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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动力磷酸铁锂电池凭借其高可靠

性、长寿命等优势得到广泛的应用。动力电池作为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使用寿

命是其可靠性指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研动力电池及在役动力电池

中存在着大量寿命研究需求：1）在研制阶段如何通过有效的设计提高电池的寿

命能力；2）在使用阶段如何通过有效的延寿措施延长电池的寿命期。在以上两

项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是寿命评估，即如何通过有效的试验方法对电池寿

命进行量化，为电池寿命设计、延寿提供可信的寿命信息。车用动力磷酸铁锂电

池长寿命设计往往要求长达 10 年以上，而且随着电池技术的日新月异，产品更

新换代节奏明显加快，研制周期不断缩短，试验费用呈现精细化管理趋势，产品

的研制和使用保障对经费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其长寿命特点成为电池

寿命评估研究的难点。

针对锂离子电池长寿命、高可靠性的特点，加速寿命试验技术为解决这一问

题提供了新途径。加速寿命试验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加速因子的选取，国内外研究

人员对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温度作为最常用的加

速应力之一，其加速因子的确定及应用也是目前关注的重点。根据动力电池寿命

评价需求及加速因子选取研究现状，亟需统一一种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加速因子选

取方法对电池寿命快速评价提供技术支撑，从而降低测试成本、提高研发效率。

目前，世界各国尚无公开的关于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的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随着国内磷酸铁锂电池生产企业的日渐增多，各电池生产

企业、电池科研院所以及电池材料生产厂家在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方面差

异较大，导致寿命预测准确度的不确定性，也缺乏权威的相关测试机构鉴定，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为促进磷酸铁锂电池的技术进步和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加速提高国产磷酸铁锂电池的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制定《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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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标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做好标准启动工作，2020 年 3 月，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下发

了“关于成立《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协会团体标准工作组

的通知”，吸纳国内外主要磷酸铁锂电池生产企业、上游原材料厂家、科研院所

和相关测试认证机构加入《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协会团体

标准工作组。同时，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进行《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

加速因子选取试验》行业标准的立项申报工作。

2020 年 04 月 20 号，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组织下发《磷酸铁锂电

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协会标准工作组启动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06

月 09 号召开启动会议，共有 15 家企业 25 名代表参与此次会议，会议宣告《磷

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工作组成立，并对标准编制相关工作进

行了安排，明确了时间节点，同时也对《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

验》初稿进行了讨论，完成对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数据处理等内容的初步梳

理。

根据标准工作组启动会议讨论及会后收集的意见，编制工作组对标准内容进

行了修改，并于 2020 年 12 月 10 号向参与编制标准单位《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

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发送修改稿进行意见征集，共有 3家企业 14 条反馈意见。

针对征求意见的内容与相关技术人员进行逐条的讨论，确定采纳 7条意见（含部

分采纳），另外 7条意见未采纳，并明确了不采纳的理由（详见附件征求意见汇

总表 1）。通过与各参与编制单位的交流，对《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

选取试验》标准全部内容进行了充分、深入地探讨，对参数选取、验证数据与对

应的指标进行了再次确定，对有争议的项目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进行了修正，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01 月 12 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向磷酸铁锂电池行业 9

位相关技术专家发送征求意见稿进行函审意见征求，9份函审结论全部赞成该标

准的发布。

2021 年 02 月 06 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发布了《磷酸铁锂电池

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协会标准征求意见稿，经广泛的意见征集，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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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2 月 12 日，共收到 1家单位的 1条反馈意见，经讨论后 1条意见未采

纳（详见附件征求意见汇总表 2），按照征求意见情况形成了报批稿。

3、标准编制的主要成员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组织，工作组成员单位由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永

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新能源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单位组成。各单位的任务分工和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为项目牵头单位，确定标准制定原则，组织各

成员单位开展标准编制工作，汇总形成标准各阶段草案并组织国内各方专家开展

标准研讨，完成标准报批。

编制工作组成员单位作为国内主要的磷酸铁锂电池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原

材料供应商及评价机构，负责标准各部分内容的编写并参加各阶段标准草案研

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起草了最初的标准草案，其它成员单位

共同承担标准技术内容的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立足国内外磷酸铁锂电池研发和生产的现状、产品的应用要求，同时参

