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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编写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

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动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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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动力电池拆解 放电技术与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拆解前放电、安全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以及放电过程的总体要求、安全

防护及放电设备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车用退役动力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的放电过程。

注:由拆解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梯次利用或再成组的产品检测、测试等充放电过程不适用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8384.3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第 3 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 19596-2017 电动汽车术语

QC/T 29106—2014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

GB/T 33598-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

GB/T 34015.2-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第 2 部分：拆卸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退役动力电池 decommissioning power battery

指动力经使用后剩余容量或充放电性能无法保障新能源汽车正常行驶，或因其他原因拆卸后不继续

在新能源汽车上使用的动力蓄电池。

3.2

完全放电 full discharge

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在准备资源化利用时，需将其放电至厂家规定的安全电压以内，如无法

得知安全电压值的，除钛酸锂电池外的锂电池单体端电压需低于 2V，钛酸锂电池单体端电压需低于

1.0V。

3.3

截止放电电压 end-of-discharge voltage

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在用于梯次利用时，电池放电电压下降到电池不宜再继续放电的最低工

作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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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通用要求

4.1.1 放电设备要求

放电设备应具备参数调节、参数保护、功能保护、一键停止或者急停、电池参数监控以及过程数据

记录等功能，同时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放电设备使用相关线束应满足 QC/T 29106—2014 中的条款要

求。

4.1.2 电池要求

若进行放电处理的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的外观明显异常，如有箱体或单体电池本身变形严

重、电池漏液、有明显的燃烧痕迹、模组正负极处无法连接等现象，则不应对其进行放电处理；若进行

放电处理的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池单体的外观正常，应通过电池铭牌、标识信息等获取放电参数。

4.1.3 拆解要求

应符合 GB/T 33598-2017 与 GB/T 34015.2-2020 中相关拆解规范与拆卸要求。

4.2 人员

4.2.1 作业人员应具备锂电池的基础知识，能理解动力电池的串并联作用，能看懂高压电回路等。

4.2.2 作业人员须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如电工操作证。

4.2.3 作业人员应经过工厂内部或外部专业性作业培训及考核。

4.2.4 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应熟悉作业流程和事故应急预案。

4.2.5 作业人员操作过程中应按GB/T 11651-2008中个体防护装备的防护性能的说明要求穿戴和使用

防护装备。

4.2.6 作业人员应按照作业指导书、作业规范安全作业。

4.2.7 相关人员应掌握基本的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应有相关监护人。

5 安全放电

将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单体放电至截止电压。

注：当退役动力电池无法进行梯次利用时，为防止拆解、存储及破碎时出现安全事故，对电池进行的完全放电。

5.1 截止放电

根据各电池单体厂家、材料体系要求，将电池放电到荷电状态为 0%的状态，如无法获取电池具体

信息，可参考表 1 不同材料体系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分别放电到对应截止电压。

表 1 不同材料体系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

序号 材料体系

放电截止电压（V）

单体 电池包（模组）

1 三元材料 2.8 2.8*n

2 磷酸铁锂 2.5 2.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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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钛酸锂 1.5 1.5*n

4 镍氢 1.0 1.0*n

注：“n”为电池串联数

5.2 放电设备

5.2.1 放电设备宜选用能量回馈型充放电测试系统。

5.2.2 放电设备应具备输入/输出的过压、过流、过温、欠压等保护报警。

5.2.3 放电设备宜带有单体保护，电池防反接保护，软件设计安全参数设置保护。

5.2.4 放电设备应带有急停按钮，声光报警等装置。

5.2.5 放电设备应具备接地、风扇散热等保护。

5.2.6 放电设备正常工作时噪音应不大于 75dB（A）。

5.2.7 退役动力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的放电过程是电能的释放过程，宜采用能量回收型设备进行能

量回收利用。

5.3 环境条件

放电作业环境条件宜选用室内通风，温度保持在 15℃ ~ 35℃、相对湿度为 25% ~ 85%，大气压力

为 86kPa ~ 106kPa 的环境中进行。

6 放电流程

6.1 放电作业操作流程

退役动力电池放电应遵循图 1 所示操作流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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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作业流程图

6.2 外观检查

用目测法检查退役动力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的外观情况，如有严重变形、漏液、浸水痕迹、火烧

痕迹、冒烟痕迹、或明显损坏情况时，不应对其进行放电设备放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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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

外观检查

信息采集

极性判别

放电设备连接

不进行放电设备放电

放电工步设置

结束

电压测量

绝缘检测

放电到截止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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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信息采集

观察退役动力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铭牌、标识以及回收时厂商所提供信息进行电池基本信息收

集、记录，如电池材料体系、电池串并联关系、标称电压、标称容量等信息。

6.4 极性判别

用电压表测量退役动力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的出线端/极耳，确定并标识出电池的正负极性，正

极用符号“+”表示，负极用符号“-”表示。

6.5 电压测量

用电压表对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进行电压测量，确定详细电压值，以便设置设备放电参数。

6.6 放电设备连接

根据退役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的出线端或极耳状态，选取合适设备连接方式，如使用鳄鱼夹，OT

端子锁接等。

6.7 放电工步设置

根据所采集电池基本信息，计算得出电池截止电压值，以合适大小电流进行放电工步设置，放电到

电池截止电压停止放电。

7 环保与安全要求

7.1 环保要求

放电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排放要求。

7.2 安全及消防要求

7.2.1 放电过程中，电池包（模组）、电池单体应处于绝缘托盘、绝缘推车上。

7.2.2 电池端子（极耳）与设备连接时宜采用组合螺丝/法兰螺丝锁紧，设备动力电缆过流能力应满

足放电电流需求。

7.2.3 连接动力电缆应穿戴和使用高压绝缘手套、防砸绝缘鞋、绝缘工具等。

7.2.4 放电场所应配备消防设施，如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池、绝缘救护钩，带有升降功能的叉车

等。

7.2.5 电池放电场所应便于不安全事故的消防施救，同时在放电场所附近不应有易燃易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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