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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

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方法：首先，对

历史容量退化数据进行相空间重构，并利用重构

后的数据拟合广义退化模型，获得模型参数和拟

合均方根误差；其次，在多个尺度内，对未来容量

进行向前一步估计，并通过加权集成得到向前一

步预测结果；然后，将预测结果加入已知序列，向

前进行迭代预测；最后，判定多步预测结果是否

达到失效阈值，并计算剩余使用寿命。本发明提

出的广义退化模型可以拟合复杂的组合退化规

律，模型通用性强、适用范围广、拟合误差小；在

相空间重构的基础上进行多尺度预测，然后通过

加权集成获得预测结果，预测结果不易受噪声干

扰、准确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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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1)基于历史容量退化数据进行相空间重构，获得多尺度内的锂电池性能退化数据；

(2)提出一种广义性能退化模型，其可自适应地从历史数据中提取性能衰退规律，能够

拟合较为复杂的组合退化规律，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ti为时间，εi为高斯噪声，a,b,c,d为模型参数，且a,b,c,d＞0，可通过试验数据确

定模型参数；

(3)在多个分析尺度内，对向前一步未来容量进行预测，并基于广义退化模型拟合的均

方根误差值进行集成加权，获得待预测的容量值；其中，

首先通过锂电池历史容量退化数据拟合广义退化模型，获取模型的参数，然后将未来

时间点输入模型即可得到系统未来的性能状态，为提高预测的鲁棒性，在多个时间尺度对

系统未来状态进行预测，然后基于拟合残差进行加权，获得最终的结果，具体如下：

(1)向前一步容量预测

记以预测点所在时刻为基准向前P个循环的锂电池容量数据序列为{x1,x2,...,xP}，向

前一步预测即估计锂电池在P+1个循环时的容量 为了从多个尺度对P+1时刻的容量做

出预测，按如下方法对原始数据在相空间进行重构，

其中，Q为嵌入维数，D为最高分析尺度；

为方便表示，将重构后的数据记为：

使用 分别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分析得到广义退化模型

的各个参数的估计 拟合的均方根误差(RMSE)为：

对P+1循环锂电池的容量估计为：

记在不同分析尺度上拟合广义退化模型的均方根误差为{rmse1,rmse2,...,rmseD}，拟

合模型对P+1循环容量的预测结果为 首先，基于拟合均方根误差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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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加权权重：

则对P+1循环的电池容量的最终估计为：

(4)在多步预测中，使用新加入数据动态更新退化模型参数，以保持其较好的动态预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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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

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健康管理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

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剩余使用寿命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是新一代的绿色高能可充电电池，具有电压高、能量密度大、循环性能

好、自放电小、无记忆效应等突出优点，即使在长时间的放电过后，也能够保持优越的温度

特性，良好的防漏性能，稳定的工作电压，较长的工作寿命，因而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

舶、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中。

[0003] 锂离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其性能会逐渐发生退化，最终完全失效。性能退化是由

正负极活性材料的物化结构性质、涂层的粘结强度、隔膜的质量等在循环充放电过程中逐

渐劣化引起的。意外的电池寿命终结会导致系统整体功能性失效，一个典型实例就是美国

航空航天局发射的火星环球探测器在运行过程中发出错误指令，命令太阳电池板动作使之

朝向太阳，该指令执行时没有考虑电池性能状态使得电池过放电、温升过高失去了再充电

的能力，系统整体丧失了电力供应而失去联系。电动汽车电池组在工作过程中常因充放电

时间过长而产生过充电、过放电现象，不仅影响了电池的使用性能，缩短了电池的使用寿

命，而且减少了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降低了整车性价比；电池在使用寿命，耐受性及驱动

器系列技术上的突破，最终将带来成本低廉，持久和耐受性好的锂离子电池的发展。但是，

再好的锂离子电池，着时间的推移，老化，环境和运作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系统性能也会随

