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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最大的区别是用电池作为动

力驱动，所以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电动汽车

的动力输出依靠电池，而电池管理系统 BMS(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则是其中的核心，是对电池进行

监控和管理的系统，通过对电压、电流、温度以及 SOC

等参数采集、计算，进而控制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实现对

电池的保护，提升电池综合性能的管理系统，是连接车载

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重要纽带。

2 新能源汽车组成结构

新能源汽车主要由电机系统、电池系统、电控系统及

车身系统组成，其中电机系统、电池系统、电控系统是新

能源汽车的动力总成系统，是核心部件。（1）电机系统主

要包括电机、减速器、逆变器硬件以及电机控制器，是新

能源汽车的驱动装置。（2）电池系统包括电芯、高压配电

单元、电池管理系统（BMS）及线束，是新能汽车的动

力源泉。（3）电控系统即整车控制器，可以采集电机控制

系统信号、电池管理系统信号、加速踏板信号和其他部件

信号，可以综合分析驾驶员的驾驶意图并作出响应判断，

还可以监控下层的各控制器的控制信号，是新能源汽车的

大脑（类似于传统燃油车的行车电脑）。（4）车身系统主

要包括底盘、车身骨架以及照明、空调等辅助系统，是新

能源汽车的整体架构。

图 1 示出新能源汽车组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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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锂电池概述

3.1  锂离子电池

动力锂离子电池由于具有高能量与功率密度、长寿命、

无污染、无记忆性等优势，因而被大多数车用动力电池包

所采用。但在发生强烈碰撞或者温度过高时，其稳定性变

差，因而 BMS 对于电池系统安全性至关重要。

图 2 示出锂离子电池原理图。表 1 列出二次电池性

能比较。

图 1  新能源汽车组成结构图

图 2   锂离子电池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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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存在以下 3 个问题 ：

(1) 单体层面

对锂电池运行温度、电流和电压区间要求苛刻，安全

性较脆弱且成本较高。

(2) 电池组层面

锂电池状态与参数的不一致在后期会加速恶化，严重

影响电池包的使用性能、循环寿命及安全性。

(3) 工作参数层面

锂离子电池的工作电压、能量密度均比铅酸电池、镍

氢电池、镍镉电池大 2 ～ 3 倍，故锂电池容易因为短路、

过充等原因导致烧毁或者爆炸。

BMS 对于电池系统安全性至关重要。

3.2  BMS 架构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作

为衔接电动汽车电池组、整车系统和电机的重要纽带，通

过与动力电池紧密结合的传感器，对电池的电压、电流、

温度等进行实时检测，实现对汽车电动系统的全面管理。

图 3 示出 BMS 功能架构。

表 1  二次电池性能比较
项目 锂电池 铅酸电池 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工作电压 (V) 3.2 ～ 3.7 2.0 1.2 1.2
能量密度 (Wh/kg)   100 ～ 200 小于 30 50 60 ～ 80

循环寿命 大于 1000 次 300 次左右 500 次左右 500 次左右
记忆效应 无 无 有 有

图 3  BMS 功能架构

在功能上，BMS 通过与动力电池紧密结合的传感器，

对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进行实时检测，将采集到的数

据输入到控制器中，实现 ：

(1) 利用状态估计算法估计剩余荷电状态（SOC）、功

率状态（SOP）和健康（老化）状态（SOH）等 ： 

(2) 漏电检测、热管理、均衡管理、故障诊断 ：

(3) 根据电池状态控制最大输出功率以延长续驶里程 ；

(4) 控制充电机在最优充电状态下充电 ；

(5) 通过 CAN 总线接口与车载总控制器、电机控制器、

能量控制系统、车载显示系统等进行实时通信。

4 BMS 技术分析

4.1  BMS 工作原理

BMS 的主要工作原理 ：数据采集电路首先采集电池

状态信息数据，再由电子控制单元（ECU）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对系统内的相关功能模块发出

