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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CP 仿真平台的锂电池快充控制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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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动汽车充电快慢已经成为制约电动汽车市场化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了快速开发出有效实用的快充控

制策略，使用半实物仿真工具对快充控制策略展开实时仿真研究。使用 Matlab/Simulink 软件搭建快充控制策略模

型，并构建了一套锂电池充电控制的快速原型系统。对锂电池的快充控制策略展开仿真研究，制定了分段恒流结

合脉冲充电的快充控制策略，在不损伤电池本体的前提下，缩短充电时间，提高充电效率。仿真实验结果表明，

使用快速原型仿真平台能够快速地验证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实现锂电池快充控制策略的研究，为快充控制策略的

开发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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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st charge control strategy of lithium battery based on RCP system 

TU Xinyang, WU Shuaijun, SUN Cheng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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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ed of charging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In order 
to quickly develop an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charging control strategy, a real-time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charging 
control strategy is carried out using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tool. A quick charge control strategy model is built 
by using Matlab/Simulink software and a set of rapid prototype system for lithium battery charging control is constructed. 
The fast charging of lithium battery control strategy is simulated and researched, and a quick charging control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subsection constant current with pulse charging is designed to shorten the charging time and improve 
charging efficiency without damaging battery body.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pid Control 
Prototyping (RCP) platform is able to quickly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ol algorithm and efficiently implement 
lithium battery quick charging control strategy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fast charging control strategy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thium battery quick charge; real-time simulation; RCP system; subsection constant current; pulse charger 

0  引言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电动汽车具有低噪声、零

排放的优点，且电能来源广泛，可综合利用各种能

源，可有效缓解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这两大世界性

难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然

而，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充电时间大大限制了电动汽

车的市场推广。开发支持快充的动力电池，实现

15 min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充满电的目标已经成为电

池制造厂商的共识。同时，快充电池系统中，BMS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研究开发的重点，半实

物实时仿真平台可用于 BMS 控制算法的快速验证，

在控制算法开发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先对目前常用的充电方法进行归纳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快速充电控制策略。

然后，本文基于实时仿真概念搭建了一套控制算法

快速验证的 RCP 快速原型开发平台，基于

Matlab/Simulink 建立快充控制策略模型，模拟真实

控制器，通过 RT-LAB 软件完成模型的实时化。

后，本文基于快速原型控制器实现对真实电池的充

电试验，并分析试验数据。 
本文工作表明，所搭建的 RCP 仿真测试平台能

够完成 BMS 控制算法的快速验证，而无需等待控

制器硬件制作完成再进行算法验证，大大节省了控

制器开发成本及时间。 

1   常用锂电池充电控制方法 

由锂电池特性可知，充电电流越小，充电时间



涂鑫阳，等   基于 RCP 仿真平台的锂电池快充控制策略研究                      - 45 - 

 

