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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

包括电池LOC算法模型、等效电路模型、电池容量

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述等效电路模

型用于估算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值，所述电池容

量数学模型用于估算电池容量，所述有效SOC系

数模型用于根据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估算电池有

效SOC系数，根据等效电路模型所得的电池荷电

状态SOC值、电池容量数学模型所得的电池容量

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得的有效SOC系数对电池

LOC进行计算。本发明涉及电池技术领域，一种磷

酸铁锂电池LOC模型，结合电池LOC算法模型、等

效电路模型、电池容量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

模型对锂电池的LOC进行估算，模型简单实用，更

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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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电池LOC算法模型、等效电路模型、

电池容量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述电池LOC算法模型为：

LOC＝Ct×KEV×S/RD         (1)

其中，LOC是单体电池单次循环寿命，Ct是电池额定容量，KEV是有效SOC系数，S是电池的

SOC值，RD是电池的放电倍率，所述等效电路模型包括电池的极化内阻、电池的极化电容、电

池的欧姆内阻、电池端电压和电压源，所述电池的极化内阻和所述电池的极化电容并联构

成RC电路，所述RC电路通过串联所述电池的欧姆内阻与所述电压源的正极连接，所述电池

端电压的正极与所述RC电路连接，所述电池端电压的负极与所述电压源的负极连接；根据

所述等效电路模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其中，S表示电池的SOC值，VS是等效电路模型中电池的极化电压，RS是电池的极化内阻，

CS是电池的极化电容，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V是电池端电压，VOC(S)是电池在S处的开路电

压，Ri是电池的欧姆内阻；

由于电池的开路电压VOC与电池的SOC值之间存在固定关系，建立电池的开路电压VOC与

电池的SOC的拟合方程：

VOC(S)＝a+a1S+a2S2+a3S3  (3)

其中，a值的取值范围为3.45—3.55，a1值的取值范围为0.025—0.030，a2值的取值范围

为-0.025—-0.020,a3值的取值范围为1.20—1.25；建立电池的荷电状态SOC数学模型：

其中，S(0)是初始时刻的电池的SOC值，η是电池充放电效率；Ct是电池额定容量,Ct随电

池的老化而逐渐变小，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取状态向量x＝[S  VS]T，系统输出y＝V，输入u＝

i，得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其中，

对所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进行离散化处理得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所述状态方程

和测量方程分别为：

其中，Ad和Bd分别为离散化后的传递矩阵和输入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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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是tk时刻，Sk是tk时刻电池的SOC值，VOC,k(Sk)是Sk处的开路电压，xk是tk时刻的系统状

态；yk是tk时刻系统的测量输出；uk是tk时刻的系统输入变量，即电池的充放电电流；Vs,k是tk

时刻等效电路模型中的电池的极化电压；wk为tk时刻的过程噪声，vk为tk时刻的测量噪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其特征在于，通过对电池循环老

化试验得到的电池容量衰减数据拟合所述电池容量数学模型为：

其中，b1为常数，b1值的取值范围为0.96—0.99，f1为常数，f1值的取值范围为-0.002—

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效SOC系数模

型为：

其中，N为充放电次数，ROUND( )表示对括号内数值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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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

背景技术

[0002] LOC：Life  of  charge，电荷寿命。

[0003] SOC：State  of  Charge，荷电状态，也叫剩余电量。

[0004] 环境恶化和能源危机给传统汽车的发展带来双重压力，因此电动汽车己经成为未

来汽车发展的主要方向。动力电池组是电动汽车的能量来源，为了确保电动汽车能够安全

稳定高效地运行，需要对电池进行必要地管理和控制。电池使用时间是电池管理系统中最

重要的参数之一，精确掌握电池LOC可以为其自身的检测与诊断提供依据，有助于及时了解

电池组各单体电池的健康状态，及时更换老化的单体电池，提高电池组的整体寿命，进一步

提高电动车的动力性能。因此及时、准确地对电池组进行估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0005] 电动汽车电池管理包括电池状态估计、均衡管理、热管理和安全可靠性管理等，其