控制指令，并向外界传递信息。图 4 示出 BMS 原理图。

4.2  BMS 按功能分类

4.2.1  保护程度分类

BMS 功能范围广泛，从基本不控制单体电池的简单

系统到以各种可能的方法监视并保护电池的复杂系统。按

照系统负责程度增加的顺序，从简单到复杂，可分为 ：恒

流恒压充电器、分流器、监测器、监控器、均衡器、保护器。

图 4  BMS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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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恒流恒压充电器（CCCV）

恒流恒压充电器是用于对电池进行充电的规范标准的

充电装置。通常工作于两种模式 ：恒流模式（CC）和恒

压模式（CV）。

① 恒流模式（CC）: 当开始对电池组充电时，充电

装置将会输出一个固定的充电电流，在整个充电过程中电

池的电压逐渐增加。

② 恒压模式（CV）: 当电池组接近满充、电池电压

接近恒定时，充电器维持恒定充电电压，在接下来的充电

过程中，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将以指数形式进行衰减直至电

池满充。图 5 示出恒压充电特性。

图 5   恒压充电特性

图 6  应用分流器系统模块图

（3）监测器

监测器的作用是监测参数，仅具备测试功能，并不能

主动地控制充电或者放电过程。

监测器其无法防止单体电池过充、过放并且不能实现

电池均衡，因此也不能当做 BMS 使用。

（2）分流器

① 分流器的功能为均衡锂离子电池组。分流器与单

体电池并联，当单体电池电量充满时，分流器旁路掉一部

分或者全部充电电流。

② 因单独使用分流器不能防止单体电池的过度放电，

因此分流器也不能当做 BMS 使用。图 6 示出应用分流器

系统模块图。

其功能一般包括 ：

①测量每个单体电池电压 ；

②测量电池组的电流及温度 ；

③编译数据 ；

④计算或者评估电池组的状态，如 SOC ；

⑤显示结果 ；

⑥警告功能。

图 7 示出应用监测器系统模块图。

图 7  应用监测器系统模块图

(4) 监控器

① 监控器不仅可以测量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在监

测器上增加了控制的动作，而且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监控器可以为电池组提供全面的保护，但是它无法实

现单体电池之间的平衡。

② 监控器并不具有切断电池组电流的功能，而是向

其他设备（如充电器、负载）发送指令，以实现减少或者

切断电池组电流的目的。

图 8 示出应用监控器系统模块图。

图 8  应用监控器系统模块图

(5）均衡器

① 均衡器在监控器上增加了单体电池均衡功能，能

够通过均衡单体电池来实现电池组性能的最大化。

它包含通信线，可以向系统的其他部分传输数据。

② 均衡器的连线方式使之可以控制充电电源和放电

负载，可以充当 BMS。

图 9 示出应用均衡器系统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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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MS 按技术分类

BMS 按照技术复杂程度可以分为两类，即模拟系统

（简单系统）和数字系统（复杂系统）。

(1) 模拟系统（简单系统）

① BMS 所用的处理单体电池电压的模拟电路（如模

拟比较器、放大器、差分电路或者类似的元件）都为模拟

系统。

② 简单系统不能监测单个单体电池电压，它或许可

以检测到某个单体电池电压过低，但无法获知该单体电池

电压有多低。

图 11 示出模拟系统图。

(6) 保护器

保护器功能类似均衡器，但比均衡器多了一个可关断

电源的开关。

更适用于小型电池的管理。

图 10 示出应用保护器系统模块图。

表 2  不同 BMS 功能特性对比
保护 保护

测量 计算 通信 均衡 充电 放电
恒流恒压充电器

分流器 √ √＊
监测器 √ √ √
监控器 √ √ √ √＊ √＊
均衡器 √ √ √ √ √＊ √＊
保护器 √ √ √ √ √ √
注 ：表中√麦示装置具有此类特性，√＊表示需要额外的测量装置

