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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池管理系统，具体为一种动力

电池SOC值估算方法，该方法包括：根据整车工

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

础上，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根据所述

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根

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通

过本发明，提高了动力电池SOC的估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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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

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

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包括：

电池的电流范围、温度范围以及所述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频率；

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开路电压曲线、单体容量积分曲线、单体电压变化曲线、单

体电流变化曲线以及单体温度变化曲线；

所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

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通过开路电压试验得到所述开路电压曲线；

在当前温度范围、电流范围、所述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以及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频率

的基础上设置试验点，通过单体电性能试验得到所述单体电压变化曲线、所述单体电流变

化曲线、所述单体温度变化曲线或所述单体容量积分曲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基于电池实际容量，通过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第一SOC值；

将所述动力电池SOC值与所述第一SOC值做差得到SOC误差；

检测所述SOC误差是否在第一设定值范围内；如果是，确定动力电池SOC估算方法有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工况为

NEDC工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体电性能试验

包括以下任一种或多种：

对电池单体进行不同倍率的容量测试；

对电池单体进行在不同倍率的单一及组合脉冲测试；

对电池单体进行基于整车工况换算的工况测试。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单体电

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包括：

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等效电路模型的模型参数的欧姆内阻、转移阻抗

以及扩散阻抗；

将开路电压值、所述欧姆内阻、所述转移阻抗以及所述扩散阻抗代入所述等效电路模

型中，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电池预

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包括：

将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代入龙伯格观测器，循环逼近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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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管理系统，具体为一种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运输用途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世界能源温室气体的20％以上，其中3/4是

由车辆所排放，为应对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石油资源枯竭等问题，各国都在

积极开展研究新能源汽车研究。锂离子电池以能量密度大、工作电压高、循环寿命长和自放

电率低等特点，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

[0003] 电池核心功能包含：SOC(the  state  of  charge，电池荷电状态)、SOH(the  state 

of  function，功能状态)、SOF(the  state  of  health，寿命状态)，电池核心功能估算准确

与否，直接影响整车续驶里程、动力性、电池使用寿命，是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的核心技术

之一，而SOH、SOF估算精度依赖于SOC的高精度估算。

[0004] 目前，国内电动汽车产品SOC估算以安时积分法为主，OCV(Open  circuit 

voltage，开路电压)修正法为辅的方法进行。

[0005] 具体地，OCV修正法：建立开路电压OCV与SOC之间的函数关系，根据标定OCV值获取

电池SOC。安时积分法：通过电流积分计算电池电量变化，电池额定电量及初始SOC获取电池

实时SOC值，具体地，安时积分法是将动力电池额定容量C额代入到公式SOC0+Q积分/C额得到电

池实时SOC值，需要说明的是，SOC0为动力电池的初始SOC值，Q积分为动力电池在工况过程中

充电或放电状态时电量的积分。动力电池的额定容量C额为电池的标称容量。

[0006] 但安时积分法计算量小，原理简单，但存在估计准确性依赖电流测量精度、误差无

法过程自校正而随时间累积发散等问题。OCV修正法的准确测量需要电池静置1小时以上，

因此在整车运行过程中无法实现，不适宜电动车SOC值实时在线检测。若将安时积分法与

OCV修正法连用，但在整车使用过程中SOC精度无法保证，也不适用于SOC使用窗口基本处在

电池平台期的功率型电池。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以提高动力电池SOC的估算精度。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10] 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

[0011] 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

[0012] 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0013] 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0014]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5] 基于电池实际容量，通过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第一SOC值；

[0016] 将所述动力电池SOC值与所述第一SOC值做差得到SOC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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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检测所述SOC误差是否在第一设定值范围内；如果是，确定动力电池SOC估算方法

有效。

[0018] 优选地，所述整车工况为NEDC工况。

[0019] 优选地，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包括：

[0020] 电池的电流范围、温度范围以及所述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

频率。

[0021] 优选地，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开路电压曲线、单体容量积分曲线、单体电压

