

蓄电池是一个复杂的电化学系统，它在不同负载条
件或不同环境温度下运行时，实际可供释放的剩余电量
不同；而且随着蓄电池使用时间增加，其电量也将下降。
通常用来检测蓄电池电量的方法有多种。比如根据蓄电

池的电解液密度来估算剩余电量的密度法，该方法精度
较低而且有很大局限性：不适合密封的蓄电池；随着蓄电
池使用时间的增加，电极的损坏，更加难以准确推算出剩

余电量。同时，这种方法也难以适应目前广泛应用的
ＶＲＬＡ蓄电池的在线检测。近些年常用的几种蓄电池剩

余容量检测方法之中，对在线使用的蓄电池来说，基于单

温条件下放电时，电池的工作电压将降低，平稳程度下
降。图１所示为电池放电过程的电压变化。图ｌ（ａ）为铅

２

ＢＱ２３０１型单片机检测蓄电池容量的原理介绍及
工作流程图
ＢＱ２３０１是，Ｉ＇Ｉ系列的专用芯片，为优化铅酸蓄电池

的充电性能而设计。它有灵活的脉宽调制调节器，ＰＷＭ
调节器的频率可由外接电容来方便灵活的设定。所以
ＢＱ２０３１能以恒压、恒流或恒流脉冲等方式对蓄电池进行
充电。因其采用开关模式设计，使得即使在大电流充电情

况下，本身的损耗非常小，对整个工作系统影响很小。
ＢＱ２３０１内部结构框图如图２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它主要由温度补偿电压基准、通电复位电路、最长充电
时间定时器、充电状态控制器、ＰＷＭ调节器、振荡器和显

示控制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片机的电池电量检测方法对系统产生的影响较小，并且

测量精度较高，即使蓄电池电极损坏也能较为准确的检
测其电量。

１电池特性
蓄电池所做的有效功是电容量和电压的乘积。蓄电
池的电容量是放电电流与放电时间之积。因此蓄电池大
特性以电容量、电动势、内阻和放电效率表示，这些参数
图２ ＢＱ２３０１内部框图及外部引脚

成为衡量电池性能的主要参数。电动势是电池在理论上
输出能量大小的量度之一。电动势与反应物质性质、和有

当加到Ｖｅｅ上的电源大于最小允许值时，通电后首

关，也与电解液的温度和浓度有关。
Ｗ

先激活电池温度监视器。ＢＱ２３０１将对加在管脚鸭和
ＳＮＳ之间的电压（ＶＴＥＭＰ）进行采样，与设定值相比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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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温度。如ＢＱ２３０１发现电池温度超出设定范围（或温

ｌ

度传感器缺失），则进入充电等待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

Ｉ

有的定时器都停止，充电电流由ＭＯＤ控制并保持在极低

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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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电池放电特性
作者简介：崔秋丽（１９７８一）。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
子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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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在允许的范围时，ＢＱ２３０１检测是否加有电

池。如果管脚ＢＡＴ和ＳＮＳ之间的电压（ＶＣＥＬＬ）在低压关
断门限电压（ＶＬＣＯ）和高压关断门限电压（ＶＨＣＯ）之间．

ＢＱ２３０１则认为电池存在，在延时５００ｍｓ（典型值）后，开始
预充电测试过程。如果ＶＣＥＬＬ小于ｖＬｃＯ或大于ＶＨ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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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的系统框架见图４所示。

，ＢＱ２３０１则认为没有接入电池，ＢＱ２３０１进入故障状态

并使管脚ＭＯＤ保持为低。ＢＱ２３０１只有在ＶＬＣＯ≤
ＶＢＡＴ＜。ＶＨＣＯ时才会脱离故障状态。

如果温度在允许范围内并检测到电池后，ＢＱ２３０１将
加在电池组的电压调节为ＶＦＬＴ＋Ｏ．２５Ｖ（ＶＦＬＴ为温度补

偿浮充电压），此时ＢＱ２３０１的监视电流ＩＳＮＳ（充电电流）应
升高到ＩＣＯＮＤ＝１２ＭＡＸ／５。如果充电电流在定时器定时
期间不能升高到这一水平，ＢＱ２３０１则进入故障状态，同时
使管脚ＭＯＤ输出变为低电平以关断充电电流并使
ＢＱ２３０１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一个新的充电周期开始。我们
称这个过程为测试过程１。
如果测试过程１顺利通过，则可进行下面的测试，我

