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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

法，所述方法包括：车辆上电后，获取上一次下电

时的下电SOC，并将其作为当前的上电SOC；判断

是否满足开路电压修正条件；若满足所述开路电

压修正条件，则查询OCV-SOC参数关系表，得到修

正SOC；以所述上电SOC与所述修正SOC之差作为

待偿SOC；车辆运行过程中，由安时积分法计算得

到当前SOC，并根据所述待偿SOC对当前SOC按照

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直至完成所述SOC值补

偿或车辆下电；车辆下电时，存储当前SOC作为本

次下电的下电SOC。通过本发明，既保证了SOC值

的准确性，又解决了下电SOC与上电SOC不一致的

问题，因此不会发生SOC值跳变现象，有效地改善

了驾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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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车辆上电后，获取上一次下电时的下电SOC，并将其作为当前的上电SOC；

判断是否满足开路电压修正条件；

若满足所述开路电压修正条件，则根据电池单体的最低电压和最低温度查询OCV-SOC

参数关系表，得到修正SOC；

以所述上电SOC与所述修正SOC之差作为待偿SOC；

车辆运行过程中，由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当前SOC，并根据所述待偿SOC对当前SOC按照

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直至完成所述SOC值补偿或车辆下电；所述根据所述待偿SOC对当

前SOC按照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包括：若所述待偿SOC为正，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

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所述当前SOC与SOC补偿值之差，作为补偿后的当前SOC；若所

述待偿SOC为负，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所述当前SOC与SOC

补偿值之和，作为补偿后的当前SOC；其中，所述单位补偿里程由下述公式获得：

S0＝Sr×λ

其中，S0为单位补偿里程，Sr为额定续航里程，λ为单位里程系数；

车辆下电时，存储当前SOC作为本次下电的下电SO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车辆下电时，判断是否完成所述SOC值补偿；

若未完成，则以所述待偿SOC与已偿SOC之差作为欠补偿值，并存储所述欠补偿值；其

中，所述已偿SOC为已累计补偿的所述SOC补偿值之和，并且所述已偿SOC的正负与所述待偿

SOC的正负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若不满足所述开路电压

修正条件，则查询是否存储有所述欠补偿值；

若存储有所述欠补偿值，则将所述欠补偿值作为用于进行所述SOC值补偿的待偿SOC。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完成所述SOC值补偿包括：所述已

偿SOC与所述待偿SOC的绝对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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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已逐渐普及。一般来说，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这要能量来源，其特性和作用尤为重要。荷电状态SOC(state 

of  charge)是动力电池的一个关键参数，其通常用来表示电池剩余的电量，准确的SOC值能

有助于整车系统估算出精确的车辆剩余的可行驶里程以及电池的使用状态。然而新能源汽

车不像传统燃油车的剩余燃油量，可以直接通过物理量进行较为准确地计算，在新能源汽

车的电池管理系统中，SOC目前所采用的是以安时积分为基础的估算，并辅以开路电压修正

来消除安时积分累计的误差，这样才能得到较为精确的SOC，具体地说，电池在t1时刻的当

前电量SOCt1由安时积分得到：

[0003]

[0004] 其中，SOCt0是初始SOC(t0时刻，开始进行计算时的SOC值)，I为电池的瞬时充放电

电流，C为电池容量；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不同工况电流I的采集误差，以及电池管

理系统的累计误差，随着算法运行时间的增加，安时积分计算得出的SOC的误差值会越来越

大。

[0005] 根据电池的电化学特性，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值与其开路电压OCV以及温度有特定

的对应关系。电池厂家会根据不同批次、型号的电池，提供OCV-SOC参数关系表，车辆上电瞬

间采集到的单体电压最低值，即为电池的OCV值，电池管理系统可通过查表获得该OCV值对

应的较为精确的SOC值，即修正后的SOCocv，用以修正安时积分得到的SOC，当然，获取SOCocv

值是有条件的，通常，OCV修正条件是指需要动力电池静置时间超过一个预设的时间(不同

规格的电池，所需静置时间各有不同)。

[0006] 实际操作是按如下情况：汽车在运行过程中，基于上述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当前

电量SOCt，汽车下电时显示在仪表盘的SOC值即为下电时的当前SOC(本说明书用SOCoff表示

下电SOC)；当汽车再次上电时，若不满足OCV修正条件，显示的上电SOC(SOCon)为下电SOC

(SOCon＝SOCoff)；若满足OCV修正条件，则显示的上电SOC即为SOCocv(SOCon＝SOCocv)。

[0007] 但采用OCV修正后的初始SOC对于驾驶人来说存在用户体验不佳的缺陷：如果下电

时的SOCoff与上电时显示的SOCocv偏差过大，即驾驶人在下电时看到的SOC值与再次上电时

看到的SOC值有明显不同，则驾驶人可能会误解电池的SOC在无规律跳变甚至主观认为电池

出现故障，从而引起困惑和不安。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在保证SOC估算准确的前提

