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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

失控建模方法，属于电池技术领域技术领域。该

方法首先获取锂离子电池的质量和关键几何参

数，建立该电池的几何模型；然后再利用四个相

同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四种内短路损伤，进而得到

每种内短路损伤的内阻；在几何模型的基础上建

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热模型，并在电模型基础上

考虑内短路过程建立内短路电模型；三维热模型

和内短路电模型组成该电池的内短路热失控模

型。本发明具有可以高效、准确、安全建立锂离子

电池内短路模型的优点，用于探究内短路导致热

失控的边界条件，指导电池与电池包设计，有效

缩短开发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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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任意选定一款待建模的锂离子电池，测量该电池的质量m和关键几何参数；

基于关键几何参数建立该电池的三维几何模型，计算该电池电芯的体积V，计算该电池

的密度ρ＝m/V；

2)获取四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将该四个锂离子电池

均放电至0V并拆解，然后将得到的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静置、风干，至电解液完全挥发后，

分别在每个卷芯内部制造一种内短路损伤，得到分别对应四种内短路损伤的四个卷芯；其

中，所述四种内短路损伤分别为：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正极‑铜内短路损伤、铝‑负极内短

路损伤和铝‑铜内短路损伤；

3)将步骤2)得到的每个卷芯夹紧，并使用直流内阻仪器连接该卷芯正负极并测量电

阻，得到每个卷芯的内短路内阻，分别记为RISC1、RISC2、RISC3、RISC4，分别代表四种内短路损伤

的内阻；

4)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锂离子电池进行

绝热热失控测试，记录测试过程中的该电池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温度时间曲线和不

同时刻的电压V(t)构成的电压时间曲线；

对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计算温度时间曲线的微分，获得dT/dt(t)构成的温升速率

曲线，根据温升速率曲线，获得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T1；根据温度时间曲线获得热失控最

高温度T2；根据电压时间曲线获得电池隔膜失效温度Ts；

进一步，计算该电池所包含的热失控化学能：

HTR＝CP×m×(T2‑T1)

其中，CP是电池的比热容；

5)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电池进行常温充

放电测试、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并建立该锂离子电池的电模型，计算该电池使用过

程中的端电压Ut与电流I，

6)在步骤1)建立的几何模型基础上，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热模型，其中，三维热模型

的电池温度T分布的控制方程为：

其中，λi为电池的导热系数，下标i＝{x，y，z}分别代表xyz三个导热方向，Q为电池的生

热速率；

Q＝Qrev+Qirr+QISC+QTR
其中，Qrev为电池可逆产热，Qirr为电池不可逆产热，QISC为内短路产热，QTR为热失控产

热；

其中I为电池电流，Tavg为电池平均温度， 为熵系数；

Qirr＝I2R0
其中，R0为电池的欧姆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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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SC为电池短路内阻，RISC＝ξISCRISCj，RISCj由步骤3)获得，下标j＝{1，2，3，4}分别

代表步骤3)的四种内短路损伤；ξISC为内短路系数，

其中，cTR为热失控速率， CTR为热失控速率参数；

该模型中，边界条件为 即为绝热边界条件；

7)在步骤5)建立的电模型基础上将短路内阻串联连接至电模型中的端电压部分，建立

内短路电模型，其中端电压Ut与电流I的关系为Ut＝IRISC；

8)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建立完毕，该模型包括步骤6)建立的三维热模型和步

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模型；

将设定的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态SOC，电池初始温度T0，以及初始短路内阻

RISC0输入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该模型输出不同时刻的端电压Ut(t)构成的端电压

时间曲线及电池不同位置在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的温度时间曲线T(t)。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关键几何参数具体如下：

对于软包及方形电池，关键几何参数包括电池的长度L、厚度B及高度H；对于圆柱形电

池，关键几何参数包括电池的高度H和直径D。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四种内短路损伤制造方法分别

为：

将第一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洞，

使得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

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

将第二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洞，

使得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铜集流体露

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正极‑铜内短路损伤卷芯；

将第三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洞，

使得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铝集流体露

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铝‑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

将第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洞，

使得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及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

的铝集流体和铜集流体分别露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铝‑铜内短路损伤卷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电模型采用一阶RC等效电路模

型，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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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IR1×[1‑exp(‑t/τ1)]

