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电动汽车的车载能量源系统 

动力电池是各种电动车辆的主要能量载体和动力来源，也是电动车辆整车成

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电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前。1859 年法国科学家

普兰特(Plante)发明的铅酸电池是世界上第一只可充电的电池。1889～1901 年瑞

典的扬格纳(Jungner)和美国的爱迪生(Edison)先后研制成功了镍铁电池和镍镉电

池。这些电池在实际应用中都经历了数次结构、工艺、材料方面的改进，性能得

到大幅度提高。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镍氢电池 (全称为金属氢化物镍电池) 问世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锂离子电池出现，电池的性能和寿命有了长足进步。同时，

电池从研制成功到规模化生产的周期也大大缩短。材料和电池制造技术的进步为

电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撑，锂离子电池具有比能量高、自放电低、寿命

长等优点，是目前最具实用价值的电动汽车电池，在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上均得到广泛应用。 

电池的基本组成为电池

单体，多个电池单体串联组

成动力电池。如图 61 所示

为锂离子电池的基本原理，

锂离子电池实际上是一种锂

离子浓差电池，正负电极由

两种不同的锂离子嵌入化合

物组成。充电时，Li
+从正极

脱嵌经过电解质嵌入负极，负极处于富锂态，正极处于贫锂态，同时电子的补偿

电荷从外电路供给到碳负极，保证负极的电荷平衡。放电时则相反，Li
+
 从负极

脱嵌，经过电解质嵌入正极，正极处于富锂态。在正常充放电的情况下，锂离子

在层状结构的碳材料和层状结构氧化物的层间嵌入和脱出，一般只引起层面间距

变化，不破坏晶体结构，在充放电过程中，负极材料的化学结构基本不变。因此，

从充放电反应的可逆性看，锂离子电池反应是一种理想的可逆反应。图 62 所示

为电动汽车常用动力电池的性能比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理想的汽车动力源，虽然随着新产品不断出现，性能不断

 

图 61 锂离子电池工作原理 



提高，技术不断进步，但仍不能完全满足电动汽车的使用要求，其存在问题可归

纳如下： 

(1) 能量密度低。电池质量能量密度和体积能量密度都很低，当前锂离子电

池质量能量密度有望达 250~300 Wh/kg，而汽油则为 10000～12000Wh/kg。一辆

小汽车携带 50kg 的汽油可以行驶 600km 以上，而同类型的电动汽车携带 400kg 

(30.4 kWh)的锂离子电池一次充电只能行驶 260km 以内。由于电池的能量密度低，

汽车不得不携带大量的电池。如北京新能源汽车公司研制的纯电动轿车 EV200，

整车自重为 1000 kg，三元锂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重量约为 295kg，整车自重与

电池重量的比例约为 10:3。 

 

图 62 电动汽车常用动力电池性能 

(2) 快速充电接受能力差，充电时间长。 

从目前电池的充电接受能力以及智能充电设备来看，还很难做到像内燃机汽

车加油那样快速地为电动汽车电池组充电。目前锂离子电池为了安全及保障电池

使用寿命，推荐使用 0.2C 以内的电流充电，这样为全放电的电池系统充满电需

要 6~8h。按照目前锂离子电池的充电接受能力，即使采用比较快速的 1C 恒流充

电，也需要 1h 以上。充电时间长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的另一个难题。 

(3) 电池价格昂贵 

虽然当前锂离子电池的价格有显著下降，电芯价格最低 1~1.2 元/Wh，但是

对于一辆小轿车而言，电池系统价格在 4 万元以上。如果采用相对便宜的铅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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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一辆轻型电动客车所需电池组的价格近 2 万元，但一次充电却只能行驶不到

100km。使用锂离子电池的电动汽车上，虽然一次充电续驶里程比铅酸电池大大

提高，但目前价格比铅酸电池高出许多倍。 

(4) 汽车附件的使用受到限制 

由于电动车中电池所能携带的电能有限，所以不得不对电能的使用斤斤计较。

车用电动辅助系统(如空调、动力转向、制动系统等)的选用必须充分考虑到对电

动车电能消耗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发展，电池性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上述问题对电动汽车发展的

制约程度在不断降低。在能源与环保压力的推动下，电池技术还将继续进步和发

展，有关问题也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6.1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种类及原理 

6.1.1 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根据动力电池容量的大小和对功率的要求，可以分为能量型动力电池、功率

型动力电池、能量/功率兼顾型动力电池。 

1. 能量型动力电池 

    能量型动力电池通常具有比较大的容量，能够为用电设备提供比较持久的能

源供给，常常用于纯电动汽车、中度或重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此种电池总能

量在整车的能源配置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常常超过 10 kW。这样不仅可以部分吸

收车辆制动回馈的能量，而且可以提高车辆纯电动模式运行时的续驶里程，降低

污染物的总排放。 

2.  功率型动力电池 

功率型动力电池的容量通常比较小，可以为用电设备提供瞬间大电流供电，

主要用于电动工具、轻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电动汽车的应用中主要用于吸收

制动回馈的能量，同时为车辆起动、加速过程提供瞬间的额外补充能量。 

3.  能量/功率兼顾型动力电池 

能量/功率兼顾型动力电池需要电池的能量密度高，同时要求电池在低 SOC

时有大功率输出，在高 SOC 时有大功率输入，即要求电池具有高能量、大功率

兼顾的特性，主要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由于不同种类电动汽车的构型和工作模式不同，对动力电池的要求要结合不

同的车型分别予以说明。 

1.  纯电动汽车电池的工作要求 

纯电动汽车行驶完全依赖电池的能量，电池容量越大，可以实现的续驶里程

越长，但电池的体积、重量也越大。纯电动汽车要根据设计目标、道路情况和行

驶工况的不同来选配电池。具体要求归纳如下。 

①电池组要有足够的能量和容量，以保证典型的连续放电不超过 1C，典型

峰值放电一般不超过 3C；如果电动汽车上安装了回馈制动，电池组必须能够接

受高达 5C 的脉冲电流充电。 

②电池要能够实现深度放电(例如 80%)而不影响其寿命，在必要时能实现满

负荷功率和全放电。 

③需要安装电池管理系统(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和热管理系统，

显示电池组的剩余电量和实现温度控制。 

④由于动力电池组体积和质量大，电池箱的设计、电池的空间布置和安装问

题都需要认真研究。 

2.  混合动力汽车对电池的工作要求 

与纯电动汽车相比，混合动力汽车对电池的容量要求有所降低，但要能够根

据整车要求实时提供更大的瞬时功率，即要实现“小电池提供大电流”。 

由于混合动力汽车构型的不同，串联式和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对电池的要求

又有差别。 

①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完全由电机驱动，内燃机一发电机总成与电池组一起

提供电机需要的电能，电池 SOC 处于较高的水平，对电池的要求与纯电动汽车

相似，但容量要小一些。 

②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内燃机和电机都可直接对车轮提供驱动力，整车的驾

驶需求可以由不同的动力组合结构来满足。动力电池的容量可以更小，但是电池

组瞬时提供的功率要满足汽车加速或爬坡要求，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有时可能高

达 20C 以上。 

在不同构型的混合动力汽车上，由于工作环境、汽车构型、工作模式的复杂

性，对混合动力汽车用动力电池提出统一的要求是比较困难的，但一些典型、共



性的要求可以归纳如下。 

①电池的峰值功率要大，能短时大功率充放电。 

②循环寿命要长，达到 1000 次以上的深度放电循环和 40 万次以上的浅度放

电循环。 

③电池的 SOC 应尽可能保持在 50%～85%的范围内。 

④需要配备电池管理系统和热管理系统。 

3.  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对电池的工作要求 

PHEV 对动力电池的要求要兼顾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两种模式。如图 63 所示

PHEV的工作模式，PHEV在设计上既要实现在城市里以纯电动汽车模式的行驶，

又要实现在高速公路上以混合动力汽车模式的行驶(电池电量也在消耗)。PHEV

期望纯电动工作模式的行驶里程达到几十公里，而且期望电池在低 SOC 时也能

提供很高的功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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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PHEV 的工作模式 

 

图 64 PHEV、EV 和 HEV 对电池要求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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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给出了 PHEV、EV 和 HEV 对电池的要求在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上的

差别。而从成本角度来讲，由于电池成本高，PHEV 的售价会比传统汽车和无纯

电动里程的混合动力汽车高，用户也会期望 PHEV 电池性能好，寿命长。可见，

PHEV 对电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6.1.2 常用二次电池比较 

 近十年来，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铅酸电池和锂离子电池都被用于电动汽

车和电动工具中，这四类电池的主要性能比较如表 61 所示。 

从能量密度，循环寿命，电压平台以及无记忆效应等方面可见，锂离子电池

较其他两类电池具有明显的优势，除了消费类电子产品，越来越进步的锂离子电

池也越来越普及，可用于军事，纯电动汽车和航空航天应用。本节重点介绍锂离

子动力电池，铅酸电池和镍氢电池等仅作简单介绍。 

表 61 锂离子电池与其他二次电池的比较 

名称 铅酸电池 镍氢电池 镍镉电池 锂离子电池 

工作电压 2.0V 1.2V 1.2V 3.2-3.7V 

能量密度 小于 30Wh/kg 60-80Wh/kg 50Wh/kg 100-250Wh/kg 

循环寿命 300 次左右 500 次左右 500 次左右 大于 1000 次 

记忆效应 无 有 有 无 

优点 可靠性好、技术成

熟、价格低 

可快速充电、高功

率放电；能量密度

较高、循环寿命长 

可快速充电，价格

便宜，循环寿命较

长 

可快速充电、高功

率放电；能量密度

高、循环寿命长 

缺点 不可快速充电，能

量密度低，体积

大，寿命短，对环

境污染大 

具有一定的记忆

效应，价格较高，

充放电效率差 

有记忆效应，能量

密度低，对环境有

污染 

价格较高、发生强

烈碰撞或是温度

过高等情形下，稳

定性差 

行业生命周期 成熟期后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步入成熟期 

6.1.3 铅酸电池和镍氢电池 

    铅酸电池自 1859 年发明以来，其使用和发展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广泛用

作内燃机汽车的起动动力源。电动汽车用铅酸电池要用于给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它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提高比能量，增大循环使用寿命。铅酸电池是最成熟的电动

汽车电池。1881 年，世界第一辆电动三轮车使用的就是铅酸电池。由于铅酸电



池技术成熟，可靠性好、原材料易得、价格便宜，比功率也基本上能满足电动汽

车的动力性要求，因此在电动汽车中广泛应用。常规铅酸电池有两大缺点：一是

比能量低，所占的质量和体积太大，且一次充电行驶里程较短；另一个是使用寿

命短。随着铅酸电池技术的发展，适合电动汽车使用的各种新型铅酸电池不断出

现，其性能不断提高。 

镍氢电池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电池。它的正极活性物质主

要由镍制成，负极活性物质主要由储氢合金制成，是一种碱性电池。 

镍氢电池具有高比能量、高功率、适合大电流放电、可循环充放电、无污染，

被誉为“绿色电源”。世界各发达国家均在加紧开发研制此产品技术，并实现产

业化。国外研制电动汽车用高功率镍氢电池的公司主要有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松下 EV 电池公司、美国的 Cobasys 公司、德国的 Varta 公司和法国的 Salt 公司

等。我国镍氢电池的技术正趋成熟。在动力镍氢电池方面，我国也有很多单位一

直从事混合动力汽车用镍氢电池的研究，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长

期从事镍氢电池及相关材料的研究和开发，北京有色总院、中山电池公司、湖南

神舟科技、春兰集团、鞍山三普等单位均从不同角度做过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前在部分车型中，铅酸电池和镍氢电池因为价格优势仍然

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在我国山东省销售广泛的低速电动汽车，铅酸电池仍然占

有较高的比例。 

6.1.4 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是 1990 年由日本索尼公司首先推向市场的新型高能电池，是目

前世界最新一代的充电电池。与其他电池比较，锂离子电池具有电压高、比能量

高、充放电寿命长、无记忆效应、无污染、快速充电、自放电率低、工作温度范

围宽和安全可靠等优点，它已成为未来电动汽车较为理想的动力电源。相比于镍

氢电池，混合动力汽车采用锂离子电池，可使电池组的质量下降 40%～50%，体

积减小 20%～30%，能源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目前世界范围内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的三个集中区域分别位于德国、美国

和中日韩所在的东亚地区，而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生产目前主要集中在中日韩三个

国家。随着动力电池产能规模的扩大，动力电池价格将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图

65 所示)。近两年，全球 3C 锂电池市场日趋成熟，动力锂电池市场已经成为全



球锂电池市场快速增长的最大引擎。2016 年全球锂电池电芯需求为 124GWh，

比上年同期增长 29%。其中，动力锂电池出货量约为 45.33GWh；未来 10 年，

全球动力锂电池市场将继续迅猛增长，预计 2022 年总需求量和市场规模将分别

达到54.9GWh 和267亿美元。未来 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37.0%和31.6%，

市场规模占比将迅速提升至 63%左右。 

 

图 65 全球动力电池系统价格的变化趋势 

美国能源部所属的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了“电动汽车无处不在

大挑战蓝图”(图 66)。该蓝图重点支持应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锂离子电

池技术研发。为实现蓝图目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办公室、

能源先进研究项目办公室和科学办公室分工合作，共同推动车用电池的技术进步。 

 

图 66  “电动汽车无处不在大挑战”设置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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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电
池

系
统

价
格
/(
美

元
·K

w
-1

·h
-1
)

4倍成本降低；

2倍尺寸降低；

2倍多重量降
低。

                        2012年电池技术

500 美元(kW·h)，100 (W·h)/kg，200 Wh/L,   

400 W/kg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的材料组合：

正极：镍基、锰基或铁基活性材料；

负极：碳或石墨活性材料

                          2022年电池技术

125 美元(kW·h)，250 (W·h)/kg，400 Wh/L, 

2000 W/kg

新概念锂离子电池技术有潜力实现性能的倍增

和成本的大幅降低；后锂离子技术也可能满足

性能要求的挑战。

电池挑战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实现较大市场占有率对动力电池的性能要求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 2011 年的报告中提出了车用动力电池的功率密度、能量

密度及成本的目标值。2013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新能源与工业技术开发组

织发布了“二次电池技术路线图 2013”，提出了电动汽车用及固定式用二次电池

的技术指标(表 62)。 

表 62 日本车用动力电池的主要技术指标 

电池类别 要求 2012 年底 2020 年底 2030 年前 2030 年后 

功率型电池 

功率密度/(W·kg
-1

) 1400~2000 2500 — — 

能量密度/(W·h·kg
-1

) 30~50 200 — — 

使用寿命/年 5~10 10~15 — — 

循环寿命/次 2000~4000 4000~6000 — — 

价格/(美元/(W·h)) 1~1.5 0.2 — — 

能量型电池 

功率密度/(W·kg
-1

) 330~600 ~1500 ~1500 ~1500 

能量密度/(W·h·kg
-1

) 60~100 250 500 700 

使用寿命/年 5~10 10~15 10~15 10~15 

循环寿命/次 500~1000 1000~1500 1000~1500 1000~1500 

 价格/(美元/(W·h)) 0.7~1 0.2 0.1 0.05 

注：相关指标为电池系统层面，美元与日元汇率按 1:1000 计。 

德国政府为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制定了国家电驱动平台计划，主要在材料

开发及电池技术、创新性电池设计技术、安全性评估及测试流程、电池寿命的建

模与分析、大规模生产的工艺技术等五方面开展研发工作，提出了动力电池系统

主要性能参数(20142020)(图 67)。 

韩国知识经济部大力支持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工作，着重对锂离子

动力电池单体、模块、系统及关键原材料等进行攻关研究。世界首要材料项目和

二次电池技术研发项目涵盖基础研究、关键原材料、测试评价及标准、动力电池

应用，以期在韩国打造完善的动力电池产业链。 

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正在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国务院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国家规划(2012-2020)，重点支持动力电池的产业化和电池模块的标准化。在国

家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设立了新能源汽车重点研发专项(2016-2020)，提升锂离子

电池的技术水平，开展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技术开发，开展新体系动力电池的



技术开发。据伦敦业界知名研究机构英国基准矿业情报估计，至 2020 年中国约

占全球锂电池 62%的产能，而其后依次是美国的 22%，韩国的 13%以及波兰的

3%。当前，中国动力电池已形成了以比亚迪、CATL、沃特玛、国轩和力神等五

家企业组成的第一梯队。以 2016 年产能为例，2016 年这五家动力电池企业出货

量合计超过 20GWH，占据中国动力锂电池市场的 70%以上。 

 

图 67 德国电驱动平台设置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指标 

目前，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多家动力电池都开始了产能扩充的规

划。在未来的市场格局中，由于自身技术优势及市场地位，这 5 个规模较大电池

厂将继续扩大产能，2020 年产能规划表如表 63 所示。 

表 63 第一阶梯动力电池企业 2020 年产能规划表 

企业 2020 年产能预计 

比亚迪 2020 年将电池产能提升至 2015 年三倍 

宁德时代 锂电池产能增至 50GWh 

沃特玛 — 

国轩高科 规划产能 60 亿 AH 

天津力神 动力电池产能将达到 20GWh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如下： 

1.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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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能量密度/(W·h·L
-1

