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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层叠结构及其制造方法和具有电极层

叠结构的电池，一种电极层叠结构包括多个层叠

的电极层，该多个层叠的电极层包括每个具有多

个接线片的电极层，其中每个电极层的所述多个

接线片包括连接到引线的第一接线片以及与第

一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以及其中具有相

同极性的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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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极层叠结构，包括：

多个第一电极层，每个第一电极层具有第一极性；

多个第二电极层，每个第二电极层具有不同于所述第一极性的第二极性，其中所述第

一电极层和所述第二电极层交替地设置；以及

隔板，所述隔板设置在第一电极层和第二电极层之间，

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层和所述第二电极层每个具有多个接线片，所述多个接线片包含第

一接线片以及与所述第一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

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连接到第一引线，

其中所述第二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连接到第二引线，以及

其中具有相同极性的所述第一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彼此电连接，具有相同极性的

所述第二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彼此电连接，或者具有相同极性的所述第一电极层的所

述第二接线片彼此电连接并且具有相同极性的所述第二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彼此电

连接；

第一电极线，电连接所述第一引线与所述第一电极层中的至少一个第二接线片；以及

第二电极线，电连接所述第二引线与所述第二电极层中的至少一个第二接线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接线片包括多个褶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

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通过第一接合单元彼此连接，以及

其中所述第二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通过第二接合单元彼此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接合单元和所述第二接合单元

中每个独立地包含包括导电材料的铰链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层、所述第二电极层或所述

第一电极层和所述第二电极层二者包括具有褶皱或弯曲的所述第一接线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其中所述第一电极层、所述第二电极层或所述

第一电极层和所述第二电极层二者包括具有多个褶皱的所述第一接线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还包括通过交叠所述第一接线片和所述引线

形成的接合单元，该接合单元设置在所述第一接线片和所述引线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

其中每个所述电极层包括金属集流器以及设置在所述金属集流器的表面上的活性材

料层，以及

其中每个所述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和所述第二接线片从相应的所述金属集流器

突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层叠结构，其中每个所述电极层包括金属集流器和设置

在所述金属集流器的表面上的活性材料层，

其中每个所述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从相应的所述金属集流器突出，以及

其中每个所述电极层的所述第二接线片设置在相应的所述金属集流器的没有设置所

述活性材料层的区域上。

10.一种包括权利要求1的所述电极层叠结构的电池。

11.一种制造电极层叠结构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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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叠包括每个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第一电极层和第二电极层的多个电极层，其中所述多

个接线片包括第一接线片和与所述第一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

连接所述第一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至第一引线；以及

连接所述第二电极层的所述第一接线片至第二引线；

使具有相同极性的所述第一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连接；

使具有相同极性的所述第二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连接；

通过第一电极线，连接所述第一电极层的至少一个第二接线片与所述第一引线，

通过第二电极线，连接所述第二电极层的至少一个第二接线片与所述第二引线以制造

所述电极层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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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层叠结构及其制造方法和具有电极层叠结构的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电极层叠结构和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各种移动电子装置诸如智能手机、智能板、电子书终端、柔性平板电脑，除了

移动电话之外的附着到人体的移动医疗装置、游戏装置、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PMP)和MPEG

音频层3(MP3)播放器的市场的开发已经大大增加。

[0003] 随着与移动电子装置相关的市场发展，对于适于移动电子装置的电池的需要增

加。随着移动电子装置发展，对于移动电子装置自身的柔性的需要增加。为了提高移动电子

装置的柔性，存在对于柔性电池的日益增加的需要。

[0004] 当具有不足的柔性的电池通过外力被重复地弯曲或变形时，电池的电极结构也可

能变形，并且电池可能故障。因而，仍然有对于电池的改善的组件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公开了一种包括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的电极层叠结构以及包括该电极层叠

结构的电池。

[0006] 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一方面，一种电极层叠结构包括：多个层叠电极层，包括

