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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对电池储能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使得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该系统能够确保实现电
池最大化性能、安全运行，以及在各种反复充放电和环境条件下的最长使用寿命。为了设计出满足这些目标的 
BMS，工程师们开发了具有以下功能的反馈和调度控制算法：

	• 监测电芯电压和温度

	• 估计荷电状态 (SOC) 和健康状态 (SOH)

	• 限制功率输入和输出，以实现散热和过充保护

	• 控制电池充电曲线

	• 平衡各个电芯的荷电状态

	• 必要时将电源和电池隔离开 

本白皮书将介绍工程师们如何使用 Simulink® 进行系统级仿真来开发 BMS 算法和软件。通过使用 Simulink  
进行基于模型的设计，您能够深入了解电池包的动态行为，探索软件结构，测试不同运行工况并尽早开始硬件	
测试，从而减少设计错误。利用基于模型的设计，BMS 模型可用作所有设计和开发活动的基础，包括对设计的功
能方面进行桌面仿真、对照行业标准进行形式化测试与验证，以及生成代码用于实时仿真和硬件实现（图 1）。

图 1. 使用 Simulink 和基于模型设计的电池管理系统开发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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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仿真。利用 Simulink 中的桌面仿真，您能够验证 BMS 设计的功能方面，例如充放电行为（使用单电芯等效
电路公式）、电子电路设计、反馈和调度控制算法。在桌面上，使用行为模型对电池系统、环境和算法进行仿真。	
例如，您可以探索主动式与被动式电芯平衡配置和算法，评估每种平衡方法对于给定应用场景的适用性。您可
以使用桌面仿真探索新的设计构想，并在应用到硬件原型之前测试多个系统架构。您还可以在桌面仿真中执行
需求测试，例如通过验证在检测到隔离故障时会阻止接触器打开或关闭。

实时仿真。通过仿真验证 Simulink 模型后，可以使用这些模型生成 C 和 HDL 代码进行快速原型 (RP) 设计或
硬件在环 (HIL) 测试，在实时环境中进一步验证 BMS 算法。利用 RP，您不需要手工编写用于实时测试的控制	
软件代码，而是从您的控制器模型生成代码，然后将代码部署代替控制器功能的实时计算机。利用自动代码	
生成，在模型中进行的算法更改可以在实时硬件上进行测试，数小时即可完成整个过程。您还可以在 Simulink 
内与实时控制硬件交互，更改算法参数并记录测试数据。

与快速原型一样，HIL 测试也涉及从 Simulink 模型生成代码并将代码部署到实时计算机。就 HIL 测试来说，	
区别在于是从电池系统模型，而不是从控制算法模型生成代码，提供了一个代表电池包、有源和无源电路元件、
负载、充电器和其他系统组件的虚拟实时环境。此虚拟环境让您能够在开发硬件原型之前实时验证 BMS 控制
器的功能，而且是在不会造成硬件损坏的环境中。桌面仿真过程中开发的测试可以延展到 HIL 测试，以确保	
随着 BMS 设计的推进而始终符合要求。虽然 HIL 测试的主要用途是测试微控制器或 FPGA 上运行的代码，	
但是您也可以在选择生产控制器硬件之前，改用连接到 HIL 设置的快速原型系统，如 Simulink Real-Time™ 和 
Speedgoat 目标硬件。
硬件实现。在硬件实现阶段，使用已通过桌面仿真、RP 和 HIL 验证的 Simulink 控制模型，生成用于 BMS 的为
生产准备就绪的高效代码。如有必要，可将产品级代码生成步骤合并到汽车、航空航天和其他受监管行业中使
用的符合正式认证标准的工作流程中。

“借助基于模型的设计，我们建立了从构思到产品级代码的一套集成开发流程。	
MathWorks 工具使我们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技术开发关键的电池管理技术，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便于早期以及持续验证设计的环境。”
— 东风电动汽车公司刘小康博士 

	» 阅读案例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ulink-real-time.html
https://www.speedgoat.com/applications-industries/applications/controller-prototyping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dongfeng-electric-vehicle-develops-battery-management-system-for-hybrid-electric-vehicles-using-model-based-des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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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仿真：BMS 软件建模
真实的仿真能力是开发 BMS 控制软件的核心环节，而这从精确的电池包模型开始。电池的设计通常使用有限
元分析 (FEA) 模型来仿真物理属性并捕获其电-热化学属性。虽然这些模型非常适合设计和优化电池包的化学
和几何结构，但是控制工程师需要更加适合系统级设计和软件开发的模型。