)

峰值功率密度
/(W·kg

-1
)

25 ,50%SoC,10s

安全性：

达到EUCAR的
水平

冷启动功率密度
/(W·kg

-1
)

-25 ,50%SoC

使用寿命/年 欧元与美元汇率按1:1计

成本/(美元/kW·h)

质量要求：

10年内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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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采用锂化合物 LiCoO2、LiNiO2、LiMn2O4 和三元材料

的 Li(NiCoMn)O2，负极采用锂一碳层间化合物 LixC6。，电解液为有机溶液。典

型的电池体系为： 

 

图 68 所示为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图，电池在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材料

的晶格中脱出，通过电解质溶液和隔膜，嵌入到负极中；放电时，锂离子从负极

脱出，通过电解质溶液和隔膜，嵌入到正极材料晶格中。在整个充放电过程中，

锂离子往返于正负极之间。 

充电

锂离子

放电

锂离子

负极正极

电解质

 

图 68 锂离子电池工作原理图 

    以 LiCoO2 为正极材料，石墨为负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正负极的电化学反

应为： 

 

 

     总反应为： 

 

    由于锂离子电池只涉及锂离子而不涉及金属锂的充放电过程，从根本上解决

了由于锂枝晶的产生而带来的电池循环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2. 特点分析 

锂离子电池有许多显著特点，它的优点主要表现为： 

(1)工作电压高。锂离子电池工作电压为 3.6V，是镍氢和镍镉电池工作电压

的 3 倍。 

   6 2- C LiPF -EC+DEC LiCoO +

+ -

2 1-x 2LiCoO Li CoO +xLi +xe

+ -

x 66C+xLi +xe Li C

2 1-x 2 x 6LiCoO +6C Li CoO +Li C



(2)比能量高。锂离子电池比能量已达到 250Wh/kg，固态锂离子电池更是有

望突破 500Wh/kg，是镍镉电池的 5 倍，镍氢电池的 1.5 倍。 

(3)循环寿命长。目前锂离子电池循环寿命最高已达到 3000 次以上，在低放

电深度下可达几万次，超过了其他几种二次电池。 

(4)自放电率低。锂离子电池月自放电率仅为 6%～8%，远低于镍镉电池

(25%～30%)和镍氢电池(15%～20%)。 

(5)无记忆性。可以根据要求随时充电，而不会降低电池性能。 

(6)对环境无污染。锂离子电池中不存在有害物质，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电池”。 

(7)能够制造成任意形状。 

锂离子电池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高。主要是正极材料 LiCoO2的价格高，但按单位瓦时的价格来计算，

已经低于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持平，但高于铅酸电池。 

(2)必须有特殊的保护电路，以防止过充。 

3. 结构 

按照锂离子电池的外形形状，可以分为：方形和圆柱形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隔板、电解液和安全阀等组成。圆柱形锂离子电

池结构如图 69 所示。 

 

图 69 圆柱形锂离子电池 

1)正极 

正极物质在锰酸锂离子电池中以锰酸锂为主要原料，在磷酸铁锂离子电池中

以磷酸铁锂为主要原料，在镍钴锂离子电池中以镍钴锂为主要材料，在镍钴锰锂



离子电池中以镍钴锰锂为主要材料。在正极活性物质中再加入导电剂、树脂黏合

剂，并涂覆在铝基体上，呈细薄层分布。 

2)负极 

    负极活性物质是由碳材料与黏合剂的混合物再加上有机溶剂调和制成糊状，

并涂覆在铜基上，呈薄层状分布。 

3)隔板 

隔板的功能是关闭或阻断通道的作用，一般使用聚乙烯或聚丙烯材料的微多

孔膜。所谓关闭或阻断功能是电池出现异常温度上升，阻塞或阻断作为离子通道

的细孔，使电池停止充放电反应。隔板可以有效防止因外部短路等引起的过大电

流而使电池产生异常发热现象。这种现象即使产生一次，电池就不能正常使用。 

4)电解液 

电解液是以混合溶剂为主体的有机电解液。为了使主要电解质成分的锂盐溶

解，必须具有高电容率，并且具有与锂离子相容性好的溶剂，即不阻碍离子移动

的低黏度的有机溶液为宜，而且在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必须呈液体状

态，凝固点低，沸点高。电解液对于活性物质具有化学稳定性，必须良好适应充

放电反应过程中发生的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又由于使用单一溶剂很难满足上述

严酷条件，因此电解液一般混合不同性质的几种溶剂使用。 

5)安全阀 

为了保证锂离子电池的使用安全性，一般通过对外部电路的控制或者在电池

内部设有异常电流切断的安全装置。即使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也有可能其他原因

引起电池内压异常上升，这样，安全阀释放气体，以防止电池破裂。安全阀实际

上是一次性非修复式的破裂膜，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保护电池使其停止工作，因

此是电池的最后保护手段。 

方形锂离子电池的结构如图 610 所示，和圆柱形锂离子电池一样，方形电

池的盖子上也有一种特殊加工的破裂阀，以防止电池内压过高而可能出现的安全

问题。这种阀一旦打开，电池即失效。同样，方形锂离子电池的极片也是卷绕起

来的，它完全不同于方形 MH-Ni 或 Cd-Ni 电池的叠片结构。与圆柱形电池不同，

方形电池的正极柱是一种金属—陶瓷或金属—玻璃绝缘子，它实现了正极与壳体

之间的绝缘。 



4.典型的几种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内部主要由正极、负极、电解质及隔膜组成。正、负极及电解质

材料不同及工艺上的差异使电池有不同的性能，并且有不同的名称。目前市场上

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主要是氧化钴锂（LiCoO2），另外还有少数采用氧化锰锂

(LiMn2O4)及氧化镍锂(LiNiO2)作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一般将后两种正极材料

的锂离子电池称为“锂锰电池”及“锂镍电池”。磷酸铁锂动力电池是用磷酸铁

锂（LiFePO4）材料作电池正极的锂离子电池，它是锂离子电池家族的新成员。

下面主要介绍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以及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

电池的工作原理、特点以及放电特性分析。 

 

图 610 方形锂离子电池结构图 

(1) 钴酸锂电池 

     目前用量最大最普遍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结构稳定、比容量高、综

合性能突出、但是其安全性差、成本非常高，主要用于中小型号电芯，标称电压

3.7V。其理论容量为 274mAh/g，实际容量为 140mAh/g 左右，也有报道实际容

量已达 155mAh/g。 

① 钴酸锂电池的工作原理 

    如图 611 所示为钴酸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图，实验证明，钴酸锂（LiCoO2）

电池在正常充电结束后 （即充电至截止电压 4.2 V 左右），LiCoO2 正极材料中的

Li 还有剩余。此时若发生过充等异常情况，LiCoO2 正极材料中的 Li
+将会继续

压力阀

正极端

封口板
负极

负极板

隔板

正极板

电池壳



脱嵌，游向负极，而此时负极材料中能容纳 Li
+的位置已被填满，Li

+只能以金属

的形式在其表面析出，聚结成锂枝晶，埋下了使电池内部短路的安全隐患。 其

充电反应式为： 

 

② 钴酸锂电池的特点 

该正极材料的主要优点为：工作电压较高（平均工作电压为 3.7V）、充放电

电压平稳，适合大电流充放电，比能量高、循环性能好，电导率高，生产工艺简

单、容易制备等。 

主要缺点为：价格昂贵，抗过充电性较差，循环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 611 钴酸锂电池的充放电充放电示意图 

③ 钴酸锂电池的放电特性及寿命 

    如图 612 所示为钴酸锂电池在不同放电率时的放电特性曲线。最小的放电

率是 1C，最大的放电率是 20C，5 种不同的放电率形成对比组成一组放电曲线。

随着放电倍率的增加，放电初期电压下降速度加快且不平稳。 

如图 612(B)所示为钴酸锂电池全电池循环曲线图，由图中可以看出电池的

循环性能比较好，当其经过 350 周，其电池容量保持率还很高，大约 87%左右。 

2 0.5 2LiCoO 0.5Li+Li CoO



 

图 612 钴酸锂电池放电特性曲线：(A)在不同放电速率下全电池的容量保持率，(B)全电池

在 1C 下的循环寿命 

(2)锰酸锂离子电池 

合成性能好、结构稳定的正极材料锰酸锂是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关键，锰

酸锂是较有前景的锂离子正极材料之一。但其较差的循环性能及电化学稳定性却

大大限制了其产业化，掺杂是提高其性能的一种有效方法。掺杂有强 M-O 键、

较强八面体稳定性且离子半径与锰离子相近的金属离子，能显著改善其循环性能。  

① 锰酸锂电池的工作原理 

如图 613 所示为锰酸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图，电池在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

材料的晶格中脱出，通过电解质溶液和隔膜，嵌入到负极中；放电时，锂离子从

负极脱出，通过电解质溶液和隔膜，嵌入到正极材料晶格中。其电极反应式为： 

 

图 613 锰酸锂电池工作原理图 

     正极：       

     负极：             

      电池：       

1- 2 4 2 4xLi Mn O xLi xe LiMn O 

xLi C C xLi xe 

1 2 4 2 4x xLi Mn O Li C LiMn O C  

http://www.hudong.com/wiki/蓄电池
http://www.hudong.com/wiki/正极


② 锰酸锂电池的主要性能 

   如表 64 所示为某款编号为 SPIM14245190 的锰酸锂电池的主要性能参数。

表中给出了电池的最高、最低电压以及额定电压的数值。 

表 64 锰酸锂电池的主要性能参数 

额定容量 35 Ah 

额定电压 

 

3.7 V 

充电截至电压 4.2 V 

放电截止电压 3.0 V 

能量密度 ≥140Wh/kg，≥220Wh/L 

最大充电电流  

 

140A 

最大放电电流 280A  

脉冲输入功率 1800W/kg(50％SOC，10s) 

脉冲输出功率 2700W/kg(50％SOC，10s) 

循 环 寿 命 (20 ℃ ±

5℃) 

≥1800 次（剩余70％额定容量） 

工作环境温度 

 

充电：0℃～40℃ 

放电：-20℃～55℃ 

储存环境要求 温度：-10℃～45℃(推荐为0～35℃) 

③ 锰酸锂电池的特点 

   优点：安全性略好于镍钴锰三元材料；电压平台高，1C 放电中值电压 3.80V

左右，4C 放电平台在 3.7V 左右；电池低温性能优越；对环境友好；成本低。 

   缺点：电池高温循环性能差；极片压实密度低于三元材料，只能达到 3.0 g/cm
3

左右；锰酸锂比容量低一般只有 105m·Ah/g 左右；循环性能比三元材料差。 

④ 锰酸锂电池的放电特性及寿命 

    如图 614 所示为 SPIM14245190 锰酸锂锂离子电池在不同放电率时的放电

特性曲线。最小的放电率是 1C，最大的放电率是 4C。随着放电倍率的增加，放

电初期电压下降速率加快，放电平台电压下降，同时放电时间缩短，这是因为随

着放电电流的增加电池欧姆压降升高所致。图 615 所示为锰酸锂离子电池在 4C

放电时的循环寿命曲线图。 

图 614 和图 615 表明 SPIM14245190 锰酸锂锂离子电池的放电容量与循

环次数紧密相关，当前电池生产工艺和技术提高，不同倍率的充放电容量和库伦

效率差异已经不是特别显著。 

    如图 616 所示为锰酸锂离子电池在不同温度下 1C 放电的测试曲线图。其



温度范围为-10℃~45℃。 

 

图 614 锰酸锂体系电池不同倍率下放电过程的电流、电压和 

 

图 615 锰酸锂体系电池 4C 循环寿命 



 

图 616 锰酸锂体系电池不同温度下的循环寿命曲线(1C 放电倍率) 

图 616 表明，在低温(-10℃)放电时有一个明显的低头，直接影响电池在低

温下的放电性能，低温容量衰退速率和容量值较 10℃以上小很多。此外，相比

于 25℃，高温 45℃下容量衰退速率较快；相比于 4C 倍率，1C 条件电池具有更

长久的循环寿命，即耐久性更好。因此，将动力电池控制在合适的工作温度和充

放电倍率是很必要的。 

(3)磷酸铁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的全名应是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这名字太长，简称为磷酸铁

锂电池。由于它的性能特别适于作动力方面的应用，则在名称中加入“动力”两

字，即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也有人把它称为“锂铁（LiFe）动力电池”。 

① LiFePO4 电池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LiFePO4 电池的内部结构如图 617 所示。左边是橄榄石结构的 LiFePO4 作

为电池的正极，由铝箔与电池正极连接，中间是聚合物的隔膜，它把正极与负极

隔开，但锂离子 Li
+可以通过而电子 e

-不能通过，右边是由碳（石墨）组成的电

池负极，由铜箔与电池的负极连接。电池的上下端之间是电池的电解质，电池由

金属外壳密闭封装。 

② LiFePO4 电池主要性能 

LiFePO4 电池的标称电压多是 3.2 V、终止充电电压是 3.6V、终止放电压是

2.0V。由于各个生产厂家采用的正、负极材料、电解质材料的质量及工艺不同，

其性能上会有些差异。例如同一种型号（同一种封装的标准电池），其电池的容



量有较大差别（10%～20%）。 

 

图 617 LiFePO4 电池内部结构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容量有较大差别，可以分成三类：小型的零点几到几毫

安时、中型的几十毫安时、大型的几百毫安时。不同类型电池的同类参数也有一

些差异。这里再介绍一种目前应用较广的小型标准圆柱形封装的磷酸铁锂动力电

池的参数。其外廓尺寸：直径为 18mm、高 650mm（型号为 18650），其参数性

能如表 6-5 所示。 

表 65 小型标准圆柱形封装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参数 

项目 性能 

典型容量 1.5/2Ah 

标称电压 3.2V 

终止充电电压 3.6±0.05V 

终止放电电压 2.0V 

内阻 30-80m 

最大充电电流 1-1.5C 

一般充电电流 0.2-0.5C 

最大放电电流 5-10C 

一般放电电流 0.5-1C 

工作温度范围 充电：0-45℃ 

放电：-20-60℃ 

③ 磷酸铁锂电池的特点 

LiFePO4 电池可归纳下述特点： 

1. 高效率输出：标准放电为 2～5C、连续高电流放电可达 10C，瞬间脉冲放



电（10s）可达 20C； 

2. 高温时性能良好：外部温度 65℃时内部温度则高达 95℃，电池放电结束

时温度可达 160℃，电池的结构安全、完好； 

3. 即使电池内部或外部受到伤害，电池不燃烧、不爆炸、安全性最好； 

4. 极好的循环寿命，经 500 次循环，其放电容量仍大于 95%； 

5. 过放电到零伏也无损坏； 

6. 可快速充电； 

7. 低成本； 

8. 对环境无污染。 

④ 典型的放电特性及寿命 

一种型号为 LP2714897 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额定容量 20 Ah，当前容量为

16 Ah）在不同的放电率时其放电特性如图 618 所示。最小的放电率为 0.3C，

最大的放电率为 2C，3 种不同的放电率形成一组放电曲线。由图 6-18 中可看出，

不管哪一种放电率，其放电过程中电压是很平坦的（即放电电压平稳，基本保持

不变），只有快到终止放电电压时，曲线才向下弯曲（放电量达到 14Ah 以后才

出现向下弯曲）。在 0.3～2C 的放电率范围内，输出电压大部分在 2.8～3.3V 范

围内变化。这说明该电池有很好的放电特性。 

 

图 618 LP2714897 的放电特性 

LP2714897 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从 10～40℃）的放电曲线如图 619 所示。

不同温度下电池所能放出的容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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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STL18650 在多温度条件下的放电曲线 

LP2714897的充放电循环寿命曲线如图620所示。其充放电循环的条件是：

以 1C 充电率充电，以 2C 放电率放电，历经 500 次充放电循环，容量保持率为

94%以上。从图 620 的特性曲线可看出，在经过 500 次充放电循环，其放电容

量下降很少，说明该电池有很高的寿命。 

 

图 620 LP2714897 的充放电循环寿命曲线 

(4)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电池 

钴镍锰酸锂融合了钴酸锂和锰酸锂的优点，在小型低功率电池和大功率动力

电池上都有应用。但该种电池的材料之一钴是一种贵金属，价格波动大，对钴酸

锂的价格影响较大。钴处于价格高位时，三元材料价格较钴酸锂低，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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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力；但钴处于价格低位时，三元材料相较于钴酸锂的优势就大大减小。

随着性能更加优异的磷酸铁锂的技术开发，三元材料大多被认为是磷酸铁锂未大

规模生产前的过渡材料。 

① 镍钴锰酸锂电池的特点 

    优点：镍钴锰酸锂材料比容量高，可以达到 145mAh 以上：18650 型电池可

以容量做到 3Ah 以上，电池循环性能好，4C 放电循环可以达到 800 次以上；高

低温性能优越；极片压实密度高，可以达到 3.4 g/cm
3 以上。 

缺点：电压平台低，1C 放电中值电压 3.66V 左右，4C 放电平台在 3.6V 左

右；电池安全性能相对差一点；成本较高。 

② 镍钴锰酸锂电池的放电特性及寿命 

    如图 621 所示为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电池在不同放电率时的放电特性曲线。

最小的放电率是 0.3C，最大的放电率是 2C，3 种不同的放电倍率形成一组放电

曲线。图 622 为三元体系电池 3C 循环容量衰退曲线，图 623 为三元体系电池

在不同温度下的放电曲线图。 

 

