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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是一类化学电池的总称，其共同特点

是正、负电极材料均作为锂离子的载体，且这种电池

采用的是非水电解质。正、负电极上的锂的化学能大

小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控制着电池的可循环电压。在

充电和放电过程中，锂离子会在正、负电极之间来回

移动，当电流在电池中流动时，就能实现电能的吸收

或释放。

锂离子电池以其能量密度高、电池电压高、重

量体积比小等优点，成为了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应用

最广的可充电电池。尽管与采用水性电解质的同类

电池技术相比，这类电池的成本往往相对较高，但

在可预见的未来，锂离子电池将会在工业、交通运

输及蓄能等应用领域逐渐普及。

建模与仿真是帮助您实现对电池和电池系统的快

速理解、设计方案优化，及其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的必

备工具。借助这些仿真工具，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成本

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参数和工艺条件的分析，随后还

可以通过实验测试对模型进行必要的验证。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应用和仿真结果的介绍，阐

释了建模与仿真在电池系统的设计、选型及运行过程

中的诸多优势。为使仿真结果易于理解，我们还使用

了最先进的模型来描述在电极、电解质中，以及模型

和电池组级别上发生的过程。本文还基于对电池的性

能、老化及安全性等方面的实验观察，探讨了不同的

设计参数和工作条件产生的影响。

对于电池制造商而言，借助建模与仿真可以发现

建议性设计中存在的局限性，从而优化电池和模块的

设计。由于模型可对涉及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描绘，因

而设计人员可通过对给定电池进行不同假设，观察和

模拟电池的性能表现。所得结果有助于更为直观地理

解电池系统，并以此为依据做出重要改进。例如，设

计人员可以研究不同的几何结构、电极材料、孔隙分

布、电解质组成及其他基本参数对电池产生的影响。

制造商最终可以利用这些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参数来优

化电池设计。

对于需要在产品或设备中安装电池的设备制造

商而言，也可以通过仿真来测试其产品在相关工作

条件下的性能。在此过程中，第一步是获得对整个

系统的直观认识，第二步是使用已验证的模型来选

择合适的电池系统，并优化和控制系统的运行。仿

真对于应用工程师的工作而言至关重要，他们可以

针对不同的设备及使用目的来选择电池，并为电池

系统设计适当的控制体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加州大学的 Newman 

教授首次公布了可对锂离子电池单元的性能进行模

拟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基于充分验证的电化学和

热力学概念，可用于描述电池在工作时其内部发生

的各种过程。此后，性能模型便被用于预测各类电

池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电池电压及其他变量。通

常，一个性能模型应当可以用于描述多孔电极中带

电物质和电中性物质的传递，以及电流传导、流体

流动、传热、电化学反应等过程。

图 1 : 锂离子电池以其能量密度高、电池电压高、重量体积比小等优点，成为
了消费类电子设备中应用最广的可充电化学电池。

图 2 : 电池在充、放电循环中的电压变化。首先放电 2000 s，闲置一段时间后
再充电 20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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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在图 2 展示的充、放电循环过程中，电解质盐浓度（单位：mol/m3）在不
同时刻的分布曲线。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在电极之间传递，使得负极电解质盐
浓度增加，正极盐浓度降低。

上页图 2 中展示的模型便是此类性能模型的

一个示例，它模拟了移动设备中使用的典型高能电

池。在此模型中，电池内部的反应过程是通过方程

和材料属性来进行描述，其属性值由基于理论模型

精心设计的实验获得。电池制造商也可以使用此模

型来研究和优化几何参数。对于设备制造商而言，

几何结构通常是模型中的输入数据，然而在某些情

况下，电池制造商往往不会透露电池的几何结构，

这导致应用专家不得不在手套箱中拆解电池并仔细

查看其内部结构后，才能着手开发模型。

锂离子电池在放电后，将其闲置一段时间之后

再进行充电，在此过程中电池的电压通常会发生变

化。这一现象使用前文提到的电池模型便可清晰地

解释。在放电过程中，随着锂离子在电极之间的传

图 4 : 使用电化学阻抗谱（EIS）来估算谱图参数的仿真 App 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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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负极处的电解质盐浓度增加，同时正极处的盐