电池电芯建模与特征化
在 Simulink 中开发 BMS 算法时，您可以使用等效电路模拟电池电芯的热电行为。等效电路通常由一个电压源、
一个串联电阻和一个或多个并联电阻电容对组成（图 2）。电压源提供开路电压，而其他组件对电芯的内阻和时
间依赖行为建模。这些等效电路元件通常依赖于温度和荷电状态 (SOC)。因为这种依赖性对于每个电池的化学
原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需要根据对电池单元的实验来获取，该电池单元的类型必须与为其设计控制器的
电池相同。您可以使用 Simulink 和 MATLAB® 中的优化，通过实验数据模型校准实现等效电路参数化。

“我们的许多初始电池模型都是凭经验设计的，有理想的电压源和固定阻抗。现在我
们使用比较复杂的第一性原理模型，因此对电池这种电化学装置获得了非常有价	
值的见解。我们使用 Simulink 构建了高级等效电路模型，可以在不同的荷电状态、
放电速率、温度和老化级别上预测性能。

“我们使用类似的方法执行了安全关键型仿真，预测电池内部的冷却性能，确保电池
包不会过热。要捕获所有多域物理、化学和热传导效应，通常需要有限元分析工具
和很大工作量。借助 MathWorks 工具，我们执行分析并获得深刻见解，大大促进了
电池技术的发展。”
— 特斯拉汽车公司 Chris Gadda 博士和 Andrew Simpson 博士 

	» 阅读文章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automating-the-parameter-estimation-of-a-battery-model-95187.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using-model-based-design-to-build-the-tesla-road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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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带有三个不同时间常数、内阻和开路电压的电池的等效电路。

通过集成 Simscape Electrical™ 组件，您可以从电芯级扩展到模块和电池包级，直观地将电芯与围绕电路相	
结合。借助电池包级仿真，您可以评估各种电池包配置对储能容量、电力输送率和散热的影响。电池包级仿	
真还让您能够考察电池包与其他系统组件（如电源、负载和保护电路）的交互。

了解有关电池电芯建模与特征化的更多信息

	• 锂电池电芯	--	两个	RC	分支等效电路 - 示例

	• 锂离子温度依赖电池模型 - 示例

	• 电池模型 - 文件交换

	• 可反复充电电池模型的参数化 - 示例

	• 自动估计电池模型参数  (9:55) - 视频

	• 使用分层技术估计电池模型参数：锂离子磷酸盐电池的使用实例 - 技术论文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imscape-electrical.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physmod/simscape/examples/lithium-battery-cell-two-rc-branch-equivalent-circuit.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physmod/sps/examples/lithium-ion-temperature-dependent-battery-model.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36019-lithium-battery-model-simscape-language-and-simulink-design-optimization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sldo/examples/estimate-model-parameters-per-experiment-code.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automating-the-parameter-estimation-of-a-battery-model-95187.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battery-model-parameter-estimation-using-a-layered-technique-an-example-using-a-lithium-iron-phosphate-ce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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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电子器件和无源组件建模
除了电池包模型以外，真实 BMS 仿真还需要连接电池系统与电源和负载的电路组件的精确模型。Simscape 
Electrical 是 Simulink 的一个附加产品，提供构建完整电池系统电路所需的有源和无源元件（如用于电芯平衡
的电路）的完整库。充电源可由直流电源组成，比如光伏 (PV) 系统，也可由	经过整流的交流电源组成。

使用 Simulink 进行系统级仿真时，您可以围绕电池构造复杂的充电源，在各种操作范围和故障条件下验证 
BMS。可采用类似的方法对电池包负载进行建模和仿真。例如，电池包可能通过逆变器连接到电动汽车 (EV)  
中的永磁同步电动机 (PMSM)。利用仿真，您可以通过循环工况法改变EV的运行方式，评估 BMS 能否有效应对
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

