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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锂电池组SOC测定装置及方
法，
属于新能源测控领域。该方法针对锂电池组
SOC测定目标，
通过构建锂电池组针对性电池维
护与测试系统（Battery Maintenance and Test
System，
BMTS）平台准确测定SOC值；
通过RS485总
线机制实现其组网控制，
并配备有嵌入式监视与
控 制 通 用 系 统（ M o n i t o r a n d C o n t r o l
Generated System，
MCGS）和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IPC）实现本地控制和远程
控制；
增加航空头并分配跳线识别码以提高对多
种锂电池组的适应性；
通过在主充放电回路中增
设独立保护单元IPU以实现三级保护。该方法在
恒流CC放电基础上，
融入串联充电转均衡充电过
程以 提 高 锂电 池 组 容 量 利 用效 率 ；通 过 恒 流
（Constant Current，
CC）充电转恒压（Constant
Voltage，
CV）充电模式切换解决每个电池单体的
实现对SOC值的有效测定。
电量充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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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其特征在于，
构建锂电池组针对性电池维护与测试系统
（Battery Maintenance and Test System，
BMTS）平台；
(1) BMTS平台的信号采样方法为：
锂电池组电压信号检测采用集成于数字电源上的高
精度电压表检测，
其AD采样位数为16，
采样完成后的数字量基于SCPI协议传输给上位机，
以
提高信号传输的抗干扰能力；
锂电池组的电压范围为0 .00-33 .00V，
使用0 .00-35 .00V的测
量范围，
电池单体电压范围为0 .000-4 .150V，
使得其成组端电压和各单体电池电压采样量
程分别如下式所示；

在用于SOC状态测定的BMTS平台中，
由于使用16位AD进行采样，
动力锂电池组的端电压
和各单体电压最终采样分辨力如下式所示；

(2) BMTS平台的抗干扰与识别码设计：
为了降低线组损耗所造成的检测误差，
采用动
力线与采样线分开的方式，
保证了信号采样与传输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不同电池进行编码
识别，
以提高BMTS平台的适用性和锂电池组的安全性，
动力锂电池组接口基本连线：
VCC+和
VCC-分别表示充放电回路动力线的正负接线端，
S_VCC+和S_VCC-分别表示锂电池组两端电
压的正负接线端，
A、B、C通过电控柜5V供电信号构成三位跳线识别码，
可对8类不同型号的
动力锂电池组进行SOC值测定；
动力锂电池组VCC+接航空头的保险端，
动力锂电池组的VCC接航空头的VCC-输入端，
动力锂电池组S_VCC+接航空头的S_VCC+输入端，
动力锂电池组S_
VCC-接航空头的S_VCC-输入端，
航空头B、
C连接5V，
航空头A连接GND；
(3) BMTS平台的通信方式设计：
充电电源选用数字电源，
采样SPCI协议进行数据的编
码和解析传输，
负载选用电子负载，
采用MODBUS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硬件连接线均采用标准
RS485通信方式 ，针对大功率数字电 源分配0X00的通信地址 ，针对小功率数字电 源分配
0X01、
0X02、
…、
0X0E的物理地址，
针对电子负载分配0X11的物理地址，
针对独立保护单元分
配0X21的通信地址，
通过上位机编程RS485通讯寻址的方式实现参数的设置与数据读取；
(4) BMTS平台的功能扩展设计：
考虑后续系统的扩展，
预置网口以适应后续形成工业
以太网的模型进行多套系统扩展与功能控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其特征在于，
基于多线程运行机制，
通
过RS485总线通信控制中的分时复用机制，
实现多组动力锂电池组的同时SOC测定；
通过跳
线识别码的校验保证所连接锂电池组的正确性；
通过不同种锂电池组型号以及测定方式的
选择，
确定所测定的动力锂电池组所需的具体参数，
作为锂电池组SOC测定的基本参数和停
止条件。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其特征在于，
通过对电流对时间的实
时积分计算，
并根据所选择的是否启封状态进行锂电池组SOC值测定；
计算过程使用安时积

2

CN 106546926 B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分法实现，
如下式所示，
基于锂电池组安全寿命考虑，
放电过程中放电截止电压，
允许超级
管理员设置，
初始设定锂电池组放电截止电压为15 .00V，
各单体截至电压为3 .000V，
该电压
以下的剩余容量不参与SOC值测定过程；
通过计算出的容量Q 与设定的实际额定容量Q T 的比
值，
进行锂电池组SOC值测定；

