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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用与产业用大型锂离子电池的开发现状
邓隐北，刘同元，刁新丽 编译

郑州科德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近年来，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在电动汽车

和各种产业设备上，以及电力贮存系统等领域，锂离子电

池均引人注目，不断进行着开发与应用。无论在哪个领域，

都要求与原来小型携带设备用锂离子电池有不同的特性，

本公司对各个适用的电池进行了开发。

对混合动力汽车 (HEV) 用、大规模蓄电系统用、不间

断电源 (UPS) 用、无人运输机 (AGV) 用，以及铁道和混合

式起重吊车 (Crame) 等高输入、高输出产业设备用的大型

理离子电池，本文，对其有关开发状况予以介绍。

2  HEV 用锂离子电池 (H 型 )EHW5

最近几年，各个汽车制造厂商的纯电动汽车 (EV) 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EV) 等纷纷售出，从实用性和成本

的角度看，依然是混合动力车的需求量大，今后的期望也高。

本公司和 burenag 技术开发中心，对电气、耐久、

安全性能，总的平衡优越的HEV用锂电子电池进行了开发。

因配置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对 HEV 的燃油费影响大，故要

求电池具有较大的功率密度。

对原来的 EH5 型电池进行了改进，实现大幅度小型、

轻量、低成本化，并具有同等以上的电气、耐久、安全性能。

本节对这种新型 EHW5 型的特点说明如下。

2.1  EHW5 的规格和特点

表 1 列出 EHW5 的规格 ；内部结构如图 1 所示 ：

图 1  EHW5 电池的内部结构

表 1 ：EH5 与 EHW5 电池的规格



184 2022.07·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07 185·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EHW5 是旨在按原来机型 EH5 进行上位互换的新机

型，额定容量及电池的使用条件，与 EH5 是相同的。电

池的尺寸 120×85×12.5，符合 VDA( 德国汽车工业 ) 规

格；与 EN5 的体积比，实现了 7％的小型化；重量 0.219kg，

与 EH5 的重量比，达到 20％的轻量化。

EHW5 的 正 极 活 性 物 质 采 用 Li(Ni，Co，Mn)

O2，负极活性物质为非晶质碳精，隔板材料采用聚烯烃

（polyolefine）；结构部件的集电、密封、机械强度等设计

概念与 EH5 的相同。

通过正极活性物质的组成优化和小粒子化，负极活性

物质的材料改变及小粒子化等，我们开发了在低阻抗下结

晶构造稳定的 HEV 用材料。将这些技术应用到电极的塗

覆层及小尺寸化 ；结构部件上对外壳的薄壁化，将端子从

螺栓变成焊接形式，通过这些措施，达到了综合的成本、

体积、重量均降低。

2.2  EHW5 的电气性能

图 2 所示为 EHW5 的输入、输出特性。显示出最大电

流 200A，上限电压 4.3V，下限电压 2.4V，第 10 秒的特性。

单体电池的输出特性，与 EH5 的大致相同，但由于实现了

轻量化，功率密度提高，例如，25℃、S0C( 充电状态 )50％

的加速 (assist)) 输出性能，EHW5 比 EH5 提高了 20％。

图 2  EH5、EHW5 电池 25℃、10 秒的输入输出特性

图 3 所示为 EHW5 的放置寿命性能。试验条件是放

置在 SOC85％、温度 65℃下，在每一所定时间可确定容

量及输出性能。经过 400 天以后，容量和输出性能与初期

的比较，均显示保持率在 80％以上，与 SOC 80％放置的

EH5，几乎具有相同的特性。

图 3  EH5（SOC80%）、EHW5（SOC85%）

电池 65℃的放置寿命性能

3  大规模蓄电系统用锂离子电池 (E 型 )  

LEPS-1 

近年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不断

普及，但光伏发电或是风力发电，均取决于季节气候，会

引起其发电量的急剧变化，导致电力系统的不稳定。将发

电量的急剧变化用蓄电池来吸收、蓄存，并将这一蓄电系

统与发电系统并列设置。在此用途中，为实现低成本化，

要求与车载蓄电池具有同等水平的高能量密度化和非常长

时期的耐久寿命性能 (20 年以上 )。为满足这一要求，应

大幅度提高能量密度，而且还要达到优越的耐久寿命性能，

故新开发了 LEPS-1 锂离子电池。本节以 LEPS-1 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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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耐久寿命性能为重点予以说明。

3.1  LEPS-1 的规格

相应于原来开发的车载用 LEV50N，将正极活性物质

从尖晶石 (spinel) 型锂锰氧化物 (LiMn2O4)，更换成层状

岩盐型锂镍钴锰复合氧化物（三元系材料 Li(Ni，Co，Mn)

O2），而实现高能量密度化 ；进一步采用本公司的三元系

材料，按原来开发品种对活性物质的组成及电解液的组成

进行优化，而达到了长寿命化。

LEPS-1 的规格列于表 2。LEPS-1 的额定容量为

65Ah，体积能量密度为 384Wh/L，与原来的 LEV50N

比较，达到 1.5 倍的高能量密度化。

表 2 ：LEPS-1 电池的规格

3.2  LEPS-1 的寿命性能

关于 LEP5-1 的寿命性能，与采用本公司三元系材料

的原来开发品种比较结果示于图 4。作为典型试验，在环

境温度 25℃、100％ DOD( 充电深度 ) 下，实施了充放电

的周期试验 ( 条件 a、c)。对实际运用时使用 DOD 范围模

拟的条件下也进行了试验 ( 条件 b)。

图 4  LEPS-1 的 25℃周期寿命性能

图 4 中，对所定的每一周期的容量进行确认，显示了

经过周期后的容量保持率。相对于 LEPS-1 的初期容量与

本公司原来品种的初期容量，1000 周期后的保持率分别

为 94％、84%。

LEPS-1，由于活性物质组成及电解液组成的优化，

显示出优越的周期寿命性能。而且，在模拟实际运用时使

用 DOD 范围的条件下，1000 周期后的保持率为 98％，

可望得到蓄电系统长寿命化的性能。配置 LEPS-1 的蓄电

设备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其功率为 24 万 KW(240MW)，

容量为 72 万 Kwh(720Mwh)，从 2020 年开始就已进行

设备的施工工程。

4  周期 /浮充电用途长寿命锂离子电池 (M 型 )

