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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

测分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待测锂电池放电

至预设电压值；预设n个充电量，其中n≥1的整

数；根据预设的一个充电量，对待测锂电池进行

充电；充电完成之后，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开路电

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试；对所测的数值进行

分析，提取充放电效率值和电池等效模型中的电

阻和电容值，并计算各个数值与分选档位设定参

数的偏差率；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完成全部预设

的充电量的测试；按获得的偏差率分选出适合梯

次利用的锂电池。本发明具有准确、高效、节能的

优点，所分选的锂电池健康状态得到了较充分的

表征，在可能应用场景的实际动态运行过程中显

示较好的一致性，可适用于大批量锂电池梯次利

用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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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测锂电池放电至预设电压值；

(2)预设n个充电量，其中n≥1的整数；

(3)根据预设的一个充电量，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充电；

(4)充电完成之后，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试；

(5)对步骤(4)所测的数值进行分析，提取充放电效率值和电池等效模型中的电阻和电

容值，并计算各个数值与分选档位设定参数的偏差率；

(6)重复步骤(3)～(5)，直至完成步骤(2)中全部预设的充电量的测试；

(7)按获得的偏差率分选出适合梯次利用的锂电池，所述偏差率为为开路电压偏差率、

充放电效率偏差率、电阻和电容偏差率中的至少一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锂电

池为磷酸铁锂系锂电池时，所述待测锂电池的预设电压值为2.6～2.8V；所述待测锂电池为

三元系锂电池时，所述待测锂电池的预设电压值为2.8～3.0V。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n≥3，且每一个预设的充电量的数值不相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预设的充电量为小于或等于锂电池额定能量80％的电量。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预设的充电量为均匀分布在零至锂电池额定能量80％的电量范围之中。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充电结束后静置0.5～4小时，然后再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

试。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量测

试在在开路电压和频谱阻抗测试之后进行，放电量为放电至步骤(1)所述的预设电压值时，

放电功率与步骤(3)的充电功率相同。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池等

效模型中的电阻包括极化电阻和欧姆电阻；所述的电池等效模型中的电容包括极化电容。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对锂电池进行

外观检查，若出现变形、鼓包、破损、漏液或者严重锈蚀中至少一种情况时，则该锂电池被排

出，不能作为所述待测锂电池。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充电完成之后进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试时，测试环境的温度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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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能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汽车逐步产业化和商用化，我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快速增长。2017年全  年电动

汽车累计生产79.4万辆，销售77.2万辆，截止2020年电动汽车产销量  将达到200万辆。电动

汽车产业链带动锂电池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汽车用动力  锂电池保有量也随之急剧增加。通

常汽车动力锂电池剩余容量降低至初始容量 的70～80％时，便无法满足电动汽车的动力

性能、续航里程和安全运行要求，需  要对其进行更换。更换下来的锂电池，仍具有较高的剩

余容量，经过测试、筛  选、重组等，可以用于低速电动车、备用电源、电力储能等运行工况相

对良好、  对电池性能要求较低的邻域，形成所谓的“梯次利用”。锂电池的梯次利用是 电动

汽车和动力锂电池产业链形成闭环的关键环节，在环境保护、资源回收和  提高锂电池全寿

命周期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0003] 锂电池梯次利用之前，必须进行检测和分选。在电动汽车使用过程中，由  于行驶

工况、车主驾驶习惯、充电和养护方式、温度等因素，退役锂电池的性  能会出现较大的差

异，表现出容量、内阻、电压等方面的不一致性问题。这些 问题与锂电池自身健康状态和性

能衰减机理密切相关，如锂离子输运、SEI膜传  输、正、负极活性物质结构稳定性等。而在之

后实际梯次利用过程中，电池状  态和性能衰减程度将发生持续地变化。因此，锂电池梯次

利用需要经过有效的  检测分选，性能合格且一致性好的锂电池可以重组应用于梯次利用

邻域，保证 安全和长期可靠地运行。

[0004] 现有较普遍的方法是借鉴新电池的测试方法，根据外观、容量、内阻、自  放电、充

放电特征曲线等分选成组，如公开号为CN  103439665B、CN  105665309B、  CN  103337671A、

CN  108155426A等专利文献所述，但这些主要参数只能反映  锂电池当下状态，不能反映锂

电池性能衰减的内在机理，不能准确地评估锂电  池健康状态和锂电池梯次利用过程中的

状态变化。现有还有一些测试方法采用  了CT图像、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X射

线衍射谱等技术对锂电池  的内部进行微观形貌和结构的分析，如公开号为CN 

1024375385B、CN 107330474A等专利所述。这些方法适合直观分析单个锂电池衰减和失效

的内在  机理，但价格昂贵，耗时较长，无法运用于大批量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可  见目

前并没有对于锂电池梯次利用的准确而高效的检测分选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  对于