针对新启封和已使用两种状态进行容量判断时，
实际额定容量Q T 分别设定为Q T =C N 或Q T =
CN *80%，
CN 为标称额定容量；
在基础信号采样测试完成后，
系统从适用性的角度出发，
考验不
同锂电池单体状态和不同电流充放电过程，
进行BMTS平台的电池应用现场的性能测试；
通
过设备计量功能，
在没有加速度、振动、冲击影响、环境温度为20±5℃、相对湿度低于85%、
大气压力为101 .308±7 .998kPa的静态标定标准条件下，
对锂电池组BMTS平台中的部件数
字电源、
电子负载、
电压表及通道线路进行计量标定检测，
系统测量绝对误差Δx 计算公式
为Δx=|x-x 0 |，
x 表示配套能量管理设备检测的示值，
x 0 表示计量所研制BMTS平台的标准仪
器检测得到的相对真值，
最大引用误差如下式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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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该方法针对锂电池组SOC测定，
通过构建
锂电池组的针对性电池维护与测试系统（Battery Maintenance and Test System，
BMTS）
平台准确测定SOC值；
通过RS485总线机制实现其组网控制，
并配备有嵌入式监视与控制通
用系统（Monitor and Control Generated System，
MCGS）和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
IPC）实现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
增加航空头并分配跳线识别码以提高对多种锂
电池组的适应性；
通过在主充放电回路中增设独立保护单元IPU以实现三级保护；
该方法在
恒流CC放电基础上，
融入串联充电转均衡充电过程以提高锂电池组容量利用效率；
通过恒
流（Constant Current，
CC）充电转恒压（Constant Voltage，
CV）充电模式切换解决每个电
池单体的电量充满问题，
实现对SOC值的有效测定；
该方法是一种基于现代控制理论的动力
锂电池组SOC值测定方法，
属于新能源测控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锂电池工作性能得到不断提高，
由于其内部阳极、
隔膜、阴极和电解液材
料的不断提高；
生产工艺和其他因素的提高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得锂电池成为
最有希望的可充电电池；
锂电池具有高工作电压、
高能量密度、
高体积密度、
容量大、
自放电
率小等优点，
因此越来越多地成组应用于动力能量供应领域，
逐渐代替镉镍电池成为主要
动力能量供应源。
[0003] 然而，
锂电池动力成组应用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其中不合理的能量管理将直接
影响其容量使用效率和寿命，
甚至引发严重事故；
在整个锂电池生命周期中，
配套能量管理
设备中的核心参数SOC控制将影响动力供能效果，
因此，
实时监测SOC值并基于此评估整个
锂电池组的工作性能是非常必要的；
状态参数SOC值是以锂电池组为基础的大功率储供能
系统的重要因素，
无论在各种能量供应动力应用中，
该参数的在线监测都是其配套能量管
理设备能量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锂电池组中单体间差异，
配套能量管理设备中
的SOC估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而这些问题需要在有限的计算资源需求条件下解决；
尤其是
在动力应用环境中，
锂电池组的SOC测定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由于配套能量管理设备的不成
熟能量管理，
尤其是SOC准确估算的技术瓶颈，
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经
历了波音787、
电动汽车、
电动公交车等由于锂电池因素引发的安全事故，
其高稳定性和可
靠性遭到担心和质疑，
严重阻碍了锂电池的动力成组应用。
[0004] 构建锂电池组SOC准确测定平台，
运用现代控制理论和总线技术重要解决途径，
在
提高精度和降低计算量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不断优化和改进；
通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库中
查询与本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
已有专利只针对锂电池单体SOC估算做出申请，
关于锂电池
动力成组SOC测定装置和方法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SOC测定方法的不足，
提供一种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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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锂电池动力成组应用的SOC准确测定问题。