越长，反之则充电速度越快。但充电电流过大，电

池的安全性能越差。过充、过热或短路充电都将可

能引起锂电池自燃、甚至爆炸。同时，若充电电流

较大，容易导致电池内部析气，导致电池无法充

满，降低充电效率，且引起电池内部极板上活性物

质脱落，电池温度急剧上升，严重的影响电池的使

用寿命。 
1.1 恒流恒压充电法 

恒流充电方式是指在充电过程中，通过调节电

源充电电压值或充电电路中的电阻值，来确保电池

的充电电流恒定。而恒压充电是指用大小恒定的电

压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过程中，保持充电电压恒

定，充电电流随电池荷电容量的变化进行自动调整。

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文献[4]提出了恒压恒流充电

方法，恒压恒流充电方式结合了恒流充电与恒压充

电各自的优点，实现对电池安全快速地充电。在整

个充电过程中，电池先采用较大电流(一般为 0.5 C
到 1 C 之间)进行恒流充电，充电速度较快，电池容

量可在短时间内充至总容量的 80%。当电池电压达

到其上限电压，结束恒流充电，转入恒压充电区，

随着充电的进行，充电电流不断减小，当充电电流

缓慢降低到 0.1 C 以下时，停止充电。恒流恒压充

电法同时克服了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的缺陷，是目

前较为主流的充电方式，但其充电速度仍然较慢。 
1.2 快速充电方法 

有学者对蓄电池充电过程进行了大量实验研

究[5]，提出了充电状态下锂电池能够承受的 大充

电电流曲线，如图 1 所示。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

本体 大可接受充电电流将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

大于 大可接受充电曲线时，电池的析气量增加，

正极析出氧气，负极析出氢气，极化反应加重。当

充电电流小于 大可接受电流时，避免了对电池造

成的损害，但充电速度过慢，不能满足快速充电要

求。研究还表明，在充电过程中，如适时暂停充电，

使充电电流突变为零，可瞬间消除欧姆极化效应，

并且由于电解液的扩散作用，也可适当降低浓差极

化和电化学极化，这种方式称为自然去极化，这种

去极化作用有助于充电的快速完成。 

 
图 1 锂电池充电电流曲线 

Fig. 1 Charging current curve of lithium battery 

针对蓄电池极化效应对充电时间的影响，学者

对充电方法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快速

充电方法。 
文献[11]提出了分段恒流充电方法：以阶段性

的恒定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初期，施加较大

电流对电池充电，短时充入较大容量，当电池端电

压升至预定值 Up 后，减小充电电流进入下一个恒流

充电阶段，直到充电电流减小到 0，完成充电。分

段恒流充电方法避免了持续大电流充电引起的过

充，能够较快地完成快速充电的目的。 

 
图 2 分段恒流充电电流波形 

Fig. 2 Current waveform of sectional constant current charging 

分段恒流充电方法虽然避免了持续大电流引

起的过充，但极化效应仍然较为严重，影响到电池

的充电速度，为了更加快地速地消除充电极化效应，

文献[8]提出了脉冲充电方法。如图 3 所示，充电开

始时以恒流方式充电，当其端电压逐渐上升到预定

值时断开充电，经过 tΔ 时间后再以 1 C 的电流进行

充电；当电池电压再次到达预定值时，再次断开 tΔ
时间，之后再以同样幅值的脉冲电流对电池进行循

环充电。如此往复，电池电压不断升高。充电过程

中，使停充时间 tΔ 固定不变，脉冲电流宽度将逐渐

减小，充电电流占空比减小，当占空比低于 10%时，

充电完成。 

 
图 3 脉冲充电电流波形 

Fig. 3 Current waveform of pulse charging 

2   RCP 平台搭建与快充控制算法建模仿真 

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搭建了一套可用于

快充控制算法研究的 RCP 半实物仿真平台。并基于

该平台对快充控制算法进行研究，提出了分段恒流

结合大电流脉冲充电的方式，在 Matlab/Simulink 中

建立基于 OPAL-RT 平台的快充控制算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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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概念 

半实物仿真是一种将系统中部分硬件实物接

入到仿真回路的实时性仿真，该方法能够更加真实

地反映系统的实际情况，具有更高的置信度。 
RCP 快速原型技术是控制器研发初始阶段

常用的一种半实物仿真技术，该技术能够快速地建

立控制器模型，并能够快速将控制算法模型编译下

载到目标机中进行实时化运行。控制算法研发人员

能够通过该平台对控制算法进行多次反复在线试验

来验证控制系统软、硬件方案的可行性，这个过程

便是快速控制原型。通过快速原型实时测试，在设

计初期即可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通过修改模型或

参数，再进行实时测试， 终产生一个满足设计需

求的控制原型，大大加快了控制器的开发进程。 
图 4 为快速原型系统的基本架构原理图。系统

开发主机运行在 Windows 系统下，安装上位机调度

管理软件和 Matlab 建模软件，完成控制器建模、状

态显示、在线调参、模型编译下载等工作。实时目

标机作为系统的核心部件，完成被控对象信号实时

采集、控制算法模型的实时运算、控制信号实时输

出，用来代替一个完整真实的控制器。同时，上位

机与目标机之间一般使用以太网进行数据交换。 

 

图 4 快速原型基本原理框图 

Fig. 4 Basic diagram of rapid prototyping 

2.2 系统架构 

本文采用 OPAL-RT 公司的 OP5600 实时仿真

机来实现控制器的快速原型。RT-LAB 实时仿真系

统是由加拿大 Opal-RT 公司开发的一套基于模型设

计和测试应用的平台，它相比于其他仿真平台的优

势在于：能够把复杂的模型划分为多个子系统，再

把这些子系统分配到多个目标机的节点上，从而构

成一个可扩展的分布式实时仿真系统。 
基于 RT-LAB 的锂电池快充控制原型系统总体

组成结构如图 5 所示。其中硬件模块主要包括

OP5600 仿真目标机、信号调理箱、功率单元和负

载电池。OP5600 输出 PWM 波实现对功率单元的电

流或电压控制，实现为负载电池充电的功能。 

 
图 5 快充控制原型系统架构 

Fig. 5 Control prototyp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fast charging 

