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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ꎬ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大力发展ꎬ锂离子电池作为电动交通工具储存和转化电能的重要载体大量涌入市场ꎬ
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过充放电、局部过热以及外部挤压碰撞等滥用情况ꎬ可能会导致其性能下降ꎬ甚至引发热失控等安全问
题ꎮ 为此ꎬ对当前中外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总结ꎬ并通过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视化软件对发文量、期刊分布和关
键词等进行分析ꎮ 结果表明:当前锂离子电池的热失控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因素ꎬ目前主要从电池正极材料改性、电解液中
添加阻燃剂、电池热管理设计三方面来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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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伴随着能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ꎬ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迅速 [１￣２] ꎬ据新能源汽车数
据追踪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总量分
别为 １２７ 万辆和 １２５ ６ 万辆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新能源
汽车产 销 分 别 完 成 １２４ ２ 万 辆 和 １２０ ６ 万 辆 [３] 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有所下降ꎬ但
是长期向好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４￣５] ꎮ 而动力电池作
为电动交通工具储存和转化电能的重要载体 [６] ꎬ如
今成为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ꎮ 目前市场上得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ꎻ

到大规模商业化的二次电池主要有铅酸电池、镍氢
电池、镍镉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７] ꎮ 相较于其他几款
电池ꎬ锂离子电池尽管没有很长的研发过程ꎬ但它
却因为高比能量、长寿命、对环境友好 [８￣１０] 、放电平
稳、无记忆效应 [１１] 等诸多优点而后来居上ꎮ
随着锂离子电池的广泛应用ꎬ它带来的热失控
问题也越来越突出ꎮ 众所周知ꎬ高温会大大缩短电
池寿命 [１２] ꎮ 即使在低于 ８０ ℃ 的环境下ꎬ锂离子电
池也会发生退化 [１３] 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锂离子电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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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０

充放电过程会产生大量热量并使自身温度升高ꎬ由
于锂离子电池的自身材料特性ꎬ其最佳工作温度区
间为 ２０ ~ ４０ ℃ ꎬ单体电池间温度差应小于 ５ ℃ ꎬ温
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其性能的发挥ꎬ甚至发生安
全问题 [１４￣１６] ꎮ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取决于多种因
素ꎬ如电池的几何形状、材料设计 [１７￣１９] 、工作温度、
工作电压、充电 / 放电速率 [２０] 、电池初始状态和老化
效应 [２１￣２３] 、滥用条件( 过热ꎬ过度充电 / 过放电ꎬ机械
变形) 及冷却系统 [２４￣２８] 等ꎮ 在极端工作条件下ꎬ电
池会遭受热失控ꎬ发生一系列放热反应触发电池内
部短路ꎬ从而产生更多的热量并加快反应速度 [２９] 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前 ８ 个月ꎬ中国由电动汽车
引发 的 自 燃 事 件 高 达 ４０ 余 起 [３０] ꎮ 表 １ 列 举 了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发生的部分动力汽车起火事件及原
因分析 [３１] ꎮ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诱因有很多种ꎬ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机械滥用、电滥用和热滥用 [３２￣３３] ꎮ 机械
滥用指的是电池使用时受到碰撞、针刺、挤压等外
加力造成 电 池 结 构 的 破 坏ꎻ 电 滥 用 一 般 指 电 池 短
路、过充放电等ꎬ而热滥用则由于外部高温引起电
池过热导致热失控的过程ꎮ ３ 种诱因相互关联ꎬ当
出现机械滥用时ꎬ由于电池隔膜的破裂ꎬ触发了电
池内部正负极直接接触短路ꎬ从而引发电滥用ꎬ此
时ꎬ短路部位焦耳热等产热增加ꎬ热量积聚ꎬ使得电
池温度急剧升高ꎬ发展为热滥用ꎬ进而触发电池内
部一系列产热副反应ꎬ最终导致电池热失控 [３４￣３５] ꎮ
综上所述ꎬ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问题是限制当
前电动汽车推广使用的关键因素ꎮ 为最大程度地
降低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带来的风险ꎬ目前中外已有
大量研究团队针对不同滥用条件下的锂离子电池
热失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ꎮ 从当前中外锂离子电
Ｔａｂｌｅ １
序号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动力汽车安全事故