[0006] 本发明主要通过构建锂电池组BMTS平台准确测定SOC值；
通过RS485总线机制实现
其组网控制，
并配备有嵌入式MCGS和IPC实现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
增加航空头并分配跳线
识别码以提高对多种锂电池组的适应性；
通过在主充放电回路中增设独立保护单元IPU以
实现三级保护；
该方法在恒流CC放电基础上，
融入串联充电转均衡充电过程以提高锂电池
组容量利用效率；
通过恒流CC充电转恒压CV充电模式切换解决每个电池单体的电量充满问
题，
实现对SOC值的有效测定。
[0007] 本发明是基于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相结合方式，
实现的动力锂电池组SOC测定方
法，
具有较强的环境适用性；
针对动力锂电池组工作特征，
本发明进行针对性BMTS平台构
建，
实现动力锂电池组SOC的准确测定；
本发明锂电池组BMTS平台中充电过程电动势来源于
1个大功率充电电源和14个小功率充电电源，
大功率充电电源在经由继电器基础上通过总
充放航空头与锂电池组相连，
小功率充电电源在经由继电器基础上通过均衡充电航空头与
锂电池组的各个电池单体相连；
放电过程通过电子负载和继电器控制实现，
电子负载经由
放电继电器与锂电池组相连；
本发明构建锂电池组SOC测定装置，
在本地单元实现第一级保
护，
在IPC远程控制中实现第二级保护，
通过在主充放电回路中增设独立保护单元IPU以实
现三级保护；
针对动力工况特点，
本发明在恒流CC放电基础上，
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中融
入串联充电转均衡充电过程以提高锂电池组容量利用效率；
在两大环节中，
通过CC转CV模
式切换解决每个电池单体的电量充满问题，
实现对SOC值的有效测定；
本发明可对动力锂电
池组SOC值进行准确测定，
具有计算简洁、
工况适应性好和精度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08] 图1 是本发明实现锂电池组SOC测定的BMTS平台结构图；
[0009] 图2 是本发明的BMTS平台航空头接线示意图；
[0010] 图3 是本发明的SOC测定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将对本发明的结合S-ECM模型和RP-UKF算法的动力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结
合附图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本发明针对锂电池动力成组应用时SOC测定问题，
构建锂电池
组BMTS平台，
通过RS485总线机制实现其组网控制，
并配备有嵌入式MCGS和IPC实现本地控
制和远程控制；
增加航空头并分配跳线识别码以提高对多种锂电池组的适应性；
通过在主
充放电回路中增设独立保护单元IPU以实现三级保护；
该方法在恒流CC放电基础上，
融入串
联充电转均衡充电过程以提高锂电池组容量利用效率；
通过CC充电转CV充电模式切换解决
每个电池单体的电量充满问题，
构造SOC测定模型系统方案；
为了更好的体现本发明，
在本
实施例中仅以航空锂电池组为例进行说明，
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熟知，
根据本发明的技
术思想可以实现多种动力锂电池组的SOC测定；
以下对动力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的实现步
骤进行详细说明。
[0012] 参见图1，
本发明的动力锂电池组SOC测定方法中所设计的BMTS平台具有：
通过使
用大功率数控电源来模拟航空动力系统发电机输出过程，
通过小功率数控电源实现均衡充
电过程，
通过使用电子负载来模拟飞机中各个负载子系统的能量消耗过程；
通过使用数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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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与存储子系统来记录电压、
电流和温度值，
同样也用于在线能量管理设备能量管理的
SOC估算实现过程的参考；
高精度电流传感器在BMTS平台中得到应用，
精度为0 .10%，
通过在
IPC中进行C#编程，
利用RS485总线实现BMTS平台中各硬件设备子部件的控制；
该BMTS平台
实现了动力锂电池组的充电 、放电 和循环充放电过程，
实现了动力锂电池组的SOC测定；
BMTS平台对各种信号的采样、
通信及处理方法如下所示。
[0013]
(1) 信号采样：
锂电池组电压信号检测采用集成于数字电源上的高精度电压表检
测，
其AD采样位数为16，
采样完成后的数字量基于SCPI协议传输给上位机，
以提高信号传输
的抗干扰能力；
锂电池组的电压范围为0 .00-33 .00V，
使用0 .00-35 .00V的测量范围，
电池单
体电压范围为0 .000-4 .150V，
使得其成组端电压和各单体电池电压采样量程分别如下式所
示。
(1)

