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61221.2

(22)申请日 2020.03.10

(71)申请人 深圳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

道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41层

(72)发明人 钟发平　刘宏兵　陈晓峰　陈鹏飞　

龚颖林　胡顺华　

(51)Int.Cl.

H01M 2/04(2006.01)

H01M 2/10(2006.01)

H01M 10/0525(2010.01)

H01M 10/42(2006.01)

 

(54)发明名称

锂离子二次电池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包括锂

离子电芯、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一

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五电容、

钢壳、MicroUSB接口、保护IC、集成IC、电感、LED

灯、塑胶件、硬性FR-4基板和金属盖帽，实现

MicroUSB接口可充电、恒定电压输出、充电管理

及保护、过充过放过流保护多位一体功能。与现

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结构简

单且易于安装、高集成效率、高可靠性、功能多

样，具有较高的容量和较低的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14页  附图11页

CN 111463373 A

2020.07.28

CN
 1
11
46
33
73
 A



1.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包括锂离子电芯、钢壳、MicroUSB接口、保护IC、

集成IC、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五电

容、电感、LED灯、塑胶件、硬性FR-4基板和金属盖帽，实现MicroUSB接口可充电、恒定电压输

出、充电管理及保护、过充过放过流保护多位一体功能；所述塑胶件包括圆柱拉伸体和圆筒

拉伸体，圆柱拉伸体与圆筒拉伸体同轴线上下连接在一起，圆柱拉伸体底部超出圆筒拉伸

体外壁形成一个支撑平台，圆柱拉伸体顶部设置有帽头开口部，圆筒拉伸体的侧面设置有

MicroUSB开口部，圆筒拉伸体的侧面围绕MicroUSB开口部周边区域设置有外沿凸出部，外

沿凸出部的外端面与圆柱拉伸体的外侧壁面平齐并且相连，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设置有

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第一安装槽设置在靠近MicroUSB开口部的位置，且硬性FR-4基

板插入到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完成装配合后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宽度方向位于

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直径方向，圆柱拉伸体底部位于塑胶件内部空腔的位置设置有裙边收纳

槽，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位于第一安装槽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一加强筋和

第二加强筋且第一加强筋与第二加强筋相距一定距离，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位于第一安

装槽另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三加强筋和第四加强筋且第三加强筋与第四加

强筋相距一定距离；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配套穿过塑胶件的帽头开口部并部分露出塑胶件

的圆柱拉伸体上端平面，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配套收纳在塑胶件的裙边收纳槽中，金属

盖帽的弹片夹持部通过其下端开口与硬性FR-4基板进行装配并形成紧密的夹持压接，实现

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与硬性FR-4基板上的第三端口焊盘、第五端口焊盘导电连接；元器

件贴片锡焊在硬性FR-4基板的A面和B面上，MicroUSB接口锡焊在硬性FR-4基板的A面上，硬

性FR-4基板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

胶件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的内部空腔中，MicroUSB接口开口端

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位于

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位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

部空腔中，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配套插入钢壳的开口端，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与钢壳的

MicroUSB开孔部配合，钢壳通过冲出凸点与塑胶件嵌入固定，锂电池电芯置于钢壳内，锂电

池电芯的正极端、负极端分别通过电芯正极导线、电芯负极导线与硬性FR-4基板B面的第一

端口焊盘、第二端口焊盘相对应连接在一起；

所述塑胶件的关键特征尺寸满足：SD2-2.00mm≤SA≤SD2-0.60mm，PH+UA≤SH≤PH+UA+

0.30mm，0.20mm≤SU≤2.00mm，其中SA为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

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SD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SH为塑胶件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

加强筋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PH为硬性FR-4基板的厚度，UA为MicroUSB接口

的厚度，SU为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下端护沿的宽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盖帽包括圆筒体部和

弹片夹持部，圆筒体部上端封闭、下端开口、内部为空腔，圆筒体部的上端面为倒角结构，圆

筒体部的下端设置有朝外的裙边平板部，弹片夹持部下端开口且其上端与裙边平板部平齐

并且与裙边平板部相连接；圆筒体部上端封闭所形成的平台作为整个锂离子二次电池与外

部负载接触的正极端，同时圆筒体部内部的空腔还起收纳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和贴

片的元器件用途；所述金属盖帽的特征尺寸满足：PA2-2.00mm≤MA≤PA2，SB-2.00mm≤MB≤

SB，0.10mm≤MJ≤PH-0.10mm，其中MA为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与弹片夹持部的长度和，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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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的宽度，PA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宽度，SB为塑胶件第一

加强筋与第三加强筋之间的间距，MJ为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的最小间隙，

PH为硬性FR-4基板的厚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硬性FR-4基板的外形轮廓

为第一方板区与第二方板区上下连接而成，第一方板区的长度、宽度相对应小于第二方板

区的长度、宽度，第一方板区位于第二方板区上部的中央位置；所述硬性FR-4基板关键特征

尺寸满足：M1-2×MH-0.50mm≤PA1≤M1-2×MH，SA-0.50mm≤PA2≤SA，H1-0.50mm≤PB1≤

H1，SJ2-0.50mm≤PB2≤SJ2，其中PB1为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长度，PB2为硬性FR-4基

板第二方板区的长度，PA1为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宽度，PA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

板区的宽度，M1为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外径，H1为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高度，MH为金属

盖帽圆筒体部的壁厚、裙边平板部的厚度、弹片夹持部的壁厚，SA为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

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SJ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壳的高度GKH满

足：GK≤H-HT-SJ1，其中H为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高度，HT为金属盖帽圆筒体部超出塑胶件

圆柱拉伸体的高度，SJ1为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锂离子电芯的高

度DXH满足：DXH≤GKH-SJ2-GKDH，其中GKH为钢壳的高度，SJ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

GKDH为钢壳底部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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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二次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尤其是涉及一种自带MicroUSB接口和具备充电

输入功能，集成了恒定电压输出、充电管理和充电保护、电池保护(包含过充保护、过放保

护、过流保护)等多种功能，同时兼具高容量的单板式锂离子二次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二次电池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相应充电电路、保护电路、接

口、结构件等的集成，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锂离子二次电池安全管理和保护的需求，一方面也

是为了满足功能应用方面的需求。例如，可以将恒压1.5V输出电路与锂离子二次电芯进行

集成，使得锂离子二次电池可以替代碱性锌-二氧化锰原电池进行使用，这就方便的拓展了

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应用领域。

[0003] 但是，现有的集成方法，存在以下的问题：首先是集成的工艺复杂。由于需要集成

电路板、电路元器件、防护外壳、输入接口、输出接口等多种零部件，导致集成相对难度大，

集成的效果和外观不理想，现有的集成方法往往导致加工工艺复杂，空间利用率低，外观较

差。二是集成的效率不高，现有的设置附属结构件的方法，集成效率较低，各种附属结构零

件通常占用了大量的电池内部空间，导致只能选用小尺寸的低容量电芯，这使得集成后的

锂离子二次电池与原电池相比，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容量优势反而不明显。尤其是对于小尺

