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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系列铅晶电池 

技术说明书 
一、标准： 

铅晶电池符合如下标准： 

1、JIS C 8707-1992     阴极吸收式密封固定型铅酸蓄电池标准 

2、JB/T 845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3、YD/T 799-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4、DL/T 637-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5、GB/T 22473-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封固定型铅酸蓄电池标准 

6、GB13337.1-91 《固定型防酸式铅酸蓄电池技术条件》 

7、DL/T637-1997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订货技术条件》 

8、YD/T99-1996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9、IEC896-2  《固定型铅酸蓄电池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10、DL/T5044-2004《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11、GB2900.11-1988 《电工名词术语  蓄电池名词术语》 

12、GB/T3941-1999   《铅酸蓄电池包装标准》 

13、GB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14、YD/T799-2002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15、JB/T8451-1996   《固定型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16、JIS C8707-1992   《阴极吸收式密封固定性铅酸蓄电池》 

17、IEC896-6    《铅晶蓄电池一般要求和试验方法》 

18、DL/T5137-2001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二、应用范围： 

⑴ 电话交换机              ⑼ 启动用、船用、发电机、发电机 

⑵ 电器设备、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    ⑽ 无线电通讯系统 

⑶ 计算机不间断电源、              ⑾ 电动车 

⑷ 输变电站、开关控制和事故照明    ⑿ 便携式电器及采矿系统 

⑸ 消防、安全及报警监测        ⒀ 交通及航标信号灯 

⑹ 通信用备用电源           ⒁ 发电厂、水电站直流电源 

⑺ 变电站开关控制            ⒂ 铁路用直流电源  

⑻ 太阳能、风能系统               ⒃ 移动机站、应急照明、     

⑺ 变电站开关控制、办公自动化系统 

三、主要特点:铅晶电池优点：由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在性能上有如下优点： 

一、寿命长，基本上是铅酸电池的一倍以上： 

1、阻止正极脱落，由于采用纳米级气象级高导多聚硅酸盐高结晶聚合物电解质，

有机物与无机酸共同起作用，无机硅晶提高了正极板表面的压力，阻止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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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的软化脱落，从而进一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 12V 系列铅晶

电池设计寿命为 18 年（25℃）；2V 系列铅晶电池设计寿命为 20 年（25℃）。 

2、板栅更耐腐蚀，采用专用重型多元银合金，使板栅耐腐蚀性更好，使寿命更

长； 

3、气体复合效率高，水耗少，由于采用专用重型银元素的多元合金和由于采用

纳米级气象级高导多聚硅酸盐高结晶聚合物电解质，大幅度降低合金电阻，提

高了氢的过电位，达到极小的气化速率，更高气体复合效率，使寿命更长。 

4、极化减小，铅晶电池的特殊工艺过程 所采用的材料和配方保证形成多微孔

结构的电极。增加了表面积和电极与电解质的反应界面。并由此降低了电极的

电流密度，减小了电极的极化，提高了电极的活性物质利用率。增加了电池放

电电压和输出功率，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电池性能，并且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5、内阻更小，由于采用专用重型多元银合金和纳米级气象级高导多聚硅酸盐高

结晶聚合物电解质，大幅度降低了 30%的电池内电阻，使寿命更长。 

6、增加电池酸量，防止电液分层，阻止极板支晶短路，确保电池使用寿命长。 

 

二、低温放性能好，由于采用纳米级气象级高导多聚硅酸盐高结晶聚合物电解

质，大幅度降低了内电阻，提高了电性能，比铅酸电池放电平台宽度大出 1/3

以上。一般来说，铅酸电池在 0 摄氏度以下，容量的释放都将明显受到影响，

而铅晶电池在-25℃的情况下，仍然能释放额定容量的 80%以上； 

三、深放电性能极强，阻止极板支晶短路，可以放到 0 伏，重新充放恢可复额

定容量。所有这些优越特性大大推动除电动车、太阳能的光伏产业、电动汽

车产业的发展。 

四、大功率放电性能更佳，特殊的板栅结构设计 全面考虑了电位分布的影响因

素，结合板栅制造工艺和模设计技术使之最优化，使电压降损失最小，大大

的改善电池大功率输出的能力。 

五、循环耐久能力更强，铅晶电源的寿命明显长于普通铅酸电池，已有的检测

报告已达到 2400次，经过对铅晶电池极板配方的改进，循环寿命可达到 2600

次以上。 

六、铅晶电池的容量更好，铅晶电池的初期容量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在 10—15

