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452871.6

(22)申请日 2011.12.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9920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09

(30)优先权数据

2010-290977 2010.12.27 JP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180062830.1 2011.12.26

(73)专利权人 马场守

地址 日本岩手县盛冈市

(72)发明人 马场守　叶荣彬　菊池正志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和跃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239

代理人 胡艳

(51)Int.Cl.

H01M 10/0585(2010.01)

H01M 10/052(2010.01)

H01M 10/0562(2010.01)

H01M 10/0565(2010.01)

(56)对比文件

CN 101276941 A,2008.10.01,

CN 101246978 A,2008.08.20,

JP 特开2000-28690 A,2000.01.28,

US 6982132 B1,2006.01.03,

审查员 徐开松

 

(54)发明名称

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和全固体锂

二次电池的检查方法

(57)摘要

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制造方法具有：正

极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在基材(11)上形成正极

活性物质层(13)；电解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正

极活性物质层(13)连接的固体电解质层(14)；负

极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固体电解质层

(14)连接的负极活性物质层(16)；以及修复工

序，在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

(16)之间供给修复电流而修复在正极活性物质

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16)之间产生的短路

缺陷。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4页

CN 106099204 B

2019.05.31

CN
 1
06
09
92
04
 B



1.一种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具备：

第1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在基材上形成第1活性物质层；

电解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连接的固体电解质层；

第2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所述固体电解质层连接的第2活性物质层；以及

修复工序，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具有100C以上10000C

以下的修复电流值的脉冲状的修复电流而修复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

层之间产生的短路缺陷，

所述修复工序包含：将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的所述脉

冲状的修复电流的值分阶段地增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修复工序

中仅供给1脉冲的所述脉冲状的修复电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所述修复工序包含：在所

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电流，该电流的值是将针对1个短路缺陷

为100C以上10000C以下的所述修复电流值与所预测的短路缺陷数相乘而得到的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所述修复工序包含：基于

对所述全固体锂二次电池充电或者放电时的特性判定所述短路缺陷的有无。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所述修复工序包含：通过

对所述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开放端电压进行检测而对所述短路缺陷的修复是否完成进行

判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所述修复工序包含：

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不满100C的检查电流的状态下，

对包含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和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的层叠体的温度分布进行测定；以及

通过对与所述检查电流供给前相比在所述层叠体中温度局部上升的温度上升部的数

量进行检测而对短路缺陷的数量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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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和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检查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和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检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使用固体电解质层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作为小型且轻量、能量密度高的电池而被

关注。全固体锂二次电池在基板上具备正极用集电体层、负极用集电体层、正极活性物质

层、固体电解质层以及负极活性物质层等，各层利用溅射法、CVD法等成膜(例如参照专利文

献1)。另外，也能利用各种印刷法等成膜。

[0003] 专利文献1：特开2007－5279号公报

[0004] 另一方面，在使用这样的成膜方法形成各层的情况下，通常生成很多粒子。当在各

层的内部、各层之间插入该粒子时，有时在其附近形成针孔、微小的裂纹等的缺陷。当形成

这样的缺陷时，正极用集电体层和负极用集电体层通过该缺陷导通，发生短路，失去电池功

能，产量降低。

[0005] 另外，例如在下层的集电体层存在隆起部的情况下，层叠在2个集电体层之间的各

层是数μm以下的薄膜，因此该隆起部有时与上层的集电体层接触。因此，有时通过该隆起部

而发生短路。

[0006] 这样的短路缺陷是因为各层是薄膜，也由于上述要因以外的要因而生成。因此，强

烈期望对由于这样的短路缺陷引起的产量降低进行抑制。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是鉴于上述问题而完成的，其目的在于提供能抑制由于短路缺陷而引起的

产量降低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和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检查方法。

[0008] 本发明的第一方式是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具备：第1

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在基材上形成第1活性物质层；电解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所述第1活

性物质层连接的固体电解质层；第2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形成与所述固体电解质层连接的

第2活性物质层；以及修复工序，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修复

电流而修复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产生的短路缺陷。

[0009] 本发明的第二方式是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检查方法。全固体锂二次电池包含：基