寸的电池，例如AAA型规格的电池，由于电池整体的外形尺寸较小，导致集成的难度较大。三

是集成的可靠性不高，不合理的结构、复杂的加工工艺、低的集成效率，诸多因素导致最后

集成的电池整体可靠性不高。

[0004] 因此，针对锂离子二次电池集成应用的需求，如何将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性能及结

构特点结合应用使用的要求，将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充电管理、输出管理、保护、外形结构、使

用需求统筹优化，在兼顾集成的成本、效率以及可靠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附属结构件

占用的空间，最大可能提高外观一致性，提高充电方式的便捷性，提高集成的效率和可靠

性，就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课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锂离子二

次电池，具备MicroUSB充电输入接口、恒定电压输出功能、更简便的工艺结构、更简单的集

成组装工艺、更高集成度、更大容量、更高可靠性的锂离子二次电池，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

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的组装效率可以提高约1/3，容量可以提高约1/5，该锂离子二次电池

具备MicroUSB充电接口充电输入功能，可以实现电池在输出电能工作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

恒定的输出电压，同时包含充电管理和保护、放电欠压保护、充电过压保护、充电过流保护、

放电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该锂离子二次电池外观一致性好，非常适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替

代一次电池的应用场合。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方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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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在文中，“锂离子二次电池”部分简称为“电池”或“二次电

池”)，包括金属盖帽、锂离子电芯、钢壳、MicroUSB接口、保护IC、集成IC(集成充电功能和恒

压输出功能)、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

五电容、电感、LED灯、塑胶件和硬性FR-4基板，实现MicroUSB接口可充电、恒定电压输出、充

电管理及保护、过充过放过流保护多位一体功能。所述锂离子电芯置于钢壳内，锂离子电芯

的正极端、负极端分别通过电芯正极导线、电芯负极导线与硬性FR-4基板B面的第一端口焊

盘、第二端口焊盘相对应连接在一起。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配套穿过塑胶件的帽头开口部

并部分露出塑胶件的圆柱拉伸体上端平面，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配套收纳在塑胶件的裙

边收纳槽中，元器件贴片锡焊在硬性FR-4基板的A面和B面上，MicroUSB接口锡焊在硬性FR-

4基板的A面上，硬性FR-4基板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两长度方向边

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的内部空腔中，

MicroUSB接口开口端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性FR-4基

板的第一方板区位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位于塑胶

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配套插入钢壳的开口端，塑胶件的外沿

凸出部与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配合，钢壳通过冲出凸点与塑胶件嵌入固定。所述金属盖

帽包括圆筒体部和弹片夹持部，圆筒体部上端封闭、下端开口、内部为空腔，圆筒体部的上

端面为倒角结构，圆筒体部的下端设置有朝外的裙边平板部，弹片夹持部下端开口且其上

端与裙边平板部平齐并且与裙边平板部相连接。圆筒体部上端封闭所形成的平台作为整个

锂离子二次电池与外部负载接触的正极端，同时圆筒体部内部的空腔还起收纳硬性FR-4基

板的第一方板区和贴片的元器件用途。裙边平板部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支撑圆筒体部

和弹片夹持部；二是连接圆筒体部和弹片夹持部；三是裙边平板部与塑胶件的裙边收纳槽

相配合，并且裙边平板部支撑在硬性FR-4基板上，起安装、定位、支撑的作用。弹片夹持部通

过其下端开口与硬性FR-4基板进行装配并形成紧密的夹持压接，实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

部与硬性FR-4基板上的第三端口焊盘、第五端口焊盘导电连接。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外

径和高度分别为M1、H1，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与弹片夹持部的长度和为MA，金属盖帽的裙

边平板部的宽度为MB，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壁厚、裙边平板部的厚度、弹片夹持部的壁厚

均为MH，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的高度为H2，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的最小

间隙为MJ。

[0008] 所述塑胶件包括圆柱拉伸体和圆筒拉伸体，圆柱拉伸体与圆筒拉伸体同轴线上下

连接在一起，圆柱拉伸体底部超出圆筒拉伸体外壁形成一个支撑平台，圆柱拉伸体顶部设

置有帽头开口，圆筒拉伸体的侧面设置有MicroUSB开口部，圆筒拉伸体的侧面围绕

MicroUSB开口部周边区域设置有外沿凸出部，外沿凸出部的外端面与圆柱拉伸体的外侧壁

面平齐并且相连，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设置有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第一安装槽设

置在靠近MicroUSB开口部的位置，且硬性FR-4基板插入到第一安装槽和第二安装槽完成装

配合后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宽度方向位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直径方向；圆柱拉伸体底

部位于塑胶件内部空腔的位置设置有裙边收纳槽，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位于第一安装槽

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一加强筋和第二加强筋且第一加强筋与第二加强筋相

距一定距离，圆筒拉伸体的内侧壁面位于第一安装槽另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

三加强筋和第四加强筋且第三加强筋与第四加强筋相距一定距离。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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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SD1、高度为SJ1；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为SD2、高度为SJ2；塑胶件帽头开口部的直

径为SD3；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下端护沿的宽度为SU；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

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为SA；塑胶件第一加强筋与第三加强筋之间的间距为

SB；塑胶件第一安装槽的宽度为SP；塑胶件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的一侧面至第三加

强筋的最短距离为SH。所述钢壳为一端开口的圆筒壳体，在钢壳开口端侧面设置有

MicroUSB开孔部，该MicroUSB开孔部与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相配合，起安装配合、导引、定

位的作用。钢壳作为锂离子电芯的收纳体、与塑胶件进行安装配合的结构体、与塑胶件安装

后进行冲点咬合固定的结构体、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负极输出端。所述硬性FR-4基板的外

形轮廓为第一方板区与第二方板区上下连接而成，第一方板区的长度、宽度相对应小于第

二方板区的长度、宽度，第一方板区位于第二方板区上部的中央位置。硬性FR-4基板第一方

板区的长度为PB1，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长度为PB2，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宽

度为PA1，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宽度为PA2，硬性FR-4基板的厚度为PH。硬性FR-4基板

的A面贴片锡焊有以下的元器件：第五电容、第三电阻、第二电阻、LED灯；硬性FR-4基板A面

的第三端口焊盘J3(即J3端口)表面喷金或镀金处理，J3端口是放电的输出口，代表的是锂

离子二次电池的总正极端；硬性FR-4基板A面设置的J4端口(即第四端口焊盘J4)贴片锡焊

有MicroUSB接口。硬性FR-4基板的B面贴片锡焊有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

容、第一电阻、电感、集成IC、保护IC；硬性FR-4基板的B面设置有第一端口焊盘(即J1端口)、

第二端口焊盘(即J2端口)分别表示与锂离子电芯的正极端、负极端进行电连接的端口；硬

性FR-4基板的B面设置有第五端口焊盘(即J5端口)，J5端口表面喷金或镀金处理，J5端口也

是放电的输出口，代表的也是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正极端，J3端口和J5端口表示的是与金