开发调度控制算法
开发 BMS 调度控制算法的工程师使用状态机对调度逻辑建模，实现故障检测和管理、充电和放电功率限制、
温度控制和电芯平衡（图 3）。Stateflow® 是一个基于状态机和流程图来构建组合和时序逻辑决策模型并进行仿
真的环境。在为 BMS 开发调度控制算法时，您可以使用 Stateflow 对电池系统响应事件、基于时间的条件以及外
部输入信号的方式进行建模。例如，在恒流恒压 (CCCV) 充电的情况下，您可以开发并测试状态逻辑，控制电芯
何时从电流充电模式变换到电压充电模式。

了解更多关于电力电子器件和无源组件建模的信息

	• 高电压电池通过受控的三相逆变器给 IPMSM 供电 - 示例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ts/stateflow.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physmod/sps/examples/ipmsm-torque-based-load-contr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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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Stateflow 图中实现的电芯平衡逻辑。

了解更多关于开发调度控制算法的信息

 • Simulink 中的电池管理系统开发 (7:18) - 视频

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battery-management-system-development-in-simulink-1523527694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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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荷电状态 

精确的电池模型对于开发用于估计 SOC 的算法至关重要。开路电压 (OCV) 测量和电流积分（库仑计数）	
等传统 SOC 估计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相当精确。但是，估计具有平面 OCV-SOC 放电特征的现代化学电池的 SOC 
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扩展卡尔曼滤波 (EKF) 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实践表明，它可以在合理的计算工作量前提
下提供精确的结果。Simulink 包含一个 EKF 模块，使您能够开发用于估计 SOC 的观察器。此类观察器通常包
括一个非线性系统（电池）的模型和一个递归算法。该模型使用从电芯测得的电流和电压作为输入，该算法根
据一个两步式预测/更新进程来计算系统的内部状态（其中包括 SOC）（图 4）。

图 4. 使用无味卡尔曼滤波器估计电池荷电状态。

了解更多关于估计荷电状态的信息

	•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模型的荷电状态 (SoC) 评估 - 文章

	• 电池管理系统参考设计 - Intel 产品文档

	• 电池老化系统的非线性状态估计 - 示例

	• 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 产品文档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state-of-charge-estimation-based-on-an-extended-kalman-filter.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altera-www/global/en_us/index/documentation/dmi1457349952129.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predmaint/examples/nonlinear-state-estimation-of-a-degrading-battery-system.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control/ref/ekf_blo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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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健康状态 

所有电池，包括在出厂时符合性能规格的电池，由于使用寿命和充放电循环，性能会随着时间而降低，表现为	
储能会逐渐损失，同时内部电阻增加。使用短时间测量方法进行内部电阻估测是一个相对直接的方法，而通常
需要完全充电或放电过程才能准确计算，但这种方法有时并不可行。此项挑战导致健康状态	(SOH)	估计以及	
EKF	公式的开发越来越受关注，这类方法现已不只包括状态，还包括电池参数。精确估计瞬时内部电阻对于 
BMS 建立功率限制非常有帮助。

SOH 估计比 SOC 估计更主观；对于如何定义 SOH 尚无共识。因此，每个组织可能有其自己特定的量化	SOH		
估计的方法，因而不可能使用通用的现成解决方案。利用 Simulink，您可以开发和仿真自定义 SOH 估计算法，
与您的组织特定的电池健康状况的解释保持一致。

桌面仿真测试
将桌面仿真集成到您的测试程序后，您可以编写并执行测试用例，运用 BMS 检验所有可能的逻辑分支和闭环
控制 — 进行硬件测试时少见的一种覆盖级别。采用这种方法，仿真模型充当推动 BMS 设计和测试的可执行	
规范（图 5）。Simulink 有一系列的功能，支持通过桌面仿真进行测试，使您能够：

	• 将限制、容差、逻辑检查和时态条件等需求集成到模型中，并追溯到原始规范

	• 构造复杂的基于仿真的测试序列，以便执行功能、基准、等价和背对背测试

	• 跟踪行业标准指标，如决策、条件和修改的条件/决策覆盖率 (MC/DC) 以及关系边界覆盖率 

	• 生成测试输入，以实现全面的模型覆盖和自定义目标

	• 使用形式化方法，识别导致整数溢出、死逻辑和被零除的隐藏设计错误

了解更多关于估计健康状态的信息

	• 为电动汽车应用中健康和老化的锂电池进行基于模型的参数识别 - 技术论文

https://www.mathworks.com/content/dam/mathworks/tag-team/Objects/m/85964_SAE2015-01-0252HealthyAgedBatteryRobynJacke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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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 Simulink 中创建的 BMS 算法和对象动态模型，包括电池包、接触器、逆变器和充电器。