材；形成于该基材上的第1活性物质层；与该第1活性物质层连接的固体电解质层；以及与该

固体电解质层连接的第2活性物质层。本发明的检查方法具备修复工序：在所述第1活性物

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物质层之间供给修复电流而修复在所述第1活性物质层与所述第2活性

物质层之间产生的短路缺陷。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局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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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是示出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

[0012] 图3是检查系统的模式图。

[0013] 图4是修复工序的流程图。

[0014] 图5是示出供给短路修复电流时的电池的电压变化的坐标图。

[0015] 图6是示出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其他结构例的局部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第1实施方式)

[0017] 以下按照图1～图4说明将本发明具体化的一个实施方式。

[0018] 图1是示出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一例的局部剖视图。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具有

层叠体L，该层叠体L由基材11和形成在该基材11上的相互不同的各层构成。

[0019] 在本实施方式中，基材11的形状没有特别限定，可以是板状、片状、膜状或者薄板

状。另外，基材11的材质没有特别限定，能使用玻璃、云母、氧化铝、金属、树脂等。

[0020] 在基材11的表面的一部分层叠着正极用集电体层12。该正极用集电体层12具有传

导性，由通常被用作集电体的公知的材料构成。例如，能使用钼(Mo)、镍(Ni)、Cr(铬)、Al

(铝)、Cu(铜)、Au(金)、钒(V)等。

[0021] 在正极用集电体层12上层叠着作为第1活性物质层的正极活性物质层13。正极活

性物质层13是锂过渡金属化合物，只要是能进行锂离子的吸收和释放的材料即可。例如，能

使用LiCoO2、LiNiO2、LiMn2、LiMn2O4、LiFePO4、TiS2、LiM1xM2yOz(M1、M2是过渡金属，x、y、z是

任意的实数)等。而且，可以通过组合多种上述的各材料而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13。

[0022] 在该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上层叠着固体电解质层14。作为固体电解质层14，由被用

作固体电解质的公知的材料构成，例如，能使用在Li3PO4、聚环氧乙烷、聚环氧丙烷、聚环氧

乙烷衍生物等高分子材料内含有由LiPE6、LiClO4等锂盐构成的溶质的物质、Li2S、Li3PO4、

LiPON、Li－Si－Al(P)系复合氧化物等无机固体电解质。而且，可以通过组合多种上述的各

材料而形成固体电解质层14。

[0023] 在固体电解质层14的端部和基材11的表面中的一部分层叠着负极用集电体层15。

负极用集电体层15能使用与正极用集电体层12相同的材料，利用相同的制造方法形成。

[0024] 而且，在固体电解质层14的表面的绝大部分和负极用集电体层15的一部分层叠着

作为第2活性物质层的负极活性物质层16。负极活性物质层16只要是能进行锂离子的吸收

和释放的材料即可。例如，能使用石墨、焦炭、或者高分子烧结体等碳材料、C－Si系合成材

料、金属锂、锂和其他金属的合金、Nb2O5、TiO2、SnO2、Fe2O3、SiO2等金属氧化物、金属硫化物。

可以通过组合多种上述的各材料而形成负极活性物质层16。

[0025] 并且，以覆盖正极用集电体层12的一部分、固体电解质层14的一部分、负极用集电

体层15的一部分、负极活性物质层16的整个表面的方式层叠着保护层17。保护层17的材质

没有特别限定，能使用聚四氟乙烯(PTFE；Poly  Tetra  Fluoro  Ethylene)、二氧化硅等作为

保护层17而公知的材质。

[0026] 图2是示出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制造方法的流程图。

[0027] 首先，在准备用于形成层叠体L的基材11后，进行正极用集电体层形成工序(步骤

S11)。在该工序中，使用公知的方法在基材11上形成正极用集电体层12的薄膜。在本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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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正极用集电体层12用溅射法形成，但是也能利用其他的蒸镀法、例如溅射法以外的物

理气相沉积法(PVD；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热CVD法等化学汽相淀积法(CV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等形成。

[0028] 形成了正极用集电体层12后，进行作为第1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的正极活性物质

层形成工序(步骤S12)。在该工序中，利用溅射在正极用集电体层12上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

13。或者，可以使用其他的PVD法、CVD法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13。另外，可以经由丝网印刷