变化曲线、单体电流变化曲线以及单体温度变化曲线；

[0022] 所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

[0023] 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通过开路电压试验得到所述开路电压曲线；

[0024] 在当前温度范围、电流范围、所述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以及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

频率的基础上设置试验点，通过单体电性能试验得到所述单体电压变化曲线、所述单体电

流变化曲线、所述单体温度变化曲线或所述单体容量积分曲线。

[0025] 优选地，所述单体电性能试验包括以下任一种或多种：

[0026] 对电池单体进行不同倍率的容量测试；

[0027] 对电池单体进行在不同倍率的单一及组合脉冲测试；

[0028] 对电池单体进行基于整车工况换算的工况测试。

[0029] 优选地，所述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包括：

[0030] 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等效电路模型的模型参数的欧姆内阻、转移

阻抗以及扩散阻抗；

[0031] 将开路电压值、所述欧姆内阻、所述转移阻抗以及所述扩散阻抗代入所述等效电

路模型中，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0032] 优选地，所述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包括：

[0033] 将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代入龙伯格观测器，循环逼近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本发明提供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根据

所述单体测试参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

池预测电压值；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通过本发明，提高了动力电

池SOC的估算精度。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的一种流程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有关工况测试电流时间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Randle等效电路模型。

[003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的另一种流程图。

[004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SOC估算精度验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及技术内容，下面结合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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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42] 如图1所示，是本发明实施例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的一种流程图，包括以下步

骤：

[0043] 步骤100：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

[0044] 具体地，所述整车工况可以为：NEDC工况。

[0045] 进一步，本发明实施例中，整车工况除了NEDC工况外，还可以是Loadcycle工况，具

体地，Loadcycle工况为针对重度混合动力汽车的一种工况，相对于NEDC工况，Loadcycle工

况可以适用于混合动力汽车，因此本发明实施例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应用的领域更加

广泛。

[0046] 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包括：

[0047] 电池的电流范围、温度范围以及所述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

频率。

[0048] 步骤101：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

[0049] 具体地，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开路电压曲线、单体容量积分曲线、单体电压

变化曲线、单体电流变化曲线以及单体温度变化曲线。

[0050] 在所述单体测试参数基础上，所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包括：

[0051] 通过开路电压试验得到所述开路电压曲线；在当前温度范围、电流范围、所述电流

范围的使用频率以及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频率的基础上设置试验点，通过单体电性能试验

得到所述单体电压变化曲线、所述单体电流变化曲线、所述单体温度变化曲线或所述单体

容量积分曲线。需要说明的是，由整车工况确定当前温度范围、电流范围、所述电流范围的

使用频率以及所述温度范围的使用频率，即在当前温度范围内，如果温度范围的使用频率

较高，则在所述单体电压变化曲线、所述单体电流变化曲线、所述单体温度变化曲线或所述

单体容量积分曲线中采集的点(即试验点)较多；例如，基于整车工况，确认电池使用温度范

围为(0℃，20℃)，在20℃占温度范围的比例为50％，在10℃占温度范围的比例为30％，0℃

占温度范围的比例为20％，则进行单体电性能试验时，试验点设置数目在20℃时大于在10

℃时大于在0℃数目。同样，在当前电流范围内，如果电流范围的使用频率较高，则在所述单

体电压变化曲线、所述单体电流变化曲线、所述单体温度变化曲线或所述单体容量积分曲

线中采集的点(即试验点)较多；例如，基于整车工况，确认电流范围为0A～30A，例如当电流

在0A～10A段时，占整个电流范围的比例为30％；在10A～20A段时，占整个电流范围的比例

为50％；在20A～30A段时，占整个电流范围的比例为20％，则单体试验参数设置时，试验点

设置数目在10A～20A段大于在0A～10A段大于在20A～30A段。

[0052] 具体地，开路电压试验包括：

[0053] 1)在设定温度(设定温度通过标定标定，比如25℃)下，按供应商提供标准充放电

制度运行1次充放电循环。

[0054] 2)在设定温度下，采用1/30C的动力电池(对于6Ah的电池，1C为6A；72Ah的电池，1C

为72A)放电至SOC95％，静置1h，测量并记录开路电压U1。

[0055] 3)参考步骤3，以5％SOC为采样间隔，测量并记录开路电压Un(n≥2)。

[0056] 4)通过上述SOC采样间隔与开路电压的对应关系，绘制SOC-OCV(开路电压)曲线。

[0057] 进一步，所述单体电性能试验包括以下任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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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1)对电池单体进行不同倍率的容量测试，具体地见表1，表1中C表示为电池的容