图 621 三元体系电池不同倍率放电曲线 

其温度范围是 10℃～40℃，从图中可以看出，其性能受到温度影响很大。 

    最后，给出了如表 66 所示，钴酸锂、镍钴锰酸锂、锰酸锂以及磷酸铁锂电

池的性能以及应用领域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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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三元体系电池 3C 循环容量衰退曲线 

 

图 623 三元体系电池不同温度放电曲线 

表 66 钴酸锂、镍钴锰酸锂、锰酸锂以及磷酸铁锂电池的对比 

项目 钴酸锂 镍钴锰酸锂 锰酸锂 磷酸铁锂 

振实密度(g/cm
3
) 2.8-3.0 2.0-2.3 2.2-2.4 1.0-1.4 

比表面积(m
2
/g) 0.4-0.6 0.2-0.4 0.4-0.8 12-20 

克容量(mA·h/g) 135-140 140-180 90-100 130-140 

电压平台(V) 3.7 3.5 3.8 3.2 

循环性能 ≥500 次 ≥500 次 ≥300 次 ≥2000 次 

过渡金属 贫乏 贫乏 丰富 非常丰富 

原料成本 很高 高 低廉 低廉 

环保 含钴 含镍、钴 无毒 无毒 

安全性能 差 较好 良好 优秀 

适用领域 中小电池 小电池/小型动

力电池 

动力电池、低成

本电池 

动力电池/超大

容量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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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性能 

6.2.1 动力电池的性能参数 

(1)电池的放电制度 

    电池的放电制度是指放电率、放电形式(恒流、变流或脉冲)、终止电压和温

度。终止电压指充放电结束时的电池电压，分为充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

在研究电池容量时要规定统一的放电电流，常用 i 小时率表示。如果以电流 I 放

电，电池在 i 小时内放出的电量为额定容量，这个放电率称为 i 小时放电率。 

(2)电池的容量 

    电池的容量是指充满电的电池在指定的条件下放电到终止电压时输出的电

量，单位为 Ah。关于电池的容量，有理论容量、i 小时率放电容量、额定容量、

实际容量和剩余容量等概念，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理论容量：假定电池中的活性物质全部参加成流反应，根据法拉第定律计算

所能给出的电量。理论容量是电池容量的最大极限值。电池实际放出的容量只是

理论容量的一部分。 

    i 小时率放电容量：恒流放电条件下，正好用 i 小时把充满电的电池放电到

终止电压时能够放出的电量，通常用 Ci 表示。通常启动电池用 Czo、牵引电池用

Cs、电动汽车用电池用 C3 表示。 

    额定容量：规定条件下电池应放出的电量。额定容量是制造厂标明的安时容

量，作为验收电池质量的重要技术指标。我国的国家标准中，使用 3 小时率放电

容量来定义电动道路车辆用动力电池的额定容量。 

    实际容量：充满电的电池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输出的电量，它等于放电电流和

放电时间的乘积。 

剩余容量：电池经过使用后，在指定的放电率和温度状态下可以从电池中放

出的电量。 

最大可用容量：最大可用容量等于电池最大可用放电容量和最大可用充电容

量的和。即动力电池在当前温度和老化条件下从充满电放电至截止条件所能够释

放的最大容量。 

电池经过使用后，在指定的放电率和温度状态下可以从电池中放出的电量。 

(3)电池的能量 



电池的能量是指在按一定标准所规定的放电制度下，电池所输出的电能，

单位为瓦时(W·h)或千瓦时(kW·h)。 

(4)能量密度 

电池的能量密度有质量能量密度和体积能量密度之分。质量能量密度是指

电池单位质量所能输出的电能，单位为瓦时/千克(Wh/kg)。体积能量密度是指电

池单位体积所能输出的电能，单位为瓦时/升(W·h/L)。通常使用电池的质量比来

描述电池的能量密度。 

(5)电池的功率与功率密度 

电池的功率是指在一定的放电制度下，单位时间内电池输出的能量，单位

为瓦(W)或千瓦(kW)。单位质量的电池输出的功率称为质量功率密度，单位为

W/kg。单位体积的电池输出的功率称为体积功率密度，单位为 W/L。 

(6)电池的荷电状态 

电池的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描述电池剩余容量占当前条件最大

可用容量的百分比。工作过程中电池的荷电状态的计算式为： 

 

式中，SOC0 为电池的初始 SOC；Ibat 为 t 时刻电池的工作电流，充电时为正，放

电时为负，A；t 为充放电时间，h；C 为电池的额定容量，Ah。 

(7)放电深度(Depth of Discharge，DOD)： 

DOD 是电池已经放出的电量与电池额定容量的比值，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Ibat 为 t 时刻电池的工作电流，充电时为正，放电时为负，A；t 为充放电

时间，h；C 为电池的额定容量，Ah。 

(8)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Cycle Life)：  

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是指以电池充电和放电一次为一个循环，按一定测试

标准，当电池容量降到某一规定值(我国标准规定为额定值的 80%)以前，电池经

历的充放电循环总次数。 

(9)抗滥用能力(Abuse Tolerance)： 

t

bat
0

0

I dt
SOC=SOC + 1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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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t
DOD=100% SOC=100% SOC 100%

C
   





    指电池对短路、过充、过放、机械振动、撞击、挤压以及遭受高温和着火等

非正常使用情况的容忍程度。 

6.2.2 铅酸电池的特性 

铅酸电池的电动势和开路电压与电解液 H2SO4的浓度相关，其关系曲线如图

624 所示。铅酸电池在放电过程中，H2SO4 的浓度会逐渐减小，如果 H2SO4 的

密度下降到 1.2g/cm
3 时，铅酸电池就必须充电。 

 

图 624 铅酸电池开路电压与电解液 H2SO4 的浓度关系曲线 

1. 铅酸电池的充放电特性 

在充电开始，铅酸电池的端电压迅速地上升(图 625 中 A-B 段)。当达到月

点以后，铅酸电池的端电压上升逐渐缓慢(图 625 中 B-C 段)。达到充电量 90%

左右时，铅酸电池的端电压再次上升(图 625 中 C-D 段)，当铅酸电池的端电压

达到 D 点时，铅酸电池的两极开始析出气体。出现“过充”现象，应停止充电。

铅酸电池的充电性能是与 PbO 在化学反应过程生成 PbSO4 的速度有关。 

 

图 625 铅酸电池的充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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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铅酸电池恒电流的放电特性 

始放电开时，端电压随放电电流增大下降较快(图 626 中 A-B 段)。然后铅

酸电池的端电压随放电电流的增大保持稳定状态(图 626 中 B-C 段)。当电池放

电电流超过 D 点后，端电压迅速下降，达到所规定的终止电压。超过 D 点时，

铅酸电池呈“过放”状态，“过放”时将使铅酸电池损坏。铅酸电池的放电性能

是与其 PbSO4 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生成为 Pb 的速度有关。 

 

图 626 铅酸电池的放电特性 

3. 温度对铅酸电池充、放电时的影响 

环境温度对铅酸电池的充、放电时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也对铅酸电池的

充电状态 SOC 有影响。图 627 为电池的充、放电时的性能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图 627 铅酸电池的充、放电时的性能与温度的关系曲线：1- -30℃；2- -25℃；3- -15℃；4- 

-5℃；5- 5℃；6- 15℃；7-2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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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镍氢电池的特性 

1. 充、放电特性 

镍氢电池的开路电压约为 1.35V，放电过程平均电压约为 1.2V。在室温(20℃)

条件下，AA 型镍氢电池 0.2CA 和 1C5A 充电曲线如图 628 所示。0.2C5A、1C5A、

3C5A 和 5C5A 的放电曲线如图 629 所示。 

 

图 628 0.2CA 和 1C5A 充电曲线 

 

图 629 0.2C5A、1C5A、3C5A 和 5C5A 的放电曲线 

2. 温度的影响 

AA 型电池在不同环境温度下，以 0.2C5A 放电的容量与温度关系曲线如图

630 所示。在-18℃下，AA 型电池以 0.2CA 和 1CA 放电的曲线如图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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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0 A 型镍氢电池在不同环境温度下，以 0.2C5A 放电的容量与温度关系 

 

图 631 AA 型镍氢电池在﹣18℃下不同电流的放电曲线 

从图 631 可以看出，-18℃下 0.2CA 和 1C5A 放电曲线不尽如人意，这是由

热力学性质决定的。 

6.2.4 锂离子电池的特性 

1. 充电特性  

20Ah的磷酸铁锂(LFP) 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 3.20V，充电截至电压 3.65V，

放电截至电压 2.0V。其初始状态在 25
o
C 的充电特性曲线如图 632 所示，单体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电压必须严格保持在 3.65V 以内，充电电流通常应限制在 3C

以下。若充电电压超过 4.0，可能造成 LFP 锂离子电池永久性损坏。锂离子电池

通常都采用恒流转恒压充电模式，首先用 0.3C 或 1/3 C (这里选用 6.0 A)标准电

流充电，在此过程中充电电流稳定不变，电池电压逐渐上升，当单体电池的电压

上升到 3.65V 时，充电器应立即转入恒压充电。在恒压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逐

渐减小，当电池充足电时，电流下降到涓流充电电流，充电截至电流为 1000 mA。

60%

70%

80%

90%

100%

110%

C

40 60200-20
t (°C)

30% 60% 9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C

U
 (

 m
V

 )

-18°C

0.2C5A

1C5A



用这种方法，4 小时以内电池可充到最大可用容量。 

 

图 632 LFP 锂离子电池充电特性：(A)电流曲线；(B)电压曲线；(C)充电容量曲线. 

2. 放电特性 

当环境温度为 25℃时，该锂离子电池的放电特性曲线如图 633 所示。该锂

离子电池放电电流通常不应超过 4 C。放电时单体电池电压不得低于 2.0V。电池



电压低于 1.5V，就会造成永久性损坏，因此，一般需要在 2.0V 以上使用。采用

0.3C 放电速率(即放电电流为 6 A)且单体电池电压下降到 2.0V 时，可放出 20.48 

Ah；采用 1C 放电速率(即放电电流为 20A)时，能够放出 20.15Ah；采用 2C 放电

速率(即放电电流为 40A)时，能够放出 19.98 Ah；采用 3C 放电速率(即放电电流

为 60A)时，能够放出 19.93Ah。可见，放电倍率对 LFP 锂离子电池容量有一定

的影响，但是不是特别显著。 

 

图 633 锂离子电池放电特性曲线：(A)和(B)为 0.5C 放电倍率下的放电电压和容量曲线；(C)

和(D)为 1C 放电倍率下的放电电压和容量曲线；(E)和(F)为 2C 放电倍率下的放电电压和容

量曲线；(G)和(H)为 3C 放电倍率下的放电电压和容量曲线. 

如图 634 为该 LFP 锂离子电池在不同温度和循环次数下的容量数据，采用

标准的 0.3C 进行充放电。 

图 634 表明锂离子的放电容量与其老化和工作温度有较大影响，容量随着

老化次数的增而降低，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降低。综上，电池的应用需要考虑温度，



倍率和老化的影响。 

 

图 634 环境温度与电池容量衰退轨迹的关系 

6.3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6.3.1 动力电池成组技术 

6.3.1.1 概述 

单体电池的容量和电压偏低，往往不能很好地满足用电器(负载)的实际需要，

因此，很多情况电池需要组合成电池组使用。电池组的组合方式因单体电池的排

布和连接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组合方式有串联、并联、串并结合三种方式。 

1.串联 

电池串联方式(见图 635 )通常用于满足高电压的工作需要。电池串联使用

时电池组电压为单体电池电压的倍数，n 只串联便为 n 倍，如通常使用的电动自

行车常用的 12V、12Ah 铅酸电池的 12V 电压即为铅酸单体电池 2V 的 6 倍，说

明 12V 系列铅酸电池是由 6 个单体串联组合而成的。 

 

图 635 电池串联组合示意图 

若电池组一致性良好，电池组的容量为单电芯的容量，若电池组中单体电池

的容量不均匀，电池组的容量取决于电芯容量的最低者。 



电池组的内阻理论上为单体电池的 n 倍，但通常由于连接内阻的存在，都稍

大于这一数值。 

2. 并联 

电池并联方式(见图 636 )通常用于满足大电流的工作需要。量为单体电池

容量的倍数，n 只并联便为 n 倍，如 2 只并联电池的容量即为单体电池的 2 倍。 

 

图 636 电池并联示意图 

电池组的标称电压为单体电池的标称电压，若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电压不均

匀，电池组的额定电压取决于单体电池中电压最低者。 

电池组的内阻理论上为单体电池的 1/n，但通常都大于这一数值。 

3. 串并结合 

串并结合就是要求满足电池组既提供高电压又要有大电流放电的工作条件。

先串后并(见图 637) 还是先并后串(见图 638) 取决于电池的实际需求，通常情

况下并联的可靠性高于串联。电池电压、容量的计算方法与上面介绍的相同。 

 

图 637 电池先串后并示意图 

 

图 638 电池先并后串示意图 

先并与先串还与成组工艺和设计有关系，先串联可以监控电池组中每一只

单体，提高其安全性；但是，同时也会增加使用成本。 

6.3.1.2 电池成组技术举例 



1. 镍氢电池组  

单体 MH/Ni 电池结构都采用圆形卷绕或者方形平板设计，每个电池外部都

具有独立的电池壳。当用于高功率动力系统时，需要进行组装，形成 MH/Ni 电

池组。在组装电池组时要保证每个子电池的容量和电阻互相匹配，防止子电池之

间的不平衡。同时还要做到绝缘，选择好合适的包装材料。在设计和组装电池组

时还要考虑到每个子电池在充放电时的膨胀和收缩。另外，冷却系统也是电池组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外形的不同，电池组可分为 F 和 L 两种类型。在 F 型中单个电池沿着

直径并排地排列在一起，彼此用镍条或钢片串联，并用热塑性材料固定起来。在

L型中单个电池是沿着轴向串联起来的，并用热塑性材料固定。F型和 L型 MH/Ni

电池组如图 639 所示。 

 

图 639 F 型和 L 型 MH/Ni 电池组示意图 

图 640 是 F型 MH/Ni电池组的基本结构，包括电热调节器、过流保护装置、

连接片等。 

 

图 640 F 型电池组基本机构 

2. 锂离子电池组 

单体锂离子电池结构都采用圆形卷绕或者方形平板设计，每个电池外部都具

有独立的电池壳。当用于高功率动力系统时，需要进行组装，形成锂离子电池组。

在组装电池组时要保证每个单电芯的容量和内阻互基本一致，降低一次不一致性

(a) F型 (b) L型

热塑材料外壳

过流保护装置

电热调节器

单体电池

电热调节器
热塑材料外壳

过流保护装置



产生概率。同时还要做到绝缘，选择好合适的包装材料。在设计和组装电池组时

还要考虑到每个子电池在充放电时的膨胀和收缩。另外，冷却系统也是电池组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某纯电动轿车的设计要求，以包含 24 并、84 串的圆柱形 18650 锂离子

电池电芯的电池组为例讨论圆柱形 18650 电池成组设计方法，详细介绍一种可用

的电池成组技术。该电动汽车电池组中有两种电池模块，6 串 24 并电池模块和

12 串 24 并电池模块，每个电池模块中由若干个 3 串 24 并的基础电池组组成，

实际使用时，可根据电动汽车底部电池摆放空间位置灵活设计。在每个电池模块

中，有固定安放单体电芯的左右安装板、冷却风扇，其中的基础电池组之间放置

有温度测量片、绝缘片、紫铜导电电极及其他安装固定件。紫铜导电电极上下端

设计有用于测量电压、电流的引出极点，可与电压、电流测量元件相连；温度、

电压、电流的测量元件，冷却风扇等元器件最后都可与电池管理系统主控器相连，

测量、监控整个电池系统的状态。不同的电池模块间可再用紫铜钣金件进行串联

连接，进一步扩大电池组规模。 

 

图 641 3 串 24 并的基础电池模组 

如下图 641 所示，为 3 串 24 并的基础电池模组，共 9 列 8 行 72 节单体电

池电芯。每 3 列 8 行 24 节电池为一组并联电池组，相邻的并联电池组之间正负

 

测量极

串联节点 



极相反，通过大小紫铜极板连接，并且在极板上延伸出结点，供电压、电流传感

器测量。 

使用 3 串 24 并电池模组可以组成如图 642 所示的 6 串 24 并电池模组和如

图 643 所示的的 12 串 24 并电池模组，其中箭头所指为电流的流向。 

 

图 642 6 串 24 并电池模组 

 

图 643 12 串 24 并电池模组 

使用 6 个 12 串 24 并电池模组和 2 个 6 串 24 并电池模组，配合电池系统上

下壳体和模块之间的连接板金，即组成了如下图 644 所示的电池系统。其中，

电流的流向如图中箭头所示，而冷却风扇的朝向如图中虚线箭头所示，将电池内

部产生的热量都排出去。 

 

图 644 84 串 24 并电池系统 

6.3.2 动力电池包系统技术 

6.3.2.1 概述  

  

 