图 9  应用均衡器系统模块图

图 10  应用保护器系统模块图

4.2.2  BMS 功能对比

均衡器（用于大型电池组）和保护器（适用于小型电池）

可完整实现 BMS 的全部功能，而恒流恒压充电器，分流器、

监测器、监控器可以作为电池系统的有用部分，但不能当

做 BMS 使用。

表 2 列出不同 BMS 功能特性对比。

图 11 模拟系统图

(2) 数字系统（复杂系统）

① 将单体电池电压处理为数字信号的 BMS 称为数字

系统。

② 数字系统可以准确监测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温

度、状态等，因此，数字系统可以共享这些数据。

图 12 示出数字系统图。

图 12  数字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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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列出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对比。

表 3   模拟系统与数字系统对比

项目
模拟系统

（简单系统）

数字系统

（复杂系统）

单体电池电压

可以检测到某个单体电

池电压过低，但无法获

知该单体电池电压有多

低

可以检测每个单体

电池的电压

阈值检测 模拟比较器 数字比较器

4.4  BMS 拓扑分类

拓扑结构是 BMS 非常重要的特性，它会影响系统的

成本，可靠性、安装维护便捷性以及测量的准确性。

4.4.1  拓扑结构分类

BMS 按照拓扑结构分类主要有 ：集中式、主从式、

模块式三种。

(1) 集中式

① 集中式是将整个 BMS 封装在一个装置内，从封装

内部延伸出一束导线（N 个单体电池为 N+1 根导线），连

接到单体电池上。

② 集中式具有如下几个优点 ：

结构紧凑 ；价格最便宜 ；当 BMS 检修时仅需要替换

一个封装。

图 13 示出集中式 BMS 拓扑结构图。

图 13  集中式 BMS 拓扑结构图

（2）模抉式

① 模块式 BMS 被分为多个相同的子模块，每个封装

的导线分别连接电池内部不同的模块。

② 模块式除具有集中式优点外 , 还具有 ：

图 14  模块式 BMS 拓扑结构图

图 15  主从式 BMS 拓扑结构图

(4) 分布式

电子器件被直接安装在与待测单体电池一体的电路板

上，对于分布式 BMS, 仅需要在单体电池电路板和电池管

理系统控制器之间使用较少的连接线。

图 16 示出分布式 BMS 拓扑结构图。

(3) 主从式

① 主从式 BMS 应用多个相同的模块（即从属模块），

每个模块测量一些单体电池的电压，而主模块仅进行计算

和通信。

② 主从拓扑结构同时具有模块式拓扑 BMS 大部分的

优点且成本低。

图 15 示出主从式 BMS 拓扑结构图。

由 BMS 子模块到单体电池的导线方便管理 ：每个

BMS 子模块放在离电池最近的位置 ；

易于扩展，可以增加更多的 BMS 子模块。

图 14 示出模块式 BMS 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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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BMS 拓扑对比

BMS 拓扑对比：集中式 BMS 具有成本低、结构紧凑、

可靠性高的优点，一般用于容量低、总压低、电池系统体

积小的场景 ; 分布式的 BMS 架构能较好的实现模块级和

系统级的分级管理。表 4 列出 BMS 拓扑结构对比。

5 BMS 功能管理

5.1  BMS 功能分析

电池管理系统 (BMS) 为一套保护动力电池使用安全

的控制系统，时刻监控电池的使用状态，通过必要措施缓

解电池组的不一致性，为新能源车辆的使用安全提供保障。

新能源汽车 BMS 主要有电池状态监测、电池状态估算、

电池安全保护、电池能量控制和电池信息管理五大功能。

图 17 示出新能源汽车 BMS 五大功能分析。

表 4  BMS 拓扑结构对比
分类 检测质量 抗噪能力 通用性 安全性 器件成本 装配成本 维护成本

集中式 △ □ √ √ √ △ √
模块式 △ □ △ √ □ △ √
主从式 △ □ △ √ □ △ √
分布式 □ △ □ □ □ √ △
注 ：表中□代表优势，△表示较好，√表示好。

