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电化学模型介绍

8

 P2D模型介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 Doyle、T.F. Fuller和
J. Newman以多孔电极和浓溶液理论建立了伪二维(P2D: Pseudo-Two-
Dimensional)模型，奠定了电化学机理模型的发展基础。

 该模型采用一系列偏微分方程和代数方程组精确描述了动力电池内部锂离子

的扩散与迁移、活性粒子表面电化学反应、欧姆定律以及电荷守恒等物理、

化学现象。迄今为止，大多数电化学模型都是在该模型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而

来的。

 电化学模型是一种第一原理模型，不仅可以准确仿真动力电池外特性，还可

以对动力电池内部特性(如电极与电解液中锂离子浓度、反应过电势等难以

实测的电池内部物理量)的分布和变化进行仿真。与其他动力电池模型相比，

电化学模型能深入描述动力电池内部的微观反应，具有更明确的物理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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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原理：

 右图为为钴酸锂动力电池模型示意

图。该模型采用两相(固相和液相)、

三区域(正极、负极和隔膜)简化描

述动力电池内部结构。固相使用球

形颗粒进行建模，固相扩散过程利

用锂离子沿颗粒半径r的扩散过程

描述P2D模型示意图。液相扩散过

程利用锂离子沿动力电池厚度，即

x方向的扩散和迁移运动描述。

P2D模型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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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原理：

 放电过程中，锂离子由负极活性材料

内部扩散到表面，通过发生在负极活

性材料表面的电化学反应释放到电解

液中；随后锂离子朝正极方向扩散，

通过隔膜后到达正极，并在正极活性

材料表面发生电化学反应进而扩散到

正极活性粒子内部。与此同时，电子

从负极集流体向正极集流体方向运动，

从而在外电路中形成电流。充电过程

与放电过程相反。 P2D模型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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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数学表达式：

 根据这一工作原理，可以建立以一系列偏微分方程和代数方程为基础的P2D模

型，用于从电化学角度描述动力电池特性。概括地说，P2D模型可以总结为如

下6个数学方程组：

1. 锂离子在液相中的扩散方程，描述区域包括正极、负极及隔膜；

2. 锂离子在固相中的扩散方程，描述区域包括正极和负极；

3. 液相欧姆定律方程，描述区域包括正极、负极及隔膜；

4. 固相欧姆定律方程，描述区域包括正极和负极；

5. 电荷守恒方程，描述区域包括正极、负极及隔膜；

6. Butler-Volmer动力学方程，描述区域为固相‐液相交界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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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数学表达式：

 下面将对P2D模型方程进行详细讲解。动力电池内部不同部位参数用下标p、n、

sep加以区分，分别表示正极(positive electrode)、负极(negative electrode)、隔

膜(sepa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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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锂离子在液相的扩散

 锂离子在电解液中的传递方式仅有扩散和迁移，其传递过程采用Fick第二定律描

述：

式中，εe为液相体积分数，ce为液相锂离子浓度，x为板极厚度方向， 为锂离子

液相有效扩散系数，a为电极颗粒单位体积的表面积， 为锂离子液相转移系数，jr
为固相-液相交界面处的锂离子流量密度。



电化学模型构建

14

2. 锂离子在固相的扩散

 固相球形颗粒中锂离子浓度分布也符合菲克第二定律，采用球形坐标系建立扩散

方程：

式中，cs为固相锂离子浓度，r为固体球形颗粒的半径方向，Ds为锂离子固相扩散

系数，Rs为固相活性颗粒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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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相欧姆定律

 锂离子动力电池内部液相电势的变化规律采用修正的欧姆定律描述：

式中，κeff为液相有效离子电导率，φe为锂离子电池液相势能，R为摩尔气体常数

，T为电池温度，F为法拉第常数，ie为液相电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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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相欧姆定律

 锂离子动力电池内部固相电势的变化采用欧姆定律描述：

式中，σeff为固相有效扩散电导率，φs为固相势能，is为固相电流密度，i为锂离子

动力电池工作时的充放电电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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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荷守恒方程

 根据电荷守恒定律，在动力电池内部的任意位置处的液相电流密度和固相电流密

度之和为动力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密度，即：

 i可由下式得到：

式中，iL为外部电流大小，S为电极有效面积。

 活性颗粒表面锂离子流量与固相电流密度的之间关系可用法拉第定律描述：

式中，n=1，为锂离子电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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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荷守恒方程

 液相电流密度变化规律：  固相电流密度变化规律：

式中，a为活性颗粒比表面积，即活性颗粒总表面积与电极体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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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utler-Volmer动力学方程

