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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及其制备

方法，包括封装在上铝塑膜、下铝塑膜之间的叠

片电池，所述叠片电池包括正极涂布极片、两层

隔膜、负极涂布极片，所述正极涂布极片通过集

流体焊接有正极铝极耳，所述负极涂布极片通过

集流体焊接有负极镍极耳，所述两层隔膜之间设

有铜网，所述铜网的一端的表面覆盖有锂金属

片、另一端伸出隔膜后与辅助铝极耳连接。本发

明采用的制备参比电极方法可以直接将锂引入

至电池中，省略一般的镀锂工艺，操作简易，可适

用于各类全电池的参比电极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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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包括封装在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之间的叠片电池，

所述叠片电池包括正极涂布极片（10）、两层隔膜（9）、负极涂布极片（8），所述正极涂布极片

（10）通过集流体（11）焊接有正极铝极耳（3.1），所述负极涂布极片（8）通过集流体（11）焊接

有负极镍极耳（2），其特征在于：所述两层隔膜（9）之间设有铜网（5），所述铜网（5）的一端的

表面覆盖有锂金属片（6）、另一端伸出隔膜（9）后与辅助铝极耳（3.2）连接；所述正极涂布极

片（10）、负极涂布极片（8）的一端对称设有未涂覆浆料的空白区（7），所述锂金属片（6）通过

胶粘附在两层隔膜（9）之间，并位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的空白区（7）之

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其特征在于：位于上铝塑膜（1.1）、下铝

塑膜（1.2）边缘部位的辅助铝极耳（3.2）、正极铝极耳（3.1）和负极镍极耳（2）上均设有极耳

胶（4），其热熔后将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的边缘进行粘连密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如下：

（1）在正极片上涂覆上正极浆料成正极涂布极片（10），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白区（7）

不涂覆正极浆料；在负极片上涂覆上负极浆料成负极涂布极片（8），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

白区（7）不涂覆负极浆料；

（2）通过超声焊，将正极铝极耳（3.1）通过集流体（11）焊接在正极涂布极片（10）上，将

负极镍极耳（2）通过集流体（11）焊接在负极涂布极片（8）上；

（3）将铜网（5）的表面用砂纸打磨后分别放入浓硫酸和去离子水中进行超声洗净，烘干

后放入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将锂金属片（6）均匀压覆在铜网（5）一端的表面，使其完全附

着在铜网（5）的微孔上；

（4）将两层隔膜（9）置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之间并用绿胶进行固定

后形成叠片电池；然后将叠片电池置于步骤（3）中的手套箱中，将附锂的铜网一端插入两层

隔膜（9）之间并用绿胶固定，使附锂的铜网正好位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

的空白区（7）之间，铜网（5）的另一端位于两层隔膜（9）的外部；

（5）用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将经步骤（4）加工后的叠片电池进行封装，在位

于两层隔膜（9）外端的铜网（5）的端部焊接一辅助铝极耳（3.2），然后加热使辅助铝极耳

（3.2）、正极铝极耳（3.1）和负极镍极耳（2）上的极耳胶（4）热熔而将上、下铝塑料膜密封起

来；最后抽真空、注液、封装、静置、化成，即得三电极软包电池。

4.根据权利要求3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铜网的微孔尺寸为0.4*1.5 

mm，所述覆在铜网表面的锂金属片的面积为空白区（7）面积的一半。

5.根据权利要求3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叠片电池置于手套箱之前

需置于烘箱中于75-80℃温度下至少保持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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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电化学工作站在对电池内部机理进行分析时，通常采用两电极进行测试，这

样得到的阻抗谱测试只能测得电池的整个阻抗，不能将电池的正负极分开研究其各自对电

池内阻的贡献。因此需要使用三电极来区分研究电池中正负极材料分别对电池系统阻抗的

影响。三电极体系有三个电极：一个工作电极（研究电极），一个参比电极，一个辅助电极。由

于测量和监控参比电极和工作电极之间的电势差有很高的输入阻抗电流在工作电极和辅

助电极之间通过，而参比电极上几乎没有电流经过。因此，可以比较准确的测定工作电极相

对参比电极的电位变化。此外，三电极体系还可以对电池正负极进行充放电电压区间监测，

根据得出的电压区间可以计算出正负极克容量，从而在制备一定容量的电池时，可以为需

要计算合适的正负极活性物质含量比提供理论依据。

[0003] 相比于传统两电极电池，三电极体系电池的区别在于增加了一个参比电极。正负

极则对应于工作电极和辅助电极。通常锂电池中的参比电极一般采用锂，因为锂具有标准

电位，交换电流密度高，在有机电解液中不会出现过极化等。但锂对氧气和水汽敏感，不能

在空气中暴露。目前对锂电池参比电极的研究方面，有通过直接购买锂金属线或者锂金属

薄片置于隔膜间充当参比电极（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759  (2015) 

91–94；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111  (2002)  255–267），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是

当纯锂金属线/片作为参比电极置于电解液中，在长期充放电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锂金属消