锂电池梯次利用进行准确而高效的检测分选。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1)将待测锂电池放电至预设电压值；

[0008] (2)预设n个充电量，其中n≥1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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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3)根据预设的一个充电量，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充电；

[0010] (4)充电完成之后，对待测锂电池进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 试；

[0011] (5)对步骤(4)所测的数值进行分析，提取充放电效率值和电池等效模  型中的电

阻和电容值，并计算各个数值与分选档位设定参数的偏差率；

[0012] (6)重复步骤(3)～(5)，直至完成步骤(2)中全部预设的充电量的  测试；

[0013] (7)按获得的偏差率分选出适合梯次利用的锂电池。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待测锂电池为磷酸铁锂系锂电池时，所述待测锂电池的预  设电压

值为2.6～2.8V；所述待测锂电池为三元系锂电池时，所述待测锂电池的  预设电压值为2.8

～3.0V。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n≥3，且每一个预设的充电量的数值不相同。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预设的充电量为小于或等于锂电池额定能量  80％的电

量。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预设的充电量为均匀分布在零至锂电池额定 能量80％

的电量范围之中。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4)中充电结束后静置0.5～4小时，然后再对待测锂 电池进

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放电量测试。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放电量测试在在开路电压和频谱阻抗测试之后进行，放电  量为放

电至步骤(1)所述的预设电压值时，放电功率与步骤(3)的充电功率  相同。

[0020] 作为优选，所述的电池等效模型中的电阻包括极化电阻和欧姆电阻；所述 的电池

等效模型中的电容包括极化电容。

[0021] 作为优选，对锂电池进行外观检查，若出现变形、鼓包、破损、漏液或者  严重锈蚀

中至少一种情况时，则该锂电池被排出，不能作为所述待测锂电池。

[002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4)中，充电完成之后进行开路电压、频谱阻抗和  放电量测试

时，测试环境的温度为20～30℃。

[0023] 作为优选，在于检测过程中，在达到截止上限电压前，无法充入50％的额  定能量

电量的锂电池，被排除，被认为不适合梯次利用，不进行进一步检测。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5] (1)本发明通过检测锂电池在不同荷电状态下，检测锂电池主要特性，包  括电压、

充放电量以及频谱阻抗；并进一步从测试数据中对应分析与电池内部  状态和机理相关的

参数；通过不同荷电状态下的多参数的偏差分析，可以更全  面准确详细地了解锂电池的健

康状态、一致性和可能的梯次利用过程的动态变 化。

[0026] (2)本发明对锂电池进行检测分选，具有准确、高效、节能的优点，所分  选的锂电

池健康状态得到了较充分的表征，在可能应用场景的实际动态运行过  程中显示较好的一

致性，可以适用于大批量锂电池梯次利用前的评估，保证安  全和长期可靠地运行。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中实施例1中的锂电池等效电路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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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对锂电池梯次利用的检测分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收集一批方形磷酸铁锂电池，原额定容量100Ah，额定容量320Wh。

[0032] (2)对收集的该批锂电池进行外观检查，出现变形、鼓包、破损、漏液或  严重锈蚀

中任意一种情况的电池被排除，被认为不适合梯次利用，不进行检测。

[0033] (3)对外观检查合格的锂电池放电至2.8V。

[0034] (4)预设4个充电量Q1＝64Wh、Q2＝128Wh、Q3＝192Wh和Q4＝256Wh，进  行4次检测实

验。

[0035] (5)对锂电池充电至64Wh，充电方式为恒功率充电，充电功率为80W，测  试环境的

温度控制在20～30℃范围内；

[0036] (6)静置1小时后，先测试开路电压值V1；再进行频谱阻抗测试，测试频  率为

0.01Hz～100kHz；最后按80W功率放电，测得放电量Q1’。

[0037] (7)由充电量和放电量计算获得充放电效率η1＝Q1’/Q1；由频谱阻抗曲线，  根据锂

电池等效电路模型(如图2所示)计算获得极化电阻Ra1、Rc1、欧姆电阻  Rs1和极化电容Ca1、

Cc1。

[0038] (8)计算各测试和计算参数与对应分选档位参数的偏差率。

[0039] (9)重复具体实施方案步骤(4)至(8)，完成充电量Q2＝128Wh、Q3＝192Wh  和Q4＝

256Wh的测试，获得各测试和计算参数与对应分选档位参数的偏差率。

[0040] (10)按偏差率分选出适合梯次利用的锂电池，判断标准为：偏差率为同 时满足开

路电压的偏差率≤±5％，充放电效率的偏差率≤±1％，极化电阻、欧  姆电阻和极化电容

的偏差率≤±20％。

[0041] 另外，在检测过程中，在达到截止上限电压前，无法充入50％的额定能量 电量的

锂电池，被排除，被认为不适合梯次利用，不进行进一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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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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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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