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紧密压接的焊盘。

[0009] 所述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与弹片夹持部的长度和MA、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的

宽度MB分别满足：PA2-2.00mm≤MA≤PA2，SB-2.00mm≤MB≤SB，其中PA2是硬性FR-4基板第

二方板区的长度，SB是塑胶件第一加强筋与第三加强筋之间的间距。MA的上限尺寸即MA≤

PA2设置，是为了考虑到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全部支撑在硬性FR-4基板上的要求；MA下限

尺寸即PA2-2.00mm≤MA的设置，是考虑到为了增强硬性FR-4基板对金属盖帽的支撑能力，

必须要一定的支撑面积，增大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的长度MA有利于提高硬性FR-4基板对

金属盖帽的支撑能力。MB的上限尺寸即MB≤SB设置，是考虑到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安装

到塑胶件内部空腔，金属盖帽不能与塑胶件的第一加强筋、第二加强筋、第三加强筋、第四

加强筋产生干涉，否则金属盖帽无法安装到位；MB下限尺寸即SB-2.00mm≤MB的设置，是为

了考虑到增大金属盖帽裙边平板部的宽度，相当于增大了裙边平板部的面积，这有利于金

属盖帽的冲压加工。

[0010] 所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的最小间隙MJ满足：0.10mm≤MJ≤PH-

0.10mm，其中PH为硬性FR-4基板的厚度。MJ下限直径即0.10mm≤MJ的设置，是考虑到硬性

FR-4基板需要插入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实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与

硬性FR-4基板的J3端口(即第三端口焊盘)和J5端口(即第五端口焊盘)紧密的导电连接，MJ

尺寸过小将导致插入困难，不利于提高装配的效率；MJ上限直径即MJ≤PH-0.10mm的设置，

是考虑到要实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与硬性FR-4基板的J3端口和J5端口紧密的导电连

接，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与硬性FR-4基板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夹持力，MJ尺寸过大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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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接触不紧密和导电不良。

[0011] 所述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外径SD1满足：SD1＝GW；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SD2满

足：SD2＝GN；塑胶件帽头开口部的直径SD3满足：M1≤SD3≤M1+0.20mm；其中GW为钢壳的外

径，GN为钢壳的内径，M1为金属盖帽圆筒体部的外径，单位mm。塑胶件以上SD1和SD2尺寸的

设置，是由于塑胶件与钢壳安装配合后，塑胶件的圆柱拉伸体位于钢壳开口端的上方，塑胶

件的圆筒拉伸体位于钢壳内部，尺寸SD1＝GW的设置可以满足塑胶件与钢壳装配后整个电

池保持一致的外部直径；尺寸SD2＝GN的设置可以满足塑胶件圆筒拉伸体能够深入到钢壳

内部，并且与钢壳实现紧配合；尺寸M1≤SD3≤M1+0.20mm的设置可以满足在金属盖帽与塑

胶件安装时，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能够穿过塑胶件帽头开口部，并且最终实现金属盖帽的

圆筒体部凸出塑胶件的圆柱拉伸体上端平面，SD3尺寸小于M1将发生干涉导致金属盖帽的

圆筒体部不能够穿过塑胶件帽头开口部；SD3尺寸过大则安装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与塑

胶件帽头开口部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空隙从而影响外观。

[0012] 所述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SA

满足：SD2-2.00mm≤SA≤SD2-0.60mm，其中SD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这是由于塑胶

件圆筒拉伸体与第一安装槽或第二安装槽之间的壁厚(＝(SD2-SA)/2)太薄(小于0.3mm)则

强度不够且注塑加工困难，所以SA≤SD2-0.60mm；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与第一安装槽或第二

安装槽之间的壁厚(＝(SD2-SA)/2)太厚(大于1mm)则导致塑胶件的内部空腔减小，降低了

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径向尺寸即第二方板区的宽度PA2，这将导致降低硬性FR-4基板

的元器件贴片面积不足，不利于元器件的布置贴片，所以SD2-2.00mm≤SA。因此，塑胶件第

一安装槽与第二安装槽相对结构位置的设置，使得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宽度PA2可

以保持最大的尺寸，这使得硬性FR-4基板只需要采用一块单板就有足够的面积来布置所有

的元器件和焊盘，而且同时不需要增加硬性FR-4基板的长度(长度尺寸增大将占用锂离子

电芯的高度空间，不利于高容量化)。

[0013] 所述塑胶件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SH满

足：PH+UA≤SH≤PH+UA+0.30mm，其中PH为硬性FR-4基板的厚度，UA为MicroUSB接口的厚度。

由于MicroUSB接口锡焊在硬性FR-4基板的A面上后，硬性FR-4基板必须连同MicroUSB接口

安装到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内部空腔中，即硬性FR-4基板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

板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的内

部空腔中，MicroUSB接口开口端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

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位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

板区位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因此，如果塑胶件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

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SH小于(PH+UA)，则安装的时候会发生干涉导致硬性FR-

4基板和MicroUSB接口不能安装到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内部空腔中，所以必须有PH+UA≤

SH；同时，硬性FR-4基板和MicroUSB接口安装到位后，第三加强筋、第四加强筋还可以起到

限位的作用即防止硬性FR-4基板和MicroUSB接口在受到外力作用情况下产生较大的位移，

这些潜在的位移不利于MicroUSB接口准确地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

口部相配合，因此有SH≤PH+UA+0.30mm。

[0014] 所述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下端护沿的宽度SU满足：0.20mm≤SU≤2.00mm。上限尺

寸SU≤2.00mm的设置，是考虑到增加SU的尺寸，将导致塑胶件筒拉伸体的高度SJ2增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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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二次电池总高度不能超过标准高度的限制条件下，就必须降低锂离子电芯的高度，

这不利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的高容量化；同时，SU尺寸过大，将导致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必

须相应增大，而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过大将导致钢壳开口端在装配、冲点加工过程中更

加容易发生变形，这不利于电池外观和尺寸的控制。但是，SU也不能过小，SU过小将导致塑

胶件外沿凸出部的强度不足并且塑胶件注塑加工困难，SU过小也会影响塑胶件与钢壳装配

过程中塑胶件外沿凸出部所起到的安装导引定位的功能，所以0.20mm≤SU。

[0015] 所述硬性FR-4基板关键特征尺寸满足：M1-2×MH-0.50mm≤PA1≤M1-2×MH，SA-

0.50mm≤PA2≤SA，H1-0.50mm≤PB1≤H1，SJ2-0.50mm≤PB2≤SJ2，其中PB1为硬性FR-4基板

第一方板区的宽度，PB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宽度，PA1为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

区的长度，PA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长度，M1为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外径，H1为

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高度，MH为金属盖帽圆筒体部的壁厚、裙边平板部的厚度、弹片夹持

部的壁厚，SA为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

SJ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由于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装配在金属盖帽的圆筒

体部内部空腔中，PA1≤M1-2×MH和PB1≤H1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得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