Ut＝OCV(SOC)‑IR0‑U1
其中，R0为该锂离子电池的欧姆阻抗，R1为极化阻抗，τ1为时间常数，OCV为相应SOC下电

池的开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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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池技术领域技术领域，特别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

建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内短路是重要的安全问题。内短路是电池内部正极和负极直接或间接

接触后，发生的放电并伴随放热的现象，是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共性环节，因此建立锂离子

电池内短路导致热失控的模型十分关键。该模型可以用于研究内短路导致热失控的边界条

件，进而指导电池的设计和电池包的设计。

[0003] 目前，常用的锂离子电池内短路建模方法，主要基于等效电阻内短路实验，获取电

池内短路的热特征与电特征，该方法由于外电路产热、短路面积过大等原因，偏离真实内短

路程度较高，很难在内短路后触发电池的热失控事故。同时，该方法没有触发真实的内短

路，缺少对于电池真实内短路损伤程度的测量。因此，所以建立的锂离子电池内短路模型，

无法真实预测电池内短路后造成电池热失控的行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克服已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

失控建模方法。本发明具有可以高效、准确、安全建立锂离子电池内短路模型的优点，用于

探究内短路导致热失控的边界条件，指导电池与电池包设计，有效缩短开发时长。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1)任意选定一款待建模的锂离子电池，测量该电池的质量m和关键几何参数；

[0007] 基于关键几何参数建立该电池的三维几何模型，计算该电池电芯的体积V，计算该

电池的密度ρ＝m/V；

[0008] 2)获取四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将该四个锂离子

电池均放电至0V并拆解，然后将得到的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静置、风干，至电解液完全挥发

后，分别在每个卷芯内部制造一种内短路损伤，得到分别对应四种内短路损伤的四个卷芯；

其中，所述四种内短路损伤分别为：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正极‑铜内短路损伤、铝‑负极内

短路损伤和铝‑铜内短路损伤；

[0009] 3)将步骤2)得到的每个卷芯夹紧，并使用直流内阻仪器连接该卷芯正负极并测量

电阻，得到每个卷芯的内短路内阻，分别记为RISC1、RISC2、RISC3、RISC4，分别代表四种内短路损

伤的内阻；

[0010] 4)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锂离子电池

进行绝热热失控测试，记录测试过程中的该电池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温度时间曲线

和不同时刻的电压V(t)构成的电压时间曲线；

[0011] 对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计算温度时间曲线的微分，获得dT/dt(t)构成的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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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曲线，根据温升速率曲线，获得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T1；根据温度时间曲线获得热失

控最高温度T2；根据电压时间曲线获得电池隔膜失效温度Ts；

[0012] 进一步，计算该电池所包含的热失控化学能：

[0013] HTR＝CP×m×(T2‑T1)

[0014] 其中，CP是电池的比热容；

[0015] 5)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电池进行常

温充放电测试、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并建立该锂离子电池的电模型，计算该电池使

用过程中的端电压Ut与电流I，

[0016] 6)在步骤1)建立的几何模型基础上，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热模型，其中，三维热

模型的电池温度T分布的控制方程为：

[0017]

[0018] 其中，λi为电池的导热系数，下标i＝{x,y,z}分别代表xyz三个导热方向，Q为电池

的生热速率；

[0019] Q＝Qrev+Qirr+QISC+QTR
[0020] 其中，Qrev为电池可逆产热，Qirr为电池不可逆产热，QISC为内短路产热，QTR为热失控

产热；

[0021]

[0022] 其中I为电池电流，Tavg为电池平均温度， 为熵系数；

[0023] Qirr＝I2R0
[0024] 其中，R0为电池的欧姆内阻；

[0025]

[0026] 其中，RISC为电池短路内阻，RISC＝ξISCRISCj，RISCj由步骤3)获得，下标j＝{1,2,3,4}

分别代表步骤3)的四种内短路损伤；ξISC为内短路系数，

[0027]

[0028] 其中，CTR为热失控速率， CTR为热失控速率参数；

[0029] 该模型中，边界条件为 即为绝热边界条件；

[0030] 7)在步骤5)建立的电模型基础上将短路内阻串联连接至电模型中的端电压部分，

建立内短路电模型，其中端电压Ut与电流I的关系为Ut＝IRISC；

[0031] 8)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建立完毕，该模型包括步骤6)建立的三维热模型

和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模型；

[0032] 将设定的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态SOC，电池初始温度T0，以及初始短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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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RISC0输入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该模型输出不同时刻的端电压Ut(t)构成的端电