[0014]
[0015]

在用于SOC状态测定的BMTS平台中，
由于使用16位AD进行采样，
动力锂电池组的端
电压和各单体电压最终采样分辨力如下式所示。

(2)

[0016]

[0017]

(2) 抗干扰与识别码设计：
为了降低线组损耗所造成的检测误差，
采用动力线与
采样线分开的方式，
保证了信号采样与传输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不同电池进行编码识别，
以
提高BMTS平台的适用性和锂电池组的安全性，
动力锂电池组接口基本连线参见图2；
图中，
VCC+和VCC-分别表示充放电回路动力线的正负接线端，
S_VCC+和S_VCC-分别表示锂电池组
两端电压的正负接线端，
A、B、C通过电控柜5V供电信号构成三位跳线识别码，
可对8类不同
型号的动力锂电池组进行SOC值测定，
如图中所示连线表示跳线识别码为011，
形成一种动
力锂电池组的编码识别。
[0018]
(3) 通信方式设计：
充电电源选用数字电源，
采样SPCI协议进行数据的编码和解
析传输，
负载选用电子负载，
采用MODBUS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硬件连接线均采用标准RS485
通信方式 ，针对大功率数字电 源分配0X00的通信地址 ，针对小功率数字电 源分配0X01、
0X02、…、0X0E的物理地址，
针对电子负载分配0X11的物理地址，
针对独立保护单元分配
0X21的通信地址，
通过上位机编程RS485通讯寻址的方式实现参数的设置与数据读取；
通过
使用该组网数字通信方式，
有效降低了外部的电磁干扰，
保证了数据通信的可靠性。
[0019]
(4) 功能扩展设计：
考虑后续系统的扩展，
预置网口以适应后续形成工业以太网
的模型进行多套系统扩展与功能控制；
根据动力锂电池组SOC值测定需求，
设计BMTS平台整
体功能以及系统软件功能结构。
[0020] 基于多线程运行机制，
通过RS485总线通信控制中的分时复用机制，
实现多组动力
锂电池组的同时SOC测定；
通过跳线识别码的校验保证所连接锂电池组的正确性；
通过不同
种锂电池组型号以及测定方式的选择，
确定所测定的动力锂电池组所需的具体参数，
作为
锂电池组SOC测定的基本参数和停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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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通过设计循环充放电实验流程，
研究动力锂电池组在多次循环过程中电压和SOC
的变化规律，
进而实现对其SOC值进行准确测定；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内容，
动力锂电池组SOC
测定计算，
通过从满电量放电至放电截至电压的过程实现；
这里，
通过使用循环充放电实现
数据采集的过程如图3所示，
图中参数T1和T2表征充放电循环时间段；
由图示可以看出，
动
力锂电池组的SOC测定值，
通过从图中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计算获得。
[0022] 通过对电流对时间的实时积分计算，
并根据所选择的是否启封状态进行锂电池组
SOC值测定；
计算过程使用安时积分法实现，
如下式所示，
基于锂电池组安全寿命考虑，
放电
过程中放电截止电压，
允许超级管理员设置，
初始设定锂电池组放电截止电压为15 .00V，
各
单体截至电压为3 .000V，
该电压以下的剩余容量不参与SOC值测定过程；
通过计算出的容量
Q 与设定的实际额定容量Q T 的比值，
进行锂电池组SOC值测定。
[0023]

(3)

针对新启封和已使用两种状态进行容量判断时，
实际额定容量Q T 分别设定为Q T =C N
或Q T =C N *80%，
C N 为标称额定容量；
在基础信号采样测试完成后，
系统从适用性的角度出发，
考验不同锂电池单体状态和不同电流充放电过程，
进行BMTS平台的电池应用现场的性能测
试；
通过设备计量功能，
在没有加速度、
振动、冲击影响，
环境温度为20±5℃，
相对湿度低于
85%，
大气压力为101 .308±7 .998kPa的静态标定标准条件下，
对锂电池组BMTS平台中的部
件数字电源、
电子负载、
电压表及通道线路进行计量标定检测，
系统测量绝对误差Δx 计算
公式为Δx=|x-x 0 |，
x 表示配套能量管理设备检测的示值，
x 0 表示计量所研制BMTS平台的标
准仪器检测得到的相对真值，
最大引用误差如下式所示。
[0024]

(4)

[0025]
[0026]

通过计量远端锂电池组电压的最大引用误差指标均低于0 .1%，
达到0 .1的精度等
级要求，
系统通过质量检测与现场实际运行，
均达到实时检测与SOC状态测定目标；
实验结
果表明，
该BMTS平台电压测量范围为0 .00-35 .00V，
电流范围为0 .000-4 .000A，
最大引用误
差小于0 .1%，
精度等级G达到0 .1，
实现了动力锂电池组的SOC状态准确测定，
有效保证了动
力锂电池组的稳定可靠运行；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能够满足动力锂电池组的检测要求；
在放
电过程中，
通过不断检测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实现SOC值的准确可靠测定；
在充电过程中，
根
据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规律电池所具有的充电能力进行评价，
以判断电池是否处于正常充
电；
在循环充放电中，
根据充放电过程参量值变化，
以及在放电过程中基于Ah积分法的SOC
计算，
实现对锂电池组的SOC状态有效测定。
[0027] 综上所述，
本发明针对锂电池组SOC测定目标，
综合考虑人机交互复杂性、经济性
和可靠性等问题，
研制针对性BMTS平台并提出SOC测定方法，
在能够实现对动力锂电池组的
充电、放电以及循环充放电及其他相关目标对象的检测与管理基础上，
实现对动力锂电池
组的SOC状态测定，
保证锂电池组储能和供能过程的安全性。
[0028] 本发明的以上实施例仅以航空锂电池组为例进行了动力锂电池组SOC测定的说
明，
但可以理解的是，
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
改变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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