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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国已经加入《巴黎协定》并对外庄严承诺“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各行各业已经行动起来，关注节能

降碳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及研发。通信运营商一直以

来视“节能减排”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又在国家

“双碳”目标的驱动下，立足通信行业运营现状及未来

发展需求，积极履行央企责任担当，聚焦“识碳”“管

碳”“控碳”“降碳”全生命周期的“节能降碳”总体目

标，纷纷响应并着手制定节能减排行动方案和实现路

径。

“双碳”目标为通信行业发展带来一定压力，但也

加速通信行业进一步发展数字化转型，构建绿色健康

的网络生态。作为在通信基础设施中占据重要地位

的铅酸蓄电池，它的应用及运维管理一直是优势与弊

端并驾齐驱，在如今“双碳”目标与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的浪潮里，探讨如何高效、低碳、智能化地运维管

理，对实现降本提效、为“减碳”助力具有积极意义。

2 铅酸蓄电池通信应用及运维管理现状

蓄电池自发明以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一直扮演着

储能、备用电源的角色。在通信行业，阀控式铅酸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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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作为通信设备供电系统的备用电源，一直是通信

网络安全运行的最后一道关口，对数据中心、核心局

房、汇聚机房及基站非常重要，长期占据着通信备电

的首要地位，也是现在通信机房保有量最大的电池类

型。但铅酸蓄电池的应用和日常维护管理也依然存

在诸多弊端，成为长期困扰电源运维人员的痛点问

题。

2.1 落后电池无法“锚定”，容量和寿命“难以捉摸”

通信机房中应用的铅酸蓄电池在其全生命周期

中长期处于在线浮充状态，按标准规定，当市电断电

时电池组放出容量低于额定容量的 80%时需要替换

掉整组电池。废旧蓄电池因含铅及硫酸电解液等物

质被国家定为重要的污染源，而通信站点使用的蓄电

池每 4~6年需要整组更换一次，运营商每年淘汰报废

的电池组成千上万，虽然无法得知这些蓄电池组中究

竟有多少只真正“寿终正寝”的电池，但是它们对环境

造成的巨大污染和破坏却是显而易见的。

整组电池的备电能力往往取决于其中的落后电

池，为了找到落后电池、摸底电池容量，通信运维人员

一般采用以下方法。

a）电压测量法。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每只电池的

端电压，电压低的为落后电池，这种方法准确性较差，

只适用于蓄电池组经常充放电的工况下，而对于长期

处于浮充状态的蓄电池组来说，落后电池的电压和正

常的电压差别并不明显。

b）核对性放电法。分为离线式和在线式，采用实

际负载或假负载对电池组进行核对性放电，是目前准

确度最高的一种手段，也是运维上最常用的手段。但

是缺点显而易见：第一，核对放电时间长，在线式放电

为浅放电，容量“摸底”能力有限，离线式放电电池组

需要脱离系统，万一放电期间停电，会导致系统出现

断电事故，风险大；第二，需要运维人员现场操作，仅

一个数据中心就会有上千组蓄电池，工作量巨大，只

适合定期维护，不适合日常维护；第三，机房必须具备

主备电池的条件；第四，频繁放电也会导致蓄电池硫

酸盐化，损害蓄电池寿命。

综上所述，目前“锚定”落后电池缺乏准确的判断

手段，也没有更加高效的检测方法检测整组电池的真

实容量和寿命，但是这对通信供电安全、运维管理、环

境生态却至关重要。

2.2 铅酸蓄电池备电效能低下

在 2021年“5G与碳中和、碳达峰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锋预测，到 2026年三大运营商全部升级

5G后，其电力消耗将达到全国总用电量的 2.1%，耗电

量将达到 2 100亿 kWh［1］。通信运营商跻身耗电大户，

电费已占企业运营成本半数以上。铅酸蓄电池环境

适应性较差，最佳工作温度一般在15 ℃~25 ℃，当环境

温度超过 25 ℃时，每升高 10 ℃，铅酸蓄电池的寿命就

会降低 50%。低温时充电效率、可放出容量也会大幅

下降，因此需要机房温度保持在 30 ℃以下，以维系铅

酸蓄电池寿命，这就势必增加大量的空调能耗。此

外，蓄电池维护工作量大、工作繁琐，再加上“冗余配

置”的备电模式，不仅增加建设和运行成本，更进一步

突出传统备电结构效能低、代价高的问题。

无论是数量级庞大的淘汰报废铅酸蓄电池，还是

作为机房环境温度“洼地”的铅酸蓄电池，都聚焦于蓄

电池自身的“健康”问题。根据工信部通信司数据披

露，50%以上通信系统的故障是由蓄电池故障造成

的，对蓄电池的“健康”状态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将直

接关系到通信系统的供电安全。因此，在目前铅酸蓄

电池地位还无法撼动的客观现实情况下，建立准确有

效的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对落后电池、容量和寿命

趋势进行准确判断和预测成为了蓄电池运维管理的

目标。这不仅可以有效减少运维人员工作量，避免因

突发的电池系统故障而导致供电中断事故及通信业

务损失，更是积极践行“双碳”目标下运营商持续创新

发展节能服务模式、提高精细化运维管理水平、落实

“绿色采购消纳”的低碳降碳管理举措［2-4］。

3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思路

为了解决铅酸蓄电池应用中的种种缺点与节能

降碳带来的压力问题，充分发展创新思维和提升运维

管理能力是当务之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新技术［5-8］，建立落后电池多维参数判断、蓄电