压时间曲线及电池不同位置在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的温度时间曲线T(t)。

[0033] 本发明的特点及有益效果：

[0034] 本发明建立了考虑热失控的电‑热耦合内短路模型，可以同时模拟电池内短路后

的电行为与热行为，进一步判断内短路是否会造成电池的热失控，并模拟电池热失控后的

行为，建立了电池内短路全过程模型，更全面仿真模拟电池的安全性能，用于研究内短路导

致热失控的边界条件，进而指导电池的设计和电池包的设计。该方法明确了四种内短路损

伤的制造及定量测试方法，并应用四种内短路损伤对电池的内短路安全性能进行判断。建

模中，考虑了随着电池温度升高，隔膜融化导致短路内阻下降的现象，使得对于内短路后的

电压行为预测更为准确，进一步提高了所获得的热失控边界的精度。该方法无需进行复杂

的、危险的内短路模拟实验，即可建立较为准确的内短路模型，有效提高了建模的效率与安

全性，进一步缩短电池设计、电池包设计与管理方法开发的周期。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的整体流程图；

[0036] 图2是本实施例建立的软包电池几何模型，该电池由主体、极耳、铝塑膜外壳组成；

[0037] 图3是本实施例中制作第一种内短路损伤电池的方法，即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

[0038] 图4是本实施例中制作第二种内短路损伤电池的方法，即正极‑铜内短路损伤；

[0039] 图5是本实施例中制作第三种内短路损伤电池的方法，即铝‑负极内短路损伤；

[0040] 图6是本实施例中制作第四种内短路损伤电池的方法，即铝‑铜内短路损伤；

[0041] 图7是本实施例中的电池绝热热失控测试结果，包括温度时间曲线、电压时间曲

线、电压温度曲线及温升速度温度曲线；

[0042] 图8是本实施例使用的一阶RC等效电路模型；

[0043] 图9是本实施例使用的一阶RC等效电路模型中的参数；

[0044] 图10是本实施例使用的一阶RC等效电路内短路模型；

[0045] 图11是使用本发明建立的模型，预测的四种内短路损伤下电池的电压时间曲线与

电池最高温度时间曲线；

[0046] 图12是使用本发明建立的模型，研究电池内短路热失控边界条件的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本发明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

施例详细说明如下：

[0048] 本发明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包

括以下步骤：

[0049] 1)任意选定一款待建模的锂离子电池(型号无特殊要求)，测量该电池的质量m和

关键几何参数；

[0050] 对于软包及方形电池，其关键几何参数包括电池的长度L、厚度B及高度H；对于圆

柱形电池，其关键几何参数包括电池的高度H和直径D；

[0051] 基于关键几何参数建立该电池的三维几何模型，并计算该电池电芯的体积V，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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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为：对于软包及方形电池V＝L×B×H，对于圆柱形电池V＝0.25π×D2×H，进而计算

该电池的密度ρ＝m/V。

[0052] 2)获取四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将该四个锂离子

电池均放电至0V并拆解，然后将得到的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静置、风干，至电解液完全挥发

后，分别在每个卷芯内部制造一种内短路损伤，得到分别对应四种内短路损伤的四个卷芯。

[0053] 所述四种内短路损伤制造方法分别为：

[0054] 将第一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

洞，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

到了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

[0055] 将第二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

洞，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

少量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铜集流体

露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正极‑铜内短路损伤卷芯。

[0056] 将第三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

洞，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

少量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铝集流体

露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铝‑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

[0057] 将第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2～4mm的圆形孔

洞，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

少量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及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

位置的铝集流体和铜集流体分别露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铝‑铜内短路损伤卷

芯。

[0058] 3)将步骤2)得到的每个卷芯夹紧，并使用直流内阻仪器连接该卷芯正负极并测量

电阻，得到每个卷芯的内短路内阻，分别记为RISC1、RISC2、RISC3、RISC4，分别代表四种内短路损

伤的内阻。

[0059] 4)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锂离子电池

进行绝热热失控测试，记录测试过程中的该电池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温度时间曲线

和不同时刻的电压V(t)构成的电压时间曲线。

[0060] 对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计算温度时间曲线的微分，获得dT/dt(t)构成的温升

速率曲线，根据温升速率曲线，获得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T1(温度上升速率dT/dt首次大