电动车所用的电池必须具有性能高、廉价、寿命长、安全性能高等特点。但

是即使是性能最好的电池，组合成很差的电池包也可能导致电池包整体的性能、

寿命降低。安全性变差而导致成本增加。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机械、包装、电、

热、安全、监测、控制以及与车辆其它部分的接口等方面问题。 

电池包一般是由电池模块或单体电池组成。一个电池模块又由多个单体电池

组成。电池装载在一个有电子和热控制的箱体中，这个箱体内还有整个电池系统

与车辆其它组成部分的接口设施以及电池管理系统。每个模块也有其适当的包装、

热控制和机械或电子设备。这个装载有电池、热控制和电子设备以及其它部件的

箱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池包。 

6.3.2.2 电池组热管理系统  

    1 冷却系统 

电动车上使用的动力电池组在工作时都会有发热现象，不同材料和不同型号

动力电池的发热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动力电池可以采用自然通风即可满足动力电

池组的散热要求，但有的动力电池则必须采取强制通风来进行冷却，才能保证动

力电池组正常地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 

另外，在电动汽车上，由于动力电池组的各个电池或各个分电池组，布置在

车架不同的位置上，各处的散热条件和周围环境都不同，这些差别也会对电池充、

放电性能和电池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为了保证每个电池都能有良好的散热条件

和环境，将电动车的动力电池组装在一个强制冷却系统中，使各个电池的温度保

持一致或相接近，以及各个电池的周边环境条件相似。根据动力电池组在电动车

辆上的布置，动力电池组的热管理系统中，首先应合理安排动力电池组的支架，

要求便于动力电池组或其分组能够便于安装，能够实现机械化装卸，便于各种电

线束的连接。在动力电池组的支架的位置和形状确定后设计通风管道、风扇，动

力电池组 CCU 和温度传感器等，电动车上水平布置的温度管理系统见图 645，

垂直布置的温度管理系统见图 646。 

在某些电池工作时，会产生较高的温度，可以充分利用其产生的热量用于取

暖和挡风玻璃除霜等，使热量得到管理与应用。 

    如图 647 所示，给出了电池箱及风道几何外形图，该电池冷却系统由进风

管道、电池箱体、出风管道、DCDC 和电池区域组成。该系统通过风扇引风，使



空气从进口处流经电池区域，流入电池箱体内部，从而实现对电池的冷却。 

 

图 645 电池组水平式的强制冷却系统：a)强制通风系统及分组布置 b)分组局部通风情况；

1-空气吸入管道；2-分电池组；3-密封支架；4-冷却风扇；5-分组冷却气流；6-温度传感器。 

 

图 646 动力电池组垂直式的强制冷却系统：1-冷却空气进入管道；2-温度传感器；3-电池

组管理 ECU；4-充电器；5-电池组通风箱；6-单元电池；7-分电池组；8-风扇。 

     

 

图 647 电池箱及风道几何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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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温加热系统 

在气候严寒温度较低的季节中使用电池时，必须加热才能够保证电池的正常

运行，同时保证整车的正常启动和运行。对动力电池组进行加热，首先要明确两

方面问题：需要确定是从外部对电池进行加热还是直接从内部进行加热。采用外

部加热的优点是安全，不需要对电池本身进行改动，缺点是耗时长，加热能量损

失较大以及加热不均匀等问题；直接从内部对电池内部对电池进行加热能够缩短

加热时间，充分利用加热能量并使电池受热均匀，但是存在加热装置困难和电池

安全等问题。其次，需要考虑加热所需要能量的问题。如果没有外部加热源可用，

那么必须考虑动力电池自身作为加热源，为电池装置供电进行自加热恢复充放电

性能能，这对于电传动车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表 67 所示为实验测得某 6Ah 

的锂离子动力电池在不同充放电倍率和不同温度下的发热量。 

表 67 6Ah 锂离子动力电池生热率 

放电倍率 SOC 0℃ 22-25℃ 40-50℃ 

1C 倍率放电 80%-50%SOC 0.6 W/cell 0.04 W/cell -0.18 W/cell 

5C 倍率放电 80%-50%SOC 12.07 W/cell 3.50 W/cell 1.22 W/cell 

可以看出电池在低温下，生热率最大。这样就导致车辆在严寒气候条件下启

动时，电池包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会用来发热而不是产生车辆运行的电流。如果在

低温下启动会导致电池包中电流不稳定，同时还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为了保证

电池的正常有效运行，必须在低温下对电池包加热。 

同散热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流体加热。将空气或液体加热后引入到在电池包中，

然后将热量传递给电池。由于常用空气作为传热介质，可以将空气加热后引入到

电池包，但是出于电池包中流速及空间的限制．且气态空气将热量传导到固态电

池上效率较低，且各处流速不均，很难保证均匀传热。因此我们更多采用其它方

式加热电池包。 

(1) 内部加热法 

采用内部加热法，通常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在电池内部安装生热装置，通过

加热装置从内部对电池进行加热，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这种加热

方法。第二，利用电池自身的内阻，当电池进行充放电时，电池的欧姆内阻产生

焦耳热(I
2
R)，这部分热量对电池进行加热。图 648 中电池低温放电曲线能够说



明这一问题：当电池在-20
o
C 以 2C 倍率进行恒流放电时，电池的放电电压呈现

出先降后升的状态，电压上升正是由于放电过程中电池欧姆内阻产生焦耳热使电

池温度提高，从放电曲线可以看出这种加热效果比较明显；当电池在-30
o
C 以 1C

倍率放电时，有相同的效果；而当电池在-30
o
C 以 0.3C 倍率放电时，放电电压并

没有出现先降后升的情况。这是因为 0.3C 倍率放电时，放电电流较小，产生的

焦耳热较小，加热效果不明显，因此，如果利用电池的欧姆内阻，通过直流电对

其进行加热有以下两方面的局限： 

 

图 648 锂离子电池低温放电曲线 

一方面，如果利用放电提高自身温度，电池必须进行大电流放电，产生较大

的焦耳热，才能够显著提高电池的低温性能。但是在低温下，电池进行大电流放

电的能力已受到限制，因此，通过电池放电所能够提高的温度有限。 

另一方面，如果采用外部直流电充入电池，电池的电压将会快速上升至截止

电压，如果保持充电电流不变，势必将造成电池损坏。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采用直流电无法有效提高电池的温度。近期研究结果表

明，在电池正、负极充入交流电实现对电池的加热，对低频 60 Hz 和高 10~20kHz

交流电加热方式进行详细分析，并且在锂离子电池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对

18650 型 LFP 锂离子电池，从-20
o
C 至 10

o
C，最高加热速度可达 2.8

o
C/分钟。 

(2) 外部加热法 

目前外部加热方法主要有液体加热、气体加热、加热板加热、加热套加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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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尔贴效应加热。 

液体、气体加热法均属于流体加热，利用对流换热和热传导方式实现对电池

的加热，采用流体加热最大优点是可以同时实现散热和加热的功能。液体加热可

以分为直接接触式和非直接接触式两种。液体直接接触式加热是指液体直接与电

池接触，这就要求加热液体是绝缘的，常用矿物油。图 649 为一款具有阻燃防

爆和自加热功能的电池组示意图。 

 

图 649 阻燃、防爆、加热电池组 

通常可以使用硅油作为绝缘阻燃液。硅油通常指的是在室温下保持液体状

态的线型聚硅氧烷产品。硅油具有卓越的耐热性、电绝缘性、耐候性、疏水性、

生理惰性和较小的表面张力，此外还具有低的粘温系数、较高的抗压缩性、有的

品种还具有耐辐射的性能。低温时对硅油进行加热，可以方便的把温度传给电池

组，保持整个电池系统稳定和均匀的温度。 

由于加热液体直接装入电池箱，所以必须保证电池箱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液体非直接接触加热是指加热液体不能直接与电池接触，而是被装在加热隔板或

者加热盘中，常用水和乙二醇的混合液体。混合液体的粘度比矿物油小，而且导

热率比矿物油大，所以传热性能比矿物油好。但是采用非接触式方法对电池进行

加热，液体与电池间有加热套等物阻隔，降低了加热效果。所以加热效果不一定

比直接接触的矿物油好。 

加热板加热是指在电池箱底部或顶部安装加热板，加热元器件一般采用 PTC

材料，主要优点是加热装置简单、安装方便、容易实现。图 650 为电池箱地步

安装加热板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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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池箱                         (b)加热板 

图 650 加热元件安装在电池箱底部 

研究结果表明，底部加热可以改善电池的低温性能，但是容易造成受热不均

匀，而且，加热时间较长。在-20
 o
C 下，加热 4 小时，电池表面的最低温度才达

到 20
 o
C。因此，这种方式适合于温度不低于-10

 o
C 的场合。 

珀尔贴效应加热是利用电流流过不同导体的表面时，从外界吸收热量，或向

外界放出热量，实现加热和制冷两种功能。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其中一个导体发

热，则另一个导体出现制冷，这种性质觉得珀尔贴效应加热装置无法通过直接与

电池接触进行加热和散热，只能利用珀尔贴效应装置对气体进行加热和制冷，然

后将加热或制冷后的气体吹入电池箱对电池进行加热和制冷。因此，珀尔贴效应

本质上是气体加热。 

除了上述两类加热方式外，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王朝阳教授研究提出

的全气候自加热电池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解决方式。如图 651 所示的全气候电

池结构图，全气候电池采用 50 微米厚的镍箔，一端连接到负极，另一端延伸到

电池外侧形成第三终端。 

 

图 651 全气候电池结构示意图 

将温度传感器连接到开关上使电子通过镍箔形成回路。这能通过电阻加热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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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加热镍箔并使电池内部变热。一旦电池达到 32 华氏度，开关将关闭，电流也

会以正常方式流动。其他材料也可以作为电阻加热元件，但是镍价格低廉，工作

性能好。 

自加热过程： 开关断开，电流被强制流过镍箔，电池快速自加热。以-20
o
C

为例，图 652 描述从-20
o
C 加热到零上的测试结果。 

 

(a)电压曲线 

 

(b)电池表面温度曲线 

图 652 全气候电池从-20
o
C 加热至零上 

图 652 表明，全气候电池能够在 30s 内将电池从-20
o
C 加热到零度以上，

具有非常优异的加热性能。研究人员在演示中将电池从零下 30 摄氏度加热到 0

摄氏度，整个过程只要半分钟，同时仅消耗 5.5%的电量。 

6.3.3 动力电池的不一致性及改进措施 

6.3.3.1 电池组不一致性的表现形式 

电池的不一致性是指同一规格型号的单体电池组成电池组后，其电压、荷电

量、容量及其衰退率、内阻及其变化率、寿命、温度影响、自放电率等参数存在

一定的差别。电动车辆电池组长期工作在动态负载下，各电池单体通风散热条件

的不一致就会增加电池组不一致性；电池单体自放电率、充放电效率会随着循环

工作次数的增加发生性能衰减，这也会增加电池组不一致性；电池过充电和过放

电则会更大程度增加电池组的不一致性。根据使用中电池组不一致性扩大的原因

和对电池组性能影响方式，可以把电池的不一致性分为容量不一致、电压不一致

和温升不一致。 

1. 容量不一致性 



电池组在出厂前的分选试验可以保证单体初始容量不一致性较小，在使用

过程中可以通过电池单体单独充放电来调整单体初始容量使之差异保持较小，所

以初始容量不一致不是电动车辆电池成组使用的主要矛盾。实际容量不一致性是

指电池在放电过程中所剩余的电量不相等，对于电池剩余电量 c 可表示如下： 

 

上式表明电池组实际容量不一致主要与电池起始容量C0和放电电流 Ib有关。 

电池起始容量受电池循环工作次数影响显著，越接近电池寿命周期后期，实

际容量不一致性就越明显。图 653 所示为某类型锂离子电池循环寿命对起始容

量的影响特性，可以发现随着电池循环次数增加电池起始容量减少，并且充电过

程中恒压时间加长，同时电池在放出相同容量时电压有所下降。例如，同样放出

40A·h 电量，循环 10 次时电池电压是 3.7V，而循环 600 次时电压是 3.4V，这主

要是电池内阻随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大而增大所致。同时电池起始容量还与电池容

量衰减特性有关，受电池储存温度、电池荷电状态(SOC)因素影响，表 68 是某

类型锂电池的容量衰减特性，从中可得出电池容量衰减随着储存温度、储存荷电

状态(SOC)增大而加大，例如，SOC=100%的电池在 40℃环境下保存 1 年后容量

衰减 30%。电池组实际放电容量不一致性还与电池放电电流有关。 

 

图 653 锂离子循环寿命对容量的影响 

串联电池组由于流经电流相等可认为对单体电池影响相同，但与并联电池组

不同，为便于分析，对并联电池组模型简化表达如图 654 所示，电路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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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锂离子电池容量衰减特性/% 

 

           时间/年 

     SOC 

20℃ 40℃ 

0.25 0.5 1 0.25 0.5 1 

0 0 0 0 0 0 0 

50% 5 6 6 6 10 11 

100% 11 14 17 19 26 30 

假设并联电池组每个单体电动势 E 相等，即 1 2i i

i i

E E  ，但内阻 r 是不

一样的，使得 i1 不等于 i2，由此可知电池组容量也不一样。 

 

图 654 并联电池组简化模型：i1-支路 1 电流；i2-支路 2 电流；r1i-支路 1 第 i 个单体电池电

阻；r2i-支路 2 第 i 个单体电池电阻；E1i-支路 1 第 i 个单体电池电动势；E2i-支路 2 第 i 个单

体电池电动势 

所以，在电池组实际使用过程中，容量不一致主要是由电池起始容量不一致

和放电电流不一致综合影响的结果。 

2. 电压不一致性 

电压不一致是电池组不一致性最为直观也最容易测量的表现形式，分开路电

压和工作电压不一致。在不同放电深度下，测量电池组中单体电池的电压，可以

得到静态单体电池不一致性数据。 

图 655 所示为试验用电动大客车锂离子电池组在不同情况下部分单体电池

(共 30 支单体)电压的不一致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池电压不一致性在出车

前(充满电)还表现不很明显，但经过一段跑车后(放电深度 DOD>70%)，电压不

一致性有了一定的体现，成为影响电动车辆行驶性能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

单电池的最高电压为 3.72V，最低电压为 3.4V，电池间的电压差为 0.32V。若继

续行车使电池组放电，电压较低电池因没有能量可以放出，将产生永久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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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坏电池没有被及时发现，使其和正常电池一起使用，将成为电池组的负载，影

响其他电池的工作，进而影响整个电池组的寿命。所以在电池组不一致性明显增

加的深放电阶段，不能再继续行车，从而使电动车辆的续驶里程受到影响。 

 

图 655 锂离子电池组出车前后单体端电压 

电池静态下(电池静止 3 小时以上)开路电压在一定程度上是电池 SOC 的集

中表现。由于电池 SOC 在一定范围内还与电池开路电压成线性关系，开路电压

不一致也就是电池能量状态不一致。其不一致性原因可归纳为电池出车前起始容

量不一致，以及电池在行车过程中释放出电量和电池内阻不一致性。电池内阻不

一致使得电池组中每个单体在放电过程中热损失的能量各不一样，最终会影响电

池单体能量状态，带来电池组开路电压不一致。 

3. 温度不一致性 

电池成组应用温度不一致主要与电池的组装设计特点及使用中各单体电池

所处环境的差异有关。图 656(a)是锂离子电池两个单体串联在相同条件下充放

电时温度特性。随着电流减小，电池温度差异减小，并且单体温度也较小，这说

明串联电池组在同样条件下的温度差异受电池内阻不一致影响较大，并随电流增

大这种差异性越明显。 

对于电池组的放电过程，图 656(b)采用恒流放电模式，电池温度变化规律

与电压特性一致，在整个放电过程电池温度一直在上升，在后期尤其是接近电池

100%放电深度时，电池温度上升梯度加剧，电池电压变化拐点也成为温度变化

拐点，这说明电池在放电后期，电池内阻急剧增大，发热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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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6 锂离子电池充放温度特性：（a）充电；（b）放电。 

对于各单体电池所处环境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例如，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

组装中，中间电池与边上电池的环境温度、电池的受力等均不相同。尤其在环境

温度较高时，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在充足电的情况下，电池组边上的和中心的温

度差别达到 10℃甚至更高，这样造成中间电池与两边电池的衰退速度不一致，

中间电池充电效率下降，放电容量降低，造成使用过程一致性下降，从而影响电

池使用性能和寿命。所以电池组的设计要保证电池组内温度均匀，使各电池的衰

减一致，尤其是大型电池组一般均配备有强制冷却系统，有的还配备加热系统，

以使电池组保持在常温条件下使用。 

6.3.3.2 电池组不一致性的改进措施 

根据动力电池应用经验和试验研究，从电池使用和成组筛选等方面可以采用

八方面措施，避免电池不一致扩大，保证电池组寿命逐步趋于单电池的使用寿命：

(a) 电池制造厂提高工艺水平，保证电池出厂质量，尤其是初始电压一致性，同

一批次电池出厂前，以电压、内阻及电池化成数据为标准进行参数相关性分析，

筛选相关性良好的电池，以此来保证同批电池性能尽可能一致；(b) 在动力电池

成组时，务必保证电池组中采用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的电池组成；(c)

