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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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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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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零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卢立丽、马洪斌、于冰、肖成伟、刘波、熊瑞、卢家欢、祝捷、陈登斌、桑林、

王辉、王洋、杨万光、刘彦龙、王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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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寿命试验是在实验室模拟各种使用条件来进行的，为了缩短测试时间，在不改变失效机理的条件下，

用加大应力的方法来进行试验，称为加速寿命试验，通过加速寿命试验可以快速评估产品的使用寿命。

本标准给出了恒定温度加速寿命测试方法。

LiFePO4电池一般以获取容量试验数据的衰减值作为寿命判据，常规的方法需要较长的测试时间，

本标准给出了一种可缩短测试时间获取数据的方法和比较简易的数据处理程序，较短的测试时间内获得

LiFePO4电池的循环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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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电池寿命加速循环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过以恒定温度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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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已知加速因子条件下测定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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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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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B 736.8-1990 火工品试验方法 加速寿命试验 71℃试验法

GJB 736.13～736.14-91 火工品试验方法 加速寿命试验 恒定温度应力试验法

JJF 1101-2019 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磷酸铁锂电池 LiFePO4 battery cell

磷酸铁锂电池是指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碳作为负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由电极、电

解质、容器、极柱、通常还有隔离层组成的基本功能单元。

3.2

加速循环寿命 accelerated cycle life

在规定条件下，电池在特定性能失效之前所能进行的充放电循环次数。

3.3

初始容量 initial capacity

新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室温下，按照企业规定的充电终止条件完全充电后，以1I1

（A）电流放电至企业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时所放出的容量（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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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首次循环容量 the first cycle capacity

试验电池，在加速温度应力（55℃）下，按5.1.1.2规定的方法充电后，以1I1（A）电

流放电至截止电压2.0V时所放出的第一次循环容量（Ah）。

3.5

加速因子 acceleration factor

产品在预期使用应力条件下与高应力条件下的失效分布特征（或可靠性水平）的比值。

4 一般要求

4.1 总则

按本文件测试的产品应是鉴定合格的产品。

4.2 室温放电容量（初始容量）

4.2.1 电池单体按照 5.3 试验时，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并且不超过额定容量的

110%，同时所有测试样品初始容量极差不大于初始容量平均值的 5%。

4.2.2 电池模块和系统按照 5.3 试验时，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并且不超过额定容

量的 110%，同时所有测试样品初始容量极差不大于初始容量平均值的 7%。

4.3 夹具

试验夹具应具有良好的强度，且不影响试验样品的热传导；试验夹具按照企业要求进行

安装，夹具结构示意图参见附录B。

4.4 测量仪表与试验设备

4.4.1 通则

测量仪表和试验设备在精度、数量和质量上应能满足本规范规定的检验要求。所有仪表、

设备应按国家有关计量检定规程或相关标准检定或计量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4.4.2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的要求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压测量装置：不低于0.5级；

b) 电流测量装置：不低于0.5级；

c) 温度测量装置：±0.5℃；

d) 时间测量装置：±0.1%；

e) 尺寸测量装置：±0.1%。

4.4.3 温度应力试验系统

试验装置的空气循环系统应能提供足够的循环风量，以保证试验效果。

试验装置的温度应力试验系统应满足：

a) 试验温度能力范围不小于10℃～80℃；

b) 温度波动度在±1℃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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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应力试验系统的性能确认参考GB/T 2424.5—2006的规定。

注：温度波动度的测量参照标准JJF1101—2020进行。

4.4.4 充放电测试设备

试验装置的功率应能提供足够的量程，以保证试验的正常进行。

试验装置的测试精度应满足4.4.2准确度的要求。

5 恒定温度应力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一般条件

5.1.1.1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温度为25℃±5℃、相对湿度为15%～90%，大气压力为

86kPa～106 kPa的环境中进行。本标准所提到的室温，是指25℃±2℃。

5.1.1.2 充电方法：试验温度下，依据以下方法充电：以 1I1（A）电流恒流充电至 3.65V

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终止电流降至 0.05I1（A）时停止充电，充电后搁置 0.5h 或企业规定的

