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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用实验手段测得单节锂电池热释放速率无法真实反映航空运输包装件内
大量锂电池因发生多米诺效应导致热量散失及传递过程间歇性变化，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米
诺效应的锂电池热释放速率等效分析方法，即通过自主设计的实验平台对 3×3 排布的典型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后发生的多米诺效应及各节电池表面温度进行分析，利用 FLUENT
使用标准 18650 型锂电池热释放速率曲线用于同等实验条件下的锂电池热失控传播仿真模
拟，采用二分法逐次修正标准热释放速率使仿真和实验的锂电池表面温度相符，获得等效的
锂电池热释放速率曲线再次应用于仿真，得到各电池最高温度及达到最高温度时间和实验数
据相吻合，验证了修正后的等效热释放速率模型可靠性。该方法可适用于各型号及不同数量
包装件内锂电池热释放速率获取，指导航空运输锂电池火灾防控工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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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广泛应用的锂电池潜在的安全问题成为
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主要体现在锂电池强放
热反应使电池温度突然升高导致热失控，从而引
发火灾、爆炸等严重事故。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锂
电池电动汽车自燃及航空运输锂电池火灾导致的
货机坠毁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国际民航组织
（ICAO）基于现有飞机哈龙灭火系统不能有效的
抑制锂电池火灾的现状，声明在锂电池运输风险
得到缓解之前，禁止客机运输锂金属电池及单独
运输的锂离子电池货物。以航空运输量较大的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为例，其单个包装件内包含
100 节锂电池，单次运输电池数量可达数千节，
包装件内任何一电池意外起火传递给周围电池的
热量都可能导致连续的热失控[1-3]。锂电池热失控
是指电池体系发生化学反应放出热量超过体系散
失热量，体系温度自发升高的过程，锂电池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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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可导致电池燃烧爆炸。锂电池间热量传递现象
可用多米诺效应解释，多米诺效应指在一个相互
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
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现象。当一节锂电池热失控后，
其释放的能量在电池间传播，当突破热失控传播
屏障后即发生灾害性的锂电池火灾事故[4,5]。作为
描述电池热失控特征的重要参数热释放速率
（Heat Realease Rate，HRR），单节锂电池热释放
速率可用符合 ISO5660 标准的小尺寸热释放速
率实验装置基于氧消耗原理的测得 [6,7] 。以盒装
100 节 18650 锂电池包装件为例，100 节锂电池整
体起火时火源放热符合一般规律，而当火灾始于
单节锂电池热失控并逐步传播至其余锂电池时，
热量释放既与单节电池热释放速率有关，又同热
失控的传播过程有关。盒装 18650 锂电池火灾为
蔓延发展型时，整体热释放速率因电池有间隔的

网络出版时间: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民用航空局 (批准号: U1333123)联合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批准号:
3122013D016) 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Tel.: 13512266142
E-mail：nkzqsong@126.com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发生放热而呈现间歇性升高甚至降低。
国内外锂电池热失控的研究除美国联邦航空
管理局开展为数不多的大尺度锂电池货物火灾实
验外，以单节和少量锂电池的热失控及传播过程
为主[8-11]，大量锂电池火灾研究危险性和消耗大，
采用火灾模拟研究可作为大尺寸锂电池火灾研究
基础。准确的火源热释放速率是确保大量锂电池
火灾模拟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参数[12]。蔓延发展型
的锂电池火灾模拟应考虑到电池热失控传播和中
断的过程。单节电池释放热量仅有部分用于加热
临近电池，且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受热排气过程
[13,14]
产生二氧化碳等产物影响热释放速率数值可
靠性[15]。本研究使用少量电池热失控实验与仿真
模拟中电池表面温度变化对比后修正确定用于加
热临近电池导致热失控传播的热量比例。通过小
尺度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方法，修正实验得到的
标准热释放速率数据，获得影响锂电池热失控传
播过程的等效热释放速率，用于需考虑热失控传
播过程的锂电池火灾模拟。