浓度降低（见图 3）。在电池闲置期间，电极颗粒内

和电解质中的盐浓度松弛趋于均匀分布，由于电池电

压与局部电解质盐的浓度相关，这使得电池电压逐渐

趋近于平衡电压。充电过程中的现象则恰好相反。

性能模型的优势不仅在于可将其用于发现和分

析限制电池性能的相关过程，还可在电极设计发生

改变的情况下，用于评估能量和功率密度的变化，

以及在电池单元设计中如何利用电极材料。

如同其他化学电池一样，锂离子电池在使用一

段时间后，也会出现容量降低及内电阻增大。随

后，电池便无法再提供所需的能量或功率，此时就

只能更换电池。性能模型中包含了导致电池老化的

化学反应。通过将实验结果与仿真分析相结合，便

可以预估电池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使用寿命。根据

仿真结果对特定的工作条件应用合适的设计或控

制，可有效减缓电池的老化过程。

电化学阻抗谱（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简称 EIS）作为一种用于分析电池健康

状况的方法，其应用越来越普遍。这一瞬态电化学

方法的具体过程为：在给定的伪稳态电位周围施加

小信号正弦扰动。由此产生的电流响应会由于电池

的充放电反应而出现较小的延迟，其延迟时间和大

小会因频率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低频时，延迟可

能是由电解质和固相扩散造成；而在高频时，延迟

可能是由动力学效应引起。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便

可以将电池内部不同时间尺度内发生的过程予以分

离，进而分别估测电池的材料和动力学特性参数。 

基于物理场的 EIS 性能模型可与实验测量相结

合，用于研究电池单元级别的材料老化及性能衰退。

图 4 显示的参数估计 App，便是将上述基于物理场的

模型与实验数据相结合而创建的。借助这个 App，电池

专家可以结合电池的工作条件为材料属性和动力学输

入预估的数值，获得模拟的阻抗谱图，进而将其与实

验结果进行比较。而且，通过仿真 App 还能自动地将

选定的参数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设计电池单元和电池组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电池单元内的发热情况，通常电池会因焦耳

热等内电阻现象而释放热量。使用上文提到的基于

物理场的性能模型，便可以从模型中直接分析各种

不同的热源（见图 5）。在设计电池单元或电池组

时，散热速度必须足够快才能避免电池温度过高，

因为高温（> 80 °C）会导致电极和电解质发生分解

反应。而且分解反应通常还是放热反应，这就意味

着一旦发生分解反应，电池温度就会持续升高。这

一现象被称为热失控，会造成电池单元的损坏。电

池单元的表面温度可由实验测试来进行监控。使用

热模型的优势在于，可通过测量电池单元的表面温

度来预估其内部的温度。由内部短路等负面效应而

产生的热点是导致电池热失控的根本原因，借助此

方法便可对此类负面效应进行研究。

下页中的图 6 显示了一个采用被动式风冷的圆

柱型电池单元的热模型示例。电池单元在放电过程

中发热，这些热量随后会通过对流和辐射的形式耗

散到周围空间。因此，电池单元核心的温度通常比

较高。当电池单元以较高的倍率放电时，核心与外

层区域之间的温差会更大。由于高温会加速某些老

化过程，因此靠近电池单元核心的电极材料会比外

层区域的材料老化得更快。反过来，而当温度过低

时，石墨电极上可能会析出更多的锂，这表明低温

同样也可以加速老化过程。

图 5 : 放电及闲置过程中电池单元内的热源（单位：W/m2）曲线。使用了基
于物理场的模型（如前文提到的性能模型），可从模型中直接分析各种不同
的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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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放电过程中圆柱形电池内的温度分布（单位：°C）。当电池单元以较高的
倍率放电时，核心与外部区域之间的温差会增大。

图 7 : 热管理系统显示了电池单元和散热通道中的温度分布（单位：°C）。电池
组和电池模块中也会出现温度分布不均匀的情况。电池单元和散热系统的相
对尺寸、热管理系统的设计等因素都会影响散热效率。

不均匀的电流分布会导致产生的热量分布不

均，所以在大型电池单元中，温度变化尤为明显。

由于电池的额定功率与温度相关，因此大型电池单

元的性能模型中必须包含发热分析。在内部短路模

型中，副化学反应会引起局部发热，因此通常可从

单个电池单元的热模型来开始此类模型的开发。

电池组和电池模块中也会发生温度分布不均匀

的现象，热管理系统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常用工

具。电池单元的温度可由气体或液体流动来控制，

图 7 中显示的热管理系统模型的仿真结果，便是来

自于通过液体进行散热的电池单元。

热管理系统模型通常包含电池单元的发热、冷

却液的流动以及电池组的传热。电池单元和散热系

统的相对尺寸，以及热管理系统的设计等因素都会

影响散热效率。热管理系统模型在电池组的开发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助这类模型，您能够以相对

较低的成本，对大量的设计构思和电池单元尺寸做

出可靠的评估。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电池制造商必须为用户提

供可靠的使用说明，以指明电池安全工作的温度范

围。其中的一个实例是，电池内的温度传感器可用

于在过热时断开外部电路。当电池制造商在使用数

学模型来优化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时，需要对安

装位置和断开电路的温度阈值进行谨慎的选择，才

能确保有效地防止热失控。

总体来说，锂离子电池模型可用于电池单元、

电池组及电池模块的仿真分析，还可以基于不同的

使用目的，将其开发为一维、二维或三维模型。此

类模型可用于分析电池的老化过程，以及内部短路

和热失控等现象的失效机理。将建模及仿真与实验

验证和确认相结合，便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对应

用于各类工作条件的设计方案进行分析，而不再受

到产品设计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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