于1℃/s的时刻对应的电池温度)。根据温度时间曲线获得热失控最高温度T2(温度曲线中

的温度最大值)。根据电压时间曲线获得电池隔膜失效温度Ts(电池电压曲线发生突降的时

刻对应的电池温度)。

[0061] 进一步，计算该电池所包含的热失控化学能HTR＝CP×m×(T2‑T1)，m是步骤1)测量

的电池质量；CP是电池的比热容，可以通过测量得到，也可以采用文献值。

[0062] 5)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电池进行常

温充放电测试、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并建立该锂离子电池的电模型，计算该电池使

用过程中的端电压Ut与电流I，此处锂离子电池的电模型可以采用等效电路模型、电化学模

型等。

说　明　书 4/9 页

8

CN 112485674 A

8



[0063] 本实施例中电模型采用一阶RC等效电路模型，表达式如下：

[0064] U1＝IR1×[1‑exp(‑t/τ1)]

[0065] Ut＝OCV(SOC)‑IR0‑U1
[0066] 其中，R0为该锂离子电池的欧姆阻抗，R1为极化阻抗，τ1为时间常数，OCV为相应SOC

下电池的开路电压，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充放电测试辨识得

到。

[0067] 6)在步骤1)建立的几何模型基础上，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热模型，其中，三维热

模型的电池温度T分布的控制方程为：

[0068]

[0069] 其中ρ为电池密度，由步骤1)计算得到，λi为电池的导热系数，下标i＝{x,y ,z}代

表不同的导热方向，可通过测试得到，也可以采用文献值，Q为电池的生热速率。

[0070] Q＝Qrev+Qirr+QISC+QTR，由四部分组成，Qrev为电池可逆产热，Qirr为电池不可逆产热，

QISC为内短路产热，QTR为热失控产热。其中，前三项的产热与电流有关，电流在电模型中与内

短路阻值有关，因此前三项都与内短路损伤程度有关，不是确定的。第四项与内短路损伤无

关。

[0071] 其中I为电池电流，Tavg为电池平均温度，通过计算电池三维温度

场平均值得到， 为熵系数，可通过实验测量，也可以采用文献值。

[0072] Qirr＝I2R0，R0为电池的欧姆内阻。

[0073] RISC为电池短路内阻，RISC＝ξISCRISCj，RISCj由步骤3)

获得，下标j＝{1,2,3,4}分别代表步骤3)获得的四种内短路损伤，ξISC为内短路系数，反应

电池当前隔膜融化情况， 其中Ts为步骤4)获得的电池隔膜失效温

度。

[0074] 其中V为步骤1)计算的电池体积，HTR为步骤4)计算的电池热失控化

学能，CTR为热失控速率， CTR为热失控速率参数，一般采用文献值5～

12，T1为步骤4获得的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

[0075] 该模型中，边界条件为 即为绝热边界条件。

[0076] 7)在步骤5)建立的电模型基础上将短路内阻串联连接至电模型中的端电压部分，

建立内短路电模型，其中端电压Ut与电流I的关系为Ut＝IRISC，RISC为步骤6)所计算的电池短

路内阻。

[0077] 8)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建立完毕，该模型包括步骤6)建立的三维热模型

和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模型；

[0078] 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的使用方法为：设定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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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SOC，电池初始温度T0，以及初始短路内阻RISC0。上述四个参数输入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

模型中，计算当前时刻的端电压Ut与电流I，并将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态SOC，电池

初始温度T0，以及初始短路内阻RISC0和内短路模型中计算得到的当前时刻的端电压Ut与电

流I输入至步骤6)建立的三维热模型，计算当前时刻下的温度分布T及短路内阻RISC，然后将

T和RISC输入至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模型，实现循环计算，直至内短路电模型计算得到的电

池的端电压Ut小于5mV，计算结束，输出不同时刻的端电压Ut(t)构成的端电压时间曲线及电

池不同位置在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的温度时间曲线T(t)。

[0079] 本实施例中，设定SOC＝100％，T0＝25℃，RISC0＝RISCj，下标j＝{1,2,3,4}代表步骤

3)获得的四种内短路损伤，将上述参数输入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该模型输出四

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的电压时间曲线Ut(t)与温度时间曲线T(t)，用于描述内短路后的