 固相-液相交界面处的电化学反应用Butler-Volmer动力学方程描述，表达式如下：

式中，i0为交换电流密度，αa和αc分别为阳极、阴极传递系数，通常均取0.5；η为

球形颗粒表面过电势。

 交换电流密度i0反映的是电极反应发生的难易程度，其计算过程如下：

式中，ks为电化学反应常数；cs,max为活性材料内锂离子浓度 大值，ce-s为固相-液

相交界面处的锂离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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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端电压表达式

 表面过电势与液相电势、固相电势以及稳态开路电压有关，关系式如下：

式中，电极材料的开路电势EOCV由活性材料粒子表面的锂离子浓度比确定，是一

个仅与材料特性相关的物理量，RSEI为SEI膜阻。

 动力电池 终测得的端电压上事实上为正负极两侧集流体处固相电势之差，即：

式中，Ut为动力电池端电压。结合两式，可得端电压表达式为：

为描述方便，下文中用电阻R0表示正负极SEI膜阻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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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求解：

由于电化学模型的数学方程大多为偏微分方程，难以求解。为了得

到锂离子电池系统的状态描述，常采用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有

限体积法将复杂的偏微分方程转化成常微分方程组，得到系统的状

态方程。

有限差分法(FDM)是以Taylor级数展开思想为基础，把偏微分方程

中的导数用网格节点对应函数值的差商代替，实现偏微分方程的离

散，从而建立以网格节点对应变量为未知数的代数方程组。该方法

直观且理论成熟，易于实现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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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求解：

有限体积法(FVM)的基本思想是将计算区域划分成一系列互不重叠的控制体积，使得每

个网格节点周围有一个控制体积；将需要求解的偏微分方程对每一个控制体积单元进

行积分，这样就得到了一组离散的代数微分方程。有限体积方法对于不规则几何形状

的处理更灵活，在应力应变和高频电磁场方面的特殊优点正在被人重视，但其精度较

低。

有限元方法的根本是变分原理和加权余量法，其基本思想是把计算区域划分为有限个

互不重叠的单元格，在每个单元内，选择一些恰当的网格节点作为求解偏微分方程的

插值点，进而将微分方程中的变量变换成由各变量或其导数的节点值与所选用的插值

函数组成的线性表达式，借助于变分原理或加权余量法，将离散后的微分方程进行求

解。该方法主要是能适应不规则区域，但是难以手工实现，一般只应用在商用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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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D模型的简化：

 由于P2D模型计算量大，计算过程复杂，

本课介绍一种简化P2D模型实现动力电池

的仿真。模型求解流程如右图所示。

 首先对正负极扩散方程进行降维计算，求

解电池内部固、液相锂离子浓度，然后通

过欧姆定律方程计算电池内部电势分布，

电池反应的过电势通过Butler-Volmer动力

学方程计算， 终端电压由正负极两侧集

流体处固相电势之差决定。下面对各简化

求解步骤进行详细表述。

模型简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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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锂离子流量的求解

 该简化P2D模型忽略固相锂离子浓度沿电极方向的扩散，认为在各电极中沿 x

方向分布的固体球形颗粒是无差异的，因此，这些活性颗粒表面发生的电化学

反应强度和锂离子流量密度是一致的。

 对于负极区域的某一坐标为x的位置，液相电流密度可以写成下式：

 结合负极液相电流的边界条件 和 可得：



电化学模型构建

25

1. 活性颗粒表面锂离子流量的求解：

 使用锂离子流量密度在 上的平均值近似表示负极沿x轴方向锂离子流

量密度：

 同理，锂离子流量密度在 上的平均值为：

 通过这一近似处理，可建立活性颗粒表面锂离子流量密度与外部电流之间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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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相扩散方程的降维与求解

 固相扩散方程为较为复杂的偏微分方程，以有限差分法为例进行求解，从而得

到固相锂离子浓度的状态空间表达式。

 以负极固相锂离子浓度为例，其偏微分方程为：

 将固相活性颗粒半径方向等分为m个网格：

式中，Δrn=Rs,n/m，m表示将球形颗粒离散的份数。

 特别地，在表面边界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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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相扩散方程的降维与求解

 以m=10时为例，可得系统状态空间表达式：

简记为：

 此时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为一个9阶常微分方程，可以使用数值计算方法

对该常微分方程求得近似解，如龙格库塔法等数值解法。也可以在时间

尺度上进一步离散，得到前一时刻与后一时刻的锂离子浓度的递推关系

式，从而求解固相锂离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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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相电势的求解

 结合平均锂离子流量密度，可得负极区域任意位置x处的液相电流密度：

 忽略电解液锂离子浓度分布对液相电势分布的影响，液相欧姆定律可以简化为：

 结合上述两式，可得负极区域任意位置x处的液相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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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相电势的求解