量，*表示为在当前条件下按照给定电流及温度开展试验；2)对电池单体进行在不同倍率的

单一及组合脉冲测试，具体地，单一脉冲测试如表2所示，其中表2中*表示为在某一温度下

按照给定电流I1(单位为A)、时间t1(单位为s)及初始SOC值开展试验；进一步，组合脉冲测

试如表3所示，其中表3中*表示为在某一温度以及不同脉冲条件下按照给定电流I2(单位为

A)、电流I3(单位为A)、时间t3(单位为s)、时间t4(单位为s)及第一次脉冲后的SOC值开展试

验；3)对电池单体进行基于整车工况换算的工况测试。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整车工况换算是

指常规的电流值转换，比如，采集电池电流值并基于电池中电池单体的串并联数目换算得

到单体电流值。具体地，如图2所示为某款电池的有关工况测试的电池单体电流-时间图。需

要说明的是，单体电性能试验可以上面1)至3)个试验的一种多种，而1)至3)全部采用的试

验则是最全面的试验，最终得到的动力电池的SOC值最精确。

[0059] 表1

[0060]

[006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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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表3

[0064]

[0065]

[0066] 步骤102：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0067] 具体地，所述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包括：根据所述

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等效电路模型的模型参数的欧姆内阻RAC、转移阻抗RBV以及扩

散阻抗RWB；将所述开路电压值、所述欧姆内阻RAC、所述转移阻抗RBV以及所述扩散阻抗RWB

代入所述等效电路模型中，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0068] 进一步，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以及公式(1)、公式(2)、公式(3)、公式(4)可以

计算得到等效电路模型的模型参数的欧姆内阻RAC、转移阻抗RBV以及扩散阻抗RWB，具体公

式如下：

[0069] U＝OCV+RBV*IBV+1/3*RWB*IWB1+2/3*RWB*IWB2+RAC*I………….(1)

[0070] IBV(t)＝(I*dt+IBV(t-1)*τBV)/(dt+τBV) ..................(2)

[0071] IWB(t)1＝(I*dt+IWB(t-1)1*τWB1)/(dt+τWB1) ..........................(3)

[0072] IWB(t)2＝(I*dt+IWB(t-1)2*τWB2)/(dt+τWB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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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Usim＝OCV+(RBV*IBV+1/3*RWB*IWB1+2/3*RWB*IWB2+(RAC+Rwiring)*I)……(5)

[0074] 其中公式(1)与公式(5)的区别在于内阻Rwiring，公式(1)由电池单体得出，因此

不考虑连接内阻Rwiring；而公式(5)由电池包模型得出，必须要考虑内阻Rwiring。公式中U

为单体实测电压，I为单体电流。公式(2)、公式(3)、公式(4)中dt为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一般

设置为0.1S；τBV、τWB为时间常数，U、I可由单体电性能参数中读取，将已知量I、dt、τBV、τWB

代入公式(2)～(4)，可以获取对应时间状态下的IBV、IWB1、IWB2。

[0075] 进一步，再将I、dt、τBV、τWB、IBV、IWB1、IWB2代入公式(1)，通过matlab曲线拟合工

具可以获取欧姆内阻RAC、转移阻抗RBV以及扩散阻抗RWB。

[0076]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中采用的等效电路模型可以为Randle等效电路模型。进一