个充放电循环后，复合液经过充分反应后，容量会有明显的提升，以

12V10Ah 为例，初期 5A 放电在 130 分钟左右，每充放电循环一次，容量

会略微增加，10 次左右循环后能达到 140 分钟左右。 

七、更环保安全，由于铅晶电池采用纳米级气象级高导多聚硅酸盐高结晶聚合

物电解质，铅晶电池的电解质取代了铅酸电池的硫酸添加液，铅晶电池的

电解质不同于一般的电解质,它属晶状体,无漏液现象发生，晶状复合电解质

为硅酸盐复合晶体，酸碱性为中性，对环境无污染，特别在充电过程中不产生

酸蒸汽。电解液完全固化不会产生漏液，不会污染环境。不属于危险品，不

属爆炸品、不属氧化品、不属腐蚀品、不属放射物质品。获得多项环保品质认

证。不但电解质采用环保物质，铅晶蓄电池极板也采用特制的无汞、无镉的专

用重型多元的银合金，蓄电池的整体环保性能得到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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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内阻更小，铅晶电池的电解后比铅晶电解质稳定，而且海参性更强，在铅

晶电池的二氧化硅网络中，电解质离子比铅晶电解质体更易于流动、电解质

中残留的碱金属能提高导电性能，改进高倍率放电能力，所以铅晶电池比普

通铅晶电池更稳定，容量更大，内阻更小。 

九、温度和海拔适应范围宽，耐低温  铅晶蓄电池环境适用广泛，由于电解质的改

进，比较传统硫酸与蒸馏水的混合电解液，铅晶电解质受环境影响大大降低，晶

体电解质性能更加稳定，适用于-60℃—80℃度温度范围、及海拔 8000 米高度

环境。 

十、克服了极板硫酸盐化，由于铅晶电解质的特点：将活性物质牢固固定，而且又

给离子的运动提供了足量的空间，有效克服铅酸蓄电池的极板硫酸盐化、活性物

质脱落等弊端。保证蓄电池常时间良性使用   

十一、安装简单、使用方便，电池立式、侧卧安装使用均可，无电液渗漏之患，

而且在正常充电过程中电池不会产生酸雾。因此可将电池安装在办公室或配套

设备房内，而无需另建专用电池房，降低工程造价。电池出厂时已经完全充电，

用户拿到电池后即可安装投入使用。 

十二、安全性高，为预防产生过多的气体，电池装有安全阀。另外，还装有防

爆过滤器，在构造上即使有火花接近，亦能防止引火至电池内部。 

 

四、铅晶蓄电池特性曲线 

1、放电曲线 

10 小时率（0.1CA）、5 小时率（0.17CA）、3 小时率（0.25CA）放电终止

电压为：1.8V/单格；1 小时率（0.55CA）放电终止电压为：1.75V/单格。 

电池使用时放电终止电压最好不要低于 1.0V/单格，以保证电池不会过放

电。 

12V 系列铅晶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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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系列铅晶电池： 

   2、充电曲线 

蓄电池要求采用恒压限流的充电方式，充电电压在 13.65±0.02V/台范围

内，充电设备必须保持恒定功能且稳压精度小于 1%，充电瞬间的最大电流不超

过 0.25C10A 

12V 系列铅晶电池： 

    

2V 系列铅晶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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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充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电池的浮充电压值应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而适量增加，随着环境温度的升

高而适量减少，其关系曲线见下图： 

12V 系列铅晶电池：（温度在 25℃时，电池的浮充电压为：13.65±0.1V/

台） 
 

2V 系列铅晶电池：（温度在 25℃时，电池的浮充电压为：2.23±

0.1V/台） 

4、容量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蓄电池不同放电率的放电容量值都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缓慢增加，其

关系曲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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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蓄电池寿命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与铅酸蓄电池和铅晶蓄电池相比，具有明显的循环寿命优势

 

 

项目 技术要求 铅晶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 

适用环境温度 -60℃～80℃ -2O℃～40℃ 

不同倍率 

放电容量(25℃ ) 

／％ 

20hr 11O 105 

10hr 10O 102 

5hr 85 75 

1hr 70 55 

容量一致性／％ ≤3 ≤5 

不同温度下电池 

(10hr)容量 

／％ 

4O℃ 105 105 

25℃ 10O 1O2 

O℃ 95 85 

-1O℃ 9O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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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8O 6O 

-3O℃ 60 40 

-4O℃ 40 / 

贮存容量(25℃) 

／％ 

贮存 3 个月 95 8O 

贮存 6 个月 90 75 

贮存 1 年 85 7O 

内阻(mΩ ) 0.3～12 O.4～16 

连续三次放电至 0V 完全充电后 10hr 容

量恢复能力／% 
100 80～85 

充电要求 循环使用 充电电流<0.25 C10A 
充 电 电 流 <0.15 

C10A 

环保性 无酸雾泄漏、非危险品 
有酸雾泄漏、有污

染 

项目 实测数据 
GB/T 22473-2008 

标准要求 

容量一致性 ≤ 3% ≤5% 

密封性能（保持 5 秒的压力） 50kpa 25kpa 

额定容量/Ah,25℃ 205 200 

荷电保持能力 95% 85% 

同组蓄电池开路电压差值/V 0.04 ≤0.06 

充电接受能力 ≥ 2.4 2.0 

循环耐久能力 5 个周期 3 个周期 

-10℃放电容量/% 95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