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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

的预测方法，涉及电池技术领域。该方法首先获

取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及斜率转折点，并

获取新电池的内阻；然后获取与新电池同型号电

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以及

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及斜率转折

点，同时获取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

电曲线及斜率转折点；若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

到达放电下限截止电压，则该电池在给定放电规

程下的容量在后续老化过程中将发生跳水。利用

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及早预测出电池老化过程中

是否将要发生容量跳水，更好地在电池的全生命

周期过程中使用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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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任意选取一块新电池，获取该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2)获取步骤1)选取的新电池的内阻；

3)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

4)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斜率

转折点；

5)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电曲线及对应

的斜率转折点；

6)判断步骤5)得到的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是否到达放电下限截止电压：若是，则认

为该电池在给定放电规程下的容量在后续老化过程中将发生跳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获取该新电池OCV-放电容量曲

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具体方法如下：分段线性拟合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获取相

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上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

转折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

号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具体方法如下：测试电池在初期老化阶段

的内阻变化，拟合得到该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或者在电池老化过

程中全程测试电池内阻，获取电池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

号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具体方法如下：测试电池在初

期老化阶段的热力学容量变化，拟合得到该电池老化过程中热力学容量表达式，并以热力

学容量为因子对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进行缩放，获得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

曲线；或者在电池老化过程中全程测试OCV-放电容量曲线；然后分段线性拟合电池老化过

程中的OCV-放电容量曲线，获取相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电池老化过程中

的OCV-放电容量曲线上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

号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具体方法为：将电池

老化过程中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减去放电电流与对应内阻的乘积计算得到该电池老化过

程中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线；或者在电池老化过程中全程测试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

曲线；然后分段线性拟合放电曲线，获取相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放电曲线

上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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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自放电率低、无记忆效应等优点，成为

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的主要驱动电源，也是手机、笔记本电脑

等主要的储能元件。锂离子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老化，容量逐渐减小。在电池给定规程

的老化过程中，容量衰减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容量衰减随时间或循环次数

大致成线性关系；第二阶段，容量衰减速率忽然加速，电池性能急速衰减，这一过程通常被

称为容量“跳水”。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则被称为容量跳水点。

[0003] 电池在老化过程中发生容量跳水后，衰减速率加快，很大程度上影响正常使用，也

通常意味着寿命即将终结；因而提前判定和预测电池将要发生容量跳水，在锂离子电池全

生命周期的使用过程中至关重要。目前技术中，尚缺乏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

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填补已与技术的空白之处，提出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

的预测方法。利用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及早预测出电池老化过程中是否将要发生容量跳水，

更好地在电池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使用电池。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1)任意选取一块新电池，获取该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

点；

[0007] 2)获取步骤1)选取的新电池的内阻；

[0008] 3)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

[0009] 4)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

斜率转折点；

[0010] 5)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电曲线及

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0011] 6)判断步骤5)得到的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是否到达放电下限截止电压：若是，

则认为该电池在给定放电规程下的容量在后续老化过程中将发生跳水。

[0012] 本发明的特点及有益效果在于：

[0013] 利用本发明的预测方法，可以及早地预测出电池老化过程中是否将要发生容量跳

水，提醒使用者及时更换或维护对应电池，从而避免在电池容量快速衰减阶段仍然使用电

池；更好地在电池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使用电池。本发明可应用在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回

收与梯次利用等领域，提高电池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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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的流程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分段线性拟合新电池OCV-放电容量曲线及斜率转折点示意

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老化过程中的内阻变化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拟合曲线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电曲线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过程中的相对容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提出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

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提出一种电池老化过程中容量跳水的预测方法，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包括

以下步骤：

[0022] 1)任意选取一块新电池，获取该新电池的OCV(开路电压)-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

斜率转折点；

[0023] 2)获取步骤1)选取的新电池的内阻；

[0024] 3)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

[0025] 4)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

斜率转折点；

[0026] 5)获得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电曲线及

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0027] 6)判断步骤5)得到的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是否到达放电下限截止电压：若是，

则认为该电池在给定放电规程下的容量在后续老化过程中将发生跳水。

[0028] 所述步骤1)中获取该新电池OCV-放电容量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的具体方法

是：分段线性拟合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分段数量根据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

的形状确定，获取相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上

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0029] 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分段线性拟合新电池OCV-放电容量曲线及斜率转折点

示意图如图2所示。图中虚线是实验得到的新电池OCV-放电容量曲线，该新电池热力学容量

为10Ah；根据曲线形状对其分两段线性拟合，拟合方程为：

[0030] OCV_new＝4.2-0.05·x·h(x)-0.45·(x-8)·h(x-8)(V)   (1)