搁置时间。

5.1.1.3 容量测试方法：

a) 以1I1(A)放电至企业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

b) 搁置不低于30min或企业规定的搁置时间（不高于60min）；

c) 按照5.1.1.2方法充电；

d) 搁置不低于30min或企业规定的搁置时间（不高于60min）；

e) 以1I1(A)放电至企业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

f) 计算步骤e)放电容量（以Ah计）；

5.2 抽样

试验的样品应在同一批次中一次性随机抽取18只。

5.3 初始容量

室温下，按照 5.1.1.3 方法测试容量 5 次，当连续 3次试验结果的极差小于额定容量

的 3%时，可提前结束试验，取最后 3 次试验结果平均值。

5.4 加速循环寿命测试方法

按照如下步骤测试循环寿命：

a) 调试好恒温试验箱，使其能在55±1℃正常工作；

b) 将装好夹具的样品电池置于恒温试验箱中，测试样品搁置不低于5h；

c) 以1I1（A）放电至2.0V；

d) 搁置0.5h；

e) 按照5.1.1.2方法充电；

f) 搁置0.5h；

g) 按照c)～f)连续循环至首次循环容量的80%，终止试验；

h) 计量放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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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数据分析及处理

6.1 试验数据分析

图1 温度加速寿命老化曲线Q(t)-t

放电容量试验数据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并填入下表1。

表1

循环

次数

循环容量值Q(t)

一组(1～9#电池) 二组（10～18#电池）

平均值 标准差S1 平均值 标准差S2

首次循环容量 Q0

t1 (100)

t2 (300)

t3 (500)

t4 (700)

ti……

6.2 显著性检验

t检验：假设

磷酸铁锂电池容量衰退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未知，比较两组样本的性能是否发生显著性变

化，由成组数据平均值比较公式计算t值：

………………………………………………………（1）

式中：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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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容量衰退量的算数均值；

—第二组容量衰退量的算数均值；

— 的标准差；

— 的标准差；

—第一组样本量。

假设 的否定域为 ，其中 由 f=(�1-2)、 =0.05 查表 2 得到。任取两组

样本量相等，即 ，求出 、 、 、 后计算 值。当 时，说明发生了显著

性变化。

表 2 t分布的双侧分位数（ ）表

f
0.05 0.01

f
0.05 0.01

1 12.706 63.657 11 2.201 3.106

2 4.303 9.925 12 2.179 3.055

3 3.182 5.841 13 2.160 3.012

4 2.776 4.604 14 2.145 2.977

5 2.571 4.032 15 2.131 2.947

6 2.447 3.707 16 2.120 2.921

7 2.365 3.499 17 2.110 2.898

8 2.306 3.355 18 2.101 2.878

9 2.262 3.250 19 2.093 2.861

10 2.223 3.169 20 2.086 2.845

注1：f=(�1-2)其中�1为55℃温度应力试验下第一组测试电池数量。

注 2：一般选取 为 0.05。

7 循环寿命的计算

7.1 基本原理

55℃高温试验方法是一种截尾寿命试验方法，采用修正的阿伦尼斯（Arrhenius）方程

即（2）式，由加速温度（55℃）条件下的试验循环寿命次数，推算出室温（25℃）条件下

的电池循环寿命。

…………………………………………………………（2）

式中： —室温循环寿命寿终值，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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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循环寿命寿终值；取 电池寿命的平均值；在 t 轴上找到与 Q（t）

轴上 QZ (寿命截止容量)值相应的坐标点即为应力水平下的寿终值；

—加速因子，具体数值可参照《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加速因子试验方法》选

取。

7.2 室温下循环寿命的计算

由 6.2条进行判断，若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可按式（2）计算室温下循环寿命 (寿

命取整数)。



T/CIAPS0012-2021

7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符号

符号

I1 —1小时率放电电流（A）；

—样本量；

—统计量；

—第一组容量衰退量的算数均值；

—第二组容量衰退量的算数均值；

— 的标准差；

— 的标准差；

—加速因子；

—第一组数据的对数正态分布的对数均值；

—第二组数据的对数正态分布的对数均值；

Q —磷酸铁锂电池容量（Ah）；

QZ —磷酸铁锂电池寿命截止容量（Ah）；

—室温循环寿命寿终值，循环次数；

—高温循环寿命寿终值，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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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夹具

图B.1 方型电池夹具结构示意图

图B.2 圆柱型电池夹具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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