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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中相变材料与热管耦合传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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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相变材料和热管耦合作用下动力电池的散热特性，建立相变材料与热管耦合的电池组传热模型。采
用 Fluent 软件模拟动力电池在不同放电倍率及热管组合条件下的传热特性，通过分析和比较动力电池的温度变化
和分布规律来评价不同方案散热特性的优劣。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放电倍率的增大，电池的温度上升速率增大；在
相变材料熔点，材料的相变吸热能维持电池温度的稳定；在温度达到热管工作温度以后，热管的散热能够进一步维
持电池温度的稳定，增加热管数量能提高其散热性能。相变材料和热管耦合的传热方式能够为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
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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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Performance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Coupled with Heat Pipe in
Power Battery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ZHAO Ming-xu, LIU Dong-yao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heat dissip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battery system, a heat transfer model of the battery pack
includes phase change material coupled with heat pipe was established.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battery under
different discharge rate and variable heat pipes was simulated in Fluen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were evaluat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vari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inner the batter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lope of battery temperatu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discharge rate. The heat absorption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in phase-transition period was effective in keeping stable temperature of battery. The heat pipes were
effective in the heat dissipation to keep the stable of temperature once they started to operate, and the increasing in the
number of heat pipes augmented the ability of heat dissipation. The idea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coupled with heat pipe
proposed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design of thermal management of power battery system.
Key words: phase change material; heat pipe; power battery; heat dissip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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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家用和商业车辆日益
增加，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发严重。电动汽
车利用电能作为驱动能源，在节能减排和环保上有
很大优势，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对于燃油车辆，电
动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能低至其 20％[1]。
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必须要考
虑其安全性和稳定性，这两方面主要受到电池的温
度影响。动力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电池内阻产生
的欧姆效应以及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都会产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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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些热量如果不及时排出，就会导致电池的温
度过高[2]，使电池的寿命减短，放电能力下降，甚
至导致气体逸出和电池的腐蚀，严重时还会造成电
池的爆炸[3]。因此，对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动力电池的散热方式主要分为空气自然对流、空
气强制对流[4]、相变材料储热[5]以及热管传热等[6-8]。
空气对流是最简单传统的散热方式，由于存在传热
效率低的缺点，在动力电池的散热设计上无法满足
要求。采用相变材料储热的散热方式散热效果好，能
使电池的工作温度稳定在一定范围，但是目前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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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材料都存在导热系数低、热容量有限的问题[9]，
因此寻找适合的相变材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0-11]。
热管传热是利用热管将电池内部的热量输送到外
部，能够克服相变材料热容量有限的问题。受电动
汽车内空间的制约，电池的排布通常都十分紧密，
每个电池单元往往只有一个面能与外部进行热交
换，热管则能够在不改变电池排布的情况下增强电
池的散热。本文根据相变散热和热管散热的特点，
采用复合相变材料与热管相耦合的方式来设计电池
的热管理系统，通过数值仿真手段研究相变和热管
组合散热模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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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 是电池在平衡状态下的开路电压，U 为实
际工作电压，I 为电池的工作电流，T 为电池温度。
将式（3）变形后得到：

dE
dE
Q  I  E  U   IT
 I 2 R  IT
dT
dT

(4)

式中，R 为电池的总内阻，I(E-U)为极化热。
这个产热模型忽略了电池内部由于相变以及物
质混合引起的产热现象。计算车用动力电池热管理
热负荷时，Bemardi 产热模型中各变量的获取方法
比其他产热模型更加直接，因此 Bemardi 产热模型

1 动力电池产热模型

是用于电池产热计算最常用的公式之一。

动力电池产热模型还在不断发展，模型众多，
锂离子电池的产热模型可以分为电−热耦合模型、电
化学−热耦合模型以及热滥用模型[12]。电池放电本身
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要建立精确的产热模型
就需要研究充放电时间内任意时刻、电池内部任意
位置的电流密度，以及由于电流密度不均引起的反
应热和焦耳热，这往往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实
际上，目前广泛受到认可的电池产热模型是将电池
内部视为一个均匀的热源，通过能量方程，在适当
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下得到温度分布，再通过实
验进行修正。
本文采用的产热模型是由 Bemardi 基于电池内
部温度场均匀发热的基础上，在 1985 年提出的电池
发热功率的公式。对电池的热效应主要考虑电池的
产热速率 q、电池的反应热 qreaction、系统的热量增加
qheat-capacity、相变产热速率 qphase-change 和物质反应速率
不均匀带来的产热速率 qmixing。