电极层，所述电极层的每个具有多个接线片；其中每个电极层的所述多个接线片包含第一

接线片以及与第一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其中第一接线片连接到引线，以及其中所

述电极层中具有相同极性的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电连接。

[0007] 电极层可以包含：第一电极层；第二电极层，具有与第一电极层不同的极性并且与

第一电极层交替地设置；以及隔板，设置在第一电极层和第二电极层之间。

[0008] 第一电极层的第一接线片可以连接到第一引线，以及第二电极层的第一接线片可

以连接到第二引线。在第一电极层上形成的第二接线片可以彼此电连接。在第二电极层上

形成的第二接线片可以彼此电连接。

[0009] 第一接线片可以具有多个褶皱。

[0010] 在第一电极层上形成的第二接线片可以通过第一接合单元彼此连接，以及在第二

电极层上形成的第二接线片可以通过第二接合单元彼此连接。

[0011] 第一接合单元和/或第二接合单元可以具有包括导电材料的铰链单元。

[0012] 该电极层叠结构还可以包括：第一电极线，电连接第一引线与第一电极层的至少

一个第二接线片；以及第二电极线，电连接第二引线与第二电极层的至少一个第二接线片。

[0013] 第一电极层和/或第二电极层可以包括具有褶皱形状或弯曲形状的第一接线片。

[0014] 第一电极层和/或第二电极层可以包含具有多褶皱形状或Z字形形状的第一接线

片。

[0015] 该电极层叠结构还可以包括通过交叠第一接线片和所述引线形成的接合单元。

[0016] 每个电极层可以包括金属集流器以及设置在金属集流器的至少一表面上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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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层，以及每个电极层的第一接线片和第二接线片可以形成为从相应的金属集流器突

出。

[0017] 每个电极层可以包括金属集流器和设置在金属集流器的至少一表面上的活性材

料层，每个电极层的第一接线片可以从相应的金属集流器突出，以及第二接线片可以设置

在相应的金属集流器的没有设置活性材料层的区域上。

[0018] 根据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一方面，一种电池包括所述电极层叠结构。

[0019] 还公开了一种制造电极层叠结构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层叠包括每个具有多个接

线片的电极层的多个电极层，其中每个电极层的所述多个接线片包含第一接线片和与第一

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连接第一接线片至引线；以及使所述电极层中具有相同极性

的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连接以制造电极层叠结构。

[0020] 额外的方面将在以下的描述中被部分地阐述且部分将自该描述明显，或者可以通

过所给出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实践而习知。

附图说明

[0021] 从结合附图对示例性实施方式的以下描述，这些和/或其它方面将变得明显且更

易于理解，在附图中：

[0022] 图1A是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的示意图；

[0023] 图1B是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的示意图；

[0024] 图2A是分别具有多个接线片的阴极和阳极的示意图；

[0025] 图2B是具有电极层叠结构的电池的示意图，在该电极层叠结构中图2A的阴极和阳

极被组合；

[0026] 图3A是沿图2B的线m1‑m2截取的截面图；

[0027] 图3B是沿图2B的线n1‑n2截取的截面图；

[0028] 图4是具有连接到引线的接线片的电池的示意图；

[0029] 图5A是具有形成为多皱褶(fold)型结构的电极接线片的电池的示意图；

[0030] 图5B是沿图5A的线l1‑l2截取的截面图；

[0031] 图6是其中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池的第二接线片和引线通过电极线彼此连接的结

构的示意图；

[0032] 图7是其中连接第二接线片和引线的电极线被连接在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池中的

结构的示意图；以及

[0033] 图8是容量(毫安‑小时，mAh)与弯曲数的关系曲线，显示了电池的弯曲试验的结

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现在将详细参考示例性实施方式，其实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始

终表示相同的元件。在这方面上，本示例性实施方式可具有不同的形式并且不应被理解为

限于在此阐述的描述。因此，示例性实施方式仅在以下通过参考附图被描述以说明本发明

构思的多个方面。

[0035] 将理解，当一元件被称为“在”另一元件“上”或者“邻近于”另一元件时，它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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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所述另一元件上或者直接邻近于所述另一元件，或者可以在其间存在居间元件。相反，