耗甚至伴随着溶解现象；而参比电极只有锂没有其他支撑金属很容易会断开，从而难以继

续作为参比电极进行实验。也有研究组通过将铜丝置于隔膜中间，封装制备好电池后对铜

丝再进行镀锂工作，使铜表面附着上一层锂金属（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37  (2013) 

285-290），这一方法也曾被尝试过，但其缺点在于难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充放电循环，镀上的

一层锂还是相对较薄，长期充放电会消耗殆尽。如果延长镀锂时间，又会出现锂枝晶等问

题。因此，发展一种制备技术简单易行、可以达到多次充放电循环测试要求，同时满足测试

数据可靠的三电极软包电池参比电极，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铜网附锂制备三电极软包电池

参比电极的方法，操作易行同时保证作为参比电极能经历电池充放电循环测试不受影响，

进而展开三电极体系下的测试和分析工作。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包括封装在上铝塑膜、下铝塑膜之间的叠片电池，所述叠片

电池包括正极涂布极片、两层隔膜、负极涂布极片，所述正极涂布极片通过集流体焊接有正

极铝极耳，所述负极涂布极片通过集流体焊接有负极镍极耳，所述两层隔膜之间设有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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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铜网的一端的表面覆盖有锂金属片、另一端伸出隔膜后与辅助铝极耳连接。

[0007] 进一步方案，所述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的一端对称设有未涂覆浆料的空

白区，所述锂金属片通过胶粘附在两层隔膜之间，并位于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的空

白区之间。

[0008] 进一步方案，位于上铝塑膜、下铝塑膜边缘部位的辅助铝极耳、正极铝极耳和负极

镍极耳上均设有极耳胶，其热熔后将上铝塑膜、下铝塑膜的边缘进行粘连密封。

[0009] 本发明的另一个发明目的是提供上述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

下：

[0010] （1）在正极片上涂覆上正极浆料成正极涂布极片，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白区不

涂覆正极浆料；在负极片上涂覆上负极浆料成负极涂布极片，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白区

不涂覆负极浆料；

[0011] （2）通过超声焊，将正极铝极耳通过集流体焊接在正极涂布极片上，将负极镍极耳

通过集流体焊接在负极涂布极片上；

[0012] （3）将铜网的表面用砂纸打磨后分别放入浓硫酸和去离子水中进行超声洗净，烘

干后放入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将锂金属片均匀压覆在铜网一端的表面，使其完全附着在

铜网的微孔上；

[0013] （4）将两层隔膜置于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之间并用绿胶进行固定后形成

叠片电池；然后将叠片电池置于步骤中的手套箱中，将附锂的铜网一端插入两层隔膜之间

并用绿胶固定，使附锂的铜网正好位于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的空白区之间，铜网的

另一端位于两层隔膜的外部；

[0014] （5）用上铝塑膜、下铝塑膜将经步骤（4）加工后的叠片电池进行封装，在位于两层

隔膜外端的铜网的端部焊接一辅助铝极耳，然后加热使辅助铝极耳、正极铝极耳和负极镍

极耳上的极耳胶热熔而将上、下铝塑料膜密封起来；最后抽真空、注液、封装、静置、化成，即

得三电极软包电池。

[0015] 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3）中铜网的微孔尺寸为0.4*1.5  mm，所述覆在铜网表面的

锂金属片的面积为空白区面积的一半。

[0016] 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4）中叠片电池置于手套箱之前需置于烘箱中于75-80℃温

度下至少保持24h。

[0017] 本发明将附有锂金属片的铜网作为三电极软包电池的参比电极，将其正极铝极

耳、负极镍极耳和多通道记录仪的正负极接入充放电柜的正、负极进行充放电循环，同时对

正极-参比、负极-参比、正极-负极电压变化区间通过多通道记录仪进行测试。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采用铜网附锂取代一般的镀锂和直接引入锂的技术来制备三电极软包

电池的参比电极，省略了之后要进行的镀锂工艺过程，同时也避免了直接锂金属引入至电

池中所可能引发的锂溶解导致参比电极破坏的因素，从而提高了三电极软包电池在应用中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0020]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快速简单，不仅避免参比电极中锂与空气和水汽接触，而且

也优化三电极软包电池的制备流程。

[0021] 3）将附锂铜网放置于未涂覆正负极浆料的极片之间，避免了铜丝镀锂需要置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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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间而影响锂离子迁移的结果。

[0022] 4）通过铜网附锂的方法制备的三电极软包电池不仅有望在小容量软包电池技术

研究开发领域中有所价值，同时也对大容量全电池产品性能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和应用前

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的拆分示意图；

[0025] 图中：1.1-上铝塑膜，1.2-下铝塑膜，2-负极镍极耳，3.1-正极铝极耳，3.2-辅助铝

极耳，4-极耳胶，5-铜网，6-锂金属片，7-空白区，8-负极涂布极片，9-隔膜，10-正极涂布极

片，11-集流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及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是应该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