法、喷墨打印法、喷涂方法等湿式成膜工艺、之后或者同时的干燥、烧结等基于脱水/脱媒的

固体化工艺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13。本检查/修复方法也适用于利用基于这样的湿法的制

造工艺所制作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

[0029] 接着，在电解质层形成工序(步骤S13)中，以覆盖正极活性物质层13的方式形成固

体电解质层14。固体电解质层14利用溅射法形成，但是与正极用集电体层12同样，可以使用

其他的PVD法、CVD法。另外，也能使用各种印刷法、涂敷法。

[0030] 层叠了固体电解质层14后，进行负极用集电体层形成工序(步骤S14)。负极用集电

体层15以覆盖固体电解质层14的端部和基材表面的一部分的方式形成。负极用集电体层15

也能用与正极用集电体层12同样的方法形成。

[0031] 形成了负极用集电体层15后，进行作为第2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的负极活性物质

层形成工序(步骤S15)。负极活性物质层16与正极活性物质层13同样，利用溅射法形成，但

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的PVD法、CVD法形成。另外，也能使用各种印刷法、涂敷法。

[0032] 负极活性物质层16被形成后，进行保护层形成工序(步骤S16)。保护层17以覆盖正

极用集电体层12的一部分、固体电解质层14的一部分、负极用集电体层15的一部分、负极活

性物质层16整体的方式形成。层叠着保护层17的状态下的层叠体的高度是15μm程度。

[0033] 形成有保护层17的层叠体L构成1个单元，对该单元进行修复工序(步骤S17)。该修

复工序兼备对发货前的电池的充放电特性进行检查的工序。

[0034] 图3是示出检查系统20的概略图。该检查系统20是针对单元进行发货前的检查的

装置。通常，锂二次电池在制作单元或者电池后进行用于检查电池容量等的充放电，检查系

统20是用于实施该检查的装置。并且，也包含短路状态的电池在内，电池容量极低的电池作

为不合格品被排除。

[0035] 检查系统20具有充电电路21。该电路21具备与电源连接的控制电路25，该控制电

路25控制对单元CL供给的电流值，并且在将恒定电流供给单元CL进行充电的模式和将脉冲

状的电流供给单元CL而修复短路的修复模式之间切换。另外，充电电路21具备：对具有已知

的电阻值的电阻元件RE和流过电阻元件RE的电流进行检测的电流检测部CD；以及相对于单

元CL并列配设的电压检测部VD。电流检测部CD和电压检测部VD将检测值反馈给控制电路

25。

[0036] 另外，检查系统20具有：以与该充电电路21不接触的状态设置的热成像装置TH；以

及与热成像装置TH连接的监视部MN。热成像装置TH对单元CL的温度分布进行检测，监视部

MN将该温度分布作为图像等可视化。

[0037] 图4示出该修复工序的步骤。首先控制电路25从充电电路21对单元CL供给用于测

定电池容量等的恒定电流，对是否发生短路进行判断(步骤S17－1)。此时，可以对单元CL施

加反向偏压，也可以施加正向偏压。另外，短路判定用的检查电流的大小没有特别限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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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不满100C这样小于作为后述的修复电流而供给的电流值的大小。所谓单位“C”是指能