图 17  新能源汽车 BMS 五大功能分析

5.2  BMS 功能管理图

图 18 示出典型 BSM 功能图。

（1）电池的参数测试，主要是针对于单体电池，包括

了电压，温度，和电池的内阻等等，

电压的采集基本上现在都是用专门的 ADic 来采集，

但是如果再往小去观察的话，其实也会有不同的结构，①

有的是每一个单体电池配一个 ad 通道，我们叫做离散采

集，②有的是利用一个正极来扫描，我们叫做单极复用，

③还有是拿一个差分的多路复用来扫描，我们称作差分复

用，当然这个主要是由芯片的成本决定的。

对于温度的检测，一般来说是用热敏电阻完成的，但

是不同的是热敏电阻的用量和放置位置，如果每一个单体

都监测，自然是最精确的，但是成本势必会上涨，而且会

增加更多的线束，所以还有一种办法是分区域监测，通过

合理的将电池包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来监测温度，相应的成

本会降低，而且如果监测点比较合理，也可以达到类似的

效果。这个问题对于分布式的 BMS 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

分布式的 BMS 可以比较轻易的将测温功能集成进去。

对于电流，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测量的，一般是用分

流器或者是霍尔传感器来测量。

（2）对于系统参数的测量，刚刚我们讲的是单体的，

这个是对于整体的一个把控。包括了总电压，总电流，还

有绝缘电阻的测量，这个绝缘电阻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国家

标准里强制测量的。

（3） 关 于 能 量 的 计 算， 就 是 使 用 各 种 方 法 计 算

SOC,SOH,DOD 等可以衡量电池各项指标的参数。

DOD ( Depth of Discharge ): 表示的是放电深度，

和 SOC 正好相反，DOD ＝ 100 % 时表示电池没电了，

DOD ＝ 0 % 时表示电池满电。

（4）电池的管理，包括了对电池能量的分配，电池的

休眠和唤醒。

（5）热管理，因为电池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比较窄，

所以需要对电池的温度进行管理，说白了就是冷了加加热，

太热了就想想办法降温，吹吹风或者液冷。

图 16  分布式 BMS 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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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充放电过程中的功率，方式的控制。

（7）均衡管理，包括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基本上可

以保证每个单体电池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

（8）为整个系统提供必要的保护，所以继电器的控制

是不能少的。

（9）故障的诊断，包括分类，分级以及对一些故障的

处理。

（10）对数据的处理，包括日志记录，故障代码的记录，

以及一些应用数据的管理。

（11）通信，一般来说是通过 CAN 总线来实现的。

5.3  BMS 功能管理图

(1) 电池安全管理

①过充／过放保护 ；

② 过流／过温／低温保护 ；

③多级故障诊断保护 ；

④双重故障检测。

(2)SOC/SOH 检测

①剩余容量估算 ；

②电池健康估算 ；

③高精密容量积分。

(3) 高压安全管理

①高压互锁（HVIL）；

②高压绝缘监测 ；

③高压开关诊断。

图 18  典型 BSM 功能图

(4) 电池参数检测

①电池电压检测与分析 ；

②电池电流检测与分析 ；

③ 电池温度检测与分析。

(5) 均衡管理

①基于电压模式的均衡 ；

②基于时间模式的均衡 ；

③ 基于电芯 SOC 的均衡 ；

④ 主动／被动均衡可选。

(6) 其他功能特点

① 低成本、低功耗 ；

② 历史数据记录 ；

③级联灵活扩展 ；

④ CRC 数据校验。

6 BMS 功能分析

BMS最核心的三大功能为电芯监控、荷电状态（SOC）

估算以及单体电池均衡。

6.1  电芯监控技术

(1) 单体电池电压采集 ；(2) 单体电池温度采集 ；(3)

电池组电流检测 ；

温度的准确测量对于电池组工作状态也相当重要，包

括单个电池的温度测量和电池组散热液体温度监测。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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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理设置好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和使用个数，与 BMS 控

制模块形成良好的配合。电池组散热液体温度的监控重点

在于入口和出口的流体温度，其监测精度的选择与单体电

池类似。

6.1.1  BMS 测量功能—电压

BMS 首要功能就是收集数据，测量信号包括 ：单体

电池电压、典型单体电池温度，或电池模块温度、电池组

电流。电压信号由模拟多路调制器采集得到，通过模拟—

数字转换器读取数据并传输至处理器。

(1) 离散

每一个单体电池配一个 ad 通道，做离散采集。

分布式 BMS 可以直接测量单体电池的电压，通常电

池板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时由单体电池本身负责供电。图

19 示出离散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图 19  离散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2) 单极复用