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2所示，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包括封装在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之间

的叠片电池，所述叠片电池包括正极涂布极片10、两层隔膜9、负极涂布极片8，所述正极涂

布极片10通过集流体11焊接有正极铝极耳3.1，所述负极涂布极片8通过集流体11焊接有负

极镍极耳2，所述两层隔膜9之间设有铜网5，所述铜网5的一端的表面覆盖有锂金属片6、另

一端伸出隔膜9后与辅助铝极耳3.2连接。

[0030] 进一步方案，所述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的一端对称设有未涂覆浆料的

空白区7，所述锂金属片6通过胶粘附在两层隔膜9之间，并位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

极片8的空白区7之间。

[0031] 进一步方案，位于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边缘部位的辅助铝极耳3.2、正极铝

极耳3.1和负极镍极耳2上均设有极耳胶4，其热熔后将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的边缘进

行粘连密封。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三电极软包电池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34] （1）在正极片上涂覆上正极浆料成正极涂布极片10，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白区7

不涂覆正极浆料；在负极片上涂覆上负极浆料成负极涂布极片8，并在其一端预留一块空白

区7不涂覆负极浆料；

[0035] （2）通过超声焊，将正极铝极耳3.1通过集流体11焊接在正极涂布极片10上，将负

极镍极耳2通过集流体11焊接在负极涂布极片8上；

[0036] （3）将铜网5的表面用砂纸打磨后分别放入浓硫酸和去离子水中进行超声洗净，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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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后放入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将锂金属片6均匀压覆在铜网5一端的表面，使其完全附着

在铜网5的微孔上；

[0037] （4）将两层隔膜9置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之间并用绿胶进行固定后

形成叠片电池；然后将叠片电池置于步骤（3）中的手套箱中，将附锂的铜网一端插入两层隔

膜9之间并用绿胶固定，使附锂的铜网正好位于正极涂布极片10、负极涂布极片8的空白区7

之间，铜网5的另一端位于两层隔膜9的外部；

[0038] （5）用上铝塑膜1.1、下铝塑膜1.2将经步骤（4）加工后的叠片电池进行封装，在位

于两层隔膜9外端的铜网5的端部焊接一辅助铝极耳3.2，然后加热使辅助铝极耳3.2、正极

铝极耳3.1和负极镍极耳2上的极耳胶4热熔而将上、下铝塑料膜密封起来；最后抽真空、注

液、封装、静置、化成，即得三电极软包电池。

[0039] 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3）中铜网的微孔尺寸为0.4*1.5  mm，所述覆在铜网表面的

锂金属片的面积为空白区7面积的一半。

[0040] 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4）中叠片电池置于手套箱之前需置于烘箱中于75-80℃温

度下至少保持24h。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用铜网附锂制备三电极软包电池参比电极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极片的预处理：

[0044] 将产线制备的磷酸铁锂（LFP）正极和相应石墨负极极片通过刀具冲片分别制成4*

4和4*5  cm的正、负极涂布极片，并保证涂布极片的底端都有宽1cm的未涂覆正负极浆料的

空白区，这是后期附锂铜网的放置区域；

[0045] 2）正负极极耳的焊接：

[0046] 通过超声焊，将正极铝极耳通过集流体焊接在正极涂布极片上，将负极镍极耳通

过集流体焊接在负极涂布极片上；

[0047] 3）参比电极的制备：

[0048] 将铜网切成长5cm、宽0.5cm，其四周表面用5000目砂纸打磨后分别放入浓硫酸和

去离子水中超声洗净，置于70度烘箱烘干后放入手套箱中，再将锂金属片均匀压覆在铜网

的表面，锂附着的区域为0.5*2cm；由于铜网表面是小网格均匀分布，且其孔径尺寸为0.4*

1.5  mm，因此锂可以完全附着在铜网的微孔上；

[0049] 4）叠片电池的制备：

[0050] 将两层隔膜置于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之间并用绿胶将其两两进行固定后

形成叠片电池；然后将叠片电池置于烘箱中于75-80℃温度下至少保持24h后，再置于步骤

3）中的手套箱中，将附锂的铜网一端插入两层隔膜之间并用绿胶固定，使附锂的铜网正好

位于正极涂布极片、负极涂布极片的空白区之间，铜网的另一端位于两层隔膜的外部；

[0051] 5）电池封装：

[0052] 用上、下铝塑膜将经步骤4）加工后的叠片电池进行封装，在位于两层隔膜外端的

铜网的端部焊接一辅助铝极耳，然后加热使辅助铝极耳、正极铝极耳和负极镍极耳上的极

耳胶4热熔而将上、下铝塑料膜密封起来；最后抽真空、注液、封装、静置、化成，即得三电极

软包电池。

[0053] 将本发明制备的三电极软包电池的正负极连同多通道记录仪正负极线接入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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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柜正负极进行充放电循环，同时对正极-参比、负极-参比、正极-负极电压变化区间通过

多通道记录仪进行测试。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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