Ｐｏｗ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时间

地点

事故描述

原因分析

波音 ７８７ 客机动力

内短路

１

２０１４￣０１ 日本东京

２

２０１５￣０４ 中国深圳

五洲龙纯电动大巴

３

２０１６￣０７ 中国南京

电动 大 巴 大 雨 后

４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上海

超级充电桩和特斯

电压 不 稳 定ꎬ 起

拉汽车一起自燃

火部分被充电

充电时起火
失火

美国佛罗 特斯 拉 Ｍｏｄｅｌ Ｓ 碰

５

２０１８￣０５

６

２０１９￣０４ 中国西安

７

电池组失火

里达州

２０２０￣０１ 中国西安

撞后起火

蔚来 ＥＳ８ 在维修点
发生自燃

吉利新源汽车发生
自燃

长期过充
浸水导致短路

高速撞击
底盘 遭 受 严 重
撞击
发动机电路故障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池热失控研究现状出发ꎬ对现有的文献进行综述总
结ꎬ并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分析了目前有关锂离子
电池安全性问题的研究热点ꎬ旨在对未来锂离子电
池安全性的优化提供参考ꎮ

１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究现状

热失控 是 由 于 电 池 材 料 的 热 分 解 而 产 生 的ꎮ
由于热失控而散发出的大量热量和有害气体会引
起电池着火和爆炸 [３６] ꎮ 电池受各种滥用条件的影
响ꎬ即热( 过热) ꎬ电( 过充电 / 过放电) 和机械( 碰撞 /
针刺) 产生热失控状态 [３７] ꎮ 当前锂离子电池热失控
的研究主要以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方式ꎬ针对锂离
子电池 ３ 种滥用条件下的热失控行为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ꎮ 下面针对不同滥用条件下锂离子电池的热
失控行为进行阐述ꎮ
１ １ 机械滥用研究
由外加力引起电池发生破坏性变形和位移是
机械滥用的典型特征ꎮ 车辆碰撞带来的电池组挤
压或刺入是机械滥用的典型条件 [３８￣４０] ꎮ
Ｍａｌｅｋｉ 等 [４１] 研究了针刺引起的短路电流放电
速度的变化ꎮ 结果表明ꎬ７０％ 多的能量在 ６０ ｓ 内大
量释放ꎬ从而导致温度显著上升ꎮ 同时钉子的位置
可能会影响穿透过程中热量释放带来的危害ꎬ较明
显的是散热不充分的电极边缘发生穿透更加危险ꎮ
Ｃｈｅｎ 等 [４２] 通过实验分析了不同环境压力对不
同负极和荷电状态 (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ꎬ ＳＯＣ) 的 １８６５０
型锂离子电池( ＬＩＢｓ) 的热失控和着火行为的影响ꎬ
实验结果表明:电池的总质量损失和总热量释放随
着 ＳＯＣ 的升高而增加ꎬ随着 ＳＯＣ 每增加 １％ ꎬ处于
高环境压力的电池的燃烧热量单位增长率也更高ꎮ
实验结果 可 为 低 环 境 压 力 下 ＬＩＢｓ 的 安 全 性 提 供
参考ꎮ
Ｚｈａｏ 等 [４３] 对不同容量的电池和电池组进行了
外部短路测试和钉子穿透测试ꎮ 同时使用改进的
热电耦合模型对短路电池的行为进行了仿真ꎮ 结
果表明ꎬ由于较小的电池内部电阻较高ꎬ因此外部
短路的情况更糟ꎬ之后提出了一种修改后的电化学￣
热模型ꎬ该模型结合了钉子位置的额外热源ꎬ并成
功地描述了电池的温度变化ꎮ
李顶根等 [４４] 建立了大容量三元锂离子电池的
针刺模型ꎬ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ꎬ在假定比热容、密
度、导热系数不随温度变化的前提下ꎬ采用了 “ 环状
分区法” ꎬ以针刺点为中心ꎬ增加半径依次向外划分
区域ꎬ仿真结果表明越靠近针刺点ꎬ电池温度越高ꎻ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散热增加ꎬ不同区域的温差减小ꎮ
此外ꎬ这里还对不同刺针半径下的产热率和温度进