利用一个正极来扫描，叫做单极复用。

BMS 还可以通过测量电池内的分接头电压，并计算

图 20  单极复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3) 差动复用

拿一个差分的多路复用来扫描，称作差分复用。

BMS 可以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测量单体电池两端的

分接头，并计算其电压差值作为单体电池电压。图 21 示

出差动复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图 21   差动复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6.1.2  BMS 测量功能—电压精度

图 22 示出测量电压精度。

图 22  测量电压精度

两个分接头之间的电压差值作为单体电池电压值。图 20

示出单极复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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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测量功能—温度

(1) 数字式 BMS 对温度可以监测或者不监测

分布式 BMS 可以测量每个单体电池的温度 ；非分布

式 BMS 只是测量电池或电池模块温度 ；如果 BMS 只有

一只或少量传感探头，其应该分布于最易升温或降温的位

置。图 23 示出数字式 BMS 对温度进行监测。

组监控器和电池监控器之间进行电压和电流采样存在的延

时时间。这些测量主要用于通过电阻抗谱分析来计算充电

状态和运行状况状态。通过测量电池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来计算电池阻抗，BMS 可以监测汽车的瞬时功率。

(4) 同步要求 .。新一代 BMS 需要将同步电压和电流

测量延迟控制在 1ms 内，但要满足这项要求会面临如下

挑战：所有电池监控器和电池组监控器都有不同的时钟源；

因此，采集的样片本身就不同步。电池监控器可以通过向

电池监控器和电池组监控器发出 ADC 启动命令来保持时

间关系。

6.2  SOC 技术

单电芯 SOC 计算是 BMS 中的重点和难点，SOC 是

BMS 中最重要的参数，因为其它一切都是以 SOC 为基

础的，所以它的精度和鲁棒性（也叫纠错能力）极其重要。

如果没有精确的 SOC，再多的保护功能也无法使 BMS

正常工作，因为电池会经常处于被保护状态，更无法延长

电池的寿命。SOC 的估算精度越高，对于相同容量的电池，

可以使电动车有更高的续航里程。高精度的 SOC 估算可

以使电池组发挥最大的效能。

目前最常采用的计算方法有安时积分法和开路电压标

定法，通过建立电池模型和大量的数据采集，将实际数据

与计算数据进行比较，这也是各家的技术秘籍，需要长时

间大量数据积累，同时也是特斯拉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

6.2.1  SOC 的估算

SOC 的定义为 State of Charge , 简称 SOC，电池

剩余电量百分比。顾名思义就是指电池中剩余电荷的可用

状态，可以用下面这个比例式进行描述 ：

           SOC ＝（ 剩余电量 / 额定电量）×100 %       (1)