电池行为，其中每种内短路损伤下温度时间曲线的最大值为电池最高温度Tmax，将该最高温

度作为对应内短路损伤的内短路安全性的评价指标。

[0080] 下面结合一个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

[0081] 本实施例提出一种正向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建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选定一款1Ah软包锂离子电池，测量电池的质量m＝25g和电池主体部分的关键

几何参数，其关键几何参数包括电池的长度L＝0.048m、厚度B＝0.007m及高度H＝0.058m，

基于所测量参数建立该电池的三维几何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中可以忽略电池极耳等飞

主体部件，仅考虑卷芯所在的电池主体，并在电池中央建立直径为4mm的圆形内短路区域，

并计算该电芯的体积为V＝1.95×10‑5m3，及密度S＝1302kg/m3。

[0083] 2)获取四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将该四个锂离子

电池均放电至0V并拆解，然后将得到的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静置、风干，至电解液完全挥发

后，分别在每个卷芯内部制造一种内短路损伤，共四种内短路损伤卷芯。

[0084] 四种内短路损伤制造方法分别为：

[0085] 将第一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4mm的圆形孔洞，

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

了正极‑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如图3所示。

[0086] 将第二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4mm的圆形孔洞，

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铜集流体露

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正极‑铜内短路损伤卷芯，如图4所示。

[0087] 将第三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4mm的圆形孔洞，

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的铝集流体露

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铝‑负极内短路损伤卷芯，如图5所示。

[0088] 将第四个锂离子电池卷芯拆解，在隔膜中心位置切割一个直径为4mm的圆形孔洞，

保证该孔洞两侧材料分别是正极活性材料和负极活性材料，使用刀轻轻刮除或者使用少量

N‑甲基吡咯烷酮擦拭掉对应圆形孔洞位置的正极活性材料及负极活性材料，使对应该位置

的铝集流体和铜集流体分别露出，将卷芯重新组装并复原，得到了铝‑铜内短路损伤卷芯，

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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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3)将步骤2)得到的每个卷芯夹紧，并使用直流内阻仪器连接该卷芯正负极，测量

电阻，得到四个卷芯的内短路内阻，分别记为RISC1、RISC2、RISC3、RISC4，分别对应四种内短路损

伤的内阻。

[0090] 本实施例测量得到的四种内短路损伤的内阻值如下表所示：

[0091] 表1本实施例的四种内短路损伤的内阻值表

[0092] 符号 案例测试结果/Ω 一般范围/Ω

RISC1 163.0 >100

RISC2 49.40 30～100

RISC3 0.015 <0.05

RISC4 3.069 0.5～10

[0093] 4)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锂离子电池

进行绝热热失控测试，记录测试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温度时间曲线和不同

时刻的电压V(t)构成的电压时间曲线，如图7所示。

[0094] 对温度时间曲线进行分析，计算温度时间曲线的微分，获得dT/dt构成的温升速率

曲线，根据该曲线，获得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T1为169.1℃(温度上升速率dT/dt首次大于

1℃/s的时刻对应的电池温度)。根据温度曲线获得热失控最高温度T2为830.5℃(温度曲线

中的温度最大值)。根据电压曲线获得电池隔膜失效温度Ts为162.9℃(电池电压曲线发生

突降的时刻对应的电池温度)。

[0095] 进一步，计算该电池所包含的热失控化学能HTR＝18188.5J，CP是电池的比热容，采

用文献值1100J/kg·K。

[0096] 5)获取一个与步骤1)选定的电池型号相同且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对该电池进行常

温充放电测试、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并建立该锂离子电池的电模型，计算该电池使

用过程中的端电压Ut与电流I，此处可以采用等效电路模型、电化学模型等。

[0097] 本实施例中电模型可采用一阶RC等效电路模型，如图8所示。

[0098] U1＝IR1×[1‑exp(‑t/τ1)]

[0099] Ut＝OCV(SOC)‑IR0‑U1
[0100] 其中，R0为该锂离子电池的欧姆阻抗，R1为极化阻抗，τ1为时间常数，OCV为相应SOC

下电池的开路电压，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混合动力脉冲能力特性测试、充放电测试辨识得

到，如图9所示，其中图9a)为通过测试数据及模型辨识得到的极化阻抗R1‑SOC曲线，图9b)

为通过测试数据及模型辨识得到的欧姆阻抗R0‑SOC曲线，图9c)为通过测试数据及模型辨

识得到的时间常数τ1‑SOC曲线，图9d)为通过测试数据及模型辨识得到的开路电压OCV‑SOC

曲线。

[0101] 6)在步骤1)建立的几何模型基础上，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热模型，电池温度T分