中电池状态估计不但是电池管理的核心和基础，也为整车能量管理提供数据依据。

[0006] 电池LOC表示电池的当前可用时间，一般用电池的可用SOC比上电池的放电速率来

描述。电池使用过程中，其LOC会逐渐减小，表现为电池容量减小，内部阻抗增大，比能量和

比功率减小等。如何有效可行地建立电动汽车电池的LOC模型，是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的难

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简单实用的磷酸铁锂电池LOC

模型。

[000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包括电池LOC算法模型、

等效电路模型、电池容量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述等效电路模型用于估算电池开

路电压的荷电状态SOC，所述电池容量数学模型用于估算电池容量，所述有效SOC系数模型

用于根据充放电次数估算电池有效SOC系数，所述等效电路模型用于预测电池的荷电状态，

根据等效电路模型所得的荷电状态、电池容量数学模型所得的电池容量和有效SOC系数模

型所得的有效SOC系数对电池LOC进行计算。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LOC算法模型为：

[0010] LOC＝Ct×KEV×S/RD         (1)

[0011] 其中，LOC是单体电池单次循环寿命，Ct是电池额定容量，KEV是有效SOC系数，S是电

池的SOC值，RD是电池的放电倍率。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等效电路模型包括电池的极化内阻、电池的极化电容、电池的欧姆

内阻、电池的端电压和电压源，所述电池的极化内阻和所述电池的极化电容并联构成RC电

路，所述RC电路通过串联所述电池的欧姆内阻与所述电压源的正极连接，所述电池端电压

的正极与所述RC电路连接，所述电池端电压的负极与所述电压源的负极连接；根据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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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电路模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0013]

[0014] 其中，S表示电池的SOC值，VS是等效电路模型中电池的极化电压，RS是电池的极化

内阻，CS是电池的极化电容，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V是电池端电压，VOC(S)是电池在S处的开

路电压，Ri是电池的欧姆内阻；由于电池的开路电压VOC与电池的SOC值之间存在固定关系，

建立电池的开路电压VOC与电池的SOC的拟合方程：

[0015] VOC(S)＝a+a1S+a2S2+a3S3      (3)

[0016] 其中，a值的取值范围为3.45—3.55，a1值的取值范围为0.025—0.030，a2值的取值

范围为-0.025—-0.020,a3值的取值范围为1.20—1.25；

[0017] 建立电池的荷电状态SOC数学模型：

[0018]

[0019] 其中，S(0)是初始时刻的电池的SOC值，η是电池充放电效率；Ct是电池额定容量,Ct

随电池的老化而逐渐变小，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取状态向量x＝[S  VS]T，系统输出y＝V，输

入u＝i，得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0020]

[0021] 其中， 对所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进行离散化处理

得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分别为：

[0023]

[0024] 其中，Ad和Bd分别为离散化后的传递矩阵和输入矩阵：

[0025]

[0026] k是tk时刻，Sk是tk时刻电池的SOC值，VOC,k(Sk)是Sk处的开路电压，xk是tk时刻的系

统状态；yk是tk时刻系统的测量输出；uk是tk时刻的系统输入变量，即电池的充放电电流；

Vs,k是tk时刻等效电路模型中的电池的极化电压；wk为tk时刻的过程噪声，vk为tk时刻的测量

噪声。

[0027] 进一步地，通过对电池循环老化试验得到的电池容量衰减数据拟合所述电池容量

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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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其中，b1为常数，b1值的取值范围为0.96—0.99，f1为常数，f1值的取值范围为-

0.002—0。

[0030] 进一步地，所述有效SOC系数模型为：

[0031]

[0032] 其中，N为充放电次数。ROUND( )表示对括号内计算后的数值取整数。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4] 本发明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结合电池LOC算法模型、等效电路模型、电池容

量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对锂电池的LOC进行估算，模型简单实用，更准确、可靠。

附图说明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一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等效电路模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38] 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包括电池LOC算法模型、等效电路模型、电池容量数学

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述等效电路模型用于估算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值，所述电池容