下，解决下电SOC与上电SOC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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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11] 车辆上电后，获取上一次下电时的下电SOC，并将其作为当前的上电SOC；

[0012] 判断是否满足开路电压修正条件；

[0013] 若满足所述开路电压修正条件，则根据电池单体的最低电压和最低温度查询OCV-

SOC参数关系表，得到修正SOC；

[0014] 以所述上电SOC与所述修正SOC之差作为待偿SOC；

[0015] 车辆运行过程中，由安时积分法计算得到当前SOC，并根据所述待偿SOC对当前SOC

按照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直至完成所述SOC值补偿或车辆下电；

[0016] 车辆下电时，存储当前SOC作为本次下电的下电SOC。

[0017] 优选地，所述根据所述待偿SOC对当前SOC按照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包括：

[0018] 若所述待偿SOC为正，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所述

当前SOC与SOC补偿值之差，作为补偿后的当前SOC；

[0019] 若所述待偿SOC为负，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所述

当前SOC与SOC补偿值之和，作为补偿后的当前SOC；

[0020] 其中，所述单位补偿里程由下述公式获得：

[0021] S0＝Sr×λ

[0022] 其中，S0为单位补偿里程，Sr为额定续航里程，λ为单位里程系数。

[0023]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4] 车辆下电时，判断是否完成所述SOC值补偿；

[0025] 若未完成，则以所述待偿SOC与已偿SOC之差作为欠补偿值，并存储所述欠补偿值；

其中，所述已偿SOC为已累计补偿的所述SOC补偿值之和，并且所述已偿SOC的正负与所述待

偿SOC的正负相同。

[0026]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若不满足所述开路电压修正条件，则查询是否存储有所

述欠补偿值；

[0027] 若存储有所述欠补偿值，则将所述欠补偿值作为用于进行所述SOC值补偿的待偿

SOC。

[0028] 优选地，所述完成所述SOC值补偿包括：所述已偿SOC与所述待偿SOC的绝对值相

等。

[0029] 本发明提出的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是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按照每行驶单位补

偿里程便对SOC进行一次补偿，即平缓地将偏差的SOC值补偿到较为准确的数值，在本发明

的一优选方案中，如果在车辆下电时补偿未完成，则将剩余欠补偿SOC存储起来，在下次行

驶过程中继续补偿；再者，本方法还提出，在车辆上电后获取上一次下电时的下电SOC，将其

作为当前的上电SOC；通过本方法，既保证了SOC值的准确性，又解决了下电SOC与上电SOC不

一致的问题，对驾驶人来说，不会发生SOC值跳变等困扰的现象，有效地改善了驾乘体验。

附图说明

[003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描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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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解释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动力电池的SOC补偿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34] 车辆上电后，获取上一次下电时的下电SOC(SOCoff)，并将其作为当前的上电SOC

(SOCon)；

[0035] 判断是否满足开路电压修正(OCV修正)条件；

[0036] 若满足OCV修正条件，则根据电池单体的最低电压和最低温度查询OCV-SOC参数关

系表，得到修正SOC(SOCocv)；

[0037] 以SOCon与SOCocv之差作为待偿SOC(ΔSOC)，即：

[0038] ΔSOC＝SOCon-SOCocv＝SOCoff-SOCocv

[0039] 车辆运行过程中，通过安时积分法实时计算得到当前SOC(SOCnow)，并根据ΔSOC，

对SOCnow按照行驶里程进行SOC值的补偿，直至完成所述SOC值补偿或车辆下电；

[0040] 车辆下电时，存储SOCnow作为本次下电的SOCoff。

[0041] 通过上述方法，首先在车辆上电时，不再像传统方式读取经OCV修正后的SOC，而是

将上次下电时的SOC作为本次上电时的SOC，这样就避免了SOC跳变的问题；但如果仅以此方

法克服跳变问题，会存在随着时间增加，SOC值会逐渐偏离正确的数值，直至误差大到失去

参考意义；为此，本发明还提出为了保证SOC值的准确性，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按照行驶里程

对偏差的SOC值进行补偿，以使SOC值回归经由OCV修正得到的较为准确的数值。

[0042] 针对上文提到的根据ΔSOC对SOCnow按照行驶里程进行SOC值补偿，本发明提供了

一个较佳方案，即定步长修正法，具体包括：

[0043] 判断ΔSOC的正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出现正负的差别是因为电池本身性能、静