当一元件被称为“直接在”另一元件上或“直接邻近于”另一元件时，不存在居间元件。

[0036] 将理解，虽然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可以用于此来描述不同的元件、组件、

区域、层和/或部分，但是这些元件、组件、区域、层和/或部分不应受这些术语限制。这些术

语仅用于区分一个元件、组件、区域、层或部分与另一元件、组件、区域、层或部分。因而，以

下讨论的“第一元件”、“第一组件”、“第一区域”、“第一层”或“第一部分”可以被称为第二元

件、第二组件、第二区域、第二层或第二部分，而没有脱离此处的教导。

[0037] 在此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实施方式，而不旨在限制。在此使用时，单数形式

“一”和“该”也旨在包括复数形式，包括“至少一个”，除非内容以别的方式清楚地表示。“至

少一个”将不被理解为限于“一”。“或”意指“和/或”。在此使用时，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

更多个相关列举项目的任意和所有组合。还将理解，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术语“包含”

和/或“包含……的”或“包括”和/或“包括……的”说明所述特征、区域、整数、步骤、操作、元

件和/或组件的存在，但是不排除一个或更多个其它特征、区域、整数、步骤、操作、元件、组

件和/或其组的存在或添加。

[0038] 此外，相对术语，诸如“下”或“底部”和“上”或“顶部”可以在此使用来描述一个元

件与另一元件如图中所示的关系。将理解，相对术语旨在涵盖除在图中描绘的取向之外装

置的不同取向。例如，如果在附图之一中的装置被翻转，则被描述为在另一元件的“下”侧的

元件可以在另一元件的“上”侧取向。因此，取决于附图的具体取向，示例性术语“下”可以涵

盖“下”和“上”两种取向。类似地，如果在附图之一中的装置被翻转，则被描述为“在”其它元

件“以下”或“下面”的元件可以被取向为在其它元件“上方”。因此，示例性术语“在……下

面”或“在……下方”可以涵盖上和下两种取向。

[0039] 考虑正被讨论的测量和与特定量的测量相关的误差(即，测量系统的限制)，在此

使用时，“大约”或“大致”包括所述值和由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确定的对于特殊值的可接

受偏差范围内的平均值。例如，“大约”可以意指在一个或更多标准偏差内，或者在所述值的

±30％、±20％、±10％或±5％内。

[0040] 除非另外地定义，在此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公开所属

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还将理解，术语，诸如在通用字典中所定义的

那些，应被理解为具有与它们在相关领域和本公开的背景中的含义一致的含义，将不被理

解为理想化或过度正式的意义，除非此处清楚地如此定义。

[0041] 在此参考截面图示描述示例性实施方式，该截面图示是理想化示例性实施方式的

示意性图示。因此，由于例如制造技术和/或公差引起的图示形状的偏离是可以预期的。因

而，在此描述的实施方式不应被理解为限于如在此示出那样的区域的特定形状，而是将包

括例如由制造引起的形状上的偏差。例如，被示为或描述为平坦的区域典型地可以具有不

光滑的和/或非线性的特征。此外，所示出的尖角可以被圆化。因而，在图中示出的区域本质

上是示意性的，它们的形状不旨在示出区域的精确形状，并且不旨在限制所给出的权利要

求的范围。

[0042] 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叠结构以及包括该电极层叠

结构的电池将参考附图被进一步公开。在图中，为了清晰，可以夸大层和区域的厚度。

[0043] 如此处使用的，术语“接线片”指的是从电极层的突出部和电极层的电极活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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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没有设置在电极集流器上的区域二者，如以下尤其是参考图1B更详细描述的。

[0044] 图1A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的示意图。

[0045] 参考图1A，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可以包括具有多个接线片(也就是，第一