在电池组使用过程中检测单电池参数，尤其是动静态情况下(电动车辆停驶或行

驶过程中)电压分布情况，掌握电池组中单电池不一致性发展规律，对极端参数

电池进行及时调整或更换，以保证电池组参数不一致性不随使用时间而增大；(d)

对测量中容量偏低的电池，进行单独维护性充电，使其性能恢复；(e)间隔一定

时间对电池组进行小电流维护性充电，促进电池组自身的均恒和性能恢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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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电池过充电，尽量防止电池深放电；(g)保证电池组良好的使用环境，尽量

保证恒温、减小振动，避免水、尘土等污染电池极柱；(h)研制开发实用性电池

组能量管理和均衡系统，对电池组充放电进行智能管理。 

6.3.4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6.3.4.1 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 

在使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时，须使电池工作在合理的电压、电流、温度范围

内，所以电动汽车上动力电池的使用都需要有效管理。对于锂离子电池，有效的

管理尤其需要。如果管理不善，不仅可能会显著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还可能引

起着火等严重安全事故。电动汽车上对电池实施管理的具体设备就是 BMS，电

动汽车 BMS 是连接车载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重要纽带，其主要功能包括：电

池物理参数实时监测，电池状态估计，在线诊断与预警，充、放电与预充控制，

均衡管理和热管理等。BMS 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电池系统的设计性能： 

1)安全性，保护电池单体或电池组免受损坏，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2)耐久性，使电池工作在可靠的安全区域内，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3)动力性，维持电池工作在满足车辆要求的状态下。 

电池管理系统是电池组热管理和 SOC 估计等技术的应用平台。BMS 对于电

池组的安全、优化使用和整车能量管理策略的执行都是必要的。所有的现代电动

汽车都安装有 BMS。电动汽车 BMS 软硬件的基本框架如图 657 所示。 

BMS 由各类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以及信号线等组成，为满足相关的标

准或规范，BMS 应该具有以下功能。 

1）电池参数检测。在 BMS 中，数据采集是对电池作出合理有效管理和控

制的基础。鉴于电压、电流、温度的动态变化特征，采样频率通常应不低于 1

次/s。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要求高，监测参数包括总电压、总电流、单体电池电

压检测（防止出现过充、过放甚至反极现象）、温度检测（最好每串电池、关键

电缆接头等均有温度传感器）、烟雾探测（监测电解液泄漏）、绝缘检测（监测漏

电）、碰撞检测等。 

2）电池状态估计。包括荷电状态（SOC）或放电深度（DOD）、健康状态

（SOH）、峰值功率状态（SOP）、安全状态（SOS）等。电池状态估计是电池管

理系统的重点和难点。SOC 是电池最基础的状态。 



 

图 657 车用 BMS 软硬件基本框架 

3）在线故障诊断。包括故障检测、故障类型判断、故障定位、故障信息输

出等。故障检测是指通过采集到的传感器信号，采用诊断算法诊断故障类型，并

进行早期预警。电池故障是指电池组、高压电回路、热管理等各个子系统的传感

器故障、执行器故障（如接触器、风扇、泵、加热器等），以及网络故障、各种

控制器软硬件故障等。电池组本身故障是指过压（过充）、欠压（过放）、过电流、

超高温、内短路故障、接头松动、电解液泄漏、绝缘降低等。 

4）电池安全控制与报警。包括热系统控制、高压电安全控制。BMS 诊断

到故障后，通过网络通知整车控制器，并要求整车控制器进行有效处理（超过一

定阈值时 BMS 也可以切断主回路电源），以防止高温、低温、过充、过放、过

流、漏电等对电池和人身的损害。 

5）充电控制。BMS 中具有一个充电管理模块，它能够根据电池的特性、

温度高低以及充电机的功率等级，控制充电机给电池进行安全充电。 

6）电池均衡。不一致性的存在使得电池组的容量小于组中最小单体的容量。

电池均衡是根据单体电池信息，采用主动或被动、耗散或非耗散等均衡方式，尽

可能使电池组容量接近于最小单体的容量。 

7）热管理。电池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不同的工作性能，温度的变化会使电

池的 SOC、开路电压、内阻和可用能量发生变化，甚至会影响到电池的使用寿

命。温度的差异也是引起电池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热管理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使

电池工作在适当的温度范围内；降低各个电池模块之间的温度差异。 



8）网络通讯。BMS 需要与整车控制器等网络节点通信；同时，BMS 在车

辆上拆卸不方便，需要在不拆壳的情况下进行在线标定、监控、升级维护等，一

般的车载网络均采用 CAN。 

9）信息存储。用于存储关键数据，如 SOC、SOH、SOP、累积充放电 Ah

数、故障码和一致性等。 

10）电磁兼容。由于电动车使用环境恶劣，要求 BMS 具有好的抗电磁干扰

能力，同时要求 BMS 对外辐射小。 

6.3.4.2 电池管理系统方案 

    电动车辆优越性能的发挥除了要求车辆采用性能优良的动力电池外，还需要

对动力电池进行合理管理，电池组管理对电池组的安全、优化使用和整车能量管

理策略的执行都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池组管理制约着电池在电动车辆

成组使用，所以现代电动车辆上都装有电池管理系统。 

对于动力电池组的管理，传统的设计方案一般是采用集中式的管理，如图

658 所示。 

 

图 658 电池组集中式管理结构 

集中式管理系统：首先对电池组中每一个电池的端电压、温度、电流进行采

集，然后利用微控制器对电池参数进行分析计算，以此确定电池的荷电状态，并

记录电池的历史数据以备分析。这种架构，是将所有采集单体电压和温度的单元

全部集中在一块 BMS 板上，BMS 与电池组之间只有线缆连接。其优点是相对而



言比较简单，成本较低，由于采集在同一块板上，之间的通信也简化了。缺点是

单体采样的线束比较长，导致采样导线的设计较为复杂，长线和短线在均衡的时

候导致额外的电压压降；整个包的线束数量很多，排布也比较麻烦一些，整块

BMS 所能支持的最高的通道也是有限的。这种方式看似成本低，但是安装成本

高，适用性也比较差。如果需要主动均衡，还需要额外的开关矩阵。目前国内的

做法是用继电器，主要是成本低，但会带来可靠性和寿命的问题。同时集中式管

理方案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差，不同的电池组结构、不同的电池数量都会带来

管理系统的剧烈变化，这将严重影响其在各种电动车辆上的通用性。 

比较而言，电池组分布式管理比集中管理更具优势，分布式方案的原理如图

659 所示。图中实现电池单体检测模块与电池的综合管理器分离(中央处理单元)，

电池综合管理器给每一个电池单体检测模块分配一个物理地址，这样就可以识别

电池的工作位置，然后通过广泛应用的 RS-485 串行通信总线来交换数据。单体

检测模块可以置于电池的工作环境中，实时采集数据，将数据通过 RS-485 总线

传输到电池的综合管理器中，由后者执行对电池内部参数的复杂计算，最后确定

电池的荷电状态，从而反映出电池此时的状态信息，通过 CAN 总线与整车 CAN

网络进行数据通信；同时整个系统可分散布置，模块间利用总线互联，可保证对

电池电压和电流的同步测量，且模块数量可以随电池数量而变化，而系统却不会

受影响。 

 

图 659 电池组分布式管理结构 



分布式管理系统：这种是将电池模组的功能独立分离，整个系统分成了

CSC(单体管理单元)、BMU(电池管理控制器)。典型的应用如德系的 I3、I8、E-Golf

和日系的 IMIEV、Outlander 和 Model S。优点是可以将模组装配过程简化，采样

线束固定起来相对容易，线束距离均匀，不存在压降不一的问题。 

当电池包大了以后，这种模式就很有优势了。缺点是成本较高、设计复杂，

需要额外的 MCU、独立的数据总线来支持各个模块将信息发送给 BMU 整合。

这种方案系统成本最高，但是移植起来比较方便，电池包大小均可。和集中式架

构一样，如果需要主动均衡，还需要额外的开关矩阵和线束。 

除了集中式和分布式管理系统，还存在一种积木式管理系统，其结构框图

如图 660 所示。 

 

图 660 电池组积木式管理结构 

积木式管理系统：这种系统由模块(UM)、总线和控制器三部分构成。模块

为 4 端口，安装在每串电池上，2 个输入端与电池正负极连接，2 个输出端连接

在总线上。总线是 2 线制，每套总线最多可以连接 20 个模块。这样，所有的模

块都并联在总线上，数据和均衡的能量都通过总线与每串电池传递，主动均衡电

流可以达到 10A；总线与控制器连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像搭积木一样，

多个系统可以通过 CAN 总线连接构建成更大规模(百串级别)的电池组能量管理

系统，积木式架构由此得名。 

这种架构结构简单紧凑，功能强大，解决了 BMS 产品的几大难点：复杂的



线束、一一对应的关系和大电流主动均衡功能，对比如表 69 所示。 

表 69 三种架构功能比较 

架构 线束 安装 被动均衡 主动均衡 适用电池串数 成本 

集中式 多 复杂 小电流 
需要额外的线束

和电路 
低 低 

分布式 少 一般 较大电流 
需要额外的线束

和电路 
高 高 

积木式 最少 简单 无 有(10A) 通用 低 

比较三种架构，不难发现，集中式是最扁平化的管理结构，电池和 BMS 之

间只有线束连接，但是也带来了线束复杂的问题，几十根甚至上百根线需要连接，

而且线长不一，位置各异，不管对电池厂还是整车厂，批量生产，或许还要面对

不同车型，都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任务。 

 分布式和积木式都是二级管理结构，即在每串电池上都有一个 BMS 的代

理人，负责本串电池信息采集和传递，这样就避开了复杂的线束问题。但是积木

式比分布式的更胜一筹，它居然把主动均衡功能同时装进总线中，也就是说，总

线既可以传递能量，也可以传递数据，而总线只有 2 根。 

主动均衡功能一直以来是国外产品的关键价值，国内可以商业化的厂家不

多，但是提高了产品复杂性和成本。相比现有架构，积木式架构的结构简单灵活，

功能强大，主动均衡功能和结构能够有效集成。积木式架构的成本仅相当于集中

式的水平，考虑到主动均衡功能，实际成本比同样功能的集中式产品还要低。 

6.3.4.3 电池电压采集方法 

电池单体电压采集是动力电池组管理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其性能好坏或精度

高低决定了系统对电池状态信息判断的准确程度，并进一步影响了后续的控制策

略能否有效实施。由此可见，电池单体电压采集技术是整个电池组管理系统中的

核心技术之一，下面就对几种可行的设计方案加以具体介绍。 

1. 继电器阵列法 

图 661 所示为基于继电器阵列法的电池电压采集电路原理图，其由端电压

传感器、继电器阵列、A/D 转换芯片、光耦、多路模拟开关等组成。如果需要测

量 n 块串联成组电池的端电压，就需要将 n+1 根导线引入电池组中各节点。当测

量第 m 块电池的端电压时，单片机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通过多路模拟开关、

光耦和继电器驱动电路选通相应的继电器，将第 m 和 m+1 根导线引入到 A/D 转



换芯片。通常开关器件的电阻都比较小，配合分压电路之后由于开关器件的电阻

所引起的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算，而且整个电路结构简单，只有分压电阻和模数

转换芯片以及电压基准的精度能够影响最终结果的精度，并且通常电阻和芯片的

误差都可以做得很小。因此在所需要测量的电池单体电压较高而且对精度要求也

高的场合最适合使用继电器阵列法。 

 

图 661 基于继电器阵列法的电池电压采集电路原理图 

2. 恒流源法 

采用恒流源电路进行电池电压采集的基本原理是：在不使用转换电阻的前提

下，将电池端电压转化为与之成线性变化关系的电流信号，以此提高系统的抗干

扰能力。在串联电池组中，由于电池端电压也就是电池组相邻两节点间的电压差，

故要求恒流源电路具有很好的共模抑制能力，一般在设计过程中多选用集成运算

放大器来达到此种目的。出于设计思路和应用场合的不同，恒流源电路会有多种

不同形式，图 662 所示为其中一种，它是由运算放大器和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组

合构成的减法运算恒流源电路。 

 

图 662 运放和场效应管组合构成的减法运算恒流源电路 

3. 隔离运放采集法 

隔离运算放大器是一种能够对模拟信号进行电气隔离的电子元件，广泛用作

工业过程控制中的隔离器和各种电源设备中的隔离介质。其一般由输入和输出两

继电器阵列

1
2

n+1

A/D

转换
光耦

隔离

单

片

机

驱动电路

+12V

R1

R2

R3

+

-

I

V0

+

U0+

U1 +

U2



部分组成，两者单独供电，并以隔离层划分，信号经输入部分调制处理后经过隔

离层，再由输出部分解调复现。隔离运算放大器非常适合应用于电池单体电压采

集电路中，它能将输入的电池端电压信号与电路隔离，从而避免了外部干扰而使

系统采集精度提高，可靠性增强。下面就以一典型应用实例加以说明。 

图 663 所示为隔离运算放大器在 600V 动力电池组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其

中共有 50 块标定电压为 12V 的水平铅酸电池，其端电压被隔离运放电路逐一采

集。从图中不难发现，IS0122 的输入部分电源就取自动力电池组中，输出部分

电源则出自电路板上的供电模块，电池端电压经两个高精密电阻分压后输入运放，

与之成线性关系的输出信号经多路复用器后交单片机控制电路处理。隔离运放采

集电路虽然性能优越，但是较高的成本却影响了其广泛应用。 

 

图 663 隔离运算放大器在 600V 动力电池组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单片机控制电路 

4. 压/频转换电路采集法 

当利用压/频(V/F)转换电路实现电池单体电压采集功能时，压/频变换器的应

用是关键。其是把电压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的元件，具有良好的精度、线性度和

积分输入等特点。LM331 是美国 FS 公司生产的高性价比集成 V/F 芯片，它采用

了新的温度补偿能隙基准电路，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以内和低到 4V 电源电压下

都有极高的精度。 

图 664 所示为 LM331 作高精度压/频转换的电路原理图，电压信号直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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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频率信号，随即就可以进入单片机的计数器端口进行处理，而不需 A/D

转换。此外，为了配合压/频转换电路在电池单体电压采集系统中的应用，相应

选通电路和运算放大电路也需加以设计，以实现多路采集的功能。这种方法所涉

及的元件比较少，但是压控振荡器中含有电容器，而电容器的相对误差一般都比

较大，而且电容越大相对误差也越大。 

 

图 664 LM331 作高精度压/频转换的电路原理图 

5. 线性光耦合放大电路采集法 

图665所示为基于线性光耦合器件TIL300的电池单体电压采集电路原理图，

它实现了信号采集端和处理端之间的隔离，从而提高了电路的稳定性与抗干扰能

力。从图中不难看出，电池单体电压值(即 U1 与 U2 之差)经运算放大器 A1 后被转

化为电流信号 Ip1 并流过线性光耦 TIL300，经光电隔离后输出与 Ip1 成线性关系

的电流量如，再由运算放大器 A2 转化为电压值得以进行 A/D 转换并完成采集。

值得注意的是，线性光耦两端需要使用不同的独立电源，在图中分别标示为+12V

和±12V。可见，线性光耦放大电路不仅具有很强的隔离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还

使模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保持了较好的线性度，因此可以与继电器阵列或选通电

路配合应用于多路采集系统中，但其电路相对较复杂，影响精度的因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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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5 基于线性光耦合器件 TIl300 的电池单体电压采集电路原理图 

6. LTC6804 专用芯片 

 

图 666 基于 LTC6804 芯片的 BMS 采集系统构架图 

LTC
®
6804 是第三代多节电池的电池组监视器，可测量多达 12 个串接电池

的电压并具有低于 1.2mV 的总测量误差，如图 666 所示。0V 至 5V 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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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使 LTC6804 成为大多数化学组分电池的合适之选。所有 12 节电池的

电压可在 290s之内完成测量，并可选较低的数据采集速率以实现高噪声抑制。 

可以把多个 LTC6804 器件串接起来，因而能在一长串的高电压电池串中实

现每节电池的同时监视。每个 LTC6804 具有一个 isoSPI 接口，用于实现高速、

抗 RF 干扰的局域通信。使用 LTC6804-1 时，多个器件采用菊链式连接，且所

有器件采用一根主处理器接线。而使用 LTC6804-2 时，多个器件并联连接至主

处理器，而对每个器件进行个别寻址。其他特点包括每节电池电荷的被动平衡，

一个内置的 5V稳压器和 5根通用的 I / O线在睡眠模式中，电流消耗减小至 4μA。 

LTC6804 可直接由电池或一个隔离式电源供电。此外，LTC6804 还可以与分流器

和霍尔传感器协同工作完成电池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利用一个霍尔效应传感器进行电流测量：LTC6804 辅助 ADC 输入 (GPIO 

引角) 可用于任何模拟信号，包括那些来自产生兼容电压的各种有源传感器的信

号。有可能适用于电池管理设定的此类实例之一是电池电流的捕获。霍尔传感器

广泛地应用于测量大的电池电流，因为该技术提供了一种非接触式的低功耗解决

方案。图 662 给出了一款典型霍尔传感器的示意图，其可产生两个与所提供之 

VCC 成比例的输出。该传感器采用一个 5V 电源供电，并产生连接至 GPIO 引

脚或 MUX 应用电路之输入的模拟输出，如图 667 所示。把 GPIO1 和 GPIO2 

用作 ADC 输入可以在与电池输入相同的转换序列中进行数字化处理  (采用 

ADCVAX 命令)，从而实现电池电压与电池电流测量的同步。 

 