 负极区域电解液液相电势压降为：

 同理可得，隔膜区域电解液液相电势压降为：：

 正极区域电解液液相电势压降为：

 则电池内部的总液相电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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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ultler-Volmer方程求解

 正负极Butler-Volmer方程表达式为：

 考虑到阳极、阴极传递系数αa和αc通常均取0.5，可统一记作α。将平均锂离子

流量密度代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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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ultler-Volmer方程求解

 引入辅助变量：

 根据反双曲正弦函数公式可得：

 由此，已建立正负极电化学反应产生的过电势与输入变量 iL之间的联系。



电化学模型构建

32

5. 开路电势的求解

 该简化模型采用动力电池开路电压与SOC之间的关系来等效电极开路电势与活

性颗粒表面锂离子浓度的关系。

 可用锂离子容量是指在动力电池100%DOD放电过程中活性颗粒锂离子浓度变化

的绝对值。可用锂离子容量与动力电池 大可用容量成正比关系，其表达式为：

式中，ctotal,n为负极可用锂离子容量，ctotal,p为正极可用锂离子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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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路电势的求解

 引入电池表面SOC的定义：

 电极正负极开路电势之差为：

 由此可以建立电极开路电势与活性颗粒表面锂离子浓度的关系。至此，端电压

表达式中的各部分电压已全部求出，可实现对输出量端电压Ut的建模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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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介绍

 电化学模型建模过程涉及多个偏微分方程，具有极强的非线性，因此难以采用

传统的 小二乘法、卡尔曼滤波等方法进行参数辨识。遗传算法是一种通过模

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 优解的方法，能够解决强非线性系统的参数辨识问题，

非常适用于复杂模型的大规模辨识与优化。

 遗传算法是模仿自然界生物进化机制(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遗传机制)发展

起来的随机全局搜索和优化方法，它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

说，其本质是一种高效、并行、全局搜索的方法。与其他参数辨识方法相比，

它能在搜索过程中自动获取和积累有关搜索空间的知识，并自适应地控制搜索

过程以求得 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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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介绍

 遗传算法是从问题 优解可能所在的解集当

中的一个种群开始的，初始种群产生之后，

按照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原理，

逐步演化出越来越优的近似解。在每一代中，

都会根据问题域中个体的适应度来挑选个体，

并借助遗传学的遗传算子进行交叉和变异，

从而产生代表新解集的子代种群。这个过程

将导致种群像自然进化一样，后代种群比亲

代更加适应环境。本例中遗传算法的优化目

标为电化学模型端电压与实际测量端电压误

差的平方和。

遗传算法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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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算法具体操作步骤

步骤a：确定待辨识参数的边界条件，设置遗传算法的运行参数。下节算例中使用

的遗传算法设定种群个体数量为80， 大遗传代数为200，交叉率设置为0.5，变

异率设置为0.01。

步骤b：生成初始种群。

步骤c：计算种群中个体适应度，判断是否满足要求。若满足，辨识结束；否则，

进行下一步。

步骤d：对种群进行遗传、交叉和变异，获得子代。

步骤e：返回步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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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待辨识参数

 随着动力电池的使用，电池内部的副反应会消耗锂离子，并生成副产物沉积在

活性材料颗粒表面形成SEI膜。随着动力电池的老化，SEI膜的厚度将会增加，

进而导致动力电池内阻增大，同时锂离子在活性颗粒中的嵌入和脱出也会愈加

困难，具体表现为锂离子固相扩散系数的下降。不可逆的副反应还会永久地消

耗锂离子，导致正负极初始锂离子浓度降低。此外，随着动力电池的老化，电

化学反应也会越来越难以发生，导致电化学反应速率常数的下降。因此在不同

老化状态下可能发生显著变化的参数有：正、负极活性颗粒最大锂离子浓度

cs,max,p、cs,max,n，正、负极固相扩散系数Ds,p、Ds,n，正、负极电化学反应速率常

数ks,p、ks,n，电阻R0。

 由于电化学模型参数众多，辨识所有的参数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因此将上述

七个变量作为待辨识参数，使用遗传算法对锂离子动力电池电化学模型进行参

数辨识，其他参数借鉴相同材料体系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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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5℃环境温度下动力电池1的DST工况数据进行电化学模型的参数辨识，模

型端电压仿真值与实测值比较如图所示。左图为DST工况下一个循环仿真结果

与实验真值的比较图，右图为100%~20%SOC区间内端电压仿真误差。

 图中可以看出，在中高SOC区段，电化学模型有着良好的仿真精度，仿真误

差通常保持在20 mV以内，在大倍率电流放电时精度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50mV以内。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8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9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0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1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2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3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4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5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6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7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8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19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0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1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2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3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4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5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6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7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8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29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0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1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2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3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4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5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6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7
	第三章 动力电池建模理论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