考国内外磷酸铁锂电池研发和应用技术的最新进展；

 广泛吸纳国内外磷酸铁锂电池生产研制单位、使用单位及电池测试评估

单位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讨论；

 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加速因子选取试验方法的统一和协调。

2、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下列标准中的相关技术条款，对标准中的相关部分进行了

逐条对比分析，将其中行业普遍认可的内容纳入标准。

GB/T 2421-2020 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IEC 60068-1:2013，IDT）

GB/T 2424.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温度试验箱性能确认（IEC

60068-3-5:2001，IDT）

GB/T 2689.1-1981 恒定应力寿命试验和加速寿命试验方法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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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484-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4986-2017/IEC 62506:2013 产品加速试验方法

JJF 1101-2019 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GJB 1032-90 电子产品环境应力筛选方法

3、编制过程中解决的主要问题（做出的贡献）

本标准是国内外首次制定的专门针对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快速评价的基础标

准，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方案、数据处理四大部分，和两个规范

性附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从电动汽车用动力磷酸铁锂电池使用条件和电池本体特性出发，提出

了25℃～55℃之间Arrhenius模型适用于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与温度的关系，

为验证所提方法的合理性，开展了循环寿命试验,分析了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保持

率随循环次数和测试温度的变化关系，温度循环寿命曲线如下图1所示。

图 1 不同环境测试温度下循环寿命曲线

Arrhenius模型是最典型、应用最广的温度应力加速模型，磷酸铁锂电池

Arrhenius表达式可变换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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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电池寿命（循环次数）；A为常数； 为失效机理激活能，以 eV

为单位，对同一类产品同一种失效模式为常数；T为绝对温度（K）;玻尔兹曼常

数 k=8.617x10-5eV/℃。

由于式中的常数激活能 和玻尔兹曼常数 K都是与电池本体特性有关的常

数，令 /k=B，由此 Arrhenius方程可以写为：

……………………………………（2）

式中，t代表电池寿命（循环次数）；A、B为常数。

35℃、45℃、55℃循环寿命曲线拟合出不同环境温度下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保

持率随循环次数增加的衰减曲线线性拟合如下表 1所示。

表 1 不同测试温度条件下循环寿命曲线线性拟合方程

测试温度 拟合方程 R2

308K y1=1.5608-1.041227E^(-4) x1 0.998

318K y2=1.5631-1.65428E^(-4) x2 0.997

328K y3=1.5625-3.8463E^(-4) x3 0.984

其中，x1、x2、x3表示在该温度条件下电池完成的加速循环次数；y1、y2、

y3表示电池容量。当电池容量衰退至首次容量的 80%时为电池失效，对应的电池

循环次数表征为电池寿命。由此可以计算出，当环境温度为 35℃时，循环寿命

为 2998.42次；当环境温度为 45℃时，循环寿命为 1889.76次；当环境温度为 55℃

时 ， 循 环 寿 命 为 812.47 次 ； 环 境 测 试 温 度 与 循 环 寿 命 拟 合 方 程

y=36656.82-109.298x，拟合曲线如下图 2所示。

图 2 不同环境测试温度下电池寿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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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x=298K,计算得室温25℃条件下循环寿命次数y=4086.02次，实测数据3986

次误差δ=2.448%。

通过电池模型验证，试验对电池循环次数实测值与老化模型预测值的对比，

老化模型预测误差小于3%，预测较为准确。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均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团体标准对磷酸铁锂电池循环

寿命加速应力进行了规定，提出了试验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 且相关加速应力

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同时对生产企业研发电池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对促进磷

酸铁锂电池行业健康发展和规范市场有积极的影响。

本标准适用于正极为磷酸铁锂材料，负极为碳材料的磷酸铁锂电池，其它锂

离子二次电池可参考本标准。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是国内外首次制定的专门针对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快速评价的基

础标准，没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参考。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磷酸铁锂电池的基础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测试标准在技术内

容上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由国内磷酸铁锂电池生产企业、磷酸铁锂电池上游材料

供应企业、锂离子电池质量认证单位和锂离子电池研发相关高等院校组成的编制

工作组起草，并在工作组内经反复研讨、达成一致后确定的，编制过程中多次邀

请行业代表和有关专家对标准的内容和关键技术问题进行讨论，无重大分歧意

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作为磷酸铁锂电池的基础标准，本标准可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指导磷酸铁锂

电池的研发、生产和质量认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尽快升级为推荐性国

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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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填补了磷酸铁锂电池领域的空白，且与国家相关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建议尽快发布本标准，并于发布后立即实施。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编制工作组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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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试验》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1