置时间、环境温度等因素造成：为正，则表示上电时显示的SOC比实际SOC(经OCV修正后的

SOC值)要大，其原因可能是电池在静置过程中由于时间或温度因素造成电量衰减；为负，则

表示上电时显示的SOC比实际SOC要小，其原因可能是在电量实际估算过程中(安时积分)，

估算值的准确性出现误差，造成经过一次下上电的过程后，实际电量比下电时的计算值要

大。

[0044] 若ΔSOC为正，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SOCnow与SOC

补偿值之差，作为补偿后的SOCnow；

[0045] 若ΔSOC为负，则在车辆的行驶里程到达整数倍的单位补偿里程时，以SOCnow与SOC

补偿值之和，作为补偿后的SOCnow；

[0046] 如上文所述，SOC之所以采用定步长修正，是为保证在修正过程中SOC数值变化能

够小而慢地不引起驾驶人的额外注意，因此本发明根据实际经验，提供了一参考方案：按照

每消耗0.3％SOC，修正0.1％SOC。即上文提及的SOC补偿值为0.1％，以此速率修正则能够达

到修正平缓的效果，使驾驶人不易察觉SOC数值的变化，避免产生困扰或引起恐慌；具体地

说，本发明以车辆的额定续航里程(即满电量车辆可行驶里程)作为参考量，车辆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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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SOC时其行驶里程则为单位补偿里程，单位补偿里程由下述公式得到：

[0047] S0＝Sr×λ

[0048] 其中，S0为单位补偿里程，Sr为额定续航里程，λ为单位里程系数；在上述实施例中，

λ为0.3％。当然，单位里程系数和SOC补偿值的具体数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例如λ

取0.2％，SOC补偿值取0.08％等，但无论何种数值组合，其效果都是平缓地不易察觉地改变

SOC值，使其在行驶过程中趋向准确的SOC值。

[0049] 前文还提到，从车辆行驶开始修正，直至修正完成或下电；具体而言，是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如果行驶里程足够长，则当累计的已修正的SOC值等于ΔSOC时，结束修正(即使

车辆继续行驶，也不再进行修正)；或者，另一种情况，一旦车辆下电，则无论本次修正是否

完成都结束修正。为清晰解释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结合上文的实施方式，这里给出一个具体

的参考例(按照每消耗0.3％SOC，修正0.1％SOC的速率)：

[0050] 以某型号三元电池纯电动轿车为例(该车额定续航里程Sr为300km，可计算出其单

位补偿里程S0＝300×0.3％＝0.9km＝900m)：

[0051] 1)车辆上电，SOCon显示为84％(即前次下电时SOCoff＝84％)；

[0052] 2)车辆自检后，满足OCV修正条件(本参考例中，车辆已静置较长时间)；取当前电

池单体的最低电压Vmin＝3.888V与最低温度Tmin＝25℃，通过查询OCV-SOC参数关系表，得出

当下SOC的精确值SOCocv＝80％；

[0053] 3)计算待偿SOC，ΔSOC＝SOCon-SOCocv＝4％；

[0054] 4)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电池正常放电，电量的衰减通过安时积分按常规方式计算得

到实时的SOCnow，并且由于ΔSOC＝4％＞0，故当车辆行驶距离每增加900m时，SOCnow与SOC补

偿值作减法，即每到达900m的整数倍的里程时，那一刻的SOCnow减去0.1％；随着行驶里程增

加，车辆SOC值缓慢修正到准确值，由上可知，以0.1％的速率修正4％的SOC偏差，需要达到

40倍的单位补偿里程，即当车辆行驶到36km时，进行最后一次0.1％的补偿，之后便结束本

次补偿；

[0055] 5)车辆下电，将下电时的SOCnow(假设该车在本次上下电过程中，总共行驶了50km，

因此SOC已修正完毕，下电时的SOCnow为准确数值)存储为本次下电的SOCoff。

[0056] 上述参考例中，假定了一个较长的总行驶里程，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行驶里程达