1 锂电池热失控多米诺效应实验分析
1.1 实验平台及方案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航空货物运输量大、应
用广泛，以某品牌 2600 mAh18650 型锂电池为对
象，使用电加热装置触发电池热失控开展实验。
实验平台包括厚壁防护容器、电池固定支架、直
径 18mm 的 100W 电加热棒、PID 程序升温仪、K
型热电偶及 SIN-R5000D 数据记录仪。使用 8 节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与加热棒 3×3 排列，实验平
台结构及电池布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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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实验平台结构及电池排列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platform
structure and cell arrangement

图 1 中电池排列编号 0 代表加热棒，1~8 代
表电池编号，8 个热电偶分别紧贴各电池表面远
离加热棒一侧。实验启动电加热棒缓慢加热至首
个电池初爆，关闭加热装置，记录电池热失控发

生顺序及各电池表面温度变化情况。
1.2 实验结果及多米诺效应分析
各电池表面热电偶温度，按照电池发生热失
控顺序排列于图 2 所示。

图 2 实验电池温度变化曲线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variation curves of
experimental cells

由图 2 可知，18650 型锂离子电池热失控可
分为两个阶段，电池内部压力因化学反应升高至
泄压帽开启压力后产生初爆，初爆时电池由顶端
释放出高温烟气，若锂电池体系化学反应继续加
速则相隔数十秒到数分钟后发生二次燃爆，燃爆
后电池表面温度快速上升至最高温度。该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初爆温度约为 180℃。3×3 排列锂电
池热失控初爆发生时间有显著阶段性，8 号和 6
号锂电池距离加热棒最近，最早发生热失控且失
控时刻接近，构成锂电池热失控多米诺传播过程
第一层单元，随后相隔约 40s 后，7 号、3 号、5
号电池相继发生初爆，构成锂电池热失控多米诺
传播过程第二层单元，再过 20s 后，4 号、1 号、
2 号出现热失控，构成锂电池热失控多米诺传播
过程第三层单元。锂电池热失控传播由第一层电
池逐层向外传播。电池热失控传播过程处于同一
层级相当位置的两节电池热失控发生时间存在差
别，这是由于被加热电池受到局部高温，且加工
工艺限制电池内部材料无法达到绝对均匀，因此
可因个体差别导致热失控顺序在小范围内体现出
随机性，整体保持层级传播的规律性，当上一层
级发生热失控时，相邻下一层级电池平均温度相
差约 100℃。
锂电池热失控极易传播，实验条件下停止加
热棒供电后热失控依然在锂电池间持续传播直至
所有电池陷于火海。当前控制锂电池火灾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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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降低电池温度阻止热失控传播。由于
18650 型锂电池体积小燃烧反应历时短，降低反
应体系温度对中断已发生燃烧的锂电池效果不显
著，但降低温度可阻止临近电池温度的危险升高
从而阻断热失控在锂电池之间的传播。大量锂电
池火灾模拟应充分考虑锂电池火源因热失控传播
或传播中断而导致的热释放速率间歇性升高或降
低。锂电池热失控传递热量主要来源于电池之间
的热传导[16-18]，且锂电池热释放速率一部分用于
加热其他锂电池，另一部分随燃烧烟气流动而散
失。电池热失控放出热量导致热失控传递的部分
可由少量相同电池的热失控传播实验和仿真对比
分析得出，从而用于模拟更大数量相同锂电池的
大规模火灾发展和控制过程。

电池以表面温度达到热失控起始温度为判据加入
放热源，记录各电池温度变化。网格数量为
14752，所有网格的 Warpage 值<10、Jacobian
值>0.5，该网格质量符合要求。
为验证模型网格无关性，以恒定放热功率为
热源，划分不同尺寸网格对比模型最高温度随时
间变化结果，数据对比见表 1。
表 1 不同网格数量下温度随时间变化
Table 1 under different number of grid
temperature changes over time