[0031] 其中,OCV_new为新电池的OCV拟合值，x为放电容量，h(x)为Heaviside函数。拟合

曲线为实线。在拟合曲线中很明显可得到斜率转折点为横坐标放电容量x为8Ah，纵坐标OCV

为3.8V，图中用圆圈标出。

[0032] 所述步骤2)中获取步骤1)选取的新电池的内阻，其内阻可以为不同SOC不同放电

电流下的直流内阻，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定。

[0033] 本实施例中，由于后续采用4A放电电流循环，因而采用4A放电电流下的直流内阻。

本实施例的新电池样品，5％-95％SOC区间内阻变化不大，因而采用50％SOC下的直流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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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4A放电电流50％SOC下的新电池直流内阻为0.01Ω。

[0034] 所述步骤3)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

之间的关系，具体方法如下：可以测试电池在初期老化阶段的内阻变化(初期老化阶段的循

环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之后按照一定形式拟合，包括线性、多项式、指数形式等，拟

合得到该电池老化过程中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电池老化过程中全程测试

电池内阻，获取其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关系。本实施例中，测试了电池在前200次循环作

为初期老化阶段的内阻变化，随后按照指数形式拟合外推，得到内阻与循环次数之间的拟

合方程为：

[0035] R＝0.01·t0.5(Ω)   (2)

[0036] 其中t为循环次数，R为内阻，新电池的内阻为0.01Ω。指数选择0.5的原因是假设

内阻增长的主要原因是SEI(固体电解质界面)膜增厚。本实施例中得到的内阻与循环次数

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图中圆圈代表每50个循环电池的内阻。

[0037] 所述步骤4)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

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具体方法如下：可以测试电池在初期老化阶段的热力学容量变化，

之后按照一定形式拟合，包括线性、多项式、指数形式等，拟合得到该电池老化过程中热力

学容量表达式，并以热力学容量为因子对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进行缩放，获得电池

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曲线；也可以在电池老化过程中全程测试OCV-放电容量曲线。然

后分段线性拟合电池老化过程中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分段数量根据该OCV-放电容量曲线

的形状确定，获取相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电池老化过程中的OCV-放电容

量曲线上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0038] 电池实际循环老化过程中，除了内阻增加之外，由于活性物质的损失等原因，电池

的最大放电容量，即热力学容量也会逐渐减小。本实施例中，测试了前200次循环的热力学

容量，并按照线性函数拟合，拟合方程为：

[0039] Qmax＝10·(1-5×10-4·t)(Ah)   (3)

[0040] 其中Qmax代表热力容量，本实施例中新电池的热力学容量为10Ah，t为循环次数。以

热力学容量的变化情况为因子对新电池的OCV-放电容量曲线进行缩放，得到电池老化过程

中OCV-放电容量曲线，方程为：

[0041]

[0042] 其中，OCV_cycle为电池老化过程中的OCV拟合值。

[004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老化过程中OCV-放电容量拟合曲线图。图4中，电

池OCV-放电容量拟合曲线由右至左随着循环过程热力学容量逐渐减小。相应的，斜率转折

点也会发生变化，在电池老化过程中，斜率转折点为横坐标放电容量为8(1-5×10-4·t)Ah，

纵坐标OCV为3.8V。

[0044] 所述步骤5)中获取与步骤1)选取的电池同型号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时

的放电曲线及对应的斜率转折点，具体方法为：可以将电池老化过程中的OCV-放电容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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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减去放电电流与对应内阻的乘积计算得到该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

线；也可以在电池老化过程中全程测试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线，所述放电规程的内容

为设定的放电电流和下限截止电压(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定)。然后分段线性拟合放

电曲线，分段数量根据放电曲线的形状确定，获取相邻两段线段交点的横坐标值，其对应的

放电曲线上的点即为对应的斜率转折点。

[0045] 本实施例中，给定的放电规程为以4A电流恒流放电，取下限截止电压为3V，将电池

老化过程中的OCV-放电容量曲线减去放电电流与对应内阻的乘积计算得到电池老化过程

中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线，表达式如下：

[0046]

[0047] 其中t为循环次数，V为电池电压，I为放电电流。

[004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循环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的放电曲线图。其中水

平线为给定的下限截止电压3V，其与放电曲线的交点即为给定下限电压时的放电容量。随

循环次数的增加、电池的老化，给定规程下的放电曲线也逐渐下移，给定规程下的放电容量

逐渐减少。

[0049] 所述步骤6)中判断步骤5)得到的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是否到达放电下限截止

电压，若是，则认为电池在给定放电规程下的容量在后续老化过程中将发生跳水。其判断标

准为电池老化过程中给定放电规程时的放电曲线的斜率转折点达到放电下限截止电压。在

本实施例中，由步骤5)的放电曲线计算得出，当循环次数到达400次时，放电曲线的斜率转

折点达到放电下限截止电压，在图5中由圆圈标出。因而，判断出电池在400次循环之后会发

生跳水。

[0050] 为了验证得出的结论，图6给出了电池在给定放电循环下的容量衰减，其中方框代

表每50个循环电池的相对容量。从中可以看出其老化过程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其中400次

循环之前为第一阶段，老化速率较慢；400次之后发生跳水，进入老化第二阶段，老化速率加

快；验证了本发明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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