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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三维温度场分析

王晋鹏， 李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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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锂离子电池凭借其性能优点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大量应用，但其在应用过程中的发热问题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

题，它不仅影响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也产生安全问题。基于此，在二维分析的基础上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

ICR65/400 型锂离子电池进行了温度场的三维分析，并对两者的分析结果进了比较，结果表明三维分析要比二维分析

准确。最后具体分析了不同对流换热系数对电池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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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Li-ion batteries' temperature field
WANG Jin-peng, LI Yang-yan

(Xijing College, Xi'an Shanxi 710123, China)

Abstract: Li- ion batteries have wide applications in a lot of field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 but its exothermic
question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cared. It can not only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Li- ion batteries, but also bring
safety problems. So in this paper Li- ion Batteries' (ICR65/400) three- dimensional temperature field was analyzed
using ANSYS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 analysis, and then both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compared result
proves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two- dimens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t
convection coefficients influence on the batteries’temperature field was analyze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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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是继氢镍电池之后的新一代绿色高能可充电

电池，具有电压高、体积小、比能量高、循环性能好、自放电

小、无记忆效应、无污染等突出优点，近 10 年来得到了飞速

的发展[1]。但在锂离子电池的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其中由于热量的产生而引起温度的升高就是一个很值得关

注的问题。温度的升高将会引起电池内部的各种反应，包括

SEI 膜分解反应、嵌锂碳(LixC6)与电解液的反应、嵌锂碳与粘

结剂的反应、电解液分解反应，以及正极材料的分解反应 [2]。
这些反应将会大大降低锂离子电池的寿命。因此对锂离子电

池进行温度场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本人曾利用有限元分析

软件 ANSYS 对 Sony(US18650)型锂离子电池进行了二维温

度场分析，并讨论了不同放电速率和不同边界条件对电池温

度场的影响。本文在二维分析的基础上对 ICR65/400 型锂离

子电池进行了三维温度场分析，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比较。

1 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瞬态传热数

学模型
在进行二维分析时，为了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二维瞬态传

热数学模型，曾作出四点假设[3]:

(1) 由于电池内部电解液的流动性很差，因此电池内部的

对流换热可以忽略不计；

(2) 电池内部辐射对散热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可以忽略不

计；

(3) 电池内部的各种材料是各向同性的，因此电池内部的

温度只在径向上变化，在其它方向上不变；

(4) 热量在电池内部是均匀产生的。
在上述四点假设中，由于电池两端也有散热，因此将第

三条假设除去，由此可以建立圆柱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瞬态

传热数学模型：

(1)

式中：t 为电池的温度，℃；ρ 为电池的密度，kg/m3；c 为电池的

比 热 容 ，J/ (kg·℃ )；τ 为 时 间 ，s；l 为 电 池 的 导 热 系 数 ，

W/(m·℃)；r 为电池的半径，m；φ 为电池的圆周角，rad；z 为电

池的长度，m；Q 为电池内部单位体积的热生成率，W/m3。

2 建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由于圆柱型锂离子电池在轴向上是关于中间平面对称

的，因此在轴向上可取一半建立锂离子电池的有限元模型；又

由于在径向上锂离子电池是轴对称的，因此在径向上可取四

分之一建立锂离子电池的有限元模型。建立好的圆柱型锂离

子电池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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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生成热的确定
内部生成热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实验直接

测量；二是通过公式计算，计算公式如(2)所示：

(2)

式中：Q 为电池内部单位体积的热生成率，W/m3；I 为电池的

放电电流，A；V 为电池的总体积，m3；T 为电池的温度，℃；Eoc

为电池的开路电压，V；E 为电池的工作电压，V；Eoc－E =IR(R

为电池的内阻)， 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取其值等于

－0.5 mV/K。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 ICR65/400 型锂离子电池

在 1 C 放电时的热生成率，结果如表 1 所示。

4 结果分析
ICR65/400 型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参数如表 2 所示。

