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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一种生产控制方法，本发明要求

保护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一致性的制备方法。本

发明制备得到的电池大大提高了电池的真实一

致性，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电池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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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一致性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1)确定一致性要求，即电池串联成组的标准差σ，

(2)标定锂离子电池产线的一致性控制能力σc，

(3)确定需要并联的单元电池数n＝(σ/σc)2，

(4)以电池组的容量C要求除以需要并联的单元电池数(σ/σc)2，得到一致性控制单元的

容量C/n，

(5)按照一致控制单元的容量设定控制单元，

(6)按照产线的正常工艺进行锂离子电池生产，且将步骤(5)中设定的控制单元作为检

测对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电池串联成组的标准，不

同节允许的参数差异为容量千分之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如以电芯为一致性控制单

元，其容量差异为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当锂离子电池产线的一致

性能力为3％，而要求的锂离子电池产线一致性能力为0.1％，则标准差σ需要降低30倍，并

联数量要求9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控制单元为极片组、

极片或极片上的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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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一致性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特别涉及一种电动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制造一致性控制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目前是电动汽车车载储能动力源的首选，这主要得益于它具有的诸多

优点，比如高的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低自放电、长寿命、免维护。在现有动力电池技术水

平下，电动汽车必须使用大量电池串并联形成电池组来满足使用要求，但是动力电池组实

际使用时，性能指标往往达不到单只电芯的水平，循环寿命更是缩短数倍甚至十倍。分析是

由于电池的高度非线性，电池之间也存在制造工艺、材质、使用环境、连接方式等差异，电池

单体之间存在不一致。即使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的电芯在电压、内阻、容量、自放

电等方面也存在差别。这就需要电池组合使用时，要经过严格的配组，而配组，就需要设计

一致性检测方法，这方面有相当多的工作。而设计的一致性检测方法，则很难考虑到方方面

面的，也很难说哪种一致性检测方法测试的结果就真的代表电池的一致性，而各种一致性

参数之间，也只能这个一致性参数配得好一些，那个一致性参数就会差一些。再好的一致性

检测方法和配组，首先也得有能够满足一致性要求的电池芯生产。

[0003] 因此，开发生产技术提高出产动力电池的一致性，就成为一种努力的方向，专利申

请201110183273.0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方法是控制单节电池内正极片的总重量和负极片的

总重量。不过这种方法并没有触及提高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一致性的本质。电池组的一致

性，指的是串联成组的各节之间各种性能的一致性。如果在生产技术水平同等的条件下，每

个控制单元之间的离散程度用正态分布来表示，一个正态分布用两个参数可以完全确定，

就是平均值μ和标准差σ，如图2所示。标准差代表了一个参数的离散度，这个由3σ原理可以

看出，超出[μ-3σ,μ+3σ]这个范围的不到千分之三。但是如果串联的一节改为N个小控制单

元并联，那么得到的均值不变，标准差σ变为原来的N的平方根，串联各节的一致性大大增

加，以电动大巴为例，每节350Ah如果以一个350Ah的电芯来作为一致性控制单位，其参数的

标准差为σ0，如果能够使用175个2Ah的小电芯并联，每个2Ah的小电芯作为一致性控制单

元，则参数的标准差会变为σ0/13。而不把整个电芯作为一个控制单元，而把电芯内部的某

个制造单元作为一致性控制单位，整节电芯扩展到10000个一致性控制单元，则参数的标准

差会变为σ0/100。以现有技术容量控制的精度[-0.97μ，1.03μ]为例，可以认为σ约等于1％

μ，350Ah的电池芯容量离散区间为[339.5Ah,360.5Ah]，而扩展到10000个控制单元并联后，

串联一节350Ah的容量分布区间为[349.9,350.1]。组内不同结间的容量差异为万分之三，

远远超过了千分之一的容量差异的配组标准。

[0004] 现有技术都是以一个电芯为一致性控制单元，不能解决提高锂离子动力电池一致

性提高的要求。

发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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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生产控制方法，提高动力锂离子电池产品的一致性。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一致性的制备方法，其