布的控制方程为：

[0102]

[0103] 其中ρ为电池密度，由步骤1)计算得到，λi为电池的导热系数，下标i＝{x,y ,z}代

表不同的导热方向，可通过测试得到，也可以采用文献值，Q为电池的生热速率。

[0104] Q＝Qrev+Qirr+QISC+QTR，由四部分组成，Qrev为电池可逆产热，Qirr为电池不可逆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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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SC为内短路产热，QTR为热失控产热。

[0105] 其中I为电池电流，Tavg为电池平均温度，通过计算三维温度场平

均值得到， 为熵系数，可通过实验测量，也可以采用文献值。

[0106] Qirr＝I2R0，R0为电池的欧姆内阻。

[0107] RISC为电池短路内阻，RISC＝ξISCRISCj，RISCj由步骤3获

得，下标j＝{1,2,3,4}分别代表步骤3)获得的四种内短路损伤，ξISC为内短路系数，反应电

池当前隔膜融化情况， 其中Ts为步骤4获得的电池隔膜失效温度。

[0108] 其中V为步骤1计算的电池体积，UTR为步骤4)计算的电池热失控化

学能，CTR为热失控速率， CTR为热失控速率参数，一般采用文献值5～12，T1

为步骤4)获得的该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

[0109] 该模型中，边界条件为 即为绝热边界条件。

[0110] 7)在步骤5)建立的电模型基础上将短路内阻串联连接至电模型中的端电压部分

建立内短路电模型，如图10所示，其中端电压Ut与电流I的关系为Ut＝IRISC，RISC为电池短路

内阻为步骤6)所计算的短路内阻。

[0111] 8)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建立完毕，该模型包括步骤6)建立的三维热模型

和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模型；

[0112] 该模型使用方法为：设定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态SOC，电池初始温度T0，

以及初始短路内阻RISC0。上述四个参数输入步骤7)建立的内短路电模型中，计算当前时刻

的端电压Ut与电流I，并将模型计算步长Δt，初始荷电状态SOC，电池初始温度T0，以及初始

短路内阻RISC0和内短路模型中计算得到的当前时刻的端电压Ut与电流I输入至步骤6)建立

的三维热模型，计算当前时刻下的温度分布T及短路内阻RISC，然后将T和RISC输入至步骤7)

建立的内短路模型，实现循环计算，直至内短路电模型计算得到的电池的端电压Ut小于

5mV，计算结束，输出不同时刻的端电压Ut(t)构成的端电压时间曲线及电池不同位置在不

同时刻的温度T(t)构成的的温度时间曲线T(t)。

[0113] 本实施例中，设定Δt＝10ms，SOC＝100％，T0＝25℃，RISC0＝RISCj，下标j＝{1,2,3,

4}代表步骤3)获得的四种内短路损伤，将上述参数输入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该

模型输出四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的端电压时间曲线与温度时间曲线，如图11所示，其中

图11a)为第一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端电压时间曲线与第二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端电

压时间曲线，图11b)为第一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最高温度时间曲线与第二种内短路损伤

下的电池最高温度时间曲线，第一种内短路损伤为正极‑负极类型内短路，第二种内短路损

伤为正极‑铜类型内短路，其内短路阻值较大，电压下降缓慢，且没有明显的温度升高；图

11c)为第三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端电压时间曲线与第四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端电压

时间曲线，图11d)为第三种内短路损伤下的电池最高温度时间曲线与第四种内短路损伤下

的电池最高温度时间曲线，第三种内短路损伤为铝‑负极类型内短路，第四种内短路损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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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铜类型内短路，铝‑负极内短路发生后，电池释放出较多电能且在局部区域累积出发了

电池的热失控，温度不可控上升至1300℃左右，铝‑铜类型内短路后发生后电池电压瞬间失

效，电池最高温度上升至150℃左右，但未触发电池热失控。

[0114] 选取SOC＝{0,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选取RISC0＝{0.05 ,0 .1 ,

0.15,0.2,…,1.95,2}Ω，对于每一个SOC取值，将其与每一个RISC0取值进行组合输入锂离

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模型，即将11*40组SOC、RISC0取值组合输入锂离子电池内短路热失控

模型，根据的输出结果，可计算得到该电池的内短路‑热失控边界，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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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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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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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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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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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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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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