当开发中的电池系统必须符合安全要求时，您可以将基于形式化方法的测试集成到符合 IEC 61508、IEC 61851 
和 ISO 26262 等标准的软件开发流程中。

“在 Simulink 中开发控制器模型时，我们经常使用 Model Advisor 检查是否符合风格
指南和建模标准。我们还使用 Simulink Design Verifier™ 检查我们的模型中是否存在
死逻辑、被零除错误和其他设计错误。” 
— LG 化学 Duck Young Kim、Won Tae Joe 和 Hojin Lee 

	» 阅读文章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developing-autosar-compliant-software-for-a-hybrid-vehicle-battery-management-system-with-model-based-des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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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仿真：验证 BMS 软件
实时仿真（包含快速原型设计和 HIL 测试）让电力电子控制工程师们能更加深入的了解 BMS 设计如何在硬件
上执行。无论是在 RP 还是在 HIL 中，目标都是在硬件中仿真总体设计的一个方面：在 RP 中仿真 BMS 控制器，
在 HIL 中仿真电池系统的平衡。在 BMS 设计中，实时仿真提供了几大优势，让您能够：

	• 在选择最终控制器硬件之前进行 RP，开始执行验证算法

	• 利用实时测试系统的灵活性进行快速设计迭代和测试

	• 在获得电池系统原型硬件之前进行 HIL 测试 

	• 使用 RP 和 HIL 测试的组合，测试BMS算法和设计硬件，进行设计硬件无法进行的测试，避免昂过硬件损坏	
（图6）

图 6. 电池管理系统软件的硬件在环 (HIL) 测试。从在 Simulink 中创建的 BMS 算法模型生成 BMS 代码并部署到 Texas Instruments C2000 微控	
制器。对象模型（电池包、接触器、逆变器、充电器）在 Simulink 中建模。生成并部署代码，在配有电池模拟器的 Speedgoat 实时计算机上运行。

了解更多关于桌面仿真测试的信息

	• 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为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开发符合 AUTOSAR 和 ISO 26262 标准的软件  - 文章

	• 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开发 Tesla Roadster - 文章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developing-autosar-compliant-software-for-a-hybrid-vehicle-battery-management-system-with-model-based-design.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using-model-based-design-to-build-the-tesla-road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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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Simulink 中重复利用桌面仿真模型为实时仿真生成代码，可以缩短总体开发时间。您可以生成 C/C++  
和 HDL 代码，在专为实时性能而优化的计算机上执行。从 Simulink 模型生成用于实时仿真的代码包括一些	
接口，使您在实时仿真运行时能够调整控制参数。

执行快速原型设计
在硬件测试过程中，对控制器代码进行更改可能造成延迟并增加风险。手动修改代码、重新编译，然后将其部
署到微处理器或 FPGA 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您是控制算法开发者，依赖软件或硬件工程师做出更改，	
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根据所需更改的程度，还面临向实现的代码中引入新问题的风险。

替代手工编写代码的控制器软件更新，您可以使用 Simulink 生成代码，在专用计算机上实时执行并使用高速 
I/O 与测试硬件进行通信。除了消除手动编码及其相关的延迟以外，采用此 RP 方法的另一个优势是，先在桌面
上运行仿真模型来验证对 BMS 软件的更改，确认没有引入其他问题。

硬件在环测试
因为构建和修改电池系统的硬件原型可能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而且维修的成本通常很高，所以，测试此类原
型在电池包所在的电子系统中的运行情况并不总是可行。由于这些限制，即使很小的设计改动也可能威胁到开
发计划，往往造成 BMS 设计进展缓慢，因为团队认为严重偏离以前的设计太过冒险。

利用 Simulink，您可以从电池系统以及它所属的更大系统（包括电源和负载）中的硬件的模型生成 C/C++ 和 
HDL 代码。将此代码部署到实时计算机后，您可以在电池系统原型中测试控制器之前先对您的控制器代码运行
硬件实时仿真。因此，您可以提前找到并纠正控制设计错误，从而避免损坏昂贵且难以更换的硬件原型。您还
可以发现硬件设计错误，例如不正确的零部件选型。