接线片12和第二接线片14a)的至少一个电极层10，每个接线片设置在所述至少一个电极层

10上。第一和第二接线片12和14a可以分别是从所述至少一个电极层10的边缘突出到所述

至少一个电极层10之外的区域。第一接线片12和第二接线片14a可以彼此间隔开，并且第一

接线片12和第二接线片14a之间的间隔没有限制。第一接线片12可以从所述至少一个电极

层10的边缘向外突出，并且第二接线片14a可以从所述至少一个电极层10的相同边缘向外

突出。第二接线片14a可以设置在，例如形成在，与在其上形成第一接线片12的边缘不同的

另一边缘上。然而，在该处设置第二接线片14a的边缘不限于此，第二接线片可以设置在电

极层的任何适当边缘上。电极层叠结构可以通过层叠多个电极层形成，并且具有相同极性

的电极层10的每个的第二接线片14a可以彼此电连接。

[0046] 在图1B显示的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所述至少一个电极层10可以包括多个接线

片。所述多个接线片可以分别包括第一接线片12和第三接线片14b。第一接线片12可以从电

极层10的边缘向外突出。第三接线片14b可以形成在第一接线片12的一侧，但是第三接线片

14b的位置不限于此。当比较第三接线片14b和图1A的第二接线片14a时，第二接线片14a像

第一接线片12一样地从电极层10向外突出，而第三接线片14b可以由电极层的电极活性材

料层没有设置在电极层10的电极集流器上的位置处的区域限定。电极层10可以是多边形形

状，诸如矩形形状，并且第三接线片14b可以形成在电极层10内。这里，电极层10可具有其中

多个电极层10层叠的电极层叠结构，并且每个电极层10的第三接线片14b可以彼此电连接。

[0047] 图2A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阴极和阳极的示意图，该阴极和阳极每个具有一

组多个接线片。参考图2A，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100可以包括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

电极层30。例如，第一电极层20可以是阴极并且第二电极层30可以是阳极。第一电极层20和

第二电极层30可以分别包括第一组多个接线片和第二组多个接线片。第一组多个接线片包

括可以形成在第一电极层20的边缘上的第一接线片22和第二接线片24。第一组多个接线

片，也就是第一接线片22和第二接线片24，可以从第一电极层20的边缘突出，并且第二接线

片24可以形成在第一电极层20内。然而，第二接线片24的位置不限于此。第二组多个接线片

包括可以设置在第二电极层30的边缘上的第一接线片32和第二接线片34。第二组多个接线

片，也就是第一接线片32和第二接线片34，可以从第二电极层30的边缘突出，并且第二接线

片34可以设置在第二电极层30内。然而，第二接线片34的位置不限于此。

[0048] 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可以一层接一层地设置以形成叠层，并且如果需

要，可以被折叠。图2B是具有其中图2A的第一电极层20例如阴极和第二电极层30例如阳极

结合以形成电池的电极层叠结构的电池的示意图。参考图2A和2B，第一和第二电极层20和

30可以层叠或折叠以提供电池。例如，如图3A所示，包括第一阴极集流器20a并且在其上具

有设置在单侧上的阴极活性材料层的第一阴极可以设置在第一阳极上，该第一阳极包括在

其上具有设置在两侧上的阳极活性材料的第一阳极集流器30a。第一阳极可以设置在第二

阴极上，该第二阴极包括具有设置在第二阴极集流器20b的两侧上的阴极活性材料层的第

二阴极集流器20b。第二阴极可以设置在第二阳极上，该第二阳极包括第二阳极集流器30b，

该第二阳极集流器30b具有设置在第二阳极集流器的紧邻第二阴极集流器20b一侧上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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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活性材料。在这一点上，第一电极层20的第二接线片24和第二电极层30的第二接线片34

可以彼此分离并且在电极层叠结构的第一电极层20的第一接线片22和第二电极层30的第

一接线片32之间。在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的折叠状态下，如图2B所示的在第一电