图 667 将一个典型霍尔效应电池电流传感器连接至辅助 ADC 输入 

利用一个分流电阻器进行电流测量：可以采用一个高性能电流检测放大器和

一个分流电阻器来测量 LTC6804 GPIO 引脚上的电池电流。图 668 示出的是

采用两个 LTC6102 来测量一个含 12 节电池的电池组上的放电和充电电流。为

了在实现大动态范围的同时保持高准确度，需要使用 LTC6102。电路图中示出



的电路能够准确地测量 ±200A 至 0.1A 的电流。 LTC6102 的失调将只产生一

个  20mA 的误差。如欲保持非常低的睡眠电流，可采用 VDRIVE 来停用 

LTC6102 电路，以使其在 LTC6804 进入睡眠状态时不吸收电流。 

 

图 668 采用一个 LTC6102 来监视充电和放电电流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课题组学生基于 LTC6804 所开发的

一款电池管理系统采集板的实物图如图 669 所示。 

 

图 669 BMS 采集板实物图 



6.3.4.4 电池温度采集方法 

1. 热敏电阻采集法 

热敏电阻采集法的原理是利用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用一个定值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分压器，从而把温度的高低转化成

为电压信号，再通过模数转换得到温度的数字信息。但是热敏电阻的线性度不好，

而且制造误差一般也比较大。 

2. 热电偶采集法 

热电偶的作用原理是双金属体在不同温度下会产生不同的热电动势。通过采

集这个电动势的值就可以通过查表得到温度的值。由于热电动势的值只与材料有

关，所以热电偶的准确度很高。但是由于热电动势都是毫伏等级的信号，所以需

要放大，造成外部电路比较复杂。一般来说金属的熔点都比较高，所以热电偶一

般都是用于高温的测量。 

3. 集成温度传感器 

由于温度的测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用得越来越多，所以半导体商们都推出了

很多集成的温度传感器。这些温度传感器虽然很多都是基于热敏电阻式的，但都

在生产的时候仔细校正过，所以精度可以媲美热电偶，而且直接输出数字量，很

适合在数字系统之中使用。 

6.3.4.5 电池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 

   BMS 的核心关键技术包括：电池系统对传感器的要求、电池状态估计、电池

组一致性辩识与均衡、安全充电管理和故障诊断技术等，其中电池状态估计更是

当前电池管理系统研究的难点所在。 

电池状态包括电池温度、SOC、SOH、SOS、SOF 及 SOE。各种状态估计

之间的关系如图 670 所示。电池温度估计是其他状态估计的基础，SOC 估计受

到 SOH 的影响，SOF 是由 SOC、SOH、SOS 以及电池温度共同确定的，SOE 则

与 SOC、SOH、电池温度、未来工况有关。 

1.电池温度估计与管理 

温度对电池性能影响较大，目前一般只能测得电池表面温度，而电池内部温

度需要使用热模型进行估计。常用的电池热模型包括零维模型（集总参数模型）、

一维乃至三维模型。零维模型可以大致计算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温度变化，估计



精度有限，但模型计算量小，因此可用于实时的温度估计。 

 

图 670 电池管理系统状态估计算法框架 

一维、二维及三维模型需要使用数值方法对传热微分方程进行求解，对电池

进行网格划分，计算电池的温度场分布，同时还需考虑电池结构对传热的影响（结

构包括内核、外壳、电解液层等）。一维模型中只考虑电池在一个方向的温度分

布，在其他方向视为均匀。二维模型考虑电池在两个方向的温度分布，对圆柱形

电池来说，轴向及径向的温度分布即可反映电池内部的温度场。二维模型一般用

于薄片电池的温度分析。三维模型可以完全反映方形电池内部的温度场，仿真精

度较高，因而研究较多。但三维模型的计算量大，无法应用于实时温度估计，只

能用于在实验室中进行温度场仿真。为了让三维模型的计算结果实时应用，利用

三维模型的温度场计算结果，将电池产热功率和内外温差的关系用传递函数表达，

通过产热功率和电池表面温度估计电池内部的温度，具有在 BMS 中应用的潜力。

图 671 所示为电池内部温度的估计流程。 

 

图 671 电池内部温度估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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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锂离子电池适宜的工作温度为 15~35℃，而电动汽车的实际工作温

度为-30～50℃，因此必须对电池进行热管理，低温时需要加热，高温时需要冷

却。热管理包括设计与控制两方面，其中，热管理设计不属于本文内容。温度控

制是通过测温元件测得电池组不同位置的温度，综合温度分布情况，热管理系统

控制电路进行散热执行器如风扇、水/油泵、制冷机的动作决策。比如，可以根

据温度范围进行分档控制。Volt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池热管理分为 3 种模式：主动

（制冷散热）、被动（风扇散热）和不冷却模式，当动力电池温度超过某预先设

定的被动冷却目标温度后，被动散热模式启动；而当温度继续升高至主动冷却目

标温度以上时，主动散热模式启动。 

2 荷电状态（SOC）估计 

动力电池 SOC 被用来表征电池的剩余容量状况。对电动车辆而言，SOC 就

像普通燃油车辆的油表一样重要。SOC 作为电动车辆能量管理系统不可或缺的

决策因素，对于优化电动车辆能量管理、提高电池容量和能量利用率、防止电池

过充电和过放电、保障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长寿命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是，SOC 是动力电池隐含的状态量，难以直接测试和计算。正因为如此，

精确可靠的 SOC 估计方法也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目前国内

外使用的动力电池 SOC 估计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基于电池表征参数测量值的估计方法：通常可以用来表征电池 SOC 的特征

参数包括当前可用容量、阻抗谱、开路电压值等。其中当前可用容量可以通过放

电试验法获取，因此该方法被认为是计算电池 SOC 最为直接的方法，由于电动

车辆实际运行中难以进行长时间的放电来确定剩余容量，因此适用于实验室等特

定环境。印度科学理工学院 Shalini Rodrigues 等借助阻抗谱的手段测试不同 SOC

点下电池的阻抗谱，用以提取随 SOC 变化显著的电池参数，然后制定 SOC 和该

显著参数的对应关系，继而采用查表的方式进行 SOC 的标定。开路电压经常被

工业界用来计算电池的 SOC，大量的 BMS 产品采用开路电压来标定电池的初始

SOC。但是开路电压的测量要求电池静置足够长的时间，在电动车辆行驶过程不

太可能切断电源去让电池静置来标定其 SOC。因此，由于车辆多变的工况、复

杂的应用环境导致表征参数测量困难，上述方法难以实际应用。 

基于安时积分的估计方法：安时积分又称为库仑计数法，该方法作为绝大多



数 BMS 产品中 SOC 计算的核心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使用。虽然该方法经典易用，

但是它至少含有三个致命的缺陷。首先，电池的初始 SOC 的精确值难以获得。

基于带有偏差的初始 SOC 来计算电池的 SOC 容易带来误差的积累，导致 SOC

估计值更加偏离实际。其次，该方法对于电流传感器的精度要求很高，但在实际

中，电流传感器的精度经常受到噪声、温度漂移及其它一些未知的随机扰动的影

响。在积分中，这些随机量很容易造成较大的累加误差，同时控制器的四舍五入

计算也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由于电池老化所带来的基准容量的变化也

会影响该方法的计算精度。以上三个因素互相影响，进一步降低了该方法的可靠

性。为降低以上因素对该方法的制约、提高该方法的计算精度，需要繁琐而复杂

的定期标定试验，因此难以有效应用于实际。 

总而言之，该方法不适合大规模应用于电动车辆上。因此，它经常与其他方

法联合使用。例如开路电压法可以在某些场合帮助安时积分法确定可靠的 SOC

初值，来提高一段时间内的估计精度。 

基于电池模型和观测器的估计方法：基于电池模型的 SOC 估计方法有开路

电压法、阻抗法、神经网络法、模糊控制器法和支持向量机等方法。该方法的特

点是利用动力电池 SOC 与其特性参数自己的关系表。通过获取这些表征参数，

如开路电压、不同电流下的电压变化范围、阻抗来插值或者推论相应的 SOC 值。

其中开路电压与电池 SOC 的关系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对应关系，不仅应用在基于

电池模型的 SOC 估计方法，在基于观测器的 SOC 估计方法中也用来构建融合估

计器。总的来说，融合方法具有简单的修正、加权、滤波、滑模变结构等具体表

现形式，目前商用的 BMS 中经常使用到的修正融合算法包括：开路电压修正、

满电修正的安时积分法等。 

采用加权融合算法的本质就是将不同方法估计的 SOC 按一定权值进行加和

得到 SOC。目前常用的基于观测器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融合方法。2004 年，美

国科罗拉多大学的 Gregory L Plett 教授基于简化的电化学模型，发表了使用扩展

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动力电池参数辨识和状态估计的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阐述

了以扩展卡尔曼滤波算法为核心的控制方法在电池管理工作方面的优越性，得到

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一致认可。同济大学戴海峰采用双时间尺度卡尔曼滤波算法

计算动力电池每个单体的 SOC。其中，顶层卡尔曼滤波器用来计算整个电池组



的 SOC，然后以整个电池组的平均 SOC 建立平均模型，使用底层卡尔曼滤波器

基于平均电压与每个单体的电压去补偿计算每个单体的 SOC。韩国国立汉城大

学的 Jonghoon Kim 通过实验方法从所测试的电池单体中筛选一致性较好的单体

进行成组，然后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其进行 SOC 估计。 

卡尔曼滤波算法融合了传统的安时积分方法和开路电压法，通过数学模型将

两者有机的融合到一起，而 SOC 作为沟通安时积分法和开路电压与电池外电压

的桥梁，不合适的安时积分结果将导致不准确的 SOC，从而得到错误的开路电

压，最终导致端电压误差的加剧，这样开路电压可以起到修正安时积分误差的作

用，实现了 SOC 的闭环估计。同时，由于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了噪声的影响，所

以算法对噪声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整体来说，融合方法具有简单的修正、加权、

滤波、滑模变结构等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解决方式。 

3 峰值功率能力（SOP）估计 

进行动力电池可用功率计算可评估动力电池在不同健康状态和荷电状态下

的充电和放电功率的极限能力，最优的匹配动力电池组和车辆动力性能之间的关

系，以满足车辆的加速和爬坡性能，最大发挥电机再生制动能量回收功能。而且

动力电池最大可用功率的实时预测值是整车控制系统单元进行能量管理和优化

的重要决策因素，其对于合理使用动力电池、避免电池出现过充/过放现象以及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常用的动力电池可用功率计算方法主要分为端电压法和 SOC 法。端电压法

是最为经典和常用的方法之一，认为动力电池由电压源和内阻组成，根据当前的

电压源的状态（开路电压）、端电压的设计门限值和电池的内阻便可以计算出电

池的最大可用功率。该方法简单易操作，可以近似的估算动力电池的可用功率值

供整车能量管理系统使用。端电压法仅考虑了动力电池的瞬时功率，不适用于持

续可用功率预测，而且忽略了 SOC 和电流的约束，会造成估计结果偏于理想，

动力电池可能出现过充/过放现象，存在安全隐患。为此，SOC 法作为端电压的

一个补充，用以避免动力电池 SOC 在位于或者接近控制门限值时的不必要的充

电和放电工况，用以提高动力电池的安全使用。但是，上述方法基于简单的电池

模型，而且是通过离线方式得到的模型参数，只能适应动力电池稳定工况下的功

率预测。实际运行中，动力电池不可能持续充电或放电，实际工况变化非常剧烈，



因此上述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尚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为提高动力电池功率预测的可信度，学者提出基于动态电池模型的多约束峰

值功率预测方法，该方法不仅考虑电池电压、SOC、设计电流和设计功率对当前

峰值功率能力的影响，而且还考虑了动力电池的极化等动态特性，用以提高峰值

功率能力预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对电动车辆而言，连续时间的最大可用功率

能力比瞬时的峰值功率更为重要，因为加速和制动都不是一个采样时间可以完成

的。因此，建立基于持续时间的峰值功率计算方法，能够保障动力电池安全。 

4 动力电池多状态 SOX 联合估计 

动力电池最主要的状态包括 SOC、可用功率状态和最大可用容量。动力电

池 SOC 数值上的定义为动力电池的剩余容量与当前最大可用容量的比值。使用

额定容量计算 SOC 会让用户感觉动力电池未充满的顾虑，使用最大可用容量可

以方便的计算电池的最大行驶里程，意义更加明显。动力电池的 SOC 与其当前

状态下的最大可用容量老化状态密切相关，同时 SOC 又和最大可用功率有直接

联系，因此这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耦合关系，假设一个状态已知而去估计另

外一个状态对于电动车辆而言意义不大。在知道动力电池单体可用容量的前提下，

大量的方法可以准确的估计动力电池的SOC，但是当动力电池的容量不知道时，

精确地 SOC 估计值却很难获得。因此，如何开展多个状态的解耦和联合估计，

是当前的重点所在。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对电池管理系统提出了如

下的具体要求：全寿命周期内全工作温度范围的 SOC、SOP 和 SOH 的估计误差

≤±3%，单体电池之间的温差≤2℃，满足安全性等国标要求，并符合功能安全

及行业各项标准要求。该重点研发计划着重强调了电池状态估计的精度。 

6.3.4.6 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举例 

以特斯拉 ModelS 为例，其电池系统（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成本占比为

56%，而传统的轿车发动机占比大约只有 15%-25%。到了 2016 年，电池系统的

成本占比有所下降，且成本结构也有所变化，单体电池的成本占到了 83%，电池

管理系统的成本占比约为 13%，剩余 4%为电池冷却系统。 

ModelS 与 ModelX 目前使用的都是松下供应的 18650NCA 特制电池，这种

圆柱形电池横截面直径为 18 毫米，高 65 毫米。常规款的 18650 锂电池被广泛地



使用于笔记本电脑的电芯中，其化学式构成为 LiNiCoAlO2。采用单个电池的优

点在于单个的 18650 电池发生爆炸威力有限，即使并联的一个电池单元出现故障，

最多使续航距离缩短一块电池单元所提供的行驶距离。而且该款电池工艺成熟，

适合大批量生产。同时电池一致性好、成本低。 

而由于特斯拉电动车本身优良的热管理系统，松下为特斯拉特制的 18650

电池相比于常规款得以移除一些多余的安全设施，从而变得更轻更便宜。同时，

特斯拉又在每个电芯上都安装了保险丝，而不是通常地在整个电池组设置保险装

置。由于动力系统采用的是小型单体电池，特斯拉的电池系统构造就显得异常复

杂和精巧。以 ModelS 85kWh 型号为例，电池板共分为 16 个电池组，如图 672

所示的每一个矩形块均为一个电池组，最右侧堆叠了两组。电池组之间串联连接，

电压共 402 伏。特斯拉的每个电池组又由 6 个单体电池包串联而成，每个电池包

由 74 节 18650 电池并联而成。为了方便电池组内的散热管路的安放，单体电池

包的采用不规则的布置。因此，ModelS 85kWh 型号使用了多达 7104 节电池，

按照 3.6V 的工作电压和 3.2Ah 的电容量来计算的话，总电量约为 82kWh，略低

于车型说明的电量。这 7000 多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重量将近 700 公斤，占了整

台车重量近一半。 

 

图 672 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系统(绿色部分为 BMS) 

特斯拉的 BMS 能够提供精确的电池健康状态预估技术、电池平衡管理技术、

电池残电量管理技术、电池热管理技术、诊断与预警技术。即使是同样电池容量

的电动汽车，由于 BMS 的不同，其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启动加速时间和电池

寿命将大不相同。特斯拉通过其强大的 BMS 系统，可以有效实现超过 7000 节



18650 号电池的一致性管理，达到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目标，BMS 实物如图 673

所示。此外，在电池冷却、安全、电荷平衡等与 BMS 相关的领域，特斯拉申请

的核心专利超过 140 项，因此 BMS 技术是特斯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特斯拉电池组的每一组都有其独立的电池管理系统，位于电池组侧面，即

上图绿色部分。其中的感应器和芯片，随时监控每粒电池的温度变化，遇到意外

情况，能以毫秒级别时间关闭电池。 

 

图 673 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BMS 采用主从架构，主控制器（BMU）负责高压、绝缘检测、高压互锁、

接触器控制、对外部通信等功能。从控制器（BMB）负责单体电压、温度检测，



并上报 BMU。 

BMU 具备主副双 MCU 设计，副 MCU 可检测主 MCU 工作状态，一旦发

现其失效可获取控制权限。比较幽默的是 BMU 上居然有一个手动 reset 的按钮，

刚看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汽车产品级 ECU，更像是是个电脑主板。而且

把过强电电流的预充电接触器直接放在了 BMU 上也是一个设计创新。 

 

