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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动力电池领域，公开了复合

极耳组件、软包动力电池和车辆，其中的复合极

耳组件包括正极极耳片、负极极耳片和绝缘隔

片，正极极耳片和负极极耳片分别嵌设在所述绝

缘隔片的两侧以使正极极耳片、负极极耳片彼此

间隔平行设置；正极极耳片上设有用于与电池的

电芯极组的内部电路电连接的保险熔断部。本实

用新型有效提升软包动力电池可以利用的空间，

进而提升软包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时在正极

极耳上设置了保险丝熔断结构，安全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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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正极极耳片(100)、负极极耳片(200)和绝缘隔

片(300)，所述正极极耳片(100)和负极极耳片(200)分别嵌设在所述绝缘隔片(300)的两侧

以使所述正极、负极极耳片彼此间隔平行设置；所述正极极耳片(100)上设有用于与电池的

电芯极组的内部电路电连接的保险熔断部(4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保险熔断部(400)包括条状

的本体(410)，所述本体(410)上开设有多个通孔(411)以使所述本体(410)的剩余部分形成

熔断点(41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保险熔断部(400)设置在所

述正极极耳片(100)的下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410)通过极耳胶固

定设置在所述正极极耳片(100)的下部，在所述本体(410)周围形成极耳胶层。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410)为铝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极耳片(100)和负极

极耳片(200)的片体底部分别设有用于与电池的正极集流体的引出端相连的正极极耳片延

长端(110)和用于与电池的负极集流体的引出端相连的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极耳片延长端(110)和

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设置在所述保险熔断部(400)的下方。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极耳片延长端(110)和

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的延伸方向相反。

9.一种软包动力电池，包括铝塑膜和设置在所述铝塑膜中的电池电芯极组，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池电芯极组顶端的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

10.一种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软包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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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极耳组件、软包动力电池和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动力电池，具体地涉及一种复合极耳组件、软包动力电池和

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软包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及能量来源，其安全性能和能量密度成为

了日益关注的焦点。软包动力电池的主要结构件包括有铝塑膜、正极极耳、负极极耳等。现

有的软包动力电池，模组层面对上述的主要结构件(铝塑膜壳体、正极极耳、负极极耳)尺寸

的要求已经远大于之前所知的数码软包电池。由于极耳尺寸的增大，传统的同侧分别设置

正、负极极耳的结构已被异侧分别设置极耳的结构所代替，其主要原因就是同侧同时设置

正、负极极耳会受到尺寸的限制，给电池整体结构的布置带来不便。虽然异侧分别设置极耳

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在电池整体长度相同的基础上，分别设置在电芯极组异侧的极耳同时

占据了软包动力电池的整体空间，导致电芯的可利用空间减小，进而能量密度难以提高。此

外，在关注软包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同时，其发生外在短路时的安全性能已然引起了人们

的日益关注。当软包电芯一旦发生外短路时，由于电芯内部温度瞬间升高、同时电芯内部瞬

间急剧产气，将会导致铝塑膜瞬间起鼓，进而发生漏液、冒烟、起火、爆炸等情况，严重威胁

使用者的安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软包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低、安全性

差的问题，提供一种复合极耳组件、软包动力电池和车辆，有效提升软包动力电池可以利用

的空间，进而提升软包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时在正极极耳上设置了保险丝熔断结构，安

全性能好。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一方面提供一种复合极耳组件，包括正极极耳片、

负极极耳片和绝缘隔片，所述正极极耳片和负极极耳片分别嵌设在所述绝缘隔片的两侧以

使所述正极、负极极耳片彼此间隔平行设置；所述正极极耳片上设有用于与电池的电芯极

组的内部电路电连接的保险熔断部。

[0005] 优选地，所述保险熔断部包括条状的本体，所述本体上开设有多个通孔以使所述

本体的剩余部分形成熔断点。

[0006] 优选地，所述保险熔断部设置在所述正极极耳片的下部。

[0007] 优选地，所述本体通过极耳胶固定设置在所述正极极耳片的下部，在所述本体周

围形成极耳胶层。

[0008] 优选地，所述本体为铝片。

[0009] 优选地，所述正极极耳片和负极极耳片的片体底部分别设有用于与电池的正极集

流体的引出端相连的正极极耳片延长端和用于与电池的负极集流体的引出端相连的负极

极耳片延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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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正极极耳片延长端和负极极耳片延长端设置在所述保险熔断部的下

方。

[0011] 优选地，所述正极极耳片延长端和负极极耳片延长端的延伸方向相反。

[0012] 本实用新型第二方面提供一种软包动力电池，包括铝塑膜和设置在所述铝塑膜中

的电池电芯极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池电芯极组顶端的如上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

[0013] 本实用新型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车辆，包括如上所述的软包动力电池。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将软包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极耳片通过绝缘隔片

间隔平行设置的方式集成为复合极耳组件，并在复合极耳组件中的正极极耳片上设有保险

熔断部，有效提升软包动力电池可以利用的空间，进而提升软包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

全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复合极耳组件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A向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1的B向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软包动力电池的一种实施方式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