不到完全修正所需的里程，本发明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较佳的方案：即在车辆下电

时，判断是否完成SOC值补偿；若未完成，则以ΔSOC与已偿SOC(SOCdone)之差作为欠补偿值

(SOCowe)，并存储该SOCowe；并且，当车辆上电自检是否满足OCV修正条件时，若不满足修正条

件，则查询是否存储有该SOCowe；若存有该SOCowe，则将SOCowe作为用于进行SOC值补偿的Δ

SOC，即本次补偿使用SOCowe值，按照前文提及的补偿方式进行SOC修正。

[0057] 需要对上述较佳方案具体说明的是，SOCdone为已累计补偿的SOC补偿值的总和(按

上文SOC补偿值为0.1％，则SOCdone为整数倍的0.1％)，并且该SOCdone的正负与ΔSOC的正负

相同，并且可知，SOCowe的正负也与ΔSOC相同；再有，所述完成SOC值补偿是指SOCdone与Δ

SOC的绝对值相等；另外，可以将存储在EEPROM，这样即便整车下电，该数据也不会丢失；此

外，需指出的是，只有在不满足OCV修正条件时，也即是无法获得准确的SOCocv时，才采用

SOCowe作为修正基础；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如果在EEPROM中查询不到

SOCowe，即说明前次下电时修正已经完成，那么即使无法获得SOCocv，那么上电时显示的SO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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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较为准确的数值，无需进行修正。

[0058] 为清晰解释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结合上文的较佳方案，这里给出另一个具体的参

考例(仍按上文的修正速率)：

[0059] 以某型号磷酸铁锂电池纯电动轿车为例(该车额定续航里程Sr为200km，可计算出

其单位补偿里程S0＝200×0.3％＝0.6km＝600m)

[0060] 1)车辆上电，SOCon显示为27％(即前次下电时SOCoff＝27％)；

[0061] 2)车辆自检后，满足OCV修正条件(本参考例中，车辆已静置较长时间)；取当前电

池单体的最低电压Vmin＝3.288V与最低温度Tmin＝20℃，通过查询OCV-SOC参数关系表，得出

当下SOC的精确值SOCocv＝30％；

[0062] 3)计算待偿SOC，ΔSOC＝SOCon-SOCocv＝-3％；

[0063] 4)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通过安时积分按常规方式计算得到实时的SOCnow，并且由于

ΔSOC＝-3％＜0，故当车辆行驶距离每增加600m时，SOCnow与SOC补偿值作加法，即每到达

600m的整数倍的里程时，那一刻的SOCnow加上0.1％；由上可知，以0.1％的速率修正3％的

SOC偏差，需要达到30倍的单位补偿里程，即当车辆行驶到18km时，才进行最后一次0.1％的

补偿；

[0064] 5)假设下电时的总行驶里程为10km(未完成修正)，那么在此次上下电过程中，总

共修正了16次SOC(10km/0 .6km，取整数)，即SOCdone＝-1 .6％，因此计算得到SOCowe＝-

1.4％，也就是说，经本次修正后，仍有1.4％的偏差值未修正；车辆下电时，判断出SOC未修

正完成，则将SOCowe存储到EEPROM；并将下电时的SOCnow(假设下电时SOCnow为22％)存储为本

次下电的SOCoff。

[0065] 6)车辆经过短暂静置后，再次上电，SOCon显示为22％；

[0066] 7)因不满足OCV修正条件，所以查询EEPROM是否存有SOCowe；查询到SOCowe＝-

1.4％，于是将该SOCowe作为ΔSOC并按上述方法进行SOC值补偿，此处不再赘述。

[0067] 最后，结合上述实施例及优选方案，本发明给出了一个综合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如图1所示，车辆上电后，获取前次下电时的SOCoff作为本次上电时的SOCon；判断是否满足

OCV修正条件：若满足，根据最低单体电压与最低温度得到SOCocv后计算ΔSOC；若不满足，查

询是否存有SOCowe，如果未存有SOCowe，则不执行SOC值补偿；如果存有SOCowe，以SOCowe作为Δ

SOC。

[0068] 车辆进入行驶放电状态后，记录车辆行驶里程，电池SOC按安时积分法递减，并根

据ΔSOC的正负对SOCnow进行SOC值补偿：当ΔSOC为正时，取SOCnow与SOC补偿值的差作为修

正后的SOCnow；当ΔSOC为负时，取SOCnow与SOC补偿值的和作为修正后的SOCnow。

[0069] 在车辆下电时，判断SOC值补偿是否完成：若完成，则将SOCnow存储为SOCoff并完成

整车下电；若未完成补偿，则计算并存储SOCowe，再进行将SOCnow存储为SOCoff，并完成整车下

电。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下电时判断SOC修正是否完成及存储SOCowe，与SOCnow存储为SOCoff，

二者没有关联，因此本发明不限定二者的执行顺序。

[0070] 以上依据图式所示的实施例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构造、特征及作用效果，以上所

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但本发明不以图面所示限定实施范围，凡是依照本发明的构

想所作的改变，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仍未超出说明书与图示所涵盖的精神时，

均应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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