蓄审范别喑陛口
图４电路的系统框架

４电路元器件清单

们称之为测试过程２。此时ＢＱ２３０１需将电池组的电压升

ｌ、１２Ｖ１７ＡＨ的小型铅酸免维护蓄电池；２、蓄电池外

高到ＶＭＩＮ（开始快速充电的最低电压）。如电压在定时期

部接口一对；３、轻触式开关一个；４、显示电量的ＬＥＤ四

间不能升高到这一水平，系统将进入故障状态。否则将开

个（三绿一红）；５、蓄电池及外部接口的联系部分；６、电路
板一块。

始快速充电过程。
通过恒压／恒流选择脚和快速充电终止选择脚的不

５电路原理图（见图５）

同连接，ＢＱ２３０１可以采用两阶段恒压限流充电方式、两

阶段恒流充电方式和脉冲恒流充电方式这三种快速充电
方式。

甲

工作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ＢＱ２３０１
的管脚作用：
ＴＭＴＯ（超时时

基输入）：输入
充电等待

集的最大充电
时

间

；

ＦＬＯＡＴ（控制
故障状态

输出）；ＢＡＴ（电
池电压输入）；

图５电路原理图
６

ＰＣＢ电路板实物图（见图６）

ＶＣＯＭＰ（输入
电压环路补
故障状态

偿）：电压环路
稳定性；Ｉ—
ＣＯＭＰ（输入电

故障状态

流环路补偿）：
稳定现有的环
路；ＩＧＳＥＬ（电
流增益选择输

围３工作流程图

图６ ＰＣＢ电路板实物图

７结语

入）：调控电路

基于单片机的蓄电池电量检测，为用户使用蓄电池

中的电流；

提供了方便可靠的依据。由于蓄电池的广泛应用，该方法

ＳＮＳ（充电电流）；偈（温度感觉输入）：是一个外部电池温度

的使用对于实时地在线检测蓄电池剩余电量，有着重要

监测热敏探针。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网络设置上，下限温

意义。

度阈值。ＴＰＷＭ（梯形波脉宽调制调节时基输入）；
ＬＥＤ３／ＱＳＥＬ（电荷选择输出３／电荷调节选择输入）；

参考文献：

ＣＯＭ（共同输出）；ＶＳＳ（系统接地）；ｖｃｃ（５．０Ｖ，±１０％功耗）；

ＭＯＤ（电流开关控制输出）；ＬＥＤｌｒｒＳＥＵ电荷选择输出１／
电荷运算选择输入１）；ＬＥＤ２／ＤＳＥＬ（电荷选择输出２，显示
选择输入２）。

３硬件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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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薛振框.郑荣良.XUE Zhen-kuang.ZHENG Rong-liang 电动汽车蓄电池剩余电量计量技术的研究 -江苏
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3(2)
为了精确地了解电动汽车蓄电池的剩余电量，本文在用蓄电池电化学及目前一些剩余电量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蓄电池电动
势和内阻组合确定剩余电量的新方法.同时，由于蓄电池电动势和内阻与剩余电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将使用神经网络技术来实现对剩余电量的预测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学位论文 张青春 蓄电池剩余电量预测方法研究 2009
密封阀控式铅酸蓄(VRLA)电池，作为一种技术成熟、成本低廉的二次电源，被广泛应用在交通、不间断电源、通讯等领域。在电池工作过程中，由
于多方面原因会导致蓄电池容量降低、性能下降，最终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只有通过剩余电量的有效预测，才可以更好地监测电池的工作状态，维持
系统正常持续工作。
本文以电动汽车用铅酸蓄电池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蓄电池剩余电量的多种因素，探讨了剩余电量预测的方法。在较全面地了解当前国内外有关
剩余电量预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蓄电池电动势和内阻的电量模糊预测模型。此模型中，根据蓄电池电动势与电阻的实测数据，拟合出
一个线性经验方程，作为电量模糊预测模型的负反馈环节，可以提高模糊控制器的精度与稳定性。Matlab仿真结果验证了方法的正确性。本文方法具有
一定新意，简单易行，可以与安时积分法配合使用，完成蓄电池电量的校正。
另外，本文还对蓄电池的电压、电流采集，及信号处理系统的建立进行了探讨，并在Proteus软件上对单片机处理系统进行了仿真调试，利用
KeilC51对MCU程序进行了设计和完善，为硬件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期刊论文 高明裕.张红岩.Gao Mingyu.Zhang Hongyan 蓄电池剩余电量在线测量 -电测与仪表2000,37(9)
提出了在线测量蓄电池剩余电量的方法--内阻法,该方法通过实时测量蓄电池内阻,从而推算其剩余电量.并根据这一原理研制了蓄电池剩余电量在线
测试仪.文中最后给出了测试仪实验结果.

4.学位论文 刘剑 电动汽车蓄电池剩余电量的辨识研究 2002
该文基于传统建模、神经网络技术辨识、模糊逻辑技术辨识、补偿模糊神经网络技术辨识的多个角度介绍了具有复杂非线性特征的电动汽车用蓄电
池剩余电量的辨识方法.通过对常规BP网络系统辨识和该文所提出的补偿模糊神经网络技术辨识的比较,验证了补偿模糊神经网络技术进行系统辨识的优
越性.该文实现了补偿模糊神经网络的辨识算法,并进行了蓄电池剩余电量的数值仿真.辨识结果显示了该算法在对复杂非线性系统辨识应用的有效性.通
过对训练数据的预处理、利用竞争学习对输入空间自适应聚类、确定模糊规则前件、后件隶属函数参数和规则数等,优化了模糊神经网络辨识模型的结构
,使该算法具有更高的学习精度和更快的收敛速度.模糊神经网络技术的应用,对于通过输入-输出数据对系统实现辨识、建立系统的黑箱模型具有现实意
义.