[0020] P复合极耳组件         100正极极耳片

[0021] 110正极极耳片延长端   200负极极耳片

[0022] 210负极极耳片延长端   300绝缘隔片

[0023] 400保险熔断部         410本体

[0024] 411通孔               412熔断点

[0025] 500铝塑膜             600电池电芯极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27] 在本实用新型中，在未作相反说明的情况下，使用的方位词如“上、下、左、右”通常

是指参考附图所示的上、下、左、右；“内、外”通常是指相对于各部件本身的轮廓的内外；

“远、近”通常是指相对于各部件本身的轮廓的内、外。

[0028] 如图1并结合图2、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方面提供一种复合极耳组件P，主要包括

正极极耳片100、负极极耳片200和绝缘隔片300，所述正极极耳片100和负极极耳片200分别

嵌设在绝缘隔片300的两侧，以使所述正极、负极极耳片彼此间隔设置。所述正极极耳片100

上设有用于与电池的电芯极组的内部电路电连接的保险熔断部400。本实用新型将软包动

力电池的正、负极极耳片通过绝缘隔片间隔平行设置的方式集成为复合极耳组件，并在复

合极耳组件中的正极极耳片上设有保险熔断部，有效提升软包动力电池可以利用的空间，

进而提升软包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能。

[0029] 优选地，所述保险熔断部400包括条状的本体410，所述本体410上开设有多个通孔

411使所述本体的剩余部分形成熔断点412，即图2示出的圆圈部分。所述熔断点412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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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过流面积，所述过流面积的大小与所述熔断点的熔断时间呈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

熔断点的过流面积越大，熔断时间就会越长，反之亦然。所述保险熔断部400连接于所述正

极极耳片100的下部。

[0030] 为了确保熔断点一旦发生熔断之后，不会由于熔断的部分彼此搭接而产生二次短

路，所述本体410通过极耳胶固定设置在所述正极极耳片100的片体下部，在所述本体周围

形成极耳胶层。一旦发生熔断之后，熔断的部分就会被极耳胶包裹而不会与其他部件之间

形成任何意外搭接。

[0031] 为了达到更好的熔断效果，保险熔断部400的本体410为铝片，其导电性能好，同时

熔点较低，当外部发生短路时，由于温度的骤升使得保险熔断部可以瞬间熔断，进而断开电

芯的内部电路，可以防止电芯因短路而起火爆炸，快速反应，有效提高灵敏度。

[0032] 另外，为了便于连接，所述正极极耳片100和负极极耳片200的片体底部分别设有

用于与电池的正极集流体的引出端相连的正极极耳片延长端110和用于与电池的负极集流

体的引出端相连的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为了优化结构设置并方便连接和使用，所述正极

极耳片延长端110和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设置在所述保险熔断部400的下方。优选地，所述

正极极耳片延长端110和负极极耳片延长端210的延伸方向相反。

[0033] 如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第二方面提供一种软包动力电池，包括铝塑膜500和设置

在所述铝塑膜500中的电池电芯极组600，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池电芯极组600顶端的如上

所述的复合极耳组件P。复合极耳组件P主要包括正极极耳片100和负极极耳片200，所述正

极极耳片100和负极极耳片200分别嵌设在绝缘隔片300的两侧，使所述正极、负极极耳片彼

此间隔平行设置。具体来说，正、负极极耳片可以采用热镶嵌的工艺方法设置在绝缘隔片

中，形成复合极耳组件P，这样就可以保证正极极耳片与负极极耳片的绝缘和密封性。正负

极复合极耳再以热熔的方式固定在铝塑膜500上，铝塑膜500的四周同样以热熔的方式进行

封装，可以同时达到正、负极耳间绝缘及密封的效果，并通过正、负极极耳片延长断，将正负

极复合极耳与电池电芯极组600的正负极集流体的引出端焊接起来。

[0034] 本实用新型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车辆，包括如上所述的软包动力电池。

[0035] 由上述内容可知，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软包

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低、安全性差的问题，提供一种复合极耳组件、软包动力电池和车辆，将

软包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极耳片通过绝缘隔片间隔平行设置的方式集成为复合极耳组件，

并在复合极耳组件中的正极极耳片上设有保险熔断部；当电池电芯极组外部发生短路时，

保险熔断部就会发生熔断，使电池电芯极组内部电路瞬间断开，进而避免了电池电芯极组

内部温度的骤升以及电池电芯极组内部的集聚产气，从而避免了软包动力电池的起火爆炸

现象。同时，由于保险熔断部的本体周围形成极耳胶层，当其发生熔断后，可以避免由于再

次搭接而产生二次短路的危险。因此，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复合极耳组件，提升了软包动力

电池可以利用的空间，进而提升软包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且通过保险熔断部的设置增加

了软包动力电池的安全保障，又不会影响电池电芯极组的其他测试及使用性能。

[0036]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

于此。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

例如，可以将保险熔断部的片体上的通孔形状由长方形改变为椭圆形、扁圆形或间断点洞

等多种结构形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实用新型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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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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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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