6.4 典型的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6.4.1 丰田 Prius 电池包系统 

    安装在丰田 Prius 油/电混合动力系统上的是高输出能量的镍氢电池，该电池

具有高输入、输出密度(每重量的输出)和质量小、寿命长等特点，无需利用外界

电源进行充电，也无需定期更换。该电池全新设计了以往的电极材料与单电池(一

个 HV 电池)之间的连接结构，减少了 HV 电池的内部电阻。因此，安装在丰田

Prius 上的电池单元实现了约 5404 W/kg 的输入、输出密度，暂居世界最高水平。

另外，该电池使用车辆加速时的放电、减速时的再生制动器以及用发动机行驶时

产生的剩余能量来进行充电，从而累积充电、放电电流，使充电状态保持稳定，

不会出现放电过多或多余充电等现象，使用寿命非常长。 

1. 镍氢电池的安装位置 

镍氢电池，电池 ECU 以及系统主继电器封装在一个单体箱子内，安装在后

排座椅之后的行李箱中。图 674 所示为镍氢电池的安装位置。 

 

图 674 镍氢电池安装位置示意图 

2. 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包由镍氢电池模组组成，且每个电池组都是由六个 1.2V 的单体电

池串联组成。 

在 01-03 款 Prius 中，38 个电池组被分装在两个箱体中并串联连接。因此，

镍氢电池包总共有 228 个单体电池组成，其额定电压为 273.6V。在 04 款以及后

来的 Prius 中，28 个电池组连接组成额定电压为 201.6V 的镍氢电池。为降低电

池的内阻，电池被连接在两个地方。镍氢电池内部的电极板由多孔的金属镍氢合

金组成。如表 610 所示为镍氢电池包的数据参数。图 675 所示为镍氢电池包，

镍氢电池组由松制造重量为 53.3 公斤使用 168 个电压为 1.2V 车用级电芯串联而

成，电池能量 1.3kWh。 

表 610 镍氢电池数据参数 

HV 电池包 04 款及未来 Prius 01-03 款 Prius 

HV 电池包电压 201.6V 273.6V 

电池包中镍氢电池组数 28 38 

单体电池数量 168 228 

镍氢电池组电压 7.2V ← 

 

图 675 普锐斯用镍氢电池包 

3. 电池 ECU 

电池 ECU 主要有以下功能： 

(1) 检测充放电电流并且输出充放电需求，使得电池电量能够保持在一个中

心水平。 

(2) 检测充放电时电池产生的热量，以致调整冷却风扇使镍氢电池保持一定

温度。 



(3) 监控电池温度和电压，如有一项出现故障，能够限制和停止电池充放电，

从而起到保护电池的作用。 

     图 676 展示了 04 款以及后来的丰田 Prius 电池 ECU 组成。 

 

图 676 电池 ECU 组成示意图 

4. 系统主继电器 

根据镍氢电池 ECU 发出的指令，系统主继电器 SMR 会控制高压电路的连

接和断开。总共有三个继电器（一个在负极，另外两个在正极）来确保电池的正

常工作。 

当电路被激励时，SMR1 和 SMR3 打开，和 SMR1 在一条线上的电阻器能够

避免初始电流(被称作侵入电流)过大。而后，SMR2 打开且 SMR1 关闭，使得电

流在电路中流通。 

当电路处于非激励时，SMR2 和 SMR3 通过指令关闭，并且电池 ECU 要确

保各个继电器处于关闭状态。 

图 677 所示为电池电路图。 

5. 服务插头 

当服务插头被去除，高压电路被关断在电池的中间位置。服务插头集成内有

一个安全互锁簧开关。当簧开关打开时，SMR 关闭。高压电路的保险丝安装在

服务开关中。 

6. 镍氢电池冷却系统 

电池 ECU 通过镍氢电池内部的三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进气口温度传感器

检测电池温度。基于检测到的数据，电池 ECU 调整冷却风扇的工作周期使镍氢

电池的温度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在以下情况下，电池 ECU 使得风扇不工作或者工作在 LO 状态： 

 

图 677 镍氢电池电路图 

(1) A/C 被用来冷却汽车。 

(2) 电池温度处于开始冷却的边缘。 

如图 678 和 679 所示为丰田 Prius 的冷却系统。 

 

图 678 01-03 款 Prius 冷却系统 

 

图 679 04 款及未来的 Prius 冷却系统 



6.4.2 A123 电池包系统 

1. 电池成组技术 

A123 电池；也被称作锂铁电池，也是磷酸铁锂化学电池的简称。电池包需

要一个兼容的 A123 充电器，例如 the Ultramat 14 Plus，16s or Ultra Duo Plus 60。

相比于锂聚合物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电池的过充电，但是其能

量密度小于锂聚合物电池，因此对于等效容量和电池数量的电池包，磷酸铁锂电

池要重一些。 

单体磷酸铁锂电池的额定电压是 3.3V，因此具有三个单体电池的电池组的

额定电压为 9.9V。和相同数量的锂聚合物电池相比，锂聚合物电池组的额定电

压为 11.1V。A123 单体电池推荐的充电电压是 3.6V，因此对于具有三个单体电

池的电池组的充电电压为 10.8V。具有两个单体电池其额定电压为 6.6V 的电池

组具有理想的接受能力和很大的电池容量储存。图 680 所示为 A123 电池模组

组成图。 

 

图 680 A123 电池模组组成图 

2. 单体电池 

 如图 681 所示为 A123 电池包系统中的一个单体电池，其名称为

ANR26650M1。 

 

图 681 ANR26650M1 单体电池 

   ANR26650M1 单体电池重 70g，相比于标准的锂聚合物单体电池能够具有更



大的韧性。每个电池的尺寸是 26mm x 66.5mm。电池支持 30C 的持续充电和 60C

的突然/脉冲放电。电池的规定最大温度是 70℃，当电池在充电、放电或者是储

存电量时，不能超过此温度。允许的存储温度是-50℃~60℃。表 611 展示了 A123

单体电池 ANR26650M1 3.3V 2300mAh 的技术参数。 

表 611 ANR26650M1 的技术参数 

标称电压 3.3V 

额定容量 2.3Ah 

循环寿命@10C 放电倍率   超过1,000 @ 100% DoD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C)   30.0 C 

峰值放电电流(C)   60.0 C 

材料体系 LiFePO4 

重量 70g (2.5oz.) 

6.4.3 北京奥运用 BK6122EV 型电动客车电池包系统 

1. 动力电池组 

BK6122EV 型纯电动客车的电池组有两种类型，分别为锰酸锂和磷酸铁锂锂

离子电池。两种电池分别介绍如下： 

    锰酸锂锂离子动力电池组由 104 个电池单元串联组成 10 箱电池模块，再由

电池模块串联组成整车的动力电池组系统。电池箱有大小两种规格，其中大箱(16

个模块串联)3 箱，小箱(8 个模块电池串联)7 箱。锰酸锂锂离子电池组的基参数

如下表 612 所示。 

表 612 锰酸锂锂离子电池组的技术参数 

总电压 388V 

总容量 360Ah 

放电率常用 0.2～0.3C，最大为 0.5～0.7C，短时最大电流为 400A 

放电深度 60%～70%DOD(Depth of Discharge) 

使用温度(北京地区)   -15～50℃ 

单体额定电压 3.6V 

单体额定容量 90Ah 

    磷酸铁锂锂离子动力电池组由 124 个电池单元串联成 10 箱电池模块，再由

电池模块串联组成整车的动力电池组系统。电池箱有大小两种规格，其中大箱(18



个电池单元串联)3 箱，小箱(10 个电池单元串联)7 箱。磷酸铁锂锂离子动力电池

组的基本参数如表 613 所示。 

表 613 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组的技术参数 

总电压 396V 

总容量 360Ah 

放电率常用 0.2～0.4C，最大为 0.8C，短时最大电流为 450A 

放电深度 85%DOD 

使用温度(北京地区)   -20～50℃ 

单体额定电压 3.2V 

单体额定容量 120Ah 

电池组充、放电方法如下： 

充电时只打开低压电源开关和高压电源开关，机组电源开关和助力油泵电源

开关处于关断位置，挡位按键处于“N”挡位置。 

(1) 锰酸锂锂离子电池组 

① 充电。充电采用先恒流限压，后恒压限流的充电方法。 

 恒流充电：充电电流小于 120A，截止总电压为 423V，单体最高截止电

压为 4.20V。 

 恒压充电：充电过程中当单组电池充电电压达到 4.2V 时转为恒压充电，

以保证单组电压不要超过 4.2V，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小于

15A 时，充电停止。 

 瞬间最大充电电流为 375A，持续时间小于 10s。 

 充电环境温度在 0～45℃。 

②(使用)放电。电池组工作时，合适的放电电流小于 250A，瞬间放电电流

最大为 450A，持续时间不超过 18s。 

 工作电压严禁低于 357V，单组电压严禁低于 3.0V。 

 电池组工作温度范围为-15～55℃。 

 注意：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单组电池电压差超过 200mV，应进行电

池均衡处理，始终保证整组电池的压差小于 150mV。 

(2) 磷酸铁锂锂离子动力电池组 



① 充电。充电采用先恒流限压，后恒压限流的充电方法。 

 恒流充电：充电电流小于 120A，截止总电压为 446V，单体最高截止电

压为 3.65V。 

 恒压充电：充电过程中当单组电池充电电压达到 3.6V 时转为恒压充电，

以保证单组电压不要超过 3.6V，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小于

10A 时，充电停止。 

 瞬间最大充电电流为 375A，持续时间小于 10s。 

 充电时电池温度在 0～45℃(注：当电池温度在 0～10℃时，充电电流应

小于 35A；当电池温度在 10～15℃时，充电电流应小于 70A)之间。 

② (使用)放电。电池组工作时，合适的放电电流小于 250A，瞬间放电电流

最大为 450A，持续时间不超过 18s。 

 工作电压严禁低于 347V，单组电压严禁低于 2.7V。 

 电池组工作温度范围为-20～55℃。 

 注意：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单组电池电压差超过 150mV，则应进行

电池均衡处理，始终保证整组电池的压差小于 100mV。 

2. 电池箱 

(1) 电池箱总体技术方案 

动力电池应用技术随电动车辆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逐步从简单的电池单体串

并联实现高压、大容量电池组发展到模块化封装、集成化应用阶段。为了满足奥

运应用，在前期动力电池封装技术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快速更换电池方式，同时

兼顾电池模块化封装，进行功能完善和细化、优化设计，成功研制出了支持快速

更换的动力电池箱，并成功应用到奥运电动客车上。 

BK6122EV 型纯电动客车采用的新型电池箱，具有电池模块化封装、管理

系统和安全防护系统集成、可快速更换的特点，具备防水、防火、防尘的功能。

动力电池箱由内、外箱体两部分组成，外箱体固定在车架上，内箱体通过外箱体

内部滚轮支撑，电磁锁锁止固定在外箱上。设计了“自动快速插接机构”，解决

了插头和插孔之间的快速插接和分离及防震问题；设计了安全可靠的锁止和解锁

结构，实现了整体电池组安全锁止和支持快卸；设计了重载全脱出式滑道和导向

式滚轮两种拖出结构，实现了电池组快速与车体分离问题。采用双层结构面板设



计，中间层布置电池管理系统、快熔保险、手动检测机构、通风风扇、快换系统

吸盘等部件，实现了电池模块化封装，电池箱及其组件的集成，便于布线、安装

和维护，并且支持快速更换。电池箱总体技术结构如图 682 所示。 

  

  

图 682 电池箱总体技术结构：电池内箱体；(b)电池外箱体；(c)电池箱安全防护和管理系统；

(d)电池箱面板结构 

(2) 电池箱结构 

    BK6122EV 型纯电动客车有两种电池箱规格：大箱和小箱。大箱和小箱除尺

寸不同外，结构和功能均相同。完整的电池箱由外箱和内箱组成，组装好的电池

箱如图 683 所示。 

 

图 683 电池箱整体 

①外箱体：整体结构(如图 684 所示)采用钢板冲压成型，外部作喷塑处理，

内部喷涂防火绝缘漆，为电池安装提供一个防水、防火、通风的空间。 



 

 图 684 电池箱外箱体构造 

   ②内箱体(如图 685 所示)：提供电池单体安装、固定，电池管理系统，高压

防护系统，通风系统，快速更换接口等安装空间。 

 

图 685 电池箱内外箱体构 

为了保证电池充、放电使用安全，实现电池使用过程有效管理，在电池箱面

板处采用双层式结构，在中间层布置电池管理系统、快熔保险、手动检测机构、

通风风扇、快换系统吸盘等部件，同时双层式结构，在车辆发生碰撞时，可有效

吸收碰撞能量，起到保护电池的作用。面板内部布置如图 686 所示。 

电池成组后，作为电动车高压电源，必须满足整车的绝缘要求，此电池箱系

统通过采用电池单体壳体绝缘、内外箱体间绝缘辊子、箱体内部防火绝缘漆绝缘、

外箱体绝缘子悬浮绝缘、电磁锁绝缘处理等多层次实现电池与车体问二次绝缘。 

(1)温度传感器安装数量和位置。 

①电池的总正、总负接插件处安装两个温度传感器。 

电池箱外壳体

电池箱锁安装位置

快速更换装置吸附面

过滤网及通风入口

输出电极柱

电池箱后端定位销

安装孔

电池箱门
电池箱通风出口

BMS监控窗口

电池箱两段凹进的台阶既
让出上部电池箱的固定螺
栓空间，同时又提高箱体

外壳的强度

电池箱单体单元
输出电极柱

电池箱风扇
电池箱减重

工艺孔

电池箱后端

定位梢孔



②进风口和出风口安装两个温度传感器。 

③在电池中部的电池极柱上安装两个温度传感器。 

④每个电池箱总共安装 6 个。 

 

图 686 电池箱面板内部布置结构 

(2)风扇连接图。每箱电池的风扇采用如图 687 所示的并行连接方式。 

 

图 687 风扇连线图     

6.5 电动汽车的其他能量源 

6.5.1 锌-空气电池 

锌-空气电池(Zinc-air)亦称锌氧空气电池，是一种具有体积小，电荷容量大，

质量小，能在宽广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无腐蚀且工作安全可靠的环保电池。

锌-空气电池是由金属锌和空气中的氧气构成的电池。 

由于全球金属锌资源丰富，因此生产此类电池比锂离子电池更便宜，成本更

低。它们也可以存储更多的能量(理论上是锂离子电池的 5 倍以上)，而且更安全

和更环保。目前锌-空气电池作为能源用于助听器和一些胶片相机以及铁路信号

设备，其广泛使用一直受阻，其最大障碍就是其充电问题，这是由于在电池放电

和充电过程中，缺乏成功进行还原并生成氧气的电催化剂。 

电磁吸盘固定位置 手动测量接线排

快熔保险电池管理系统

风扇+

风扇



1. 工作原理 

锌空气电池是以空气中的氧气为正极活性物质，金属锌为负极活性物质的一

种新型化学电源。锌空气电池是一种半电池半燃料电池。首先，负极活性物质同

锌锰、铅酸等电池一样封装在电池内部，具有电池的特点；其次，正极活性物质

来自电池外部的空气中所含的氧，理论上有无限容量，是燃料电池的典型特征。 

锌空气电池可以表达为 

 

锌空气电池放电时阳极和阴极发生的电化学反应为 

 

 

 

总的电化学反应为 

 

 

2. 特点 

锌空气电池主要有以下特点： 

高容量。由于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氧气来源于空气，不受电池体积大小的影

响，只要空气电极正常工作，正极的容量是无限的，电池容量只取决于锌电极的

容量。 

体积比能量和质量比能量高。由于采用空气电极，其理论比能量比一般金属

氧化物正极高很多。锌一空气电池的理论质量比能量为 1350W·h/kg，实际质量

比能量可达 220～340W·h/kg，大约是铅酸电池的 5～8 倍、金属氢化物/镍电池的

3 倍，也高于锂离子电池。 

工作电压平稳。因放电时阴极催化剂本身不起变化，锌电极的放电电压也很

稳定，因此放电时电池电压变化很小，电池性能稳定。 

内阻较小，大电流放电和脉冲放电性能好。 

安全性好。锌一空气电池与燃料电池相比，由于以金属锌替代了燃料电池的

氢燃料，因此它无燃烧、爆炸的危险，比燃料电池更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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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低廉。由于锌一空气电池正极活性物质是空气中的氧气，而负极锌的资

源丰富，因此锌一空气电池成本低廉，这也是其他电池体系所无法比拟的。 

不含有毒物质，对环境无污染。锌一空气电池原料和制造过程对环境无污染，

锌电极放电产物氧化锌可以通过电解的方式再生得到金属锌，整个过程形成一个

绿色的封闭循环，既节约资源，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3. 典型结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问世了商品化的 5A·h～30A·h 的方形锌空电池以及

适合野战条件下的军用电池。同时一直也在研制着可实用化的圆柱形锌空电池等

产品。在这一期间。人们还努力使这些电池成为可充电电池。既可供便携使用又

可供电动车使用。2016 年，工信部批复了《电动汽车用锌空气电池行业标准》，

其中对锌空气电池的要求、试验方法等诸多方面均作了明确规定，此次批复无疑

宣布锌空气电池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规范化应用，进入到了最后的读秒阶段。 

 