以1小时将由1个单元CL构成的电池从未充电的状态充电至充满电的状态的电流大小(电流

率(A；安培))。换言之，电流率示出用于将电流值以1小时变至0为止而进行的充电的容量以

1小时放电的电流值。

[0038] 控制电路25在由电流检测部CD正常地检测出电流的情况下，判定为没有发生短路

(在步骤S17－1中为否)，返回到用于观察充放电的特性的通常检查，结束短路缺陷的修复

工序。

[0039] 另一方面，在没有正常地检测出电流而判断为有短路的情况下(在步骤S17－1中

为是)，进行该短路缺陷的修复。在第1实施方式中，首先，利用控制电路25供给缺陷数检测

用的检查电流，利用热成像装置TH检测短路缺陷数(步骤S17－2)。例如，控制电路25对单元

CL施加反向偏压，供给不满100C的检查电流。并且，利用热成像装置TH对从层叠体L放射的

红外线等的强度进行检测，由此计测层叠体L的上面10a侧的温度分布。并且，利用与热成像

装置TH连接的监视部MN，通过目视等检测层叠体L中温度局部上升的温度上升部的数量，将

温度上升部的数量设为短路缺陷数N。即，当在层叠体L内形成有针孔、裂纹等缺陷时，通过

该缺陷，正极用集电体层12和负极用集电体层15导通，发生短路。电流集中在该短路的位

置，与没有缺陷的位置相比温度上升，因此通过热成像装置TH所检测的温度上升部的数量

与短路缺陷数大致相同。此外，可以在检测短路缺陷数时对单元CL施加正向偏压。

[0040] 接着，对单元CL供给修复电流(步骤S17－3)。该修复电流由电量(安培时；Ah)、即

电流值(A)·脉冲时间(秒)规定。并且，该修复电流的电流值优选每1个短路缺陷在100C以

上10000C以下。另外，利用控制电路25，仅将每个短路缺陷具有上述范围的值的脉冲状的修

复电流供给1脉冲。换言之，控制电路25仅供给1脉冲修复电流，修复电流的值是100C以上

10000C以下的电流值乘以短路缺陷数N而得到的值。其结果是，电流分别集中在各短路缺陷

部，由于通过电流的集中而产生的热，各短路缺陷部的导电电路为绝缘体，短路缺陷部消

失。此外，在此，仅供给1脉冲的脉冲状修复电流，但是也可以用多脉冲供给修复电流。在该

情况下，占空比可以是0.5～0.1。

[0041] 此时，当对单元CL供给的修复电流的值不满100C时，不能使短路缺陷部可靠地消

失。另外，在修复电流的电流值超出10000C的情况下，对单元CL施加大的负载，导致电池温

度的上升、变形等，电池功能被破坏的可能性高。

[0042] 另外，即使是10000C以下的电流值，也对单元CL施加负载，因此优选减少供给的修

复电流的脉冲数，减至1脉冲等。由此，能抑制电池功能的劣化。

[0043] 而且，在利用溅射法所形成的层中，与一般利用CVD法所形成的层比较，粒子的发

生频率高。因此，在利用溅射法所形成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中，与利用CVD法所形成的全

固体锂二次电池比较，短路缺陷的发生频率变高。如果是短路缺陷的发生频率低的制造方

法，则将在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16之间供给的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

提高，当按将该修复电流的电流值更新的每个阶段确认短路缺陷的有无时，能减轻对全固

体锂二次电池的损坏。另一方面，如果用短路缺陷的发生频率高的制造方法如上述那样实

施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提高的修复工序，则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更新的频率增

加。因此，在修复工序中仅供给1脉冲修复电流，由此能缩短工序时间。

[0044] 当控制电路25供给修复电流时，对修复是否完成进行判断(步骤S17－4)。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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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假设如下：即，如果供给1次修复电流，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使短路缺陷完全消失，但是在

例如发生大多数的短路缺陷的情况下，这些短路缺陷中的一部分不消失。此时与例如步骤

S17－1同样，对单元CL供给不满100C的检查电流。控制电路25利用电流检测部CD检测电流

值，在电流正常流动的情况下，判断为修复完成(在步骤S17－4中为是)，结束检查工序。

[0045] 在电流没有正常流过电路的情况下(在步骤S17－4中为否)，控制电路25返回到步

骤S17－2，检测短路缺陷数，供给修复电流(步骤S17－3)。并且，以下重复进行短路缺陷数

的检测(步骤S17－2)和修复电流的供给(步骤S17－3)直至修复完成。

[0046] 并且，在步骤S17－4中判定为修复完成，层叠体L的修复完成时，使用单个或者多

个由层叠体L构成的单元进行封装(步骤S18)。例如在使用多个单元的情况下，将各单元并

联或者串联连接，将其相互连接的多个单元与热敏电阻、温度熔断器等保护元件一起收纳

在塑料等外壳中而制作电池封装。即，使用短路缺陷被修复的单元CL进行封装。因此，例如

在封装后发现短路，将与具有短路的单元CL串联或者并联的其他的单元CL废弃，或者将电

池封装拆除，能省略将是不良的单元CL去除等的时间。

[0047] 所封装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被进行发货前的检查工序(步骤S19)。例如，可进行