6.2.2.1   定义

SOC 的定义—SOC，电池荷电状态，也叫剩余电量，

代表的是电池使用一段时间或长期搁置不用后的剩余可放

电电量与其完全充电状态的电量的比值，常用百分数表示。

其一般用一个字节也就是两位的十六进制表示（取值范

围为 0 ～ 100），含义是剩余电量为 0 % ～ 100 %，当

SOC ＝ 0 时表示电池放电完全，当 SOC ＝ 100 % 时表

示电池完全充满。

6.2.1.2   SOC 估算难点

（1）电池开路电压 (OCV) 特性。电池开路电压指的

是电池在静置状态下，正负电极之间的电位差。不同的电

池其特性都不一样，要充分考虑具体的电池类型 ；

图 23  数字式 BMS 对温度进行监测

(2) 测量电池组、电池或独立单体电池温度

① 锂离子单体电池在外界处于某个特定的温度范围

时不能放电，也会在另一个更窄的温度范围内不能充电。

这使得移动式应用等某些温度不可控的应用场景下，需要

监测温度。

② 当由于内部问题（单体已坏或正被滥用）或外部

问题（电源连接不佳，本地热源）导致单体电池变热时，

应该对系统发出警告信号，而不是任其发生严重故障。

③ 在分布式 BMS 内，在单机板处添加传感器比较简

单。不仅可以测量单体电池温度，还可以监测均衡负载是

否在工作。

6.1.4  电流测量

电流测量基于 ：

(1) 分流电阻器。由于电动汽车中的电流可以高达数

千安，因此这些分流电阻器要非常小，为 25 微欧至 50

微欧。

(2) 霍尔效应传感器。通常情况下，其动态范围有限，

因此，有时系统中会使用多个传感器来测量整个范围。霍

尔效应传感器本质上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但可以将

这些传感器置于系统中的任何位置，因为它们本身可以提

供隔离式测量。 

(3) 电压和电流同步。电压和电流同步是指测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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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放电倍率与端电压对应关系特性。电池动态情

况下，我们测量到的电池电压，实际上电池的端电压。在

定温度和恒流状态下它们的关系还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电

池只要开始非恒流工作就会打乱对应关系 ；

（3）温度状态。不同材料的电池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特别是低温（所以系统会有加热功能）；反正温度对电池

的各个参数都有影响 ；

（4）电池寿命状态。电池在使用的过程中寿命将逐

渐衰减，衰减机理主要在于正负极材料晶体的塌陷和电

极的钝化导致了有效锂离子的损失。总电量也将从 BOL

（Beginning of Life  电池寿命初期）向 EOL（End of 

Life  电池寿命终结）状态趋近。因此在计算 SOC 时需要

考虑是采用 BOL 时刻的总容量，还是当前寿命下的实际

总容量。 

（5）电池的串并结合。我们在实际使用中电芯肯定不

是单个的，都是由于电芯的串并联组合的，这就使 SOC

的估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不同电芯间难免存在欧姆内阻、

极化内阻、自放电率、初始容量等差别。

6.2.1.3   常用 SOC 估算方法

（1）安时积分法

经典的 SOC 估算一般采用安时（AH）积分法（也叫

电流积分法或者库仑计数法）。安时积分法是在初始时刻 

SOC0 的基础上估算电池的 SOC。通过计算一定时间内

充放电电流和对应时间的积分，从而计算变化电量的百分

比，最终求出初始 SOC 和变化的 SOC 之间的差，即剩

余电量。安时积分法将电池等效为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电

池的外特性，即在测试过程中只需要实时地监测进出电池

的电量然后积累电量，所以可以获得电池任意时刻的剩余

电量。

                                                                    (2)