有很多集成了电池模拟器的 HIL 实时系统，包括 Speedgoat 目标硬件，使您能够模拟便携式电池电源，模拟电动
汽车的电池组，或灌入电流来模拟充电中的电池。

“我认为 Speedgoat 为 Simulink 开发了即插即用的实时平台。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
有更多时间测试我们的控制系统，减少开发 HIL 测试平台的时间。”
— Proterra 控制工程师 Joaquin Reyes 

	» 阅读案例

https://www.speedgoat.com/Portals/0/Content/UserStories/proterra_user_sto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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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产品级代码
Simulink 从控制器模型生成可读、简练而高效的 C/C++ 和 HDL 代码，为在微处理器、FPGA 和 ASIC 上部署	
做好准备。与为 RP 生成的代码不同，为生产用途生成的代码不包括支持实时监控、参数调节和数据记录所需
的额外接口。利用优化设置，您可以精确控制生成的函数、文件和数据，提高代码效率，并有助于与已有代码、
数据类型和标定参数集成。

执行处理器在环仿真
在处理器在环 (PIL) 仿真中，C/C++ 或 HDL 代码在微控制器或 FPGA 上运行，与此同时，设备使用 BMS 硬件的 
Simulink 模型一步步地执行，降低了在 BMS 代码的初始评估过程中损坏硬件原型的风险。PIL 仿真虽然不是实
时仿真，但却是以真实代码运行的，可让您在各种条件下验证您的代码，并有信心在实际系统上一经部署便可
正确执行。

生成产品级代码
桌面仿真、RP、HIL 和 PIL 仿真都能让您验证和确认 BMS 的控制算法。利用 Simulink，您可以使用这些相同的
算法作为基础，生成可付诸生产的代码 — 用于在微控制器上实施的优化且稳定的 C/C++ 代码，或用于 FPGA 
编程或 ASIC 实现的可综合 HDL 代码。自动代码生成消除了手动算法转译错误，并且产生的 C/C++ 和 HDL  
代码与 Simulink 中已验证的算法具有同等效果。通过尽可能完整的状态模拟和故障条件下验证仿真您的控制
算法，即使无法面面俱到，也能让您对生成的代码在实时系统中处理同样的条件充满信心。如果以后的硬件测
试表明需要更改算法，您只需在您的模型中修改算法，重新运行仿真测试用例来验证更改的正确性，然后生成
经过更新的新代码。所有生成的 C/C++ 和 HDL 代码都完全可移植，并具有一系列选项对其进行优化，Simulink 
模型与代码双向可追踪（图 7）。

了解更多关于使用硬件在环测试电池管理系统的信息

 • Speedgoat 的电池管理系统实时解决方案 - 概述

https://www.speedgoat.com/products-services/i-o-connectivity/battery-management-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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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从在 Simulink 中创建的 BMS 算法模型自动生成 BMS 产品级代码。	
代码部署到 Texas Instruments C2000 微控制器。

“在真正的电路上进行验证之前，我们在 Simulink 中通过仿真检查认证所需的每一项
要求，因为我们使用 Embedded Coder 直接从我们的模型生成了代码，因此，我们的
仿真和真正的嵌入式软件之间没有二义性。”
— 村田制作所 Yue Ma 博士 

	» 阅读案例

了解更多关于生成产品级代码的信息

	• 通过基于模型的设计，村田制作所将能源管理系统控制软件的开发时间缩短了 50% 以上 - 用户案例

	• 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为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开发符合 AUTOSAR 和 ISO 26262 标准的软件 - 文章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murata-reduces-development-time-for-energy-management-system-control-software-by-50-with-model-based-design.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user_stories/murata-reduces-development-time-for-energy-management-system-control-software-by-50-with-model-based-design.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company/newsletters/articles/developing-autosar-compliant-software-for-a-hybrid-vehicle-battery-management-system-with-model-based-des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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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采取后续步骤，加快您的电池管理系统项目。

浏览：Simulink 中的电池管理系统
下载：电机和电力控制试用软件
开始使用：咨询服务

https://www.mathworks.com/solutions/motor-and-power-control.html#battery-management
https://www.mathworks.com/campaigns/products/trials/targeted/mpc.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services/consulting/proven-solutions/battery-simulation-and-control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