极层20的第二接线片24和第二电极层30的第二接线片34之间的间隙G没有被固定，该间隙

可以被选择为具有任何适当的尺寸。

[0049] 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叠结构可具有在其中多个电

极层层叠的结构，并且可具有其中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交替地层叠的结构。隔板

可以形成在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之间。例如，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池可以通过连

续地层叠包括第一电极层20/隔板/第二电极层30/隔板/第一电极层20/隔板/第二电极层

30的结构形成。以此方式，多个第一电极层20和多个第二电极层30可以层叠，并且具有相同

极性的第一和第二电极层20和30的第二接线片24和34可以彼此电连接，如以下进一步公开

的。

[0050] 图3A是沿图2B的线m1‑m2截取的截面图。图3B是沿图2B的线n1‑n2截取的截面图。

[0051] 参考图2A、2B、3A和3B，第一电极层20可以包括至少一个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分

别例如第一和第二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以及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分别例如设

置在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的至少一表面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第一类型活性材料

层21a、21b和21c)。此外，第二电极层30可以分别包括分别设置在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属

集流器30a和30b的至少之一的至少一表面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a、

31b和31c。隔板，也就是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隔板40a、40b和40c，可以设置，例如形成，

在相应的第一电极层和第二电极层之间。第一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a可以设置在，例如形

成在，第一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的下表面上，第一隔板40a可以设置在第一第一类型活

性材料层21a的下表面上。此外，第一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a可以设置在第一隔板40a的下

表面上，第一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可以设置在第一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a的下表面

上。第二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b可以设置在第一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的下表面上，并

且第二隔板40b可以设置在第二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b的下表面上。第二第一类型活性材

料层21b可以设置在第二隔板40b的下表面上，第二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b可以形成在第

二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b的下表面上，并且第三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c可以形成在第二

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b的下表面上。第三隔板40c可以形成在第三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

21c的下表面上。第三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c可以设置在第三隔板40c的下表面上，并且第

二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b可以设置在第三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c的下表面上。

[0052] 更具体而言，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a可以设置在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的下表

面上，并且隔板40a可以设置在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a的下表面上。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

31a可以设置在隔板40a的下表面上，并且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可以设置在第二类型活

性材料层31a的下表面上。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b可以设置在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的

下表面上，并且隔板40b可以设置在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b的下表面上。第一类型活性材

料层21b可以设置在隔板40b的下表面上，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b可以设置在第一类型活

性材料层21b的下表面上，并且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c可以设置在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

20b的下表面上。第三隔板40c可以设置在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c的下表面上。第二类型活

性材料层31c可以设置在第三隔板40c的下表面上，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b可以设置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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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c的下表面上。

[0053] 第一电极层20的第一接线片22可以形成为从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突出。

第一电极层20的第二接线片24可以形成为从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突出。从第一第

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设置的2‑1接线片24a和从第二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b设置的2‑2接

线片24b可以通过第一连接单元25彼此电连接。

[0054] 第一接线片32可以从第二电极层30突出并且可以分别从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

属集流器30a和30b突出。也就是，第一接线片32可以设置在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属集流

器30a和30b的每个上。此外，第二电极层30的第二接线片34可以从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

属集流器30a和30b突出。从第一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设置的2‑3接线片34a和从第二第

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b设置的2‑4接线片34b可以通过第二连接单元35彼此电连接。第一连

接单元25和第二连接单元35可以包括导电材料，诸如金属、合金或导电聚合物。第一连接单

元25和第二连接单元35可以是包括导电材料的铰链单元。

[0055] 第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可以是阴极膜和阳极膜之一，并且第一电极层20可