图 688 方形锌空气原电池的基本示意图 

图 688 是方形锌空气电池的基本示意图。它采用金属或者塑料托盘来盛装

金属负极/电解质混合物。隔膜和正极则黏接于托盘的边缘。锌空气电池的负极/

电解质混合物与碱性锌负极原电池中使用的负极混合物类似。都是将锌粉混入凝

胶化的氢氧化钾电解质中形成的。电池的正极是一个薄层的气体扩散电极。包含

活性层和阻挡层。与电解质相接触的正极活性层采用高比表面积的碳和金属氧化

物催化剂。并用聚四氟乙烯黏合在一起。阻挡层与空气相接触。由聚四氟乙烯黏

阴极

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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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碳组成。高密度聚四氟乙烯阻止电解质从电池中渗出。方形锌空气电池可以

实现中等放电率和高容量的设计。电池的厚度决定了负极的容量。 

除方形锌空气原电池外。还发展了圆柱形结构电池。如图 689 所示。 

 

图 689 圆柱形锌空气电池结构示意图 

6.5.2 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是利用太阳光和材料相互作用直接产生电能的，是对环境无污染

的可再生能源。它的应用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在能源需求方面的问题。太阳能

是一种储量极其丰富的洁净能源。太阳每年向地面输送的能量高达 3×10
21

J，相

当于世界年耗能量的 1.5 万倍。因此太阳能电池作为人们利用可持续的太阳能资

源，是解决世界范嗣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1. 发电原理 

    太阳能电池的发电原理是基于半导体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

换为电能。在晶体中电子的数目总是与核电荷数相一致，所以 P 型硅和 N 型硅

是电中性的。如果将 P 型硅或 N 型硅放在阳光下照射，光的能量通过电子从化

学键中被释放，由此产生电子一空穴对，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微秒范围内)电子

又被捕获，即电子和空穴“复合”。 

    当 P 型材料和 N 型材料相接，将在晶体中 P 型和 N 型材料之间形成界面，

即 PN 结。此时在界面层 N 型材料中的自由电子和 I’型材料中的空穴相对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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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负电荷之间的吸引力，在界面层附近 N 型材料中的电子扩散到 P 型材料中，

而空穴扩散到 N 型材料中与自由电子复合。这样在界面层周围形成一个无电荷

区域。通过界面层周围的电荷交换形成两个带电区，即通过电子到 P 型材料的迁

移在 N 型形成一个正的空间电荷区和在 P 型区形成一个负的空间电荷区。 

对不同材料的太阳能电池，尽管光谱响应的范围是不同的，但光电转换的原

理是一致的。如图 690 所示，在 P-N 结的内静电场作用下，N 区的空穴向 P 区

运动，而 P 区的电子向 N 区运动，最后造成在太阳能电池受光面(上表面)有大量

负电荷(电子)积累，而在电池背光面(下表佯、面)有大量正电荷(空穴)积累。如在

电池上、下表面引出金属电极，并用导线连接负载，在负载上就有电流通过。只

要太阳光照不断，负载上就一直有电流通过。 

 

图 690 硅太阳能电池的发电原理 

2. 太阳能电池的特点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最高，技术也最为成熟。转换效率为 15%～17%。

在大规模应用和丁业生产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单品硅成本价格高，大幅度

降低其成本很困难，为了节省硅材料，发展了多晶硅薄膜和非晶硅薄膜作为单品

硅太阳能电池的替代产品。 

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与单晶硅比较，成本低廉，而效率高于非晶硅薄膜电

池，其转换效率为 12%～14%。因此，多品硅薄膜电池将会在太阳能电池市场上

占据主导地位。 

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成本低、重量轻，转换效率为 6%～10%，便于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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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反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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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生产，有极大的潜力。但受制于其材料引发的光电效率衰退效应，稳定性不高，

直接影响了它的实际应用。如果能进一步解决稳定性问题及提高转换率问题，那

么，非晶硅太阳能电池无疑是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发展产品之一。 

硫化镉、碲化镉多品薄膜电池的效率较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效率高，成本

较单品硅电池低，并且也易于大规模生产，但由于镉有剧毒，会对环境造成严重

的污染，因此，并不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最理想的替代产品。砷化镓化合物电池

的转换效率可达 28%。 

砷化镓化合物材料具有十分理想的光学带隙以及较高的吸收效率，抗辐照能

力强，对热不敏感，适合于制造高效单结电池。但是砷化镓材料的价格不菲，因

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砷化镓电池的普及。 

铜钢硒薄膜电池适合光电转换，不存在光衰退问题，转换效率和多晶硅一样，

具有价格低廉、性能良好和工艺简单等优点，将成为今后发展太阳能电池的一个

重要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材料的来源，由于铟和硒都是比较稀有的元素，因此，

这类电池的发展又必然受到限制。 

3. 太阳能电池的结构 

图 691 为太阳能电池的基本构造，在 N 型半导体的表面形成 P 型半导体，

构成 P-N 结即形成太阳能电池，形成的 P 型层仅仅有 1~3µm，太阳光照射到它

的表面，透过 P 型层达到。型层 P-N 结处，就能够产生电动势，产生的电压约

0.5V：太阳能电池的电流大小与太阳光照射强度的大小，和太阳能电池面积的大

小成正比。 

 

图 691 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和太阳能电池板：(A)太阳能电池的结构；(B)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的形状有圆形和方形，将很多个太阳能电池排列组合成太阳能电

池板，就能产生所需要的高电压和大电流。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约为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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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阳能电池对能量的转换效率较低，需要进一步采用新材料和新技术来提高，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海滩，阳光充足，设有太阳能充电站，能够同时为 7 辆 EV

同时充电，太阳能充电站已经得到广泛地推广。太阳能电动汽车除太阳能电池外，

需要配置电池组、电动机、控制器和自动阳光跟踪系统等。 

太阳能电池有非晶硅、单晶硅和多晶硅，一般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的顶棚上装

置转换能力较强的单晶硅电池板组，电池板组光电转换率可达到 14.99%-15.2%，

可产生 166-175V 的电压、2.3-2.5A 左右的电流和 360-380W 的功率。每天按 8h

的日照，太阳能电动汽车可获得 2.5-3kW·h 的电能。可供太阳能电动汽车行驶

40-60km，最高车速可达到 60-80km/h。如图 692 所示为太阳能电池汽车。 

  

图 692 太阳能电池汽车 

6.5.3 飞轮储能装置 

飞轮储能具有转换效率和比功率高的特点，特别适用于混合动力汽车，但是

其比能量较低，因此需要通过合理设计使飞轮装置可以满足功率和能量要求。 

1. 飞轮储能装置的原理 

飞轮储能装置，也称飞轮电池，主要涉及适用于高速工作环境的飞轮技术、

实现电能和机械能之间相互转化的高效电机技术以及实现各种工作模式之间切

换的功率变换器技术。飞轮储能装置从动力源获得电能，电机驱动飞轮旋转，以

机械能的形式储存能量，飞轮蓄积能量时转速升高，释放能量时转速降低，减少

的机械能由发电机转换为电能，输出电路把发电机的电能输出至负载，原理如图

693 所示。 

飞轮储能的工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飞轮充电阶段，外部电源通过输

入电路给电机供电，此时，电机就作为电动机使用，它的作用是使飞轮加速，储



存能量；能量保持阶段，飞轮空闲运转，整个装置就以最小损耗运行；飞轮放电

阶段，当负载需要电能时，飞轮给电机施加转矩，此时，电机又作为发电机使用，

通过输出电路给外部设备供电。利用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原理，把发电机和电机合

并为一台电机的方法，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减少飞轮的尺寸，使飞轮储能

密度大大提高。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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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 飞轮

机械能

发电机 输入电路

电能

功率输出

 

图 693 飞轮储能装置原理 

飞轮储存的能量 E 为： 

 

式中，J 为飞轮的转动惯量，J=kmR’
2；m 为飞轮质量；R’为飞轮半径；k 为常数

(与飞轮形状有关，对于圆环 k=1，厚度均匀的实体盘 k=1/2，实体球 k=2/5)；

为飞轮的角速度。 

由上式可知，飞轮储存的能量分别与转速的平方和转动惯量成正比。大直径

小轴向尺寸的低速飞轮和小直径大轴向尺寸的高速飞轮可以储存相等的能量。飞

轮转速越高，储存能量越大，但受飞轮转速和转子使用的材料强度的限制，转速

不能无限提高。 

衡量飞轮的储能性能的另一个指标就是储能密度，即飞轮单位质量存储的能

量： 

 

式中 ks 为形状系数。 

2. 飞轮储能装置的特点 

飞轮储能装置的优点在于：储能效率高(转换效率高)，与动力电池相比有很

大的比功率潜力，同时，飞轮储能装置的寿命与放电电流大小无关，而且受外界

温度影响小。 

飞轮储能装置的缺点在于：目前飞轮储能装置的比能量较低，由于转子高速

旋转，在断裂时释放能量的方式不可控，由此带来了安全问题。此外，与化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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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相比，飞轮储能技术不太成熟，成本高，影响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表 614

是各种储能技术的性能指标比较。 

表 614 各种储能技术的性能指标比较 

项目 飞轮储能 电池 抽水蓄能 压缩空气/气体 小型超导储能 超导储能 

效率/% 

储能能量 

循环寿命 

充电时间 

地点可用性 

储能测定 

建设时间 

环境影响 

事故后果 

环境控制 

可用性 

90 

高 

无限 

分 

极高 

极好 

以周计 

良好 

低 

无 

正在开发 

少量应用 

70 

中 

几百 

时 

中 

差 

以月计 

大 

中 

显著 

现在 

 

60 

高 

几千 

时 

低 

极好 

以年计 

极大 

高 

有 

现在，地

理限制 

<50 

高 

几千 

时 

低 

极好 

以年计 

极大 

中 

有 

现在，地理限

制 

90 

极低 

无限 

分 

高 

极好 

以周计 

良好 

低 

无 

正在开发 

90 

高 

无限 

时 

很低 

极好 

以年计 

很好 

高 

无 

正在开发 

 

3. 飞轮电池的结构 

飞轮电池是由高速飞轮、高速轴承系统、集成电机/发电机、机电能量转换

控制系统以及附加设备组成，它以高速旋转的飞轮作为机械能量储存的介质，利

用电机/发电机和能量转换控制系统来控制能量的输入(充电)和输出(放电)。图

694 所示为飞轮电池的结构框图。 

 

图 694 飞轮电池的结构框图：1.壳；2.转子；3.发电机；4.轴承；5.转换器；6.真空泵；7.

充电和 8.放电. 

目前，飞轮储能系统主要由转子系统、电机/发电机、输入/输出电路和真空

室四部分组成。 



(1)转子系统 

转子系统包括飞轮本体与支承两部分。 

① 飞轮本体 

基于飞轮材料要求比强度 σb/p(σb 为材料强度极限，P 为材料密度)最大的设

计原则，一般选用超强玻璃纤维(或碳纤维等)——环氧树脂复合材料作为飞轮材

料，也有少量文献介绍用铝合金或优质钢材制作飞轮。 

从飞轮形状看，有单层圆柱状、多层圆柱状、纺锤状、伞状、实心圆盘、带

式变惯量与轮辐状等。 

② 支承 

飞轮的支承方式主要有超导磁悬浮、电磁悬浮、永磁悬浮和机械支承四种，

也有采用四种中的某二种组合。 

(2)电机/发电机 

从系统结构及降低功耗的角度出发，国外研究单位一般均采用永磁同步电动

/发电互逆式双向电机。电机功耗还取决于电枢电阻、涡流电流和磁滞损耗，因

此，无铁定子获得广泛应用，转子选用钕铁硼永磁铁。 

(3)输入/输出电路 

输入/输出电路是储能飞轮系统的控制元件。它控制电机，实现电能与机械

能的相互转换。美国 Beacon 动力公司采用脉冲宽度调制转换器，实现从直流母

线到三相变频交流的双向能量转换。飞轮系统具有稳速、恒压功能，此功能是运

用一个不需要指定能量转换方向的专利算法自动实现。 

(4)真空室 

真空室作用主要有二：一是提供真空环境，以降低风阻损失；二是屏蔽事故。

真空度是影响系统效率的一个决定因素。目前国际上真空度一般可达 10.5Pa 量

级。典型的飞轮储能系统由飞轮组件(包括转子、支承轴承、电机/发电机和外壳)、

电子控制设备(主要是电子电路控制器)、辅助运行系统(散热部件等)三部分组成。

图 695 是 GKN 混合动力飞轮储能系统。 

6.5.4 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器(Supercapacitor，Ultracapacitor)又名电化学电容器是一种电荷的

储存器，当电源的电压连接在电容器的两端时，电源的电荷就储存在电容器中。



超级电容器比能量高，功率释放能力强，清洁无污染，寿命长可达百万次。利用

电容器能够储存大量电荷，快速、大电流充放电的特性，可以为电动车辆的起动

提供大的电流，能够高效率地储存电动车辆制动反馈的电能，弥补了动力电池的

不足，延长电池的寿命。 

 

图 695 GKN 飞轮储能混合动力车 

1. 电容器的工作原理 

电容器是由两个彼此绝缘的平板形金属电容板组成，在两块电容板之间用绝

缘材料隔开。电容器极板上所储集的电量 g 与电压成正比。电容器的计量单位为

“法拉”(F)。当电容充上 1V 的电压，如果极板上储存 1 库仑电荷量，则该电容

器的电容量就是 1F。 

电容器的电容量： 

 

式中：ε-电介质的介电常数，F/m； 

      A-电极表面积，m
2； 

      d-电容器间隙的距离，m。 

电容器的容量只取决于电容板的面积，与面积的大小成正比，面积愈大，电

容器的容量也愈大，与电容板的厚度无关。另外电容器的容量还与电容板之间的

间隙大小成反比，电容板之间间隙愈大，电容器的容量愈小。当电容元件进行充

飞轮

加速

功率电子

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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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容元件上的电压增高，电场能量增大，电容器从电源上获得电能，电容器

中储存的电量 E 为： 

 

式中：U-外加电压，V。 

当电容元件进行放电，电容元件上的电压降低，电场能量减小，电容器从电

源上释放能量，释放的电量最大为 E。 

2. 电容器的构造 

电容器是由两个相互绝缘的平板组成(图 696)，一般在两个绝缘平板之间增

加一个绝缘层。采用碳金属纤维复合物或碳纤维布上涂导电聚合物技术，或在金

属箔上包裹金属氧化物作为电容器的电极。电容器的介质有：(1)固体介质，包

括；纸、塑料薄膜、云母、陶瓷和或固态聚合物等；(2)液体电解质，为水解有

机溶液；(3)绝缘层，是在两个绝缘平板上的氧化层。为避免损坏，使用时要注

意电容器的极性。 

 

图 696 电容器的基本结构 

图 697 为双层超级电容器(EDLC，Electric double layer capacitor)的结构。双

电层介质在电容器的二个电极上施加电压时，在靠近电极的电介质界面上产生与

电极所携带的电荷极性相反的电荷并被束缚在介质界面上，形成事实上的电容器

的二个电极。如图所示，很明显，二个电极的距离非常小，只有几 nm 同时活性

炭多孔化电极可以获得极大的电极表面积，可以达到 200 m
2
/g。因而这种结构的

超级电容器具有极大的电容量并可以存储很大的静电能量。就储能而言，超级电

容器的这一特性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当二个电极板间电势低于电解液的

氧化还原电极电位时，电解液界面上的电荷不会脱离电解液，超级电容器处在正

常工作状态(通常在 3 V 以下)，如果电容器二端电压超过电解液的氧化还原电极

2 2E CU



电位，那么，电解液将分解，处于非正常状态。随着超级电容器的放电，正、负

极板上的电荷被外电路泄放，电解液界面上的电荷响应减少。由此可以看出超级

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始终是物理过程，没有化学反应，因此性能是稳定的，与利

用化学反应的电池不同。 

 

图 697 双层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器的电容量从 1F 到几千法，工作电压由几十伏到几百伏，放电电

流可高达几千安，功率密度大于 1kW/kg，充、放电次数可达 10 万次。当电动车

辆在‘起动和加速时，短时间需要大电流时，用超级电容器提供大电流，就可以

大大地减轻动力电池组的负荷，延长动力电池组的寿命。商品化的超级电容器有

方形和卷绕形两种形状。如图 698 所示为车用超级电容器外部结构图，图 699

为超级电容电动客车。 

3. 电容器的特点 

    (1)超级电容器在“充电放电”的过程中，实现电能电能场电能的转换，

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化学反应，不需要高速旋转的飞轮，不存在对周边环境的

污染，也没有任何噪声，结构简单，质量轻，体积小，是一种更加理想的储能器； 

(2)超级电容器是在复合动力汽车和电动车辆停车时，由外接电源向超级电

容器“充电”使电容器集聚大量的电荷，然后在电动车辆行驶时，超大电容器释放

电能“放电”来向驱动电动机提供电能。 

(3)超级电容器能够实现快速充电，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电容器的充电。

超级电容器可能发展为用“强力微波充电”的电子储能器，将彻底改变电动汽车的

车载电源面貌。 

(4)超级电容器要进一步提高容量，还必须改进电容板的材料，现代多采用

ΔV



有机物高效电解质和高绝缘性的绝缘层。对超级电超级电容器放电的控制，需要

进一步解决智能化控制技术。 

 

 

图 698 车用超级电容器外部结构图 

 

图 699 装载超级电容器的电动大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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