影响，故将电池组产热效率定为常量，具体数值通

本文研究重点在于电池组结构对其散热性能的

q  IV  qreaction  qmixing  qphase-change  qheat-capacity (1)
在正常充放电情况下，可以认为电池内部的浓
度是均匀的，不存在浓度梯度，这样就可以忽略物
质反应速率不均匀所带来的产热速率 qmixing。同时，
正常状况的电池可以忽略电池内部的相变，可以忽
略 qphase-change。这样模型就可以简化为式（2）。

q  IV  qreaction  qheat-capacity

(2)

单体电池产热为 1.15 W，1.5 C 倍率下为 2.592 W，
2 C 倍率下为 4.608 W。

2 基于相变材料和热管耦合的热管理
基本原理
本文电池热管理系统结构组成如图 1。
电池组
产热
热量
相变材料

风机

热量
外界空气

热管

热空气

排气

图 1 电池热管理系统
Fig. 1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battery

图 1 的热管理系统中，相变材料和热管耦合的
结构包含于电池组中，也是本次模拟的主要内容。
相变材料直接与电池发热面接触，吸收电池的生成
热，热管的热端插入相变材料，吸收其热量并传动
到冷端，由外界空气冷却。在 Fluent 建模中，由于
电池组排布对称，因此只需要两个电池单体就可以

进一步展开为式（3）。

dE 

Q  I  E  U   T
dT 


过查阅相关实验数据[13]，估算得到 1 C 倍率放电时

进行模拟。本文采用的电池单体为磷酸铁锂方形电
(3)

池（3.2 V，12 A·h），参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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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体电池物性参数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elemental cell of the battery
密度
比热容
导热系数
尺寸/mm
/(kg/m3)
/[J/(kg·K)]
/[W/(m·K)]
90×70×27
2335
935
7

此电池单体外部由铝皮包裹，只传热而不产热，
建模时需要考虑此处的影响。本次模拟的原理图以
及建模如图 2 所示，对应的传热原理如图 3 所示。
其中相变材料的物性参数如表 2 所示。

行调整来对这个模型做进一步研究。模拟过程中，
始终保持电池只有在外端的热管可以与外界进行热
交换，其他界面都是绝热面。

3.1

1 C 倍率放电下的温升模拟

图 4 为电池组在 1 C 倍率放电 1 h 的温度变化曲
线。在 1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的温度上升速率较低，
这是由于此时电池组的产热量较低，温度从 303 K 上
升到 311 K，上升速率为 0.113 K/min，温度一直在
电池组的正常工作范围内。
311
310
309

T/K

308

图 2 电池热管理建模图
Fig. 2 Geometric model of the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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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变化曲线
Fig. 4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1 C

3.2

表 2 相变材料物性参数
Table 2 Basic parameters of phase change material
密度
/[kg/m3]

比热容
/[J/(kg·K)]

导热系数
/[W/(m·K)]

相变潜热
/[J/kg]

相变温度
/K

950

3000

2.6

1 .48  10 5

314.5

在电池工作的过程中，电池向相变材料传递热
量，在相变材料吸热以后温度升高，到达融化点时，
相变材料的温度基本保持不变，电池的温度上升也
会变缓，而后趋向于稳定，在相变材料全部完成相变
之后，其温度会继续上升，到达热管的工作温度以后，
热管内液体在蒸发段蒸发带走热量，蒸汽在冷凝段冷
凝释放热量，通过冷凝段壁面将热量传递出去。冷
凝段处有翅片加强与空气的换热效果，并在此处施
加风速，使得对流换热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3 模拟仿真结果及分析
本文对电池在 1 C、1.5 C、2 C 情况下的放电进
行模拟，并且以 2 C 情况为基础，对热管的数量进