但是安时积分法，由于安时计量存在误差，随着使用

时间的增加，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单独采用该方法

对电池的 SOC 进行估算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2）开路电压法

其原理是利用电池在长时间静置的条件下，开路电

压与 SOC 存在相对固定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开路电压

来估算 SOC。在电池静置足够长时间的情况下精度较高，

但在实际工况下不适用，因此一般也将开路电压法与其他

方法结合起来，共同进行 SOC 的预测。业界用得最多的

方法为开路电压＋安时积分法。

图 24 示出锂离子电池开路电压 (OCV) 与 SOC 存在

相对固定的函数关系图。

（3）卡尔曼滤波法

卡尔曼滤波已广泛应用于航天、通信、导航、控

制、图像处理等领域。对于动力电池采用卡尔曼滤波进行

SOC 估算，是当前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向。算法的核心是 ：

对动态系统的状态做出最优估计，评判标准是协方差最小。

应用到电池方面，首先得建立状态和观测方程，SOC 便

是状态分量，这里可以用 KF 算法进行 SOC 估算，利用 

KF 算法估算模型中的未知状态，其精度和鲁棒性相对较

高。KF 算法在经过多次更新后可以使估计结果很好的趋

近真值，并且可以很好的修正容量初值，抗干扰能力强，

利用这种方法理论上可以实现系统的动态估计，因此在研

究领域，也被认为是可靠有效的方法之一。

小结 ：SOC 属于 BMS 核心控制算法，表征当前的

剩余容量状态，主要通过安时积分法和 EKF( 扩展卡尔曼

滤波 ) 算法，并结合修正策略 ( 如开路电压修正，充满修正，

充电末端修正，不同温度及 SOH 下的容量修正等 )。安

时积分法在保证电流采集精度条件下比较可靠，但鲁棒性

不强，由于存在误差累计必须结合修正策略，而 EKF 鲁

棒性较强，但算法比较复杂，实现难度大。国内主流厂家

一般常温可以做到精度 6 % 以内，在高低温和电池衰减

时的估算是难点。

SOC 是 BMS 中最重要的参数，目前大部分 BMS 厂

家的 SOC 估算精度是在 5 % 以内的，部分是在 8 % 以内。

6.2.2  SOP 估算

SOP(State Of Power) 指电池功率状态，通常用短时

峰值功率值来表示。SOP 的精确估算可以最大限度地提

高电池的利用效率。SOP 主要是通过温度和 SOC 查表得

图 24  锂离子电池开路电压与 SOC 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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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前电池的可用充放电功率，VCU 根据发送的功率值