投稿网址:ｗｗｗ. ｓｔａｅ. ｃｏｍ. ｃｎ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潘崇超ꎬ等: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究综述与文献计量分析

行了比较ꎬ结果显示:刺针半径越小ꎬ内阻越大ꎬ热
量越多ꎮ
李宇等 [４５] 基于针刺热失控机理ꎬ搭建了圆柱形
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平台ꎬ与以往单一实验不同ꎬ
这里进行了 ６ 组对比试验ꎬ分别观测了钨针刺穿下
电池电压和表面温度的变化情况ꎬ实验结果表明针
刺造成的电池破坏带有随机性ꎮ
１ ２ 电滥用研究
Ｈｕａｎｇ 等 [４６] 通过实验的方法分析了具有相同
容量和化学性质的棱柱形和袋状锂离子电池在过
充电期间的内部故障机理和相关的外部特性ꎬ根据
不同阶段电压和温度曲线ꎬ得出袋式电池具有更好
的热行为特性和过充电耐受性ꎬ而棱柱形电池具有
更好的热失控缓冲特性ꎬ较小的变形和较长的预警
时间ꎮ 这些结果对深入了解电池系统安全性和热
管理设计提供了参考ꎮ
孙延先等 [４７] 在以往对单一电芯及材料的过充
仿真的基础上ꎬ搭建了模组过充热扩散仿真模型ꎬ
该模型利用了内阻法和内短路模型ꎬ分析了热失控
过程中电芯温度及生热速率的变化ꎬ最后将仿真结
果和测试结果进行比较ꎬ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ꎬ为
后续深入研究电池包的热失控扩散特性提供了参
考ꎮ 崔志仙等 [４８] 则从内部内短路触发机理出发ꎬ利
用多物理场耦合软件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 构建了
锂离子电池三维电化学￣热耦合模型ꎬ模型采用一个
五层电极单元作为模拟对象ꎬ分析了锂枝晶生长半
径和中心距对电池内短路产热的影响ꎬ通过模拟得
出随着枝晶数量的增多和生长半径的增加ꎬ产热功
率、短路电流和最高温度都随之增加ꎮ 马天翼等 [４９]
以 １８６５０ 型商品化的锂离子电池为研究对象ꎬ结合
电化学测试和材料表征分析对电池进行了多层级
分析ꎬ最后通过中子成像技术ꎬ揭示了轻度过放电
积累对动力电池安全性的影响ꎬ为锂离子电池的热
管理设计提供了参考ꎮ
１ ３ 热滥用研究
Ｌａｒｓｓｏｎ 等 [５０] 利用烤箱测试分析了 １８６５０ 型电
池的热失控ꎬ通过增加烤箱温度发现电池的热失控
温度为 ２２０ ℃ ꎬ但该测试仅研究了升高温度发生的
热失控ꎬ没有研究电池在恒定温度下充放电过程中
的热失控ꎮ Ｃｈｅｎ 等 [５１] 借助有限元技术ꎬ模拟了一
个 ５０ Ａｈ 钛酸锂过热电池对 ７ × ３ 电池模块中周围
电池的热效应ꎬ仿真结果表明ꎬ与过热电池距离最
近且散热条件最差的电池首先发生分解反应ꎬ引起
热失控ꎬ然后触发电池模块中的连锁反应ꎬ在某些情
况下会导致整个电池着火或破裂ꎮ 这证实了 Ｓｐｏｔｎｉｔｚ
等[５２] 的推测单个电池的热失控可能导致整个电池模