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确定一致性要求，即电池串联成组的标准σ，

[0008] (2)标定锂离子电池产线的一致性控制能力σc，

[0009] (3)确定需要并联的单元电池数n＝(σ/σc)2，

[0010] (4)以电池组的容量C要求除以需要并联的单元电池数(σ/σc)2，得到一致性控制

单元的容量C/n，

[0011] (5)按照一致控制单元的容量设定控制单元，

[0012] (6)按照产线的正常工艺进行锂离子电池生产，且将步骤(5)中设定的控制单元作

为检测对象。

[0013] 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1)中，电池串联成组的标准，不同节允许的

参数差异为容量千分之一。

[0014] 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2)中，以电芯为一致性控制单元，其容量差

异为3％。

[0015] 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3)中，当锂离子电池产线的一致性能力为

3％，而要求一致性为0.1％，则标准差σ需要降低30倍，并联数量要求900。

[0016] 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4)中，所述控制单元为极片组、极片或极片

上的一个区域。

[0017] 本发明的实质是降低一致性控制的单位，利用尽可能多的一致性控制单位配组并

联来提高电池的一致性，并在前端对一致性进行尽可能有效的测试和控制。现有技术一般

是以一个电池芯为控制单位，本发明降低到对于极片的一致性检测方法和控制，乃至极片

上一个单位面积的一致性检测和控制，对于特殊要求，可以控制到各种物料颗粒的一致性。

[0018] 本发明是一种逼近一致性实质的方法，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9] 1.可以根据电池组的一致性要求来进行生产设计，一致性可以预先设计。

[0020] 2.本发明制备得到的电池大大提高了电池的真实一致性，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

高电池性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细化一致性控制单位的示意图。

[0022] 图2为细化一致性控制单位的效果示意图，可用于计算一致性控制的单元采用多

大容量的单位。

[0023] 图3一致性设计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上述方案做进一步说明。应理解，这些实施

例是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限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采用的品种可以根据具体厂家

的要求做进一步调整，未注明的实施条件通常为常规实验中的条件。

[0025] 实施例1  倍率型锰酸锂44安时177串电池组的制备方法的提高一致性方法，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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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如下步骤：

[0026] 1 .明确一致性要求，即电池串联成组的标准，不同节允许的参数差异，比如容量

0.5％，

[0027] 2 .标定产线的一致性控制能力，比如以电芯为一致性控制单元，其容量差异为

3％，

[0028] 3.确定需要并联的单元数，比如产线的一致性能力为3％，而要求0.5％，则标准差

σ需要降低6倍，并联数量要求36，

[0029] 4.以电池组的容量要求除以需要并联的单元数，得到一致性控制单元的容量44/

36＝1.22Ah，

[0030] 5.按照一致控制单元的容量设定控制单元，根据每片极片设计0.41Ah，确定3对极

片组成的极片组为一致性控制单元，

[0031] 6.按照产线的正常工艺进行生产，将步骤5中设定的控制单元作为检测对象。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一致性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合浆，分别检测正极浆料和负极浆料的粒度分布、密度、浓度、电阻率参数，来

控制浆料的一致性；

[0035] (2)涂布，将混合均匀的正极浆料涂布到正极集流体上，将混合均匀的负极浆料涂

布到负极集流体上，分别检测面密度、涂布厚度、附着力参数，来控制极片涂布每个单位面

积的一致性；

[0036] (3)极片的分切，将步骤(2)得到的正极集流体和负极集流体分别进行精细的分

切，分别获得尺寸一致的正极极片和负极极片，以此控制极片之间的一致性；

[0037] (4)将切好的正极片和负极片，根据重量、吸液量、预化成的容量内阻电压自放电

率参数进行一致性检测；

[0038] (5)根据一致性检测结果，对极片进行配组；

[0039] (6)配好组的极片做成一个电芯。

[0040] 上述实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能

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精神

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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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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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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