降低。因此，对电池系统的健康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实时监测电池的健康状态并对剩余使用

寿命进行预测，一方面可以保证系统安全可靠运行，降低因电池失效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

方面可以为系统的维护和维修提供决策支持。

[0004] 锂离子电池健康管理技术近几年已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每年都有数百

份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应用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中。目前，锂电池健

康评估和预测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基于机理模型的方法，数据驱动方法和混合方

法。基于机理模型的方法，主要的挑战是缺少锂电池独特的理论电路模型，而且电路虚拟元

件的数值估计需要庞大和昂贵的设备例如EIS设备。数据驱动方法，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关

于电池化学特性和材料特性的专业知识，成功的关键是提取的性能退化特征的相关性和可

用性。本发明提出一种新的数据驱动预测方法，其可以自适应的在历史容量数据中捕捉性

能退化特征，并将其用于未来状态的预测，而不需要提前假定具体的性能退化模型；同时使

用集成学习的思想，从多个角度对待预测值进行预测，然后加权集成获得结果，预测的鲁棒

性好，精度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现有基于退化演化模型的锂电池预测方法需要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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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待预测电池遵循某种具体的退化模式，一种模型只能适用于具有相同退化规律的相似

电池，模型的通用性差，且在不同退化阶段无动态调整能力，预测结果准确性差。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度分

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方法，包括：

[0007] (1)基于历史容量退化数据进行相空间重构，获得多尺度内的锂电池性能退化数

据；

[0008] (2)提出一种广义性能退化模型，其可自适应地从历史数据中提取性能衰退规律，

能够拟合较为复杂的组合退化规律，具体模型如下：

[0009]

[0010] 式中，ti为时间，εi为高斯噪声，a,b,c,d为模型参数，且a,b,c,d＞0，可通过试验数

据确定模型参数；

[0011] (3)在多个分析尺度内，对向前一步未来容量进行预测，并基于广义退化模型拟合

的均方根误差值进行集成加权，获得待预测的容量值；

[0012] (4)在多步预测中，使用新加入数据动态更新退化模型参数，以保持其较好的动态

预测能力。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

[0014] (1)、本发明提出的广义退化模型可以拟合复杂的组合退化规律，模型通用性强、

适用范围广、拟合误差小；

[0015] (2)、本发明在相空间重构的基础上进行多尺度预测，然后通过加权集成获得预测

结果，预测结果不易受噪声干扰、准确性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流程图；

[0017] 图2为不同参数下的线性退化曲线；

[0018] 图3为不同退化参数下的二次退化曲线；

[0019] 图4为不同参数下的根号函数退化曲线；

[0020] 图5为不同退化参数下的广义模型退化曲线；

[0021] 图6为原始数据重构原理示意图；

[0022] 图7为向前多步预测原理图；

[0023] 图8为CS2_36电池预测结果，其中，图8(a)为300个循环位置，图8(b)为350个循环

位置，图8(c)为400个循环位置；

[0024] 图9为CX2_38电池预测结果，其中，图9(a)为4  00个循环位置，图9(b)为550个循环

位置，图9(c)为600个循环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6] 本发明一种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方法，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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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1.广义退化模型

[0028] 产品或设备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学变化其性能逐渐衰退，最终导致

失效。常见的退化模型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退化速度基本恒定的匀速退化、退化速度逐渐增

加的退化和退化速度逐渐减小的退化。其中，退化速度是指单位时间内产品或设备的性能

退化量，反映产品趋于失效的快速程度。具有匀速退化规律的产品在寿命周期的不同时段，

其退化速度相同，常用线性函数表示其退化规律。然而，能用于建模非匀速退化(退化速度

是时变的)的数学模型很多，本发明选择二次曲线和根号函数曲线分别建模两种不同退化

规律的退化。这种选择的优点是既能全面的表征不同类型的退化规律，同时必要的模型参

数较少，且模型参数可以与模型中其他部分分离，便于优化处理。

[0029] 以下对三种不同类型的退化规律进行详细的介绍：

[0030] (1)线性退化模型

[0031] 线性退化函数如公式(1)所示，

[0032] yi＝a-b·ti+εi   (1)