１０１０１

块热失控ꎮ Ｆｅｎｇ 等[５３] 通过 ＥＶ￣ＡＲ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ｅｒ) 测试了多个 ２５ Ａｈ 的方
形电池ꎬ并进行了高温热滥用试验ꎮ 实验首先对外
部电池进行加热使其达到失控状态ꎬ进而传播到内
部相邻电池ꎬ试验结果表明ꎬ相同型号的电池发生
热失控的温度变化规律相似ꎬ但最外侧电池和内部
电池的温差相差很大ꎮ 该温度数据对于大型锂离
子电池的热失控预警是有益的ꎮ 张明轩等 [５４] 继续
对 ２５ Ａｈ 的大容量方壳三元锂电池进行了研究ꎬ为
了保证 实 验 的 有 效 性ꎬ 首 先 进 行 了 ＨＰＰＣ (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ｕｌｓｅｐｏｗ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实 验ꎬ 得 到 了 在 常 温 情 况
下ꎬ电池内阻、电压随 ＳＯＣ 的变化特性ꎬ随后进行了
热箱实验ꎬ通过分析得到了热失控最高温度及电压
突降的温度ꎬ之后利用实验得到的数据建立了描述
针刺过程的集总参数模型ꎬ仿真结果与实验情况有
较好的一致性ꎮ
姚银花 [５５] 在前人的基础上ꎬ以集总参数模型为
基础ꎬ利用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 软件建立了三元锂
电池的热滥用模型和电￣热耦合模型ꎬ分别模拟了炉
箱加热试验和过充电实验ꎬ仿真分析该锂离子电池
的热失控行为ꎮ 该模型还考虑了散热条件、材料稳
定以及对流换热系数的影响ꎮ 但集总参数模型并
未考虑锂离子电池三维分层的实际情况ꎮ
黄文才等 [５６] 通过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 软件对
三元正极材料单体锂离子电池建立了三维分层热
失控模型ꎬ模拟了 ４ 种高温工况下锂离子电池的热
失控变化ꎮ 根据模拟结果ꎬ分析了不同传热系数以
及电池初始温度对电池热行为的影响ꎮ 但该模型
是对电池整体进行加热ꎬ未考虑不同部位加热的热
失控情况ꎮ Ｚｈａｏ 等 [５７] 建立了结合五个副反应的热
模型来模拟锂离子电池的热失控触发过程ꎬ分析了
在不同散热条件下局部加热负极集流体表面对隔
膜层高温区域分布变化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当电池
的散热系数达到 １０ Ｗ / ( ｍ２Ｋ) 时ꎬ可以有效地控制
电池热失控的发生ꎮ 这一结论对于纯电动汽车电
池组热管理系统的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当前中外学者已从模型和实验的角
度对 ３ 种诱因进行了大量研究ꎬ但触发方式还集中
在单体电池针刺、烤箱、内短路或过充放电等的研
究ꎬ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ꎬ不排除多种因素同时引
发热失控ꎬ仅仅研究单一触发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２

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法作为收集期刊情报的重要工
具ꎬ已被众多学者用来研究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ꎮ
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相较于以往文献综述的方式表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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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之间的协作关系更为清晰、直观ꎬ近年来得以
广泛应用 [５８￣６０] ꎮ
将万方、知网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为检索数据
库ꎬ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ꎬ采用中英文检索结果对
比分析的方式ꎮ 中文纳入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
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ꎬ检索标题为锂离子电池
热失控 ( Ｄａｔｅ: 所有年) ꎮ 英文选 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子领域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 和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ＳＳＣＩ) 作为数据源ꎬ检索该领域中最具影响
力的 科 学 文 献ꎬ 检 索 标 题 为 “ ＴＳ ＝ (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 ” ( Ｄａｔｅ:所有年) ꎬ记
录内容为“ 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ꎬ文件格式为
制表符分隔( ｗｉｎꎬＵＴＦ￣８) ꎬ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２ １ 文献发表数量分析
通过统计所有年份的发文量发现ꎬ英文文献共
７４６ 篇ꎬ 中 文 文 献 共 ６２６ 篇ꎮ 图 １ 列 出 了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相关的中英文文献量ꎬ其
中ꎬ英文 ７０４ 篇ꎬ中文 ５９６ 篇ꎮ 由图 １ 可知ꎬ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中旬ꎬ关于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
究的文献呈整体上升的趋势ꎮ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发文量排名前 １０ 的期刊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期刊名称
电源技术
储能科学与技术
消防科学与技术
电池
电池工业
中文期刊