具有与第二电极层30不同的极性。当第一电极层20是阴极膜时，第二电极层30可以是阳极

膜。此外，当第一电极层20是阳极膜时，第二电极层30可以是阴极膜。如果第一电极层20是

阴极膜，则第一和第二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分别可以是阴极集流器，并且第一至

第三第一类型活性材料层21a、21b和21c可以分别是阴极活性材料层。此外，如果第二电极

层30是阳极膜，则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和30b分别可以是阳极集流器，并且

第一至第三第二类型活性材料层31a、31b和31c分别可以是阳极活性材料层。

[0056] 阴极集流器可以包含从铝、不锈钢、钛、铜和银选出的金属，或者从铝、不锈钢、钛、

铜和银选出的金属的合成物。包括上述至少之一的组合可以被使用。阴极活性材料层可以

包括阴极活性材料、粘合剂和导电材料。

[0057] 阴极活性材料层可以包括可逆地吸收和释放锂离子的至少一种材料。例如，阴极

活性材料可以包括锂‑过渡金属氧化物、镍硫化物、铜硫化物、硫、铁氧化物和钒氧化物的至

少一种。锂‑过渡金属氧化物可以包括锂钴氧化物、锂镍氧化物、锂镍钴氧化物、锂镍钴铝氧

化物、锂镍钴锰氧化物、锂锰氧化物和锂铁磷酸盐。

[0058] 粘合剂可以包括包含聚偏二氟乙烯基团的粘合剂，诸如聚偏二氟乙烯、亚乙烯基

氟化物/六氟丙烯共聚合物、和亚乙烯基氟化物/四氟丙烯共聚合物；包含羧甲基纤维素基

团的粘合剂，诸如羧基纤维素钠和羧基纤维素锂；(甲基)压克力基团粘合剂，诸如聚丙烯

酸、锂聚丙烯酸、聚丙烯腈、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和聚丙烯酸丁酯；以及包含橡胶基团的聚合

物，诸如聚酰胺亚胺、聚四氟乙烯、聚氧化乙烯、聚吡咯、锂四氟乙烯磺酸盐(全氟磺酸)和苯

乙烯‑丁二烯中的至少一种。在此使用时，“(甲基)压克力”基团包括丙烯酸基团或其盐、甲

基丙烯酸基团或其盐，(C1至C12烷基)丙烯酸基团、(C1至C12烷基)丙烯酸基团、丙烯腈基团

和甲基丙烯腈基团。

[0059] 导电材料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种：碳基团导电材料，诸如碳黑、碳纤维和石墨；导

电纤维，诸如金属丝；金属粉末，诸如碳氟化物粉末、铝粉和镍粉；导电晶须，诸如锌氧化物

和钛酸钾；导电的金属氧化物，诸如钛氧化物；和导电聚合物，诸如聚苯撑衍生物。

[0060] 阳极集流器可以是包括铜、不锈钢、镍、铝和钛的金属。阳极活性材料层可以包括

阳极活性材料、粘合剂和导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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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阳极活性材料层可以包括可以与锂形成合金或可以可逆地吸收或释放锂离子的