5.期刊论文 王宗亮.董国保.刘建东 应用单片机测试蓄电池剩余电量 -机电设备2004,21(1)
介绍利用单片机在线测量蓄电池剩余电量的方法.该方法通过测量蓄电池内阻,推算出其剩余电量.

6.学位论文 江海 蓄电池智能在线监测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2007
本论文主要进行后备方式使用的阀控式铅酸电池劣化程度和剩余电量在线监测技术的研究和监测系统的设计。
阀控式铅酸电池是目前备用电源系统中广泛使用的后备电池，其可靠性关系到计算机系统、电信系统、石油化工反应装置等很多重要场合的安全与
稳定。由于阀控式铅酸电池是一个复杂的电化学反应系统，电池采用密封技术，无法通过观察极板和测量电解液等直接的方法进行测量，也很难用常规
的数据分析方法来计算电池的准确态度。因此，蓄电池的在线监测是提高电池系统可靠性的关键技术，也是行业学者和许多电源系统公司研究人员致力
研究的难题之一。
阀控式铅酸电池内阻是电化学、物理性能的反映，内阻测量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一种测量电池性能的方法。本文根据电池的特性展开了利用内阻监测
电池状态的研究，然后分析内阻的准确测量方法，提出了采用锁相放大技术实现内阻在线测量的方法，提高系统测量准确性的和抗干扰能力。通过对现
场测试和数据分析，结合电池的电化学特性，论文提出了采用自适应神经模糊系统进行电池的劣化程度和剩余电量预测的建模方法，并进行了仿真与现
场测试，取得了较好的现场使用效果。
最后论文重点地介绍了系统软硬件的设计，包括主控制器、MSP430分控制器、内阻测试模块、共模电压测量模块等硬件模块的设计，以及主、分控
制器软件的设计思想、结构流程和CAN总线等的设计。

7.期刊论文 张红岩.高明裕 AVR单片机在蓄电池剩余电量测试仪中的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2001,27(2)
利用新一代AVR单片机(AT90S8515)实现蓄电池剩余电量在线测量。该方法通过实时测量蓄电池内阻,推算出其剩余电量。最后给出了实验结果。

8.期刊论文 朱前伟.孙小进.汪丛笑.祝国源.汪学明.岳耀宾.ZHU Qian-wei.SUN Xiao-jin.WANG Cong-xiao.ZHU
Guo-yuan.WANG Xue-ming.YUE Yao-bin VRLA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 -工矿自动化2009,35(8)
文章提出了一种VRLA蓄电池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方案,介绍了该系统的硬件及软件设计.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测VRLA蓄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

,从而可了解VRLA蓄电池的充放电状态,估算剩余电量,避免VRLA蓄电池因过充、过放而影响寿命;能够通过上位机软件定期对VRLA蓄电池组放电,解决了长
期浮充电造成VRLA蓄电池过早失效的问题.

9.期刊论文 张红岩.高明裕 用单片机AVR实现蓄电池剩余电量的测量 -电工技术2001,""(5)
介绍了利用新一代AVR单片机(AT90S851 5)实现蓄电池剩余电量在线测量的方法

10.学位论文 林志强 阀控铅酸电池检测方法研究及在线监测系统设计 2008
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交通、通信和军事领域，其可靠性关系到很多重要场合的安全与稳定。如何准确把握蓄电池的工作
状态是提高电源系统可靠性的关键。
论文主要进行阀控铅酸蓄电池内阻、电池剩余电量和劣化程度在线监测技术的理论研究和监测系统的设计。文章首先从内阻测量着手，根据蓄电池
的化学特性和物理特性，分析了蓄电池内阻的有效组成，以及影响内阻的因素，研究了利用交流法测内阻的技术，实现了大容量电池微欧级内阻的精确
测量，并根据现场测试数据，全面分析了蓄电池内阻与剩余电量及劣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电阻监测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接着分析了基于放
电电压和放电实际输出电量的剩余电量计算方法及其优缺点，根据剩余电量和劣化程度的定义，提出综合AH定律、Peuker方程、温度修正和老化因素的
容量测试新方法（APTS），结合交流技术测内阻的方法，实现了蓄电池剩余电量、劣化程度和内阻的在线测试技术；然后根据上述测量蓄电池内阻剩余
电量、劣化程度的方法，综合实际情况，设计了模块化的蓄电池智能管理系统；最后，论本根据网络的特点，充份利用网络的优势，研究了蓄电池网络
化监控方案，包括建立在电信动力环境集中网络的电池管理系统和基于TCP/IP协议的一般网络化监控方案，实现蓄电池组的远程集中监控管理。
论文中设计的蓄电池参数在线测试系统结合网络化监控平台，能大幅度降低了蓄电池组监控和维护成本，进一步提高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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