新材料产业
船电技术
科学技术与工程
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安全与环境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英文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ｅｒｇｉｅｓ
Ｆｉ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发文量

Ｆｉｇ １

２ ２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期刊分布情况
表 ２ 为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相关的中英文发文量
排名前十的期刊ꎬ结果表明:锂离子电池热失控方
向发文量较多的中文期刊有电源技术、储能科学与
技术和消防科学与技术等期刊ꎬ占出版总数的 １ / ２
以上ꎮ 出版量大于 ５０ 篇的英文 期 刊 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此外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作为该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期
刊ꎬ影响因子高达 ８ ８４８ꎮ
２ ３ 合作网络分析
在合作网络中ꎬ 节 点 代 表 国 家 / 机 构 / 作 者ꎬ 连
接线表示它们之间的协作关系ꎮ 在每个研究领域都

出版

占比 / ％

影响

总数
５１

２１ ９８

０ ７９６

４３

１８ ５３

０ ８４

４３
２３
１６
１０
１０
９
６
６

１８ ５３
９ ９１
６ ９０

因子
１ ５６１
０ ３４
０ ２４

４ ３１

０ ７４２

３ ８８

０ ３４

４ ３１
２ ５９

０ １４
０ ７５

１３８

２ ５９

１８ ５０

０ ９７５

７０

９ ３８

３ ７２１

３６

４ ８３

３ ７６２

３１

４ １６

２ ７３１

２４

３ ２２

８ ８４８

１８

２ ４１

１ ６７１

３４

２０

４ ５６

２ ６８

８ ２４７

４ ７２５

２ ７０２

１８

２ ４１

３ ７４１

１６

２ １４

６ ２１５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机构和科研人员ꎬ通过合作
网络可视化分析ꎬ可以了解到锂离子电池热失控方
向的研究团队ꎮ 图 ２ 分别为国家、机构、作者的协作
网络图ꎮ 其中图 ２ ( ａ) 显示产出最大的两个国家分
别是中国和美国ꎬ占全部发文量的 ９０％ 以上ꎮ 由图
２( ｂ) 可知ꎬ中国作为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究领域的
最大国ꎬ主要有两大研究机构ꎬ分别是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和清华大学ꎮ 通过国家、机构、作者三者之
间的协作关系可以看出ꎬ中外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科
研人员正积极加入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研究队伍
当中ꎬ并试图建立合作关系ꎬ为锂离子电池的安全
推广贡献一份力量ꎮ
２ ４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一种通过统计出现频率为
未来趋势提供有用信息的方法ꎮ 图 ３ 为关键词可视
化网络 图ꎮ 根 据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的 可 视 化 分 析 结 果 显
示ꎬ共有 ９０ 个关键词ꎬ１１ 个集群ꎬ５８７ 个连接点ꎮ 以
热失控为主节点的有锂离子电池、热管理、安全性
和稳定性等的研究ꎬ以锂离子电池为主节点的有针
刺、内短路、过充放电等ꎮ 表 ３ 汇总了 １１ 个集群的
研究主题ꎬ集群 １ 作为最大的节点受到广泛关注ꎬ主
要基于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及安全研究ꎮ 集群 ２ 着重

投稿网址:ｗｗｗ. ｓｔａｅ. ｃｏｍ. ｃｎ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潘崇超ꎬ等: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究综述与文献计量分析

Ｆｉｇ ２

图２

１０１０３

国家、机构、作者合作网络图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强调当前电池存在的热管理方式ꎬ主要包括空气冷
却、液体冷却、相变材料冷却和热管冷却ꎬ为了增强
换热效果ꎬ主动式冷却也逐渐转为更经济高效的被

