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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及其加工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

的加工方法，(1)将陶瓷板表面进行金属化处理；

(2)电池的电极端面直接与陶瓷板一面相连接；

(3)陶瓷板的另一面，直接连接金属支架板或与

散热器直接连接；利用陶瓷的良好导热和绝缘的

特性，将电池的热量直接、快速地通过散热器散

发出去，降低电池电芯温度，提高电池的安全性，

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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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包括端部带正负电极的电池电芯；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池电芯上还设置有散热机构，所述散热机构包括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双面具有导热

层陶瓷板和散热部件；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与电池电芯的正负极连接；所述

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通过各自的极柱与导热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连接；所述导热

陶瓷板的另一面导热层与所述散热部件焊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极柱分别连

接有向外延伸的极耳，所述极柱与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之间设置有绝缘盖体，所

述极柱的柱体上套设有绝缘部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板上的

导热层为覆铜层或金属厚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部件为

整体散热器，所述散热器与所述陶瓷板之间填充有绝缘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器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器部件

为分体式散热排。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池电芯外部设置有导热外壳。

7.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导热硅胶

连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连接。

8.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激光焊接

或者锡焊焊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陶瓷板的导热层为覆铜层或金属厚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陶瓷板为氮化铝陶瓷、氧化铝陶瓷、氮化硅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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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电池散热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及其  加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池的技术不断日新月易，电池在生活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  新能

源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电池是其最核心的部件，电池的性能，决定新能  源电动汽车的性

能。由于电池能量密度越来越大，电池的两个电芯之间，如果  短路或漏电，就会造成瞬时大

电流放电，极易产生火花和爆炸，造成事故。所 以，电池的电芯往往用较厚的有绝缘塑料部

件进行包裹。然而，电池在充放电  中，电芯产生大量的热量，是电池中温度最高的部分，由

于电池四周都被绝缘  塑料部件包裹，即使在电池四周采用水冷却循环系统，由于传热慢，

往往有15 分钟以上的时间滞后，此时，如果温度上升太快，极易产生事故。

[0003] 新能源电动汽车上的电池往往由4个电池包组成一个电池组，一台新能源电  动汽

车上往往有20多组电池组构成。每一个电池组中的电池包，在应用中电  芯往往发热温度不

一样，形成温度差，最高温度点的地方，由于热集中效应，  温度会越来越高，加速电池的局

部损坏，形成恶性循环，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和  能量的输出快速衰减。尤其是电芯作为电池

的主要部件，在电池处于工作的状  态时，电芯温度最高；也是说电芯的性能直接决定整个

电池性能优劣。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该  机构可

以延长电池组使用寿命；又提高了整体电池组输出功率，克服现有电池 组存在供电效率低

性能差的缺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包括端部带正负电极的电池电芯；所述电池电  芯

上还设置有散热机构，所述散热机构包括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双面具  有导热层陶瓷

板和散热部件；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与电池电芯的  正负极连接；所述第一连

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通过各自的极柱与导热陶瓷板  一面的导热层连接；所述导热陶瓷

板的另一面导热层与所述散热部件焊接。

[0007] 所述极柱分别连接有向外延伸的极耳，所述极柱与所述第一连接和第二连接之 

间设置有绝缘盖体，所述极柱的柱体上套设有绝缘部件。

[0008] 所述陶瓷板上的导热层为覆铜层或金属厚膜。

[0009] 所述散热部件为整体散热器，所述散热器与所述陶瓷板之间填充有绝缘体。

[0010] 所述散热器部件为分体式散热排。

[0011] 所述电池电芯外部设置有导热外壳。

[0012]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技术问题，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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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0015]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硅 

胶连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连接。

[001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技术问题，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7] 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0019]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激 

光焊接或者锡焊焊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 连接。

[0020] 所述陶瓷板的导热层为覆铜层或金属厚膜。

[0021] 所述陶瓷板为氮化铝陶瓷、氧化铝陶瓷、氮化硅陶瓷。

[0022] 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通过利用陶瓷材料本身具有的良好的导热性能和优异的绝缘性 能对电

池包电芯进行快速散热，确保电池包的电芯温度更平衡，减少 或消除电池的热集中效应。

[0024] 2、本发明通过双面具有金属层的陶瓷板、散热器构成散热机构与电芯巧  妙的结

合，确保单个电芯在供电过程能同时快速散热，进而更好地发  挥整体电池组的充电速度和

安全性。

[0025] 3、本发明通过对电芯散热改进，既可以延长电池组使用寿命；又提高了  整体电池

组输出功率，克服现有电池组存在供电效率低性能差的缺点。

[0026] 4、本发明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节能，环保；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具有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电池包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具有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电池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具有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电池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对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由电芯101和散热机  构201组

成；所述电芯101端部设置有的正负电极(102 ,103)，所述散热机构  201包括第一连接板

202、第二连接板203、双面覆铜陶瓷板204和散热器205；  其中，所述正负电极(102,103)上

分别设置第一连接板202和第二连接板203，  所述第一连接板202和第二连接板203上分别

设置有与正负极(102,103)相通 的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所述第一连接板202与