高温下的充放电、室温下的充放电、电池特性的测定等。此时，电池封装与上述检查系统20

的充电电路21连接而被充电。通过这样重复进行充放电，能使活性物质活性化。在重复进行

规定次数充放电后，充电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被自然放电，可测定放电后的电压，判定为

电压差大的电池不良。因此，能在上述修复工序(步骤S17)中使用在此使用的充电电路21，

所以不必另外设置修复用的电路。

[0048]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能得到如下的效果。

[0049] (1)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制造方法具有：正极活性物质层形

成工序(步骤S12)，在基材11上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13；以及电解质层形成工序(步骤S13)，

形成与正极活性物质层13连接的固体电解质层14。另外，具有负极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步

骤S15)：形成与固体电解质层14连接的负极活性物质层。进一步具修复工序(步骤S17)：在

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16之间供给脉冲状的修复电流而修复在正极活性物

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16之间产生的短路缺陷。因此，即使在制造的过程中产生短路缺

陷，也能通过修复工序消除短路。因此，能抑制由于这样的短路缺陷引起的产量降低。

[0050] (2)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在对层叠体L供给缺陷数检测用的检查电流的状态下，利

用热成像装置TH测定层叠体L的温度分布。并且，将与供给电流前比较温度局部上升的温度

上升部的数量作为短路缺陷数N检测出。而且，将每1个短路缺陷为100C以上10000C以下的

大小的修复电流供给层叠体L，使产生短路缺陷的位置的金属绝缘化。这样，使与短路缺陷

数成比例的电流流过，所以能减轻对电池的损坏，防止在修复工序中失去电池功能。另外，

通过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设为上述范围，能抑制短路缺陷难以充分修复、还可抑制失去电

池功能。

[0051] (3)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利用溅射法形成正极活性物质层13、固体电解质层14以及

负极活性物质层16。并且，在修复工序中仅供给1脉冲修复电流。即，在利用溅射法所形成的

层中，与一般利用CVD法所形成的层比较，粒子的发生频率高。因此，在利用溅射法所形成的

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中，与利用CVD法所形成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比较，短路缺陷的发生频

率变高。如果是短路缺陷的发生频率低的制造方法，将在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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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层16之间供给的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提高，当按将该修复电流的电流值更新的每

个阶段确认短路缺陷的有无时，能减轻对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损坏。另一方面，如果以短

路缺陷的发生频率高的制造方法如上述那样实施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提高的修

复工序，则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更新的频率增加。因此，通过在修复工序中仅供给1脉冲修

复电流，能缩短工序时间。

[0052] (4)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基于对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充电或者放电时的特性判断

短路缺陷的有无，所以能兼备发货前的检查和短路缺陷的修复工序。因此，能缩短修复工

序。

[0053] (第2实施方式)

[0054] 接着，按照图5说明将本发明具体化的第2实施方式。此外，第2实施方式是仅将第1

实施方式的检查方法变更的构成，因此对同样的部分省略其详细的说明。

[0055] 在第1实施方式中，预测短路缺陷的数量，仅供给1脉冲修复电流，但是在第2实施

方式中，不预测短路缺陷的数量，使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上升，修复短路缺陷。即上

述的步骤S17－2被省略。因此，能省略检查系统20的热成像装置TH和监视部MN，能使用检查

电池容量等的通常的检查系统。另外，在第2实施方式中，不进行基于热成像装置TH的温度

变化的检测，因此能将封装结束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作为检查对象。

[0056] 通常进行图4所示的步骤S17－1，当判定为有短路时(在步骤S17－1中为是)，在步

骤S17－3中，一边将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增大一边供给恒定电流。即，如图5所示，将