动式冷却:如增加翅片、嵌入泡沫金属、包覆相变材
料等ꎬ根据电池的温度分布情况( 集群 ６) ꎬ寻求最佳
的冷 却 方 式 ꎮ 集 群３ 、 集 群４ 、 集 群５ 均 为 热 失 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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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３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集群

节点数

２

１４

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图３

频率大于 ４ 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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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集群的研究主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研究主题

１４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及安全研究

１２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诱因与产热分析

９

机械滥用与热滥用

７

电池荷电状态测量

４

电池正负极材料

２

正极材料的稳定性

１１
８
６
３

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锂离子电池热管理策略
过充热失控
温度分布
电池换热
热失控预防

诱因分析ꎬ包括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ꎬ３ 种诱
因相互关联ꎬ引起电池内部热量积聚、温度升高ꎬ进
而触发电池内部一系列产热副反应ꎬ最终导致电池
热失控ꎮ
表 ４ 为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发文量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 １５ 个关键词ꎬ热失控毫无疑问成为焦点话题ꎮ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ꎬ诱发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因素
主要有两点:一是自身高比能量的优势引起产热量
的增加ꎻ二是外部过充、针刺等导致的 ＳＥＩ 膜( ｓｏｌｉ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分解和正负极材料与电解液反
应ꎮ 为了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ꎬ预防热失控的

发生ꎬ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是从源头出发ꎬ改
善正负极材料自身的稳定性ꎬ如对正极材料进行改
性ꎬ通过包覆和掺杂提高材料的稳定性ꎻ二是选用
安全性高的电解液ꎬ起到阻燃的效果ꎻ三是从外部
出发ꎬ选用安全高效的热管理系统ꎬ抑制锂离子电
池的温升ꎬ 实 时 监 测 充 放 电 过 程 中 的 温 升 和 电 压
变化ꎮ

３

展望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是制约锂离子电池进一步
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通过梳理当前中外锂离子电池
热失控的相关文献发现ꎬ锂离子电池滥用研究已经
取得了很大进展ꎮ 但随着锂离子电池的推广应用ꎬ
动力电池起火现象仍此起彼伏ꎬ因此ꎬ提高其安全
性对于电动汽车的发展变得尤为紧迫ꎮ 未来在以
下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ꎮ
(１) 材料改良研究ꎮ 热失控的本质主要在于正
负极材料以及电解质的稳定性ꎮ 未来还需要在正
极材料包覆、改性ꎬ固体电解质与电极的相容性以
及提高电芯的导热方面进行更高的突破ꎮ
(２) 被动防御及预警算法研究ꎮ 预防热失控最
有效的策略是将它抑制在萌芽中ꎬ即通过被动防御
避免滥用 条 件 或 者 在 发 生 滥 用 时 及 时 发 出 信 号ꎮ
如加强电池组的结构ꎬ以防止因为成本而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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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英文关键词

出版总数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

２１５

ｓａｆｅｔｙ

７５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ｖｅｒｃｈａｒｇ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ｐｈａ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ｉｌ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

１６０
２８
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１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４
１３
１３