LIM50EL

产业用锂电子电池，除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用途以外，

也广泛应用于无人搬运车 (AGV) 等移动体的动力，不间断

电源装置 (UPS) 等备用电源。相应于这些用途，在对有效

利用了车载技术的 LIM50EN 电池上予以拓展，这些用途

与车载用比较，多数是长时间使用的，且要求更好的耐久性，

为了全部满足这些要求，既应保持 LIM50EN 优越的安全

性，又要大幅提高其耐久性。故开发了 LIM50EL。本节，

对 LIM50EL 的规格及寿命特性予以介绍。

4.1  LIM50EL 的规格（LIM50EL 的规格列于表 3）

表 3 ：L1M50EN 与 LIM50EL 电池的规格

作为产业上应用，针对原来的 LIM50EN 进行拓展，

尖晶石型锂锰氧化物 (LiMN2O4) 为主体的正极活性物质

没有改变，对负极活性物质和电解液等的重新评价，一方

面保持其特性的互换性，一方面要实现长寿命化。

4.2  LIM50EL 的寿命特性

关于 LIM50EL 的计时 (calender) 寿命特性，与原来

品种 LIM50EN 比较的结果示于图 5。试验条件是充电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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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SOC100％、环境温度 45℃下放置，可确认每一所定

时间的电池特性。
5  高输入输出产业用锂电子电池 (H 型 )LIM25H

及其改良品

产业用锂电子电池，在低阻抗下有效利用高输入输

出特性，可应用于原来电池难以适用的铁道动力用与产业

设备用领域。迄今，作为这些高输入输出用电池，正向

LIM30H 和 LIM25H 展开，进一步提高电池性能，且需求

增加的短期备用也能满足，加之，循环浮充电用途均能适

用的 LIM25H 的后续品钟 (LIM25H 的改良品 ) 正在开发

中。本节对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特性予以说明。

5.1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规格

表 4 列出了 LIM25H 的规格。
图 5  LIM50EL 与 LIM50EN 的放电寿命特性

LIM50EL 与 LIM50EN 经过 24 个月后，相对于初期

容量的保持率分别为 94％、80％。LIM50EL 即使放置在

高温、高 SOC 状态下，也显示出优越的耐久性。

此外，LIM50EL 的有关周期寿命特性与 LIM50EN

的比较结果示于图 6。

图 6  L1M50EL 与 LIM50EN 的 SOC100%、

25℃下的周期寿命特性

LIM50EL 与 LIM50EN 经过 4000 周期后，相对于

初始容量的保持率分别为 89%、79%，LIM50EL 如限制

其使用的 SOC 范围，则不具备优越的周期寿命特性。

总之，LIM50EL 具有高能量、高功率的特性，作为

产业上用，既保持广泛使用的 LIM50EN 的特性，又可实

现长寿命化。

表 4 ：L1M25H 及其改良品电池的规格

对于向高输入输出用途发展的原来 LIM25H，正极活

性物质的尖晶石型锂锰氧化物 (LiMN2O4) 尚未改变，对

负极活性物质及隔板、电解液等重新考虑，既要保持尺寸

的互换性，又应力求加大容量和实观低阻抗化。

5.2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特性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大电流放电特性，其比较结果

示于图 7。试验条件在 25℃环境温度下，对满充电状态的

电池进行了 600A 定电流，电压 2.75V 的放电。

图 7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 600A、25℃的放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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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25H 及其改良品，600A 连续放电的时间分别为

119 秒 151 秒，LIM25H 改良品，其放电时间约长 27％，

与此同时，由于阻抗减小，放电时的电压下降也减少，显

示更优的大电流放电特性。

经过 10000 个周期后，相对于初期容量的保持率为 66%，

如不限制 S0C( 充电状态 ) 范围，则显示出极佳的周期寿

命特性。实际运用时假定温度为 25℃，D0D100％，可

望逹到 30000 周期的寿命性能。

LIM25H 改良品，现时刻仅达到 3000 周期，但试

验仍在继续。经过 3000 周期后相对初期容量的保持率为

80％，可望显示出与 LIM25H 相同的周期寿命特性。

总之，本节所述 LIM25H 及其改良品，在浮充电 (float)

用途下，可作为长期满充电待机而又耐久设计的电池。用

于铁道动力和混合动力的起重机等高输入输出循环使用，

保持 LIM25H 的周期寿命特性，也能显示出该电池具有更

佳的高输入输出性能。

随同大电流的产业设备等的循环使用，以及短期备用

电源应用时，期望今后积极地将本电池投入使用。

原文出处 ：小圆 卓，亘 幸洋，松原岳人，井上刚文，

車載用および產業用大型リチウムイオン電池の開發狀況，

（日）《电气评论》2019.NO11，P.32-36

图 8  LIM25H 及其改良品的 DOD100%、

45℃下的周期寿命性能

此外，LIM25H及其改良品，周期寿命特性如图8所示。

试验条件在作为加速条件的环境温度 45℃和 D0D100％

之下，实施了充放电的周期寿命试验

LIM25H 在 DOD( 放电深度 )100％、45℃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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