决定当前整车如何使用。需要兼顾考虑释放电池能力和对

电池性能进行保护，比如在达到截止电压前进行部分功率

限制，当然这会对整车驾驶感受产生一定影响。

6.2.3  SOH 估算

SOH (State Of Health) 包括两部分 ：安时容量和功

率变化。SOH 主要表征当前电池的健康状态，为电池当前

的容量与出厂容量的百分比。为 0 ～ 100 % 之间数值，一

般认为低于 80 % 以后电池便不可再用。可以用电池容量

或内阻变化来表示，用容量时即通过电池运行过程数据估

算出当前电池的实际容量，与额定容量的比值即为 SOH。

准确的 SOH 会提高电池衰减时其他模块的估算精度。

6.3  均衡技术

由于电池组由若干节单体电芯串并联组成，BMS 的均

衡技术，就是使电池组中各个电池都达到均衡一致的状态。

6.3.1  均衡技术产生的原因

在电池制造过程中，①由于工艺问题和材质的不均匀，

使电池板厚度、微孔率、活性物质的活化程度存在微小差

别，致使同一批次的同一型号单体电池的容量、内阻和电

压等参数出现不一致现象 ；②另一方面，电芯在组成电池

组装车使用过程中，也会由于自放电程度以及部位温度等

原因导致单体不一致性的现象，这种不一致性会使电芯的

各项参数大相径庭。

要想让它们组装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则必须在作用

过程中采用均衡的手段在同时充放电工作下，就会出现个别

过充或过放的问题，从而大大降低电池组整体的使用寿命。

6.3.2  均衡技术分类

根据均衡技术的种类可将 BMS 分为被动均衡和主动

均衡，前者又称为能量耗散型，后者称为能量转移型 ：

（1）被动均衡（能量耗散型）

电阻耗能方式，在每一颗单体电池并联一个电阻耗能，

这种均衡就是将容量多的电池中多余能量消耗掉，实现整

组电池电压均衡。

能量耗散型的被动均衡，在每串电池上并联一个放电

电阻，在充电时，容量低的电池过充而容量高的电池还未

充满时，BMS 通过控制低容量电池并联的电阻发热放电，

从而解决过充问题，但对放电过程没有实质上的均衡意义。

被动均衡先于主动均衡出现，因为电路简单，成本低廉至

今仍被广泛使用。

（2）主动均衡（能量转移型）

能量转移方式，将单体能量高的转移到单体能量低的，

在实施环节中需要一个储能单元，好让能量通过这个单元

进行重新分配。

能量转移型的主动均衡，由 BMS 内部控制一个双向

高频开关电源变换器，在充电过程中，可将过充电池的电

流分流补充给还未充满的电池，确保单个电池均可充满，

解决过充问题 ；而在放电过程中，可实现高容量、高电压

的电池对低容量、低电压的电池充电，以解决低容量电池

的木桶效应实现放电过程的效率最优化。此种均衡没有电

阻耗散电能，电能损失少，均衡电流较大，在充放电过程

中均可以发挥作用，更加适合于充放电电流较大的新能源

汽车的动力电池。图 25 示出主动均衡示意图。

6.3.3  两种管理模式

目前电池管理系统有主动式均衡和被动式均衡两种管

理模式。两种管理模式各有优缺点，所采用的方式普遍为

采集单体电池电压，串联电流，以及温度以及电池组的电

压，然后将这些信号传给运算模块进行处理发出指令，最

后将整个处理的信息指令通过 CAN 通讯系统传送给汽车

中央控制单元或整车 VMS 系统。

国内主流车用 BMS 厂家都有被动均衡技术，而且其

中绝大部分都有主动均衡技术储备。在厂家给的配置单上，

主动均衡是一个“选配”功能。被动均衡的 BMS 装机量

较大，占据新能源汽车市场较高的份额，远远高于主动均

衡 BMS 的市场份额。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主要是中低端产

品，考虑到成本及配置需求方面，被动均衡相对较易接受。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向高端发展，对 BMS 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主动均衡技术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被动均衡一般采用电阻放热的方式将高容量电池“多

出的电量”进行释放，从而达到均衡的目的，电路简单可

靠，成本较低，但是电池效率也较低。

主动均衡充电时将多余电量转移至高容量电芯，放电

图 25  主动均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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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多余电量转移至低容量电芯，可提高使用效率，但是

成本更高，电路复杂，可靠性低。未来随着电芯的一致性

的提高，对被动均衡的需求可能会降低。

图 26 示出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技术对比。

7 结语

BMS 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

相比于传统消费类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无论是结

构的复杂度、所搭载电池的单体个数，还是整体对于安全

性能的要求，都使得 BMS 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极大的促

进了 BMS 行业的发展，但从 BMS 产业发展趋势看，全

球范围内的 BMS 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属于新兴产

业。未来，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通讯、大数据和云计算

等技术的不断发展，BMS 相关软件算法不断优化，以及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性能不断提升，BMS 在数据监测精

度、可靠性、状态的估算进度和安全管理等诸多方面将会

呈现不断的改进与提高，BMS 逐步朝着高集成化、高精

度估算、智能化的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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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技术对比

6.3.4  小结

主动均衡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效率高，能量被转移，

损耗只是变压器线圈损耗，占比小 ；均衡电流可以设计的

大，达到几安甚至 10 A 级别，均衡见效快。虽然有这些

好处，主动均衡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1）首先是结构复杂，尤其是变压器方案。几十串甚

至上百串电池需要的开关矩阵如何设计，驱动要怎么控制，

这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主动均衡

功能无法完全集成进专用 IC 的原因。

（2）其次是成本问题，复杂的结构必然带来复杂的电

路，成本与故障率上升是必然的，现在有主动均衡功能的

BMS 售价会高出被动均衡的很多，这也多少限制了主动

均衡 BMS 的推广。

不过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只是现有的成本和技术

阻碍了主动均衡的推广，这阻碍不了 BMS 的发展，从长

远来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主动均衡的 BMS 技术将是

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

U_ref1 = ((int32_t)(motor_ch->drv.voltage.

Vbeta));

U_ref2 = Ubeta_ref + Ualpha_ref;  

U_ref3 = Ubeta_ref - Ualpha_ref; 

T1 = (int32_t)((int64_t)( DCT_PWM32 * U_ref2) 

>> 15);  

T2 = (int32_t)((motor_ch->drv.voltage.Vbeta * 

DCT_PWM32) >> 15);

4 结论

通过对电机矢量控制采样、运算过程中的数据标幺化

处理，ES 系列芯片的从标幺化前无法实现矢量控制，采

用标幺化处理很容易实现，电机矢量控制运算复杂度，系

统算力要求降低，方便实现电机矢量控制，成本进一步降

低。实现高速电机的矢量控制，使电机矢量控制更加广泛

用于生产生活中，为优化控制、节能减排作出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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