板区能够不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产生干涉；同时，为了尽量增大硬性FR-4基板

可用于布置元器件的贴片面积，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过小，所以

M1-2×MH-0.50mm≤PA1和H1-0.50mm≤PB1。同样的，硬性FR-4基板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

性FR-4基板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

胶件的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安装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

PA2≤SA和PB2≤SJ2的设置，是为了使得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能够不与塑胶件的圆

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产生干涉，并且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能够完全收纳在塑胶件的圆

筒拉伸体内部，这有利于将元器件与钢壳内壁绝缘隔离；为了尽量增大硬性FR-4基板可用

于布置元器件的贴片面积，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过小，所以SA-

0.50mm≤PA2和SJ2-0.50mm≤PB2。

[0016] 所述钢壳的高度GKH满足：GK≤H-HT-SJ1，其中H为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高度，HT为

金属盖帽圆筒体部超出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高度，SJ1为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高度，单位

mm。所述锂离子电芯的高度DXH满足：DXH≤GKH-SJ2-GKDH，其中GKH为钢壳的高度，SJ2为塑

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GKDH为钢壳底部的厚度，单位mm。

[0017] 所述锂离子二次电池，其实现的方式是：

[0018] 首先将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配套穿过塑胶件的帽头开口部并部分露出塑胶件的

圆柱拉伸体上端平面，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配套收纳在塑胶件的裙边收纳槽中。

[0019] 其次将电芯正极导线A端与硬性FR-4基板的B面的第一端口焊盘J1焊接，将电芯负

极导线A端与硬性FR-4基板的B面的第二端口焊盘J2焊接。

[0020] 三是将锡焊好所有元器件的硬性FR-4基板(其中硬性FR-4基板的A面锡焊有第五

电容、第三电阻、第二电阻、LED灯，硬性FR-4基板A面的第三端口焊盘J3表面喷金或镀金处

理、J4端口贴片锡焊有MicroUSB接口；硬性FR-4基板的B面贴片锡焊有第一电容、第二电容、

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一电阻、电感、集成IC、保护IC。)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

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的内部

空腔中，MicroUSB接口开口端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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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位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

区位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插入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中形

成紧密的夹持压接，弹片夹持部与硬性FR-4基板上的J3端口焊盘、J5端口焊盘导电连接。

[0021] 四是将电芯正极导线B端与锂离子电芯的正极端焊接，将电芯负极导线B端与锂离

子电芯的负极端焊接。

[0022] 五是将锂离子电芯从钢壳开口端装入钢壳内部，接着将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前端

伸入到钢壳内部，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与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配合；安装到位后钢壳开

口端卡装在塑胶件的支撑平台上(由塑胶件圆柱拉伸体底部超出圆筒拉伸体外壁形成的支

撑平台)。

[0023] 最后是用钢针对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与钢壳的结合部实施冲压，钢壳受力变形嵌

入塑胶件的凸点支撑部中，实现了塑胶件与钢壳的固定。

[0024] 以上六步完成了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制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具有以下优点：

[0026] (1)集成工艺简单。本发明金属盖帽弹片夹持部和裙边平板部、硬性FR-4基板J3端

口和J5端口、塑胶件裙边收纳槽等结构特征的设置，使得金属盖帽的安装只需要简单的卡

装就能实现，不需要对金属盖帽进行额外的安装、定位、固定操作，摒弃了复杂的焊接、铆接

等工艺；本发明采用了单个硬性FR-4基板，并且将所有的元器件、MicroUSB接口贴片锡焊在

其表面，摒弃了复杂的由两个或多个硬性FR-4基板进行二次组装的工艺。塑胶件外沿凸出

部与钢壳MicroUSB开孔部的设置，极大地简化了集成安装的过程操作要求，无需设计复杂

的工装夹具就可以实现快速装配和定位。

[0027] (2)高集成度、高可靠性。硬性FR-4基板的A面和B均布置了元器件，金属盖帽圆筒

体部的内部空腔和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内部空腔均充分利用来放置各零件以提高空间的

利用率，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贡献容量的附属结构件占用的电池宝贵空间，因而有利于

电池的高容量化。同时，塑胶件第一加强筋、第二加强筋、第三加强筋、第四加强筋的设置，

可以很好的增强塑胶件抗冲压的能力，减少钢针对钢壳冲点时候塑胶件的变形量，改善冲

点的效果，使得钢壳的凸点能够较好的嵌入到塑胶件中形成牢固的咬合，这非常有利于提

高整个电池结构的可靠性；第三加强筋、第四加强筋的设置，还可以起到限位的作用即防止

硬性FR-4基板和MicroUSB接口在受到外力作用情况下产生较大的位移，这有利于提高使用

过程的可靠性。

[0028] (3)集成的效率高，功能多样。本发明采用一块硬性FR-4基板，既节约了空间，又规

避了多块硬性FR-4基板进行二次组装的低效率；塑胶件外沿凸出部和钢壳MicroUSB开孔部

的设置，极大改善了安装的难度，使得塑胶件与钢壳的装配过程可以高效进行。塑胶件作为

硬性FR-4基板的收纳体兼支撑体、塑胶件与硬性FR-4基板进行安装的导引体(第一安装槽

和第二安装槽)、收纳于塑胶件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的硬性FR-4基板贴片锡焊元器件(例如

MicroUSB接口、电感、第一电阻等)的绝缘防护体、金属盖帽裙边平板部的收纳体、与钢壳连

接固定用的结构体、与钢壳MicroUSB开孔部装配配合的结构体、与钢壳凸点咬合的支撑体；

塑胶件、金属盖帽、钢壳等零件的功能复用、立体空间布局和装配的形式，大幅度减少不贡

献容量的结构件占用的空间，大幅度提升了集成的效率，使得电池的容量可以更高。同时，

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集成了自带MicroUSB充电接口、恒定电压输出、充电管理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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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充过放过流保护多位一体功能。

[0029] 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结构新颖，制作工艺简单，产品可靠性高。本发明的锂

离子二次电池，兼顾了多功能集成、结构可靠性、工艺可操作性和简便性的要求，与现有技

术相比，本发明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可以实现容量提供约1/5，组装集成效率提高约1/3。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实施例1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整体外形示意图；

[0031] 图2为实施例1锂离子二次电池的结构爆炸示意图；

[0032] 图3(a)为实施例1金属盖帽的3D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b)为实施例1金属盖帽的正视图；

[0034] 图3(c)为实施例1金属盖帽的俯视图；

[0035] 图3(d)为实施例1金属盖帽的左侧视图；

[0036] 图4(a)为实施例1塑胶件的3D结构示意图一；

[0037] 图4(b)为实施例1塑胶件的3D结构示意图二；

[0038] 图4(c)为实施例1塑胶件的正视图；

[0039] 图4(d)为实施例1塑胶件的左侧视图；

[0040] 图4(e)为实施例1塑胶件的仰视图；

[0041] 图5为实施例1的钢壳的3D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为实施例1的电路原理图；