材料。例如，阳极活性材料可以包括金属、碳基团材料、金属氧化物和金属锂氮化物中的至

少一种。金属可以包括锂、硅、镁、钙、铝、锗、锡、铅、砷、锑、铋、银、金、锌、镉、汞、铜、铁、镍、

钴和铟中的至少一种。碳基团材料可以包括石墨、石墨碳纤维、焦炭、中间相碳微球(MCMB)、

聚并苯、沥青基碳纤维和硬碳中的至少一种。金属氧化物可以包括锂钛氧化物、钛氧化物、

钼氧化物、铌氧化物、铁氧化物、钨氧化物、锡氧化物、非晶的锡复合氧化物、一氧化硅、钴氧

化物和镍氧化物中的至少一种。粘合剂和导电材料可以是在阴极活性材料层中包括的相同

的粘合剂和导电材料。

[0062] 阴极膜和阳极膜可以通过借助使用各种涂敷法在金属集流器上涂覆活性材料层

而形成。涂覆电极活性材料层的方法没有被明确限制。

[0063] 第一和第二接线片22和24可以分别设置在第一电极层20并且可以包括分别用于

形成第一和第二第一类型金属集流器20a和20b的相同材料，以及分别设置在第二电极层30

上的第一和第二接线片32和34可以包括用于形成第一和第二第二类型金属集流器30a和

30b的相同材料。第一和第二接线片22和24可以基本上与形成第一和第二金属集流器20a和

20b的工艺一起形成，并且第一和第二接线片32和34可以基本上与形成第一和第二金属集

流器30a和30b的工艺一起形成。图1B中描绘的第三接线片14b可以通过不在金属集流器的

一区域上涂覆电极材料层而形成。

[0064] 第一至第三隔板40a、40b和40c可以形成为独立的膜，或可以通过在第一电极层20

或第二电极层30上安置非导电的多孔膜形成。第一至第三隔板40a、40b和40c可以电分离第

一电极层20和第二电极层30，并且第一至第三隔板40a、40b和40c的形状可以不与第一电极

层20或第二电极层30的形状相同。第一至第三隔板40a、40b和40c分别可以是多孔聚合物

膜，诸如聚乙烯膜或聚丙烯膜，可以是具有聚合物纤维的织物类型或非织物类型，可以包括

陶瓷颗粒，并且可以包括聚合物固体电解质。

[0065] 图4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连接到引线的接线片的电池100的示意图。参

考图4，第一接线片22可以连接到第一引线26，其中该第一接线片22是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

的电池100的第一多个接线片的至少之一。第一接线片22和第一引线26可以通过在第一接

合单元23处焊接而彼此连接。第一接合单元23可以是通过朝向彼此延伸第一接线片22和第

一引线26而形成的重叠区。另一构件，例如被固定在围绕电池100的外壳上的固定单元，可

以设置在第一引线26的一区域上。第一接线片32，其是第二多个接线片的其中之一，可以连

接到第二引线36。第二多个接线片32和34的第一接线片32以及第二引线36可以通过在第二

接合单元33处焊接而彼此连接。第二接合单元33可以是通过朝向彼此延伸第二多个接线片

的第一接线片32以及第二引线36而形成的重叠区。将被固定在另一构件上的固定单元可以

设置在第二引线36的一区域上。

[0066] 图5A是具有形成为多折叠型结构的电极接头的电池的示意图。图5B是沿图5A的线

l1‑l2截取的截面图。

[0067] 参考图5A，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第一接线片22a连接到第一引线26，并且第二多个接

线片的第一接线片32a连接到电池100的第二引线36。前述结构可以包含多个折叠。参考图

5B，因为第一多个接线片的在第一电极层20和第一接合单元23之间的第一接线片22a包括

多个褶皱(fold)，所以在使用电池100时，由于可能在电极层叠结构的区域中发生的应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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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短路，或性能下降可以被防止。更具体而言，在使用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100时，

应力可能分别集中于第一和第二接合单元23和33上，并且在第一接线片22a和32a上。更具

体而言，在使用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100时，电池100的电极层叠结构可能由于外部

物理力而弯曲，因而，应力可能集中于电极层叠结构的一部分上。具体地，由于在第一和第

二接合单元23和33以及在第一接线片22a和32a上的应力集中以及在其上积累的疲劳，短路

可能发生或电池100的性能可以降低。因而，第一和第二第一接线片22a和32a的耐用性可能

通过将第一和第二第一接线片22a和32a形成为包含多个褶皱而增加。

[0068] 图6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其中具有所述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电池100的引线

26的第二接线片24通过电极线彼此连接的结构的示意图。

[0069] 参考图6，电池100的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第一接线片22可以连接到第一引线26，并

且第二多个接线片的第一接线片32可以连接到第二引线36。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第二接线片

24和第一引线26可以通过第一电极线202彼此电连接。第二多个接线片的第二接线片34和

第二引线36可以通过第二电极线302彼此电连接。在图6中，第一电极线202将第二接线片24

连接到第一接合单元23，而第一接合单元23可以是通过朝向彼此延伸第一接线片22和第一

引线26而形成的重叠区。第一电极线202可以直接连接到第一引线26。同样的可以应用于第

二电极线302。分别用于在另一构件诸如外壳或盖上固定第一和第二引线接头26和36的固

定单元28和38可以分别设置在第一和第二引线26和36的每个的一区域上。

[0070] 在使用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100时，短路可能发生在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第