1.5 C 倍率放电下的温升模拟

图 5 为电池组在 1.5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变
化曲线。在 1.5 C 倍率放电下，放电初期电池组温度
上升速率为 0.34 K/min，当电池温度略微超过相变
材料的熔点 314.5 K 时，由于材料相变吸热，其温
度保持不变。随着电池的产热增加，与相变材料之
间温差变大，使电池的温度减缓上升。这表明相变
材料能够使电池在工作过程中维持在某一温度附
近，使电池的安全性显著提高。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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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池热管理原理图
Fig. 3 Thermal management schematic of the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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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5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变化曲线
Fig. 5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1.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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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 1.5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表面上温度的最
高值与最低值随时间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整个放
电过程中，电池的最高与最低温度相差不超过 5 K，
而且是在相变材料开始融化以后温差才逐渐上升，
这是由于电池均匀产热，但是一侧绝热，另一侧与
相变材料相邻，相变材料温度不变时，电池内的温
度梯度就会增加。图 7 为温差最大时的电池温度分
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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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曲线
Fig. 8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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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为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表面上温度的最
高值与最低值随时间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2 C 倍率
放电下电池不同位置处的最大温差只有 5 K，且电
池温度分布变化十分平缓，这种结构在 2 C 倍率放
电下仍然可以保证电池的温度分布均匀性。图 10 为
对应条件下电池的温度分布云图。

图 6 1.5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最高与最低温度变化曲线
Fig. 6 The highest and lowest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1.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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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最高与最低温度曲线
Fig. 9 The highest and lowest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2 C
图 7 电池在 1.5 C 倍率放电下的温度分布
Fig. 7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1.5 C

3.3

2 C 倍率放电下的温升模拟

图 8 为电池组在 2 C 倍率下放电一小时的温升
曲线。在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在 20 min 后升
高至相变材料的熔点，温度上升速率为 0.631 K/min，
随后温度进入相变吸热的平台期，相变材料随着电
池组热量的不断产生，最后完全液化，在 40 min 时
温度继续上升，温度上升速率为 0.630 K/min。由于
还没有达到热管的启动温度，电池热量无法向外排
出，温度上升速率与初始阶段一致。

图 10 电池在 2 C 倍率放电下的温度分布
Fig. 10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2 C

第4期

3.4

2 C 倍率放电下热管对散热性能的影响

由于低倍率放电下，模拟时间不够长，未能显
示热管启动后电池的温度变化情况。
图 11 是以 313 K
为初始温度，在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的温度变
化曲线。电池组从 313 K 开始升温，温升速率为
0.631 K/min，在 8 ~ 25 min 期间，由于材料的相变
吸热，电池组温度维持在第一个平台期；随着相变
材料完全融化，电池温度快速上升，温升速率为
0.630 K/min，在温度到达 330 K 以后，热管开始工
作，电池组的热量向外排出，电池组温度又进入第
二个平台期，温升速率为 0.175 K/min。温度变化曲
线表明，热管和相变材料耦合的散热能有效改善电
池组的温升过程。

图 13 是在 2 C 放电倍率下不同热管数量的电池
温度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热管数量的变化对电
池组的散热特性影响比较明显。随着热管数量从 1
增加到 3，电池组温度维持在平台期的时间分别为
17 min、15 min、12 min，热管越多的结构会先进入
温度继续上升的过程；但是热管启动以后，温升速
率分别为 0.175 K/min、0.136 K/min 和 0.122 K/min。
可以看出，随着热管数量的增加，电池组的散热性
能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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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 C 倍率放电下电池组温度曲线
Fig. 11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at discharge rate of
2C

3.5 热管结构对电池组传热特性的影响
上述模拟表明，在相变材料中加入热管以后，
电池组的散热性能提升比较明显。本节进一步计算
分析热管数量的变化对电池组的传热特性的影响。
多个热管的排列方式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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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 C 倍率放电下不同热管数量的电池温度曲线
Fig. 13 Temperature profile of the battery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heat pipes at discharge rate of 2 C

4 结

论

通过对动力电池热管理模型分别进行不同工
况、不同热管数量的模拟，观察电池组的温升情况，
得到以下结论：
（1）在初始温度为 303 K 的情况下，本模型在
1 C 倍率放电时，最终温度达到了 310 K，在 1.5 C
倍率放电时达到了 316.7 K，在 2 C 倍率放电时达到
了 331.5 K。最终温度均没有超过 333.15 K（60℃），
且前两者的温度还没有达到热管的启动温度。
（2）在初始温度为 313 K，放电倍率为 2 C 时，
在电池温度超过相变材料温度且未达到热管工作温
度时，温升速率为 0.603 K/min，如果不添加热管，电
池组以这个温升速度升温。在分别添加 1、2、3 根热
管以后，电池组的温升速率分别降低至 0.175 K/min、
0.136 K/min 和 0.122 K/min。热管的散热性能表现突
出，同时增加热管数量会使相变材料体积变小，电

图 12 多热管传热模型图
Fig. 12 Geometric model of battery with 3 hate pipes

池温度停留在相变材料熔点的平台期时间变短，但
总体散热性能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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