截止 2021 年 01 月 30 日共收到 19 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国轩高科 13 条，永杰新材料 3 条，厦门海辰 1 条，江苏海基 2 条及其他 5 条。

以下是征求意见汇总：

序

号
条款 修改内容 修改为

意见

提出单位

是否

采纳
不采纳理由

1
标准名称、

范围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有多种影响

因素，本标准只是选取温度应力的加

速因子，标准名称与范围不对应，出

现“大帽子小范围”的情况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不采纳

本标准统一采用行业

普遍认同的温度加速

因子，倍率增加伴随温

度升高，电池个体温度

积累差异较大，倍率与

温度耦合的加速因子

尚无统一方法。

2 1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恒定温度应力

（55℃）加速寿命试验得到电动汽车

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循环寿命的试

验方法

范围中不单独指向动力电池或

者将电力储能应用领域补充进

去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不采纳

因使用条件不同，不通

用于所有磷酸铁锂电

池，如长期低温存储使

用条件

3 2

规范引用文件中补充国标

《CB/T36276-2018 电力储能用锂离

子电池》此国标中也规范了相应循环

性能要求与测试方法

江苏海基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不采纳

储能与汽车对电池使

用要求不同，加速老化

机理需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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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条款 修改内容 修改为

意见

提出单位

是否

采纳
不采纳理由

4 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的规则

进行编写”应修改为“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同时，所有的“本

标准”修改为“本文件”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5 2
引用文件清单排序应符合 GB/T

1.1-2020 中 8.6.3.2 的要求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6 2

GB/T 2421.1-2008 已被 GB/T

2421.1-2020 所代替，JJF1101-2003

已被 JJF1101-2020 所代替，本文件

应采用最新标准版本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7 3.1

定义只规定了正极为磷酸铁锂材料，

此标准是否适用不同负极材料磷酸

铁锂电池寿命加速因子选取，负极材

料为石墨、硅碳等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不采纳

目前商品化的磷酸铁
锂电池普遍采用石墨
负极，该标准试验验证
采用石墨负极材料，本
编制说明对试验电池
负极进行了说明

8 4.1

夹具要求太简单，对材质、厚度和预

紧力都没有要求，这几个参数对实际

测试结果影响巨大、另外，长软包怎

么算？螺栓的间距没要求吗？不影

响热传导？怎么量化？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不采纳

该标准采用温度加速

应力，长期循环存在鼓

胀现象，因此对于不同

结构形状的电池均有

不等的夹具需求，涉及

电池大小以及软包、钢

壳、铝壳等材质，本标

准给予建议采用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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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条款 修改内容 修改为

意见

提出单位

是否

采纳
不采纳理由

9 5.1

“每一应力水平试验至少需样品 18

只，三个应力水平需样品不少于 54

只。”表述应统一且应采用标准语言，

建议修改为“每一温度应力水平试验

宜不少于 18 只样品”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10 5.1
只做了样品数量的要求，还应对样品

的要求进行规定

试验样品应在合格产品的同一

批次中一次性随机抽取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11 5.2

表述应采用标准语言，不宜使用“至

少需要、最高一般”等语言，建议采

用“应、不应、宜、不宜”等能源动

词或合理使用响应的句子语气类型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纳

12 6.3.2
6.3.2 配置温度加速寿命直线图 2中

1/T0对应点 lnTz4

应改为 lnTz0

厦门海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采纳

13 附录 A
未在标准正文中提及附录 A,建议将

附录 A作为第四章 符号和缩略语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不采纳

附录 A作为索引符号，

不作为正文

14

加速因子选取试验是《磷酸铁锂电池

寿命加速循环试验方法》的一部分，

两个标准应合为一个标准

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
不采纳

加速因子选取标准是

基于电池本体特性建

议一种加速因子选取

方法；加速循环寿命试

验方法重在快速评价

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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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加速循环寿命试验方法》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2

截止 2021 年 02 月 20 日，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后再次收到 1 条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见下表：

序

号
章条编号 原 稿 改 为 提出单位 是否采纳 不采纳理由

1
加速应力进一步考虑倍率和电压对

循环寿命加速的影响

天津市新

能源研究

院有限公

司

不采纳

本标准统一采用行业普遍认

同的温度加速因子，倍率增

加伴随温度升高，电池个体

温度积累差异较大，倍率与

温度耦合的加速因子尚无统

一方法。寿命评价基于深充

深放的原则，继续加大电压，

会影响电池损伤机理。因此，

本标准选取温度加速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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