量数学模型用于估算电池容量，所述有效SOC系数模型用于根据充放电次数估算电池的有

效SOC系数，由于单体电池循环内寿命LOC与电池的SOC值、电池额定容量和电池的放电倍率

有关，根据等效电路模型所得的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值、电池容量数学模型所得的电池容量

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得的有效SOC系数对电池LOC进行计算。

[0039] 本发明电池LOC算法模型为：

[0040] LOC＝Ct×KEV×S/RD                (1)

[0041] 其中，LOC是单体电池单次循环寿命，Ct是电池额定容量，KEV是有效SOC系数，S是电

池的SOC值，RD是电池的放电倍率。

[0042] 图1是本发明一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等效电路模型示意图，如图1所示，锂电池等效

电路模型包括电池的极化内阻RS、电池的极化电容CS、电池的欧姆内阻Ri、电池端电压V和电

压源VOC，电池的欧姆内阻Ri模拟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电损失消耗的能量；极化内阻RS和所述

极化电容CS并联构成RC电路，RC电路模拟电化学反应中的极化现象，RC电路通过串联欧姆

内阻Ri与电压源VOC的正极连接，电池端电压V的正极与RC电路连接，电池端电压V的负极与

电压源VOC的负极连接，本发明定义电池系统充电时为正，电池系统放电时为负；电池端电压

V可以直接测量得到，电压源VOC为电池的开路电压。

[0043] 根据上述等效电路模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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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其中，S表示电池的SOC，VS是等效电路模型中电池的极化电压，RS是电池的极化内

阻，CS是电池的极化电容，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V是电池端电压，VOC(S)是电池在S处的开路

电压，Ri是电池的欧姆内阻；由于电池两端的开路电压VOC与电池的SOC之间存在固定关系，

建立开路电压VOC与电池的SOC的拟合方程：

[0046] VOC(S)＝a+a1S+a2S2+a3S3            (3)

[0047] 其中，a值的取值范围为3.45—3.55，a1值的取值范围为0.025—0.030，a2值的取值

范围为-0.025—-0.020范围,a3值的取值范围为1.20—1.25；

[0048] 建立电池的荷电状态SOC数学模型：

[0049]

[0050] 其中，S(0)是初始时刻的电池的SOC值，η是电池充放电效率；Ct是电池额定容量,Ct

随电池的老化而逐渐变小，i是电池充放电电流；取状态向量x＝[S  VS]T，系统输出y＝V，输

入u＝i，得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为：

[0051]

[0052] 其中， 对所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进行离散化处理

得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

[0053] 进一步地，所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分别为：

[0054]

[0055] 其中，Ad和Bd分别为离散化后的传递矩阵和输入矩阵：

[0056]

[0057] k是tk时刻，Sk是tk时刻电池的SOC值，VOC,k(Sk)是Sk处的开路电压，xk是tk时刻的系

统状态；yk是tk时刻系统的测量输出；uk是tk时刻的系统输入变量，即电池的充放电电流；

Vs,k是tk时刻等效电路模型中电池的的极化电压；wk为tk时刻的过程噪声，vk为tk时刻的测量

噪声，wk和vk是均值为零的高斯白噪声，两个噪声互不相关。

[0058] 进一步地，通过对电池循环老化试验得到的电池容量衰减数据拟合所述电池容量

数学模型为：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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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其中，b1为常数，b1值的取值范围为0.96—0 .99，f1为常数f1值的取值范围为-

0.002—0。

[0061] 进一步地，根据单体电池寿命实验得到的数据拟合有效SOC系数模型为：

[0062]

[0063] 其中，N为充放电次数。ROUND( )表示对括号内计算后的数值取整数。

[0064] 综上，根据等效电路模型所得的电池的荷电状态SOC值、电池容量数学模型所得的

电池容量和有效SOC系数模型所得的有效SOC系数对电池LOC进行计算。

[0065] 本发明一种磷酸铁锂电池LOC模型，结合电池LOC算法模型、等效电路模型、电池容

量数学模型和有效SOC系数模型对锂电池的LOC进行估算，模型简单实用，更准确、可靠。

[0066] 以上是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实施

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还可作出种种的等同变形或替

换，这些等同的变形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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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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