[0043] 图7(a)为实施例1硬性FR-4基板的A面元器件贴片位置示意图；

[0044] 图7(b)为实施例1硬性FR-4基板的B面元器件贴片位置示意图；

[0045] 图8(a)为实施例1金属盖帽、硬性FR-4基板、MicroUSB接口、电芯负极导线、电芯正

极导线的装配3D结构示意图；

[0046] 图8(b)为实施例1塑胶件、金属盖帽、硬性FR-4基板、MicroUSB接口、电芯负极导

线、电芯正极导线的装配半剖3D结构示意图；

[0047] 图9为实施例1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容量关系曲线图；

[0048] 图10为实施例1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放电电压-放电电流-放电容量关系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0] 实施例1

[0051] 以具体制作一种自带MicroUSB充电接口的恒压输出的圆柱形锂离子二次电池为

例，来进一步阐述该锂离子二次电池结构及其功能的实现方式，同时说明该锂离子二次电

池的高集成效率、高容量、高可靠性的实现方法。

[0052] 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为圆柱形(其外形整体尺寸需符合《IEC60086-2：2011》标准

所要求的R03型号尺寸规范要求)，其要求为：电池直径≤10.5mm，电池高度H≤44.5mm，电池

具备自带MicroUSB接口充电功能；具备充电管理功能；具备充电保护和放电保护功能(放电

欠压保护、充电过压保护、充电过流保护、放电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电池具备恒

压1.50V±0.10V，持续200mA电流的输出功能。如图1和图2所示，该锂离子二次电池包括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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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电芯1、钢壳2、元器件3(包括集成IC、保护IC、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三电阻、第一电

容、第二电容、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五电容、电感、LED灯等)、塑胶件4、硬性FR-4基板5、金

属盖帽6、电芯负极导线7、电芯正极导线8、MicroUSB接口9(其厚度尺寸UA＝2.45mm，宽度尺

寸UB＝7.50mm，长度尺寸UH＝5.00mm)，本实施例的锂离子电芯1为聚合物锂离子单体电池，

型号为09330(直径9.00±0.20mm，高度 )，标称电压为3.7V，容量为240mAh；电

池外壳为钢壳2，其外径为GW＝10.00±0 .05mm，内径为GN＝9.60±0 .05mm，高度为GKH＝

41.60±0.05mm，底部厚度为GKDH＝0.30±0.05mm；锂离子电芯1置于钢壳2内，锂离子电芯1

的正极端、负极端分别通过电芯正极导线8、电芯负极导线7与硬性FR-4基板5B面的第一端

口焊盘J1、第二端口焊盘J2相对应连接在一起。金属盖帽6的圆筒体部601配套穿过塑胶件4

的帽头开口部403并部分露出塑胶件4的圆柱拉伸体401上端平面，金属盖帽6的裙边平板部

602配套收纳在塑胶件4的裙边收纳槽408中。元器件3贴片锡焊在硬性FR-4基板5的A面和B

面上，MicroUSB接口9锡焊在硬性FR-4基板5的A面上，硬性FR-4基板5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

硬性FR-4基板5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4的第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

到塑胶件4的内部空腔中，MicroUSB接口9开口端与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侧面设置的

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性FR-4基板5的第一方板区位于金属盖帽6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

中，硬性FR-4基板5的第二方板区位于塑胶件4的圆筒拉伸体402内部空腔中，塑胶件4的圆

筒拉伸体402配套插入钢壳2的开口端，塑胶件4的外沿凸出部与钢壳2的MicroUSB开孔部配

合，钢壳2通过冲出凸点与塑胶件4嵌入固定。

[0053] 如图3(a)所示，金属盖帽6包括圆筒体部601和弹片夹持部603，圆筒体部601上端

封闭、下端开口、内部为空腔，圆筒体部601的上端面为倒角结构，圆筒体部601的下端设置

有朝外的裙边平板部602，弹片夹持部603下端开口且其上端与裙边平板部602平齐并且与

裙边平板部602相连接。圆筒体部601上端封闭所形成的平台作为整个锂离子二次电池与外

部负载接触的正极端，同时圆筒体部601内部的空腔还起收纳硬性FR-4基板5的第一方板区

和贴片的元器件(本实施例中为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用途。裙边平板部602有三个方面的功

能：一是支撑圆筒体部601和弹片夹持部603；二是连接圆筒体部601和弹片夹持部603；三是

裙边平板部602与塑胶件4的裙边收纳槽408相配合，并且裙边平板部602支撑在硬性FR-4基

板5上，起安装、定位、支撑的作用。弹片夹持部603通过其下端开口与硬性FR-4基板5进行装

配并形成紧密的夹持压接，实现金属盖帽6的弹片夹持部603与硬性FR-4基板5上的J3端口

焊盘(即第三端口焊盘)、J5端口焊盘(即第五端口焊盘)导电连接。图3(b)、3(c)、3(d)显示

了金属盖帽6的关键特征尺寸，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外径和高度分别为M1、H1，金属盖帽

的裙边平板部与弹片夹持部的长度和为MA，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的宽度为MB，金属盖帽

的圆筒体部的壁厚、裙边平板部的厚度、弹片夹持部的壁厚均为MH，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

的高度为H2，金属盖帽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的最小间隙为MJ。本实施例1中，金属盖帽

的以上关键特征尺寸设置如下：M1＝3 .70±0 .05mm，H1＝2 .10±0 .05mm，H2＝1 .74±

0.05mm，MA＝7.15±0.05mm，MH＝0.20±0.05mm，MJ＝0.42±0.05mm，MB＝5.85±0.05mm。

[0054] 如图4(a)和图4(b)所示，塑胶件4包括圆柱拉伸体401和圆筒拉伸体402，圆柱拉伸

体401与圆筒拉伸体402同轴线上下连接在一起，圆柱拉伸体401底部超出圆筒拉伸体402外

壁形成一个支撑平台413，圆柱拉伸体401顶部设置有帽头开口部403，圆筒拉伸体402的侧

面设置有MicroUSB开口部404，圆筒拉伸体402的侧面围绕MicroUSB开口部404周边区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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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外沿凸出部405，外沿凸出部405的外端面与圆柱拉伸体401的外侧壁面平齐并且相连；

圆筒拉伸体402的内侧壁面设置有第一安装槽406和第二安装槽407，第一安装槽406设置在

靠近MicroUSB开口部404的位置，且硬性FR-4基板5插入到第一安装槽406和第二安装槽407

完成装配合后硬性FR-4基板5第二方板区502宽度方向位于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直径方

向，圆柱拉伸体401底部位于塑胶件4内部空腔的位置设置有裙边收纳槽408，圆筒拉伸体

402的内侧壁面位于第一安装槽406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一加强筋409和第二

加强筋410且第一加强筋409与第二加强筋410相距一定距离，圆筒拉伸体402的内侧壁面位

于第一安装槽406另一侧的中间位置设置有相对称的第三加强筋411和第四加强筋412且第

三加强筋411与第四加强筋412相距一定距离。图4(c)、图4(d)、图4(e)显示了塑胶件的部分

关键特征尺寸，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外径为SD1、高度为SJ1；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为