步，Randle等效电路模型如图3所示。其中RAC为欧姆内阻、RBV为转移阻抗、RWB为扩散阻抗；

IBV、IWB1、IWB2分别为图3中u_CT、u_WB1、u_WB2回路应激电流；图3中，u_AC为由欧姆内阻RAC

产生的极化电压；u_OCV＝f(SOC)回路等效为公式(1)。

[0077] 步骤103：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0078] 具体地，所述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包括：将所述电池预

测电压值代入龙伯格观测器，循环逼近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0079] 具体地，采用龙伯格观测器方法估算SOC可以通过上一时刻的电池预测电压值估

算下一时刻的电池电压值，最终，循环逼近真实的SOC值(即动力电池SOC值)：

[0080] SOC(t)＝SOC+(Umeas-Usim)*Gain.............................(6)

[0081]

[0082] 其中，公式(6)中，Gain为增益系数，Umeas为电池包实测电压，Usim为电池预测电

压值，SOC为上一采样周期的SOC值与经过安时积分计算得到的SOC值之和，SOC(t)即为动力

电池SOC值。

[0083] 进一步，Gain为经验值，而Gain的数值选取参照表4，其中，表4中I表示为电池包电

流，IWB表示为当前采样周期内IWB1与IWB2中最大值，IBV为当前电池包的IBV值，T表示为电

池包内所有电池的平均温度。

[0084] 表4

[0085]

条件 数值

[I、IBV、IWB]＜[200，200，10] 1e-04

T＜5℃ 1e-05

其它状态 5e-05

[0086]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可以实现对

PHEV电动车(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插电式混合动力)、HEV电动车(Hybrid 

Electrical  Vehicle，混合动力汽车)以及BEV电动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纯电

动)车辆的电池SOC值估算。

[008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

数；根据单体测试参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

到电池预测电压值；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通过本发明提高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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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池SOC估算精度。

[0088] 为了确定本发明实施例得到的动力电池SOC值是否真正的准确，如图4所示，是发

明实施例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的另一种流程图，包括以下步骤：

[0089] 步骤200：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数。

[0090] 步骤201：根据所述单体测试参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

[0091] 步骤202：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到电池预测电压值。

[0092] 步骤203：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

[0093] 步骤204：基于动力电池实际容量，通过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第一SOC值。

[0094] 具体地，动力电池实际容量C实是由供应商给定的标准充放电制度测得，将测得的

动力电池实际容量C实代入到公式SOC0+Q积分/C实得到第一SOC值，其中，SOC0为动力电池的初始

SOC值，Q积分为动力电池在工况过程中充电或放电状态时电量的积分。

[009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动力电池实际容量C实与额定容量C额存在差异，因此，本发明实

施例中得到的第一SOC更加准确。

[0096] 步骤205：将所述动力电池SOC值与所述第一SOC值做差得到SOC误差。

[0097] 步骤206：检测所述SOC误差是否在第一设定值范围内；如果是，执行步骤207；否

则，执行步骤208。

[0098] 具体地，第一设定值范围根据当前电池包的数据通过标定确定，比如，第一设定值

范围为：0～4％之内。即所述SOC误差如果在0～4％之内，说明本申请得到的动力电池SOC值

为可靠的值。

[0099] 步骤207：确定动力电池SOC估算方法有效。

[0100] 具体地，如图5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SOC估算精度验证图。其中，在图5中，

SOCAh曲线代表为使用工况过程中通过电流积分获得的动力电池SOC值，即第一SOC值；

SOCPACK曲线代表为使用本发明实施例估算得到的动力电池SOC值。

[0101] 步骤208：结束。

[010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动力电池SOC值估算方法，根据整车工况，确定单体测试参

数；根据单体测试参数，通过试验获取单体电性能参数；根据所述单体电性能参数，计算得

到电池预测电压值；根据所述电池预测电压值，得到动力电池SOC值，通过安时积分法得到

第一SOC值，并将本发明得到的SOC值与所述第一SOC值进行比较，确定本发明的SOC值的估

算是否有效，通过本发明，可以实现动力电坚持SOC值估算过程的自校准，提高了动力电池

SOC值估算精度。

[0103]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

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系统及方法；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

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

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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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0

CN 106772104 B

10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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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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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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