OP5600目标机是以基于 Inter多核CPU的高性

能仿真计算机为核心，可通过外围带 I/O 板卡与用

户被控对象连接，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精确控制。

OP5600 在硬件架构上采用双层结构，其中下层为

机架式商用计算机，该计算机可配置双 CPU 形式；

目标机的上层为以 FPGA 板卡为核心的 I/O 板卡系

统，配置为 FPGA 板卡 OP5142 一块、模拟量输入

和输出板卡各一块、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板卡各一块，

详细参数见表 1。 
表 1 OP5600 硬件配置 

Table 1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OP5600 

板卡种类 型号 通道数量 技术指标 

模拟量输入 OP5340 16 采样频率 500 kS/s，输入电压

为 0.1~16V 
模拟量输出 OP5330 16 刷新频率为 1M/s，16 位，输出

电压为−16~16 V 
数字量输入 OP5353 32 输入电压为 4.5~30 V 

数字量输出 OP5354 32 输出电平为 5~30 V，输出电流

大为 50 mA 

2.3  控制策略设计与建模 
2.3.1 分段恒流与脉冲充电方式 

本文为了实现锂电池快速充电，结合分段恒流

充电方法和脉冲充电方法各自的优势，采用分段恒

流结合脉冲充电的控制策略。充电前半部分根据电

池容量不同将充电电流分成 7 段，每段对应的电池

容量阈值分别为 20%、30%、40%、50%、60%、70%
和 80%。根据文献[11]中提出的电池 大充电电流

与容量的关系，可求出每段充电电流的对应值分别

为：1.28 C、1.12 C、0.96 C、0.8 C、0.66 C、0.52 C
和 0.38 C。在充电的后半部分，采用幅值为 1 C 的

脉冲电流对电池进行脉冲充电。控制算法模型仿真

如图 6 所示。 
2.3.2 SOC 检测算法 

在上述算法中，SOC 的准确估算是一个关键。

本文将安时法和卡尔曼滤波法结合估算蓄电池的

SOC。已知充电初始电池剩余电量为 SOC0，那么当

前状态的剩余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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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控制算法子系统模型 

Fig. 6 Subsystem model of control algorithm 

( )0 0
n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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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nC 为电池额定容量； ( )i t 为电池瞬时电流；η
为库伦效率系数。 

SOC 为系统状态的分量，对式(1)进行零阶保持

采样离散化后得到系统状态方程为 

1
n

k k k
η tz z i
C+

⎛ ⎞Δ
= − ⎜ ⎟

⎝ ⎠
             (2) 

式中：Zk为 k时刻电池的 SOC，结合电池的模型预

测估计蓄电池电压如式(3)所示。  

( )1
0 2 3 4R ln( ) ln 1k k k k k k

k

k
y k i k z k z k z v

z
= − − − + + − +  

(3) 
式中：yk 为电池负载电压；ik 为电池负载电流；R
为电池内阻； 0 1 2 3 4, , , ,k k k k k 为电池模型系数。 

结合式(2)和式(3)用卡尔曼滤波法可直接递推

估算出蓄电池 SOC。 
2.3.3 模型封装 

为了使 RT-LAB 实时系统能够识别调用控制算

法模型，需将模型封装成规定格式。如图 7 所示，

模 型 分 成 初 始 化 模 块 、 SC_console 模 型 和 
SM_charger 模块。SC_console 为控制台模块，用于

上位机与目标机的数据交互与监控。SM_charger 模
块为主级子系统，主要实现电流、电压、电阻的采

集，充电控制算法的计算，PWM 波的输出等。 
2.4 仿真结果分析 

运行仿真模型，从 SC 模块的示波器中可以观

测到仿真波形。图 8 所示为实际电流波形，充电开

始时，进行分段恒流充电，当充电进行到 3 620 s
时，SOC 达到 80%，开始转入脉冲充电阶段。与电

流充电曲线对应的是电池电压曲线，如图 9 所示，

在恒流充电阶段，电池电压缓慢上升，进入脉冲充

电阶段后，电压快速上升。如图 10 所示，SOC 在

4 500 s 达到 99%，充电完成。 

 

图 7 实时模型封装 

Fig. 7 Package of real time model 

 
图 8 充电电流波形 

Fig. 8 Waveform of charging current 

 

图 9 电池电压 

Fig. 9 Waveform of battery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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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电池 SOC 

Fig. 10 Waveform of battery SOC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搭建的 OPAL-RT 仿

真平台能够快速地验证控制算法的有效性，高效地

实现锂电池快充控制策略的研究，为快充控制策略

的开发提供便利性。 

3   结论 

本文使用目前控制算法开发中使用越来越广

泛的 MBD 开发方法，基于 OPAL-RT 的实时仿真平

台，结合 Matlab/Simulink 软件，并搭建了一套锂电

池充电控制的快速原型系统，对锂电池的快充控制

策略展开仿真研究。 
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制定了分段恒流结合脉

冲充电的快充控制策略，以实现在不损伤电池本体

的前提下，缩短充电时间，提高充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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