[0033] 式中，ti为第i次测量对应的时间或循环数；yi为性能指标，如容量、健康指数等；a,

b为模型参数，a为截距，b为退化速度，且a,b＞0；εi～N(0,σ2) ,i＝1,2,...,n为高斯噪声，n

为采样点数。图2展示了不同退化参数下的线性退化曲线。

[0034] 依公式(1)可知，对于符合线性退化规律的性能衰退，只需通过退化数据辨识出系

统的两个参数即可得到系统的退化模型，基于此可以进行未来状态和剩余寿命的预测。无

论如何，实际的产品的退化演化规律往往不是简单的线性。

[0035] (2)二次退化模型

[0036] 实际使用中的大量产品或设备，在退化过程中其退化速度是越来越大的。公式(2)

可以建模这种增速退化，

[0037] yi＝c-d·ti2+εi   (2)

[0038] 式中，c,d为模型参数c,d＞0，通过实验数据确定。图3展示了不同退化参数下的退

化曲线。

[0039] (3)根号函数退化模型

[0040] 有些产品或设备，或者产品的某个退化阶段会表现出退化速度减慢的现象，用公

式(3)描述这种类型的衰退规律。

[0041]

[0042] 式中，e,f为模型参数e,f＞0，通过实验数据确定。图4展示了不同退化参数下的退

化曲线。

[0043] (4)广义退化模型

[0044] 以上模型展示了产品或设备典型的三种性能衰退规律，单个模型仅适用于对应

的、性能衰退规律保持不变的产品。然而，实际产品通常运行在复杂的工况和环境下，在不

同使用阶段遵循何种退化模型并不容易知道，因而需要一种通用的退化模型去自动捕捉产

品的退化规律，模型的参数通过试验数据来确定，而不提前限定模型的具体类型。实际产品

的性能衰退规律是三者的组合形式，如公式(4)所示。

[0045]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6372272 B

6



[0046] 式中，a,b,c,d为模型参数，a,b,c,d＞0，可通过试验数据确定。b,c,d三个参数的

不同组合决定了退化曲线的形状。图5展示了不同退化参数下的退化曲线。

[0047] 依据图5可知，广义退化模型通过调整退化模型各参数即可得到不同类型的退化

规律，能够给出产品性能衰退过程中常见的、各种类型的演化规律。本发明使用广义退化模

型，并根据锂电池不同退化阶段的退化数据辨识性能衰退模型参数，进而进行容量预测。

[0048] 2.基于广义退化模型和多尺度分析的锂电池容量及寿命预测

[0049] 首先通过锂电池历史容量退化数据拟合广义退化模型，获取模型的参数，然后将

未来时间点输入模型即可得到系统未来的性能状态。为提高预测的鲁棒性，在多个时间尺

度对系统未来状态进行预测，然后基于拟合残差进行加权，获得最终的结果，具体原理详细

介绍如下。

[0050] (1)向前一步容量预测

[0051] 记以预测点所在时刻为基准向前P个循环的锂电池容量数据序列为{x1 ,x2 ,...,

xP}，向前一步预测即估计锂电池在P+1个循环时的容量 为了从多个尺度对P+1时刻的

容量做出预测，按如下方法对原始数据在相空间进行重构，原理如图6所示。

[0052]

[0053] 其中，Q为嵌入维数，D为最高分析尺度。

[0054] 为方便表示，将重构后的数据记为：

[0055]

[0056] 使用 分别进行最小二乘拟合分析得到广义退化模型

的各个参数的估计 拟合的均方根误差(RMSE)为：

[0057]

[0058] 对P+1循环锂电池的容量估计为：

[0059]