一接线片22和第一引线26之间以及第二多个接线片的第一接线片32和第二引线36之间。因

为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2和302分别存在，所以即使在第一接线片22和32与第一和第二引线

26和36之间发生短路，也可以保持在电池100的电极层叠结构与第一和第二引线26和36之

间的电流流动。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100可以通过分别包括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2和

302而具有双绕路结构，因而操作稳定性可以提高。如在图3A和3B中描绘的，电池100的第一

电极层20的第一和第二第二接线片24a和24b可以彼此电连接，并且第二电极层30的第一和

第二第二接线片34a和34b也可以彼此电连接。因此，在当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2和302分别

存在的情形下，即使在第一接线片22和32与第一和第二引线26和36之间分别发生短路，第

一和第二引线26和36也可以分别通过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2和302连接到第一电极层20和

第二电极层30。

[0071] 图7是在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池100中的其中连接第二

接线片和引线的电极线被连接的结构的示意图。

[0072] 参考图7，第一多个接线片的第二接线片24和第一引线26可以通过第一电极线203

彼此电连接。第二多个接线片的第二接线片34和第二引线36可以通过第二电极线303彼此

电连接。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3和303可具有各种形状。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3和303可以每

个独立地是线形的或弯曲的，并且可具有弯曲形状、卷绕形状或直线形状，使得在使用电池

100时，第一和第二电极线203和303不被外部物理力容易地断开连接。例如，第一电极线203

或第二电极线303可以形成为具有多个褶皱，例如Z字形形状。

[0073] 图8是显示根据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的弯曲试验的结果的曲线图。这里，E0

表示具有连接到引线而不包括多个接线片的单一接线片结构的电池，E1表示具有图5A的结

构的电池，E2表示具有图6的结构的电池，E3表示具有图7的结构的电池。电池E0至E3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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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极包括由锂钴氧化物形成的四片阴极集流器，电池E0至E3的每个的阳极包括由石墨形

成的四片阳极集流器。在对每个电池E0至E3进行20,000次的弯曲操作之后，测量容量。参考

图8，在电池E1至E3的情形下，在20,000次的弯曲之后的容量变化较小。然而，在具有单一接

线片结构的电池E0的情形下，在重复弯曲操作时，容量降低较大。

[0074] 根据当前示例性实施方式，其中电极层形成为包含多个接线片结构的电极层叠结

构以及具有该电极层叠结构的电池被提供。电池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将所述多个接线片中的

连接到引线的一部分形成为多折叠结构而得以保持。所述多个接线片的不直接连接到引线

的其它部分可以通过电极线电连接到引线，因而，电池可具有改善的稳定性。电极层叠结构

可以通过一方法制造，该方法包括：层叠包括具有多个接线片的电极层的多个电极层，其中

所述多个接线片每个包含第一接线片以及与第一接线片间隔开的第二接线片；将第一多个

接线片的第一接线片连接到引线；以及将具有相同极性的电极层的第二接线片彼此连接以

制造电极层叠结构。

[0075] 以此方式，在根据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的情形下，每个电极层包含多个接线

片结构，并且电极层通过额外的迂回电路电连接到引线，因而，即使在大量弯曲操作之后，

电池也可以具有稳定的操作。根据示例性实施方式的电池可以应用以提供柔性的二次电

池，同样地，可以应用以提供非柔性的电池。

[0076] 虽然已经参考附图描述了一个或更多个示例性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将理解，可以在其中进行形式和细节的各种改变而不脱离由权利要求定义的精神和范

围。

[0077] 本申请要求享有2015年9月14日在韩国知识产权局提交的第10‑2015‑0129775号

韩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和权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益，该韩国专利申请的内容通过引

用被整体合并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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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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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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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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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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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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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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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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