SD2、高度为SJ2；塑胶件帽头开口部的直径为SD3；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下端护沿的宽度为

SU；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402径向的间距为SA；塑胶

件第一加强筋与第三加强筋之间的间距为SB；塑胶件第一安装槽的宽度为SP；塑胶件第一

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为SH。本实施例1中，塑胶件的以

上关键特征尺寸设置如下：SD1＝10 .00±0 .05mm，SD2＝9 .60±0 .05mm，SD3＝3 .80±

0.05mm，SH＝3.15±0.05mm，SA＝8.70±0.05mm，SB＝6.05±0.05mm，SJ1＝1.10±0.05mm，

SJ2＝8.10±0.05mm，SU＝0.50±0.05mm，SP＝0.70±0.05mm。

[0055] 如图5所示是本实施例的钢壳结构示意图，钢壳2为一端开口的圆筒壳体，在钢壳2

开口端侧面设置有MicroUSB开孔部201，该MicroUSB开孔部201与塑胶件4外壁设置的外沿

凸出部405相配合，起安装配合、导引、定位的作用。钢壳作为锂离子电芯的收纳体、与塑胶

件进行安装配合的结构体、与塑胶件安装后进行冲点咬合固定的结构体、锂离子二次电池

的总负极输出端。

[0056] 如图6所示是本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集成IC即U1(型号为XS5301)、第一电阻R1

(规格为0.4欧±1％)、第二电阻R2(规格为2K±1％)、第三电阻R3(规格为2K±1％)、电感L1

(型号：2.2uH/1.5A)、LED灯D1(型号为HL0402USR)、第一电容C1(规格为22μF、10V)、第二电

容C2(规格为1nF、10V)、第三电容C3(规格为22uF、10V)、第四电容C4(规格为0.1uF、10V)、第

五电容C5(规格为10μF、10V)、保护IC即U2(型号为CT2105)，并且有J1端口(即第一端口焊盘

J1)、J2端口(即第二端口焊盘J2)、J3端口(即第三端口焊盘J3)、J4端口(即第四端口焊盘

J4，作为MicroUSB接口焊盘和定位孔)、J5端口(即第五端口焊盘J5)。其中J1端口、J2端口分

别表示与锂离子电芯正极端、负极端进行电连接的端口，J3端口和J5端口表示的是与金属

盖帽的弹片夹持部紧密压接的焊盘，J3端口和J5端口为了强化导电接触效果因而进行了表

面喷金或镀金处理，J3端口和J5端口均是放电的输出口，代表的是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正

极端。J4端口表示的是与MicroUSB接口进行锡焊的焊盘和定位孔，MicroUSB接口是充电输

入口。

[0057] 本实施例中保护IC即U2(型号为CT2105)的功能为用于电池充电、放电过程保护，

主要包括：过充电保护(过充电检测电压为4.275±0 .050V、过充电解除电压为4.075±

0.025V、过充电电压检测延迟时间为0.96～1.40s)、过放电保护(过放电检测电压为2.500

±0.050V、过放电解除电压为2.900±0.025V、过放电电压检测延迟时间为115～173mS)、过

充电电流保护(过充电电流检测为2.1～3.9A、过充电电流检测延迟时间为8.8～13.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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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放电电流保护(过放电电流检测为2 .5～4 .5A、过放电电流检测延迟时间为8 .8～

13.2mS)、短路保护(负载短路检测电压为1.20～1.30V、负载短路检测延时为288～432μS)。

[0058] 本实施例中集成IC即U1(型号为XS5301)的功能为用于电池充电管理、充电过程保

护、恒定电压输出，主要包括：充电管理(适配器电压输入4.5V～6.5V，该IC可以提供4.2V±

1％充电电压给电池充电；充电最大电流可以达到700mA；充电电流大小由图6中第三电阻R3

设置，本实施例R3＝2K对应的最大充电电流为312mA；充电电流降低至0.1C时候充电截止)、

充电保护(电池电压低于2.9V采用涓流充电模式；充电过程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温度保

护)、恒定电压输出(1.5MHz恒定频率输出工作；可以最大1.5A电流输出工作；恒定的输出电

压为1.50V；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温度保护、低压锁定保护)。

[0059] 如图7(a)所示，本实施例的硬性FR-4基板5的外形轮廓为第一方板区501与第二方

板区502上下连接而成，第一方板区501的长度、宽度相对应小于第二方板区502的长度、宽

度，第一方板区501位于第二方板区502上部的中央位置。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长度

为PB1，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长度为PB2，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宽度为PA1，硬

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宽度为PA2，硬性FR-4基板的厚度为PH。硬性FR-4基板5关键特征

尺寸设置如下：PA1＝3.00±0.05mm，PA2＝8.60±0.05mm，PB1＝2.00±0.05mm，PB2＝8.00

±0.05mm，PH＝0.60±0.05mm。如图7(a)所示，硬性FR-4基板5的A面贴片锡焊有以下的元器

件：第五电容C5、第三电阻R3、第二电阻R2、LED灯D1；硬性FR-4基板A面的第三端口焊盘J3

(即J3端口)表面喷金或镀金处理，J3端口是放电的输出口，代表的是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

正极端；硬性FR-4基板A面设置的J4端口(即第四端口焊盘J4)贴片锡焊有MicroUSB接口。如

图7(b)所示，硬性FR-4基板5的B面贴片锡焊有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第三电容C3、第四

电容C4、第一电阻R1、电感L1、集成IC即U1、保护IC即U2；硬性FR-4基板的B面设置有第一端

口焊盘J1(即J1端口)、第二端口焊盘J2(即J2端口)，分别表示与锂离子电芯的正极端、负极

端进行电连接的端口，硬性FR-4基板的B面设置有第五端口焊盘(即J5端口)，J5端口表面喷

金或镀金处理，J5端口也是放电的输出口，代表的也是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正极端，J3端口

和J5端口表示的是与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紧密压接的焊盘。

[0060] 本实施例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与弹片夹持部的长度和MA、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

部的宽度MB分别满足：PA2-2 .00mm(＝8.60-2 .00＝6 .60mm)≤MA(＝7 .15mm)≤PA2(＝

8.60mm)，SB-2.00mm(＝6.05-2.00＝4.05mm)≤MB(＝5.85mm)≤SB(＝6.05mm)，其中PA2是

硬性FR-4基板5第二方板区的长度，SB是塑胶件第一加强筋409与第三加强筋411之间的间

距。MA的上限尺寸即MA≤PA2设置，是为了考虑到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全部支撑在硬性

FR-4基板上的要求；MA下限尺寸即PA2-2.00mm≤MA的设置，是考虑到为了增强硬性FR-4基

板对金属盖帽的支撑能力，必须要一定的支撑面积，增大金属盖帽6的裙边平板部602的长

度MA有利于提高硬性FR-4基板对金属盖帽的支撑能力。MB的上限尺寸即MB≤SB设置，是考

虑到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安装到塑胶件内部空腔，金属盖帽不能与塑胶件的第一加强