对单元CL供给的恒定电流的大小以例如5mA、10mA、20mA、50mA的方式分阶段地增大。另外，

恒定电流供给的时间例如分别是2秒。

[0057] 图5中在图中上侧示出对包含分流电阻的电路的电压进行测定的情况下的电压变

化A，在图中下侧示出对单元CL的开放端电压进行检测的情况下的电压变化B。在对包含分

流电阻的电路的电压变化进行测定的情况下，随着使修复电流的电流值分阶段地上升，所

测定的电压变大。这是由于分流电阻引起的，并不表示短路缺陷的修复。另外，在图5中，在

恒定电流值处于5mA～20mA的范围时，开放端电压不变大。这表示短路缺陷在5mA～20mA的

范围中没有被修复。

[0058] 并且，当供给50mA的恒定电流时，仅在1秒后，单元单位电压、开放端电压均急剧上

升，因此可知短路缺陷被修复。但是，如上述那样，在单元单位电压中，当使电流值分阶段地

上升时，可看到由于分流电阻引起的电压上升，另一方面，对于开放端电压，即使使电流值

分阶段地上升，在短路缺陷被修复前，电压值也看不到变化，当短路缺陷被修复时，电压值

急剧上升。因此，在测定开放端电压的情况下，短路被修复前与被修复后的电压差大，因此

使用开放端电压判断短路修复的定时能明确且容易地确认短路缺陷的修复。

[0059] 根据第2实施方式，能得到如下的效果。

[0060] (5)在第2实施方式中，检测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开放端电压，判断修复完成的

定时。因此，与对包含分流电阻等的电路的电压进行检测相比，修复完成后的电压变化更清

楚，因此能更可靠且容易地判断缺陷修复完成的定时。

[0061] (6)在第2实施方式中，将在正极活性物质层13与负极活性物质层16之间供给的修

复电流的值分阶段地放大。因此，即使是短路缺陷数不清楚的情况，也通过分阶段地提高电

流，从而达到能修复短路缺陷的最小的电流值。因此，能减轻对电池的损坏，并且确实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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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短路缺陷。

[0062] 此外，上述各实施方式可以变更为如下。

[0063]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可以是除了如图1所示的构成以外的

电池构成。例如，作为全固体锂二次电池的其他的结构，可以是图6所示的结构。图6的全固

体锂二次电池30的结构与图1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10的结构基本上相同，但是在负极用集

电体层15也层叠于负极活性物质层16的上层这点两者不同。此外，与图1的电池结构同样，

负极用集电体层15在与电解质层14和负极活性物质层16接触的状态下被引出到外部。在制

造图6的全固体锂二次电池30的情况下，在图2的制造方法中，只要使进行负极用集电体层

形成工序(步骤S14)和负极活性物质层形成工序(步骤S15)的顺序相反即可。即，在形成负

极活性物质层16后，与电解质层14和负极活性物质层16接触，且以实质上覆盖负极活性物

质层16的表面的方式形成负极用集电体层15。

[0064]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在基材11上按正极用集电体层12、作为第1活性物质层的正

极活性物质层13、电解质层14、负极用集电体层15、作为第2活性物质层的负极活性物质层

16的顺序层叠，但是不限定于该层叠的顺序。例如，可以在基材11上按负极用集电体层、作

为第1活性物质层的负极活性物质层、电解质层、作为第2活性物质层的正极用集电体层、正

极活性物质层的顺序层叠。另外，层叠状态也不限定于图1的方式，可以将构成上述全固体

锂二次电池10的各层以覆盖其下侧的层的上面的方式层叠。同样，即使是图6所示的电池结

构，也可以使层叠在基材11上的各层的顺序、即层叠正极和负极的顺序相反。

[0065]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将在修复工序中使用的电路和在检查工序中使用的电路设

为同一充电电路21，但是可以按各工序另外设置电路。

[0066]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使用热成像装置TH检测短路缺陷数N，并且供给每1个短路

缺陷为100C以上10000C以下的修复电流，但是可以省略短路缺陷数的检测工序。即，可以在

判断为有短路后，重复进行仅供给1脉冲100C以上10000C以下的电流值的工序和对短路是

否消失进行判断的工序。

[0067] ·正极用集电体层12、正极活性物质层13、固体电解质层14、负极用集电体层15、

负极活性物质层16的成膜方法没有特别限定，例如能使用干(干式)成膜法(溅射、蒸镀、

CVD、PLD、电子束蒸镀等)以及湿(湿式)成膜法(丝网印刷、胶印、喷墨式打印、喷涂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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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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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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