2 基于标准锂电池热释放速率的热失

由表 1 中数据对比可知，最高温度随时间变
化情况随网格数量变化很小，相对误差在 1%以
内，因此采用 14752 网格数量可以满足计算精度
的要求。
2.2 仿真结果分析
图 3 为某时刻电池温度分布云图。仿真温度
分布结果可见热失控传播过程层级之间电池表面
的温度存在约 100℃温差，与实验现象一致。将
仿真和实验中各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达到最高
温度时间、最高温度值汇总于表 2 所示。

控仿真分析
2.1 仿真模型及参数设置
利用 FLUENT 建立的 18650 型锂电池空运包
装件热传递的有限元模型如下。
   c pt 




  t    t    t 
        Q
x  x  y  y  z  z 

(1)

式中：  是电池密度，kg/m³；c p 是比热容，

网格数量

25s

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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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s

200s

14752
100740
224268

408K
405K
404K

505K
504K
502K

670K
672K
677K

788K
784K
784K

862K
869K
863K

J/（kg·K）
；t 是温度，K； 是时间，s；  是导
热系数，W·(m·K)-1；Q 为电池内部的热释放速率
对应的热生成率，w/m³。
模型中考虑电池之间和紧邻电池的一薄层空
气的传热，不考虑电池喷出烟气燃烧火焰的热辐
射及对流传热作用。锂电池体系化学反应过程复
杂[19]，难以精确模拟化学反应过程放热，采用实
验的放热数据作为电池放热引发热失控传播的能
量参照更为可行。使用相同材料和状态的 18650
型实验中热释放速率曲线简化后作为实验中加热
棒代表的初始热失控电池放热过程。仿真中锂电
池使用均一化参数，轴、径向导热系数分别为 14
－
W·(m·K)-1、3.4 W·(m·K)-1，平均密度 2580 kg·m
－
3
，平均比热 830 J·(kg·K) 1 。根据实验现象以
180℃作为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初始热失控电池
在仿真开始时即使用 UDF 功能加入放热源。其他

图 3 仿真 3×3 锂电池温度（/K）分布

Fig. 3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K)
distribution of 3×3 lithium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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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节电池表面温度参数的实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Table 2
电池编号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of temperature parameters of cell surface
初爆时间/s

最高温度时间/s

最高温度/℃

实验

仿真

实验

仿真

实验

仿真

8

160

95

231

160

652.6

1386.4

6

170

95

245

160

681.4

1386.4

7

196

125

244

144

656.7

1311.5

3

199

125

243

144

593.6

1311.5

5

209

115

254

158

846.5

1701.9

4

218

130

250

166

620.5

1322.7

1

218

138

261

176

737.1

1459.3

2

218

130

259

166

699.4

1322.7

由表 2 数据对比可知电池表面最高温度仿真
结果显著高于实测温度，且仿真得到的电池热失
控发生时间和到达最高温度的时间提前。出现该
情况原因在于电池燃烧释放热量并非全部用于加
热临近电池，多数热量由热失控时喷出到环境中
的易燃气体燃烧释放并随烟气散失，因此需修正
实验得到的热释放速率以降低此种仿真误差。

3 基于二分法的锂电池热释放速率
等效修正
为分析电池释放热量中加热临近电池的热量
比例，采用二分法逐次对热释放速率曲线进行修
正。二分法又称半分法，是一种方程根的近似求
解方法，通过每次把方程根所在小区间收缩一半
的方法，使区间的两个端点逐步迫近函数的零点，
以求得零点的近似值。依据二分法基本思想，以
实验温度曲线为目标，对比初次仿真结果将热释
放速率曲线节点功率减半，代入计算后根据结果
比较再次增减，使仿真温度结果不断逼近实验温
度曲线。采用二分法逼近实验温度曲线所得热释
放速率即为锂电池在热失控过程中用于多米诺效
应热传递的修正后的热释放速率。
因实验中电池表面热电偶温度可受到相邻电
池热失控火焰影响，所以选择实验中接近加热棒
的外侧 7 号电池表面热电偶测温位置的温度曲线
作为修正目标。修正前后的热释放速率曲线及锂
电池 7 的温度对比分别如图 4、图 5 所示。修正
后锂电池 7 的表面温度与试验温度一致性较高。