所述第二连接板203  之间设置有绝缘盖206；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上分别套

有绝缘部  件207；其中，所述绝缘部件207为硅胶套；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 的

端部分别连接向外延伸的极耳208；所述极柱(202a,203a)与陶瓷板204一  面的覆铜层激光

焊接，所述陶瓷板另一面的覆铜层通过浆料与散热器205钎焊；  所述散热器205与绝缘盖

206空隙之间通过绝缘体209填充。

[0031]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对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由电芯101和散热机  构20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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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述电芯101端部设置有的正负电极(102 ,103)，所述散热机构201  包括第一连接板

202、第二连接板203、双面金属厚膜陶瓷板204和散热排205；  其中，所述正负电极(102 ,

103)上分别设置第一连接板202和第二连接板203，  所述第一连接板202和第二连接板203

上分别设置有与正负电极(102,103)相  通的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所述第一连接

板202与所述第二连接板  203之间设置有绝缘盖206；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上

分别套有绝  缘部件207；其中，所述绝缘部件207为橡胶帽；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  柱

203a的端部分别连接向外延伸的极耳208；所述极柱(202a,203a)通过硅胶  与陶瓷板204的

一面金属厚膜层连接，所述陶瓷板204另一面金属厚膜层通过  浆料与散热排205钎焊；所散

热排205独立安装在陶瓷板204上。

[0032] 如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对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由电芯101和散热机  构201组

成；所述电芯101端部设置有的正负电极(102 ,103)，所述散热机构  201包括第一连接板

202、第二连接板203、陶瓷板204和散热器205；所述陶  瓷板204一面具有覆铜层，其另一面

具有金属厚膜层；所述电芯101外部还设  置有导热外壳301；其中，所述正负电极(102,103)

上分别设置第一连接板202  和第二连接板203，所述第一连接板202和第二连接板203上分

别设置有与正负 电极(102,103)相通的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所述第一连接板

202  与所述第二连接板203之间设置有绝缘盖206；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  203a上

分别套有绝缘部件207；所述第一极柱202a和第二极柱203a的端部分  别连接向外延伸的极

耳208；所述极柱(202a ,203a)与陶瓷板的覆铜层锡焊，  所述陶瓷板204的金属厚膜层与散

热器205钎焊；所述散热器205与绝缘盖206 之间空隙处通过绝缘体209填充。

[0033] 本发明中陶瓷板204采用氮化铝陶瓷、氧化铝陶瓷、氮化硅陶瓷；本发明 中的绝缘

部件207为硅胶套/橡胶帽结构。本发明中的绝缘盖206为塑料或橡胶  /硅胶制成的柔性部

件，能与外部的导热壳体吻合。

[003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技术问题，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35] 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0037]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硅 

胶连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连接。

[003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技术问题，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39] 一种对电池电芯快速散热机构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0] S1、将电池电芯的正负极分别与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连接；

[0041] S2、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上的极柱分别与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激 

光焊接或者锡焊焊接；所述陶瓷板一面的导热层通过钎焊浆料与所述散热部件 连接。

[0042] 此外，为了使电池电芯的热量迅速传递到散热机构，对电池电芯的正负电  极材料

需要满足导热系数高，且同时要缩短热传递的速度和加大导热截面积，  本发明为达到上述

要求，对电池电芯正负电极可以石墨烯、高导热合金或铜。 具体操作过程：

[0043] 在陶瓷板上覆铜板时，1、将厚0.1-3.0mm的覆铜板，铜板面积大小略小于 电芯连

接排大小；铜板与电芯连接排两个平面相对直接压紧；2、将厚0.1-3.0mm 的覆铜板，铜板面

积大小略小于电芯连接排大小；铜板与电芯连接排激光焊接  或者锡焊焊接在一起；3、将厚

0.1-3.0mm的覆铜板，铜板与电芯连接排通过导 热硅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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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在陶瓷板上烧结金属厚膜时，1、将5～100μm金属厚膜，其面积大小略小于 电芯连

接排大小；金属厚膜与电芯连接排两个平面相对直接压紧；2、将5～100 μm金属厚膜，金属

厚膜面积大小略小于电芯连接排大小；金属厚膜面积与电芯  连接排激光焊接或者锡焊焊

接在一起；3、金属厚膜与电芯连接排通过导热硅胶 连接。

[0045] 本发明中所述陶瓷板上双面金属层是通过焊接方式与散热器连接，采用  如下方

法：第一，陶瓷板上覆铜板(厚0.1-3.0mm)；铜片与金属支架板激光焊  接或者锡焊焊接在一

起；第二，陶瓷片上烧结5～100μm金属厚膜，陶瓷片与  金属支架板激光焊接或者锡焊焊接

在一起；第三，陶瓷片与金属支架板中间通  过钎焊浆料(主要含银、铜、钛)直接真空烧结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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