池及蓄电池组剩余容量预测、与实时负荷匹配的放电

时长预测及寿命预测核心算法模型，开发一个数字

化、智能化、通用的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

是必要的手段。该系统可以作为数字通信局房孪生

软件的一个模块，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蓄电池健康管理

系统应用，配合蓄电池硬件采集设备、物联网SU模块，

在数据中心、核心局房等通信机房进行部署。

3.1 数据海量收集、关键指标关联表征

在实际应用中，浮充、均充及市电断电后的放电

是伴随铅酸蓄电池整个运行周期的 3种工况，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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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电池的端电压、内阻/电导、极柱温度、环境温

度、通信负荷等参数均会对蓄电池的容量和寿命产生

影响［9-10］。通过对现网运行的开关电源、UPS、高压直

流电源系统所配置的蓄电池监控数据、蓄电池厂家的

测试数据以及检测中心试验数据进行收集，以及对新

旧电池、淘汰报废电池在不同温度、不同放电倍率下

放电试验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和关键因素的趋势分

析，拟合各数据与蓄电池技术指标的相关性关系，确

定蓄电池关键参数影响因子，初步建立关联关系。电

池环境温度与内阻关系和淘汰报废电池组放电试验

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通过初步分析可以得知，蓄电池内阻与容量的表

图1 电池环境温度与内阻关系

图2 淘汰报废电池组放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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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关系最为明显，内阻越大，容量衰减得越厉害；内阻

与环境温度也息息相关，环境温度低时，内阻呈明显

上升的趋势。对整组淘汰电池进行放电试验也能看

出，容量劣化的蓄电池确实会拖垮整组电池的放电时

长和放出容量，但是并不代表组内全部电池的寿命均

终止。

3.2 大数据分析挖掘、AI算法模型研究

对影响铅酸蓄电池容量关键参数进行特征分析

后，需要对如何建立AI算法模型进行探讨和梳理，以

便建立落后电池多维度参数判断、剩余容量预测、多

组蓄电池系统与实时负荷的匹配及放电时长计算、蓄

电池组寿命预测的算法模型。算法模型建立后需要

部署在现网实际运行的蓄电池系统环境下，对算法进

行连续测试验证、修正以及优化。通过对实际运行环

境下的不同厂家、不同规格型号、不同使用年限的蓄

电池容量、寿命进行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找出各生

产厂家影响电池容量、寿命的共性特征，最终形成通

用性算法以适配所有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算法模型

目前主要有 2个研究趋势，一是回归算法模型，但具有

表征非线性能力较弱、人为调整参数出入性大、对序

列预测难以捕捉其时序性特征等缺点，并不适用于蓄

电池这种物理模型较为复杂且性能趋势是很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的特点，因此更好的解决方式是引入

深度学习模型［11］。

深度学习模型中的 LSTM循环神经网络，是一种

具有长短时记忆功能的时间递归神经网络，可以很好

地处理长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问题。它可以有效地

决定哪些历史信息被遗忘，哪些输入信息被保留，哪

些信息可以被输出，从而更加高效地处理时间序列，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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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电池容量预测研究方面，目前在公开的NASA数

据集和CALCE数据集上的验证结果显示，本模型有较

好的预测表现，具体如图3所示。

确定选用的AI算法模型后，针对蓄电池实际测试

出的充放电循环状态、浮充状态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通过特征工程，采用线性拟合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对

高温浮充循环的 SOH进行预测，进行了基于放电曲线

拟合方法来预测电池剩余放电时间的研究。

该蓄电池循环放电次数总共为 168次，与容量预

测相关的是放出电量特征列，用前 5~8个点预测下一

个点，下一次预测代入真实点，在这 168个数据点上训

练得到的LSTM模型结果如图4所示。

3.3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开发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包含在线式数据采集

硬件系统和算法功能软件平台，其中硬件系统主要包

含专用的电池采集模块和监控单元，用以在线实时采

集蓄电池各项关键参数，并实现与软件平台的数据传

输与对接功能，如图 5所示。软件平台内嵌蓄电池核

心算法模型，实现算法功能和上层UI界面展示，如图 6
所示。

4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助力绿色通信

通信行业的能源消耗主要源自数字基建，数字基

建是指 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其建设和

运行需要大量电力供应。有研究显示，数字基建占行

业总能耗的近 70%，其中数据中心能耗最大，占 45%。

数字基建的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了通信行业实现“双

碳”目标的重要抓手，以实现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图3 公开数据集LSTM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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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蓄电池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一环，其低碳管理

也需要被重视和思考。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可以用于各行各业需

要铅酸蓄电池浮充工作模式管理的场景，其中通信行

业的数据中心、核心局房是重点应用场景。它可早期

预警蓄电池故障，解决因蓄电池故障导致的通信业务

中断问题；也可以预测蓄电池的容量和寿命，对蓄电

池的“健康”状态做到心中有数，对落后电池“精准锚

定”，减少“提前更换”“整组更换”带来的资源浪费问

题，减轻因淘汰报废电池带来的环境压力。其次，它

也能“敏锐感知”影响蓄电池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之

一的环境温度，未来可与机房空调联动，进行动态调

节温控管理，从而减轻电能耗压力。另一方面，对铅

酸蓄电池的健康状态进行有效管理，还可以减少电源

运维人员的工作量，缓解人员短缺问题，为用户节约

维护费用及人工成本。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能够

实现降本增效、节能降碳的目标，助力绿色通信网络

的发展。

5 总结

铅酸蓄电池健康管理助力传统通信业务减碳降

碳，是“双碳”目标下通信运营商提升自身“碳管理”水

平的重要一环。作为行业的赋能者，通信运营商不仅

要加强节能技术创新，形成高效绿色网络，还要不断

提升解决传统方案现存问题的能力。从全行业链条

梳理脉络，充分利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新兴技术，提供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加快与

传统生产运营管理方式的深度融合，早日实现通信行

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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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平台电源系统信息

图6 蓄电池健康管理系统平台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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