出现频次最高的 １５ 个关键词

Ｔｏｐ １５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占比 / ％

出版总数

排名

出版总数

排名

出版总数

排名

２１ ４５

６

３

１４

３

１３０

２

２８ ８２
１０ ０５
３ ７５
３ ３５
３ ０８
３ ０８
２ ８２
２ ２８
２ ２８
２ １４
２ １４
１ ８８
１ ７４
１ ７４

的机械滥用ꎻ安装保险丝等ꎬ减少外部短路和过充
放电的可能性ꎻ优化热管理系统及时散热ꎬ以免发
生过热ꎻ配备 ＢＭＳ(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
监视电池组中的所有电池ꎬ并在考虑电压和温度的
情况下在安全的工作范围内调节每个电池ꎮ
(３) 推迟热失控传播速度研究ꎮ 现实中ꎬ热失
控的发生速度非常快ꎬ短时间内能达到毁灭性的伤
害ꎮ 因此ꎬ必须推迟或抑制热失控的危害以赢得足
够的时间让乘客在事故发生后从电动汽车中逃脱ꎮ
开发更为有效的抑制电池温升的方法将是未来的
研究难点ꎮ
(４) 多种触发方式共存研究ꎮ 当前单体电池的
热滥用和单一条件触发的研究已较为成型ꎮ 而实
际应用中ꎬ多以模组的形式出现ꎬ未来可考虑不同
滥用条件下模组热失控的传播特性以及多种触发
条件并存的热滥用模型ꎮ
(５) 内部参数监测研究ꎮ 由于电池自身的封闭
性ꎬ所以内部参数变化不易获得ꎬ但在热失控传播
过程中仅仅通过外部参数的监测ꎬ难以准确的预测
发展状态ꎮ 未来需要从热失控发生过程中内部锂
枝晶生长形态变化、产热机理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ꎮ
(６) 主动冷却策略的优化研究ꎮ 通过文献计量
分析可知ꎬ传统的主动式冷却已经不足以满足电池
散热的需求ꎬ相变材料冷却以及复合式冷却策略已
初见成效ꎮ 被动式冷却策略如增加翅片、嵌入泡沫
金属、包覆相变材料等是未来提高锂离子电池应用
安全性的重点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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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７

１
２

０

—

０

—

０

—

１

７

４
４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４
４

—
—
６
７

—
—

３２

１

１６

１７４

２

３

５２

７

４

２５

５

２

１７

９

４

２１

５

２

１５

９

１

１３

０

—

２

９

５

１９
１６

４

３
２
１

１３

４
７
５

１０
６
８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１

９

３

１１
１６

７

１

１２

８

１２
１１

重点ꎬ并通过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视化软件对发文量、期刊
分布和关键词等进行了分析ꎬ得到以下结论ꎮ
(１) 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的研究大多通过实验和
模拟的方法ꎬ在实验方面ꎬ鉴于实验的随机性ꎬ不同
程度的滥用结果差别较大ꎬ重复实验次数或增加对
比试验的方法ꎬ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ꎮ
(２) 通过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可视化软件对发文量、期刊
分布和关键词等进行分析ꎬ得出结论:锂离子电池
热失控方向发文量较多的期刊有电源技术、储能科
学与技术、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ꎮ 中国是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
究领域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国 家ꎬ 主 要 包 括 两 大 研 究 机
构ꎬ分别是以王青松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和以欧阳明高教授为首的清华大学ꎮ
(３) 影响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因素多种多样ꎬ目
前主要从电池正极材料改性、电解液中添加阻燃剂、
电池热管理设计三方面来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ꎮ
(４) 采用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主要
针对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ＳＣＩ ) 和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ＳＳＣＩ) ꎬ对于万方、知网等中文文献以及除英语以
外的其他文献缺乏代表性ꎮ 并且利用此软件筛选
的关键词较为广泛ꎬ如果需要更精准的剖析某一热
点ꎬ检索范围要更聚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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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２: １０１７７１.

[ ８] Ｄｉｏｕｆ Ｂꎬ Ｐｏｄｅ 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７６: ３７５￣３８０.

[９] Ｄｕ Ｊꎬ Ｏｕｙａｎｇ 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５: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８８: ５２９￣５４６.

[１０] Ｄｉｎｇ Ｙꎬ Ｍｕ Ｄꎬ Ｗ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ｎｉｃｋｅｌ￣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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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９５:

５８６￣５９９.

[１１] Ｂｕｇｒｙｎｉｅｃ Ｐ Ｊꎬ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Ｊ Ｎꎬ Ｃｕｍｍｉｎｇ Ｄ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ｓａｆ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ＰＯ４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４: ５５７￣５６８.

[１２] Ｂａｎｄｈａｕｅｒ Ｔ Ｍꎬ Ｇａｒｉｍｅｌｌａ Ｓꎬ Ｆｕｌｌｅｒ Ｔ Ｆ.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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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５８(３)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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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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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７１: ４１４￣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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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 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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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ｕｎａｗａｙ ｉｎ Ｌｉ￣ｉｏｎ ｃｅｌ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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