图 4 修正前后热释放速率曲线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heat release rate curves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图 5 锂电池 7 的温度曲线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curve of battery 7

使用修正后的热释放速率曲线再次进行 3×3
排列仿真，对比各电池表面温度与实验数据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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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节电池表面温度参数的实验与修正后仿真结果对比
Table3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temperature parameters of the cell surface

电池编号

初爆时间/s

最高温度时间/s

最高温度/℃

实验

仿真

实验

仿真

实验

仿真

8

160

175

231

233

652.6

679.5

6

170

175

245

233

681.4

679.5

7

196

204

244

256

656.7

652.6

3

199

204

243

256

593.6

652.6

5

209

198

254

257

846.5

849.1

4

218

217

250

252

620.5

684.5

1

218

221

261

260

737.1

716.4

2

218

217

259

252

699.4

684.5

由表 3 可知，采用针对一节电池温度修正后
得到等效热释放速率应用于整体仿真时，各电池
初爆时间、到达最高温度时间、最高温度与实验
数据基本吻合，且误差没有随着热失控传播扩大
的趋势。可将该方法扩展到更多数量锂电池的热
失控场景研究。
4.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用于模拟多节锂电池火灾
中热失控传播过程的热释放速率等效方法，该方
法以单节锂电池热失控热释放速率实验数据和少
量锂电池热失控实验中表面温度数据为基础，结
合锂电池热失控仿真电池表面温度，对比修正获
得导致锂电池热失控传递的等效热释放速率，扩
展应用于更大数量锂电池热失控传播的火灾仿真
研究。通过该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锂电池热失控传播具有显著多米诺效应，3×3
排列锂电池热失控传播展示出三层级的热失控传
播，各层级间热失控发生时间接近并与下一层级
存在一定时间间隔。虽然单节锂电池热失控发生
后控制难度大，但切断电池热失控在层级之间的
传播，增加层级间热传递间隔可提高险情被发现
的概率和延长控制的时间，可用于指导现有锂电
池包装件防火设计。
(2）由于锂电池燃烧热量仅部分用于加热临近电
池导致热失控传播，利用单节 18650 型锂离子电
池典型热释放速率曲线仿真热失控在锂电池传播
过程得到温度和时间特征与实验差别较大。修正
得到的锂电池热释放速率等效曲线用于 18650 型
锂电池热失控传播仿真可准确表现实验过程中热
失控的多米诺现象和电池表面温度变化情况，可
推广应用于各种型号及不同数量锂电池火灾仿真
研究。

(3)基于标准的单节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典型热释
放速率曲线通过实验和仿真方法得到的等效热释
放速率曲线，其用于模拟电池火灾的准确性还有
待大尺度锂电池火灾实验数据的验证，且应考虑
锂电池火源其余热量在模型中的加入方式确保火
源能量释放总量与实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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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t analysis method of heat release rate of lithium battery based on Domino effect
ZHANG Qingsong*, CAO Wenjie, LUO Xingna, JIANG Naiw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The heat release rate of single lithium battery measured by the commonly used experimental method is not able to
reflect the heat losses caused by the domino effect and the intermittent changes during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a large number of
lithium batteries within the air transport package. This paper, instead, proposes a method of equivalent analysis for the heat release
rate of lithium battery based on domino effect. Namely, the domino effect and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each battery after the
thermal runaway of typical 18650 lithium-ion battery in 3 x 3 configuration was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independently designed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en dichotomy was used to revise the standard heat release rate to accord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the
lithium battery in simulation and in experiment to obtain equivalent heat release rate curve of lithium battery to apply to further
simulation. It turned out that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each battery and the time to reach maximum temperature coincid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ify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vised equivalent heat release rate model.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obtain
heat release rate of various types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in different amount of package, therefore, guiding the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ject in the air transport of lithium battery in practice.
Key words: heat release rate; Domino effect; thermal runaway; lithium battery; ai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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