筋、第二加强筋、第三加强筋、第四加强筋产生干涉，否则金属盖帽无法安装到位；MB下限尺

寸即SB-2.00mm≤MB的设置，是为了考虑到增大金属盖帽6裙边平板部602的宽度MA，相当于

增大了裙边平板部的面积，这有利于金属盖帽的冲压加工。

[0061] 本实施例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两个弹片之间的最小间隙MJ满足：0.10mm≤MJ

(＝0.42mm)≤PH-0.10mm(＝0.60-0.10＝0.50mm)，其中PH为硬性FR-4基板的厚度。MJ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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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即0.10mm≤MJ的设置，是考虑到硬性FR-4基板需要插入到金属盖帽6的弹片夹持部603

两个弹片之间，实现金属盖帽6的弹片夹持部603与硬性FR-4基板5的J3端口(即第三端口焊

盘)和J5端口(即第五端口焊盘)紧密的导电连接，MJ尺寸过小将导致插入困难，不利于提高

装配的效率；MJ上限直径即MJ≤PH-0.10mm的设置，是考虑到要实现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

603与硬性FR-4基板的J3端口和J5端口紧密的导电连接，金属盖帽的弹片夹持部603与硬性

FR-4基板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夹持力，MJ尺寸过大将导致接触不紧密和导电不良。

[0062] 本实施例的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外径SD1满足：SD1 (＝10 .00mm)＝GW(＝

10.00mm)；本实施例的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SD2满足：SD2(＝9.60mm)＝GN(＝9.60mm)；

本实施例的塑胶件帽头开口部的直径SD3满足：M1(＝3 .70mm)≤SD3(＝3 .70mm)≤M1+

0.20mm(＝3.70+0.20＝3.90mm)；其中GW为钢壳的外径，GN为钢壳的内径，M1为金属盖帽圆

筒体部的外径。

[0063] 塑胶件以上SD1和SD2尺寸的设置，是由于塑胶件与钢壳安装配合后，塑胶件的圆

柱拉伸体401位于钢壳开口端的上方，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402位于钢壳内部，尺寸SD1＝GW

的设置可以满足塑胶件与钢壳装配后整个电池保持一致的外部直径；尺寸SD2＝GN的设置

可以满足塑胶件圆筒拉伸体402能够深入到钢壳内部，并且与钢壳实现紧配合；尺寸M1≤

SD3≤M1+0.20mm的设置可以满足在金属盖帽6与塑胶件4安装时，金属盖帽6的圆筒部601能

够穿过塑胶件帽头开口部403，并且最终实现金属盖帽6的圆筒体部601凸出塑胶件4的圆柱

拉伸体401上端平面，SD3尺寸小于M1将发生干涉导致金属盖帽6的圆筒部601不能够穿过塑

胶件帽头开口部403；SD3尺寸过大则安装后金属盖帽6的圆筒体部601与塑胶件帽头开口部

403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空隙从而影响外观。

[0064] 本实施例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

距SA满足：SD2-2.00mm(＝9.60-2.00＝7.60mm)≤SA(＝8.70mm)≤SD2-0.60mm(＝9.60-

0.60＝9.00mm)，其中SD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外径。这是由于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与

第一安装槽406或第二安装槽407之间的壁厚(＝(SD2-SA)/2)太薄(小于0.3mm)则强度不够

且注塑加工困难，所以SA≤SD2-0.60mm；塑胶件圆筒拉伸体402与第一安装槽406或第二安

装槽407之间的壁厚(＝(SD2-SA)/2)太厚(大于1mm)则导致塑胶件的内部空腔减小，降低了

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502径向尺寸即第二方板区的宽度PA2，这将导致降低硬性FR-4基

板的元器件贴片面积不足，不利于元器件的布置贴片，所以SD2-2.00≤SA。本实施例塑胶件

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SH满足：PH+UA(＝0.60+

2.45＝3.05mm)≤SH(＝3.15mm)≤PH+UA+0.30mm(＝0.60+2.45+0.30＝3.35mm)，其中PH为

硬性FR-4基板的厚度，UA为MicroUSB接口的厚度。由于MicroUSB接口9锡焊在硬性FR-4基板

5的A面上后，硬性FR-4基板5必须连同MicroUSB接口9安装到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的内部空

腔中，即硬性FR-4基板5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5两长度方向的边缘分别对应沿

塑胶件4的第一安装槽406、第二安装槽407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4的内部空腔中，MicroUSB

接口9开口端与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性FR-4基板5

的第一方板区501位于金属盖帽6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5的第二方板区502

位于塑胶件4的圆筒拉伸体402内部空腔中；因此，如果塑胶件第一安装槽靠近第一加强筋

的一侧面至第三加强筋的最短距离SH小于(PH+UA)，则安装的时候会发生干涉导致硬性FR-

4基板5和MicroUSB接口9不能安装到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的内部空腔中，所以必须有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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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SH；同时，硬性FR-4基板5和MicroUSB接口9安装到位后，第三加强筋411、第四加强筋

412还可以起到限位的作用即防止硬性FR-4基板5和MicroUSB接口9在受到外力作用情况下

产生较大的位移，这些潜在的位移不利于MicroUSB接口9准确地与塑胶件4圆筒拉伸体402

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因此有SH≤PH+UA+0.30mm。

[0065] 本实施例塑胶件外沿凸出部下端护沿的宽度SU满足：0.20mm≤SU(＝0.50mm)≤

2.00mm。上限尺寸SU≤2.00mm的设置，是考虑到增加SU的尺寸，将导致塑胶件筒拉伸体的高

度SJ2增加，在锂离子二次电池总高度不能超过标准高度的限制条件下，就必须降低锂离子

电芯的高度，这不利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的高容量化；同时，SU尺寸过大，将导致钢壳

MicroUSB开孔部必须相应增大，而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过大将导致钢壳开口端在装配、

冲点加工过程中更加容易发生变形，这不利于电池外观和尺寸的控制。但是，SU也不能过

小，SU过小将导致塑胶件外沿凸出部的强度不足并且塑胶件注塑加工困难，SU过小也会影

响塑胶件与钢壳装配过程中塑胶件外沿凸出部所起到的安装导引定位的功能，所以0.20mm

≤SU。

[0066] 本实施例硬性FR-4基板5关键特征尺寸满足：M1-2×MH-0.50mm(＝3.70-2×0.20-

0.50＝2.60mm)≤PA1(＝3.00mm)≤M1-2×MH(＝3.70-2×0.20＝3.30mm)，SA-0.50mm(＝

8.70-0.50＝8.20mm)≤PA2(＝8.60mm)≤SA(＝8.70mm)，H1-0.50(＝2.10-0.50＝1.60mm)

≤PB1(＝2.00mm)≤H1(＝2.10mm)，SJ2-0.50mm(＝8.10-0.50＝7.60mm)≤PB2(＝8.00mm)

≤SJ2(＝8.10mm)，其中PB1为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宽度，PB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