假设开始放电时电池的温度为 300 K，周围流体的温度

为 300 K。利用这些数据分别对 ICR65/400 型锂离子电池的温

度场进行了二维分析和三维分析，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了分

析比较，最后分析了不同对流换热系数对电池温度场的影响。
4.1 温度场的二维分析

图 2 表示了 1 C 放电，对流换热系数为 10 W/(m2·K)时，

电池温度场的二维分布云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放电结束时，电

池的最低温度为 334.873 K，最高温度为 340.12 K，温差为

5.247 K。
4.2 温度场的三维分析

图 3 和图 4 表示了 1 C 放电，对流换热系数为 10 W/(m2·
K)时，电池温度场的三维分布云图。图 5 表示了电池端面在放

电结束时的分布云图，图 6 表示了电池中间对称截面在放电

结束时的分布云图。

图 1 圆柱型锂离子电池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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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C 放电时电池温度场二维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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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放电结束时，电池的最高的温度

为 339.919 K，最低温度为 324.895 K，温差为 15.029 K。从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放电结束时电池端面和中间对称截面的

温度场是不一样的，端面的温度要明显低于中间截面的温度。
中间截面中心的温度最高，而端面表层的温度最低。
4.3 结果分析

对比二维分析和三维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1) 在放电速率、对流换热系数都相同的情况下，二维分

析和三维分析的最高温度相差不多，二维要比三维的高 0.954
K；而两者的最低温度则相差甚远，二维要比三维的高 9.978
K。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二维分析中，电池端面并

没有参与散热，而在三维分析中电池端面参与了散热，所以二

维分析的温度要高于三维分析的温度；由于电池比较长，所以

端面散热对中心温度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二维分析和三维分

析的最高温度相差并不多。
(2) 在二维分析中，电池每个径向截面上的温度都是相同

的；而在三维分析中并不同，中间截面的温度要明显高于端面

的温度。这种现象也是由于在三维分析中端面参与了散热，而

在二维分析中并没有参与造成的。
综上所述，二维分析和三维分析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

电池端面在三维分析中参与了散热，而在二维分析中并没有

参与造成的。在实际中，电池端面对散热是有影响的，因此三

维分析的结果是要比二维分析的结果准确。
4.4 对流换热系数对电池温度场的影响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流换热系数越大，电池的温

度就越低[3]，但并不是说对流换热系数越大越好。如图 7 所示,
当 1 C 放电、对流换热系数为 20 W/(m2·K)时，电池的最高温

度为 322.669 K；如图 8 所示,当对流换热系数为 30 W/(m2·K)
时，电池的最高温度为 316.876 K；经计算当对流换热系数为

40 W/(m2·K)时，电池的最高温度为 313.973 K。从以上数据可

以看出当对流换热系数从 10 W/(m2·K)变成 20 W/(m2·K)时，

电池的最高温度降低了 17.25 K；从 20 W/(m2·K)变成 30 W/
(m2·K)时，电池的最高温度降低了 5.793 K；从 30 W/(m2·K)变
成 40 W/(m2·K)时，电池的最高温度降低了 2.903 K。从以上

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加，其对电池最高温度

的影响越小，而相应的成本则越大，因此并不是说对流换热系

数越大越好。

5 结论
本文首先在二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 ICR65/400 型锂离子电池的温度场进行了三维分

析。经分析比较，三维分析要比二维分析准确。接着分析了不

同对流换热系数对电池温度场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对流换

热系数的增加，其对电池最高温度的影响越小，因此对流换热

系数并不是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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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准确度得到了保证。
另一方面，本算法的大量计算是在等效电路参数表确定

过程中，在 BMS 运行时，大部分以查表得方式得到数据，简单

电路计算就可以得到结果，在实用性方面也可以得到保证。综

上表明，开路电压和等效电路结合的算法是一种能保证电池

SOC 估算准确度和实用性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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