[0060] 记在不同分析尺度上拟合广义退化模型的均方根误差为{rmse1 ,rmse2 ,...,

rmseD}，拟合模型对P+1循环容量的预测结果为 首先，基于拟合均方

根误差序列生成加权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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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则对P+1循环的电池容量的最终估计为：

[0063]

[0064] 本方法在预测时应用集成学习的思想，为了得到最终结果进行多次分析，最后将

分析结果整合得到最终结果。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较强的抗噪声干扰能力和较高的预

测精度。

[0065] (2)向前多步容量预测及寿命预测

[0066] 为更好地对产品维修和部件更换提供决策支持，实际中常常需要对锂电池未来的

容量进行多步预测或者剩余寿命预测，以在恰当的时机安排维修活动，在保证设备安全运

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产品的使用价值，减少寿命周期费用。

[0067] 使用预测窗口滑移的方式对锂电池的未来容量进行多步预测，如图7所示，在第一

步预测时，使用已知数据通过多尺度回归分析分别得到各阶模型的参数，然后向前延伸一

个点，得到向前一步预测的结果；在第二步预测时，将第一步的预测结果作为训练模型的输

入，通过模型得到第二步预测结果；依次类推，可以得到向前n步预测的结果。

[0068] 通过将序列延伸至给定的失效阈值，到达失效阈值所需要的预测步数即为电池当

前的剩余使用寿命(RUL)。

[0069] (3)预测结果评价

[0070] 使用均方根误差(RMSE)评价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其可以量化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平

均差异水平。记向前n步容量预测的结果为 真实容量值为{y P + 1 ,

yP+2,...,yP+n}，则预测结果的RMSE计算公式如下：

[0071]

[0072] 3.试验验证

[0073] 本发明使用马里兰大学CALCE中心提供的锂离子电池循环寿命数据进行算法的验

证。该寿命试验对两种不同类型的LiCoO2电池(CS2和CX2)进行循环充放电测试，并对充放

电过程中的电压、电流、温度、容量和阻抗等进行测量和存储。表1给出了两种型号电池的规

格信息。

[0074] 表1CS2和CX2电池规格

[0075]

[0076] 试验电池在标准恒流-恒压剖面下进行寿命循环测试：首先在恒流状态下对电池

进行充电，当电压达到预设值(充电截止电压)之后保持电压恒定，直至充电电流跌落至一

个设定值(20mA)为止，充电过程结束；电池在恒流状态下放电，当放电电压下降至一个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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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放电终止电压)后，放电过程结束。在试验中，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分别设置为

4.2V和2.7V，以1C倍率恒流放电，即放电电流恒定为1A。

[0077] 选择放电容量作为锂电池的健康指标，设定失效阈值为额定容量的80％，即当试

验电池的容量退化至初始容量的0.8倍时，认为电池发生失效。电池CS2_36和CX2_38的试验

结果如表2所示。

[0078] 表2电池CS2_36和CX2_38试验结果

[0079]

[0080] 使用本发明提出的预测方法分别对CS2_36和CX2_38电池在不同的循环位置进行

未来时刻容量和剩余使用寿命的预测，拟合数据长度Q设置为200，分析尺度D设置为2，预测

结果分别如图8和图9所示。

[0081] 使用均方根误差(RMSE)量化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对两电池预测结果的RMSE如表3

所示。

[0082] 表3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0083]

[0084] 依据图8、图9和表3可知，在预测的早期，已知的数据较少，电池性能衰退规律未充

分呈现出来，因而容量和剩余寿命预测的精度都较低。随着已知数据的增多，预测结果越来

越准确；在接近失效时刻附近，预测的容量与实际容量相差很小，同时对剩余寿命的预测结

果也比较准确。试验分析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能有效的对锂电池的未来容量和剩余使用寿

命进行准确的预测，且预测结果准确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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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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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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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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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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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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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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