板区的宽度，PA1为硬性FR-4基板第一方板区的长度，PA2为硬性FR-4基板第二方板区的长

度，M1为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外径，H1为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的高度，MH为金属盖帽圆筒

体部的壁厚、裙边平板部的厚度、弹片夹持部的壁厚，SA为塑胶件第一安装槽底部与第二安

装槽底部之间沿圆筒拉伸体径向的间距，SJ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由于硬性FR-4基

板的第一方板区装配在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中，PA1≤M1-2×MH和PB1≤H1的设

置，就是为了使得硬性FR-4基板的第一方板区能够不与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内部空腔产生

干涉；同时，为了尽量增大硬性FR-4基板可用于布置元器件的贴片面积，硬性FR-4基板的第

一方板区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过小，所以M1-2×MH-0.50mm≤PA1和H1-0.50mm≤PB1。同样的，

硬性FR-4基板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的第

一安装槽、第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的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区安

装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PA2≤SA和PB2≤SJ2的设置，是为了使得硬性FR-4基

板的第二方板区能够不与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产生干涉，并且硬性FR-4基板的第

二方板区能够完全收纳在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内部，这有利于将元器件与钢壳内壁绝缘隔

离；为了尽量增大硬性FR-4基板可用于布置元器件的贴片面积，硬性FR-4基板的第二方板

区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过小，所以SA-0.50mm≤PA2和SJ2-0.50mm≤PB2。

[0067] 本实施例钢壳的高度GKH满足：GKH(＝41.60mm)≤H-HT-SJ1(＝44.50-1.50-1.10

＝41.90mm)，其中H为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总高度，HT为金属盖帽圆筒体部超出塑胶件圆柱拉

伸体的高度(本实施例中HT＝1.50mm)，SJ1为塑胶件圆柱拉伸体的高度。

[0068] 本实施例锂离子电芯的高度DXH满足：DXH(＝33.00mm)≤GKH-SJ2-GKDH(＝41.60-

8.10-0.30＝33.20mm)，其中GKH为钢壳的高度，SJ2为塑胶件圆筒拉伸体的高度，GKDH为钢

壳底部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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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结合图1至图8(b)，本实施例在实际制作时，按以下步骤进行：

[0070] (1)首先将金属盖帽的圆筒体部配套穿过塑胶件的帽头开口部并部分露出塑胶件

的圆柱拉伸体上端平面，金属盖帽的裙边平板部配套收纳在塑胶件的裙边收纳槽中。

[0071] (2)其次将电芯正极导线A端与硬性FR-4基板的B面的第一端口焊盘J1焊接，将电

芯负极导线A端与硬性FR-4基板的B面的第二端口焊盘J2焊接。如图8(a)所示。

[0072] (3)将锡焊好所有元器件的硬性FR-4基板5(其中硬性FR-4基板的A面锡焊有第五

电容C5、第三电阻R3、第二电阻R2、LED灯D1，硬性FR-4基板A面的第三端口焊盘J3表面喷金

或镀金处理、J4端口贴片锡焊有MicroUSB接口；硬性FR-4基板的B面贴片锡焊有第一电容

C1、第二电容C2、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第一电阻R1、电感L1、集成IC即U1、保护IC即U2。)

以第一方板区朝上且硬性FR-4基板5两长度方向边缘分别对应沿塑胶件4的第一安装槽、第

二安装槽的方式插入到塑胶件4的内部空腔中，MicroUSB接口9开口端与塑胶件4圆筒拉伸

体侧面设置的MicroUSB开口部相配合，硬性FR-4基板5的第一方板区位于金属盖帽6的圆筒

体部内部空腔中，硬性FR-4基板5的第二方板区位于塑胶件4的圆筒拉伸体内部空腔中，硬

性FR-4基板5插入到金属盖帽6的弹片夹持部中形成紧密的夹持压接，弹片夹持部与硬性

FR-4基板5上的J3端口焊盘、J5端口焊盘导电连接。如图8(b)所示。(4)将电芯正极导线B端

与锂离子电芯的正极端焊接，将电芯负极导线B端与锂离子电芯的负极端焊接。

[0073] (5)将锂离子电芯从钢壳开口端装入钢壳内部，接着将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前端

伸入到钢壳内部，塑胶件的外沿凸出部与钢壳的MicroUSB开孔部配合；安装到位后钢壳开

口端卡装在塑胶件的支撑平台上(由塑胶件圆柱拉伸体底部超出圆筒拉伸体外壁形成的支

撑平台)。

[0074] (6)用钢针对塑胶件的圆筒拉伸体与钢壳的结合部实施冲压，钢壳受力变形嵌入

塑胶件的凸点支撑部中，实现了塑胶件与钢壳的固定。

[0075] 完成自带MicroUSB充电接口并且集成充电管理、恒压输出、充放电保护等多种功

能，具备高集成效率、高容量、高可靠性特点圆柱形锂离子二次电池的制作。

[0076] 将本实施例的锂离子二次电池，完全放电后，以CV条件给锂离子二次电池进行充

电：恒压5V，充电输入接口为MicroUSB接口。图9所示为电池经由MicroUSB接口进行充电，获

得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容量关系曲线图，充电时间为64分钟，最大充电电流为

311mA，合计的充电容量为240.3mAh，充电过程中，充电的管理和充电的保护由电池内部的

电路自行实施。

[0077] 将充满电的电池，以恒流200mA进行放电，截止电压1.0V，其放电情况下的放电电

压-放电电流-放电容量关系曲线图如图10所示，锂离子二次电池的放电电压为1479mV～

1476mV，稳定在1.50±0.10V范围内，达成了以200mA电流进行恒压输出的功能，整个放电过

程放电容量为553.4mAh。放电终了，放电电压突降到0.295V，电流为0mA，表明触发了过放电

保护条件，关断了放电回路，放电保护功能实现。

[0078] 现有技术方法下，同种型号即R03型号尺寸电池，由于结构件一般占用了超过本实

施例约7mm高度的空间，导致只能采用高度更低的聚合物锂离子单体电池，其型号一般为

09260(直径9.10±0.20mm，高度 )，标称电压为3.7V，容量为200mAh。即本实施

例的技术方法，能够实现比现有技术高出约1/5的容量；同时，现有技术情况下往往采用两

个或多个硬性FR-4基板进行锡焊拼接，导致加工工艺较为复杂，加工难度较大，加工成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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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法，能够实现比现有技术高出约1/3的组装集成效率。

[0079]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虽然是以降压恒压1.50V输出型锂离子电池为例进行说

明，但是同样适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需要升压恒压输出的工况，例如9V恒压输出锂离子电

池等。

[0080]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虽然是以R03型号尺寸来进行说明，但是同样适用于其它

尺寸的电池。

[0081] 实施例2

[0082] 一种锂离子二次电池，其结构与实施例1中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的结构相类似，其不

同之处在于：恒定输出电压为1.50V，第三电阻R3规格为4K±1％，锂离子二次电池对应的最

大充电电流为156mA。

[008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

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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