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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及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
性检测装置及方法 ，
其中检测装置包括测试底
座、测试上盖及温度检测装置，
所述测试底座上
设有若干个第一导热柱，
所述若干个第一导热柱
之间通过第一绝缘垫隔离且它们底部分别设有
加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连接至加热控制器，
所
述测试上盖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导热柱对应的第
二导热柱，
若干个第二导热柱之间通过第二绝缘
垫隔离，
所述第一导热柱、第二导热柱上均设有
温度传感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与所述温度检测装
置信号连接，
测试时将极片置于测试底座和测试
上盖之间，
温度检测装置检测第二导热柱温度上
升时间。
本发明提供的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
致性检测装置及方法，
可检测锂离子电池极片导
热率是否均匀，
检出有缺陷的极片，
提高电池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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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测试底座(1)、测试上盖
(2)及温度检测装置(8) ，
所述测试底座(1)上设有若干个第一导热柱(3) ，
所述若干个第一
导热柱(3)之间通过第一绝缘垫(9)隔离且它们底部分别设有加热装置(4) ，
所述加热装置
(4)连接至加热控制器(5) ，
所述测试上盖(2)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导热柱(3)对应的第二导热
柱(6) ，
若干个第二导热柱(6)之间通过第二绝缘垫(10)隔离，
所述第一导热柱(3)、第二导
热柱(6)上均设有温度传感器(7) ，
所述温度传感器(7)与所述温度检测装置(8)信号连接，
测试时将极片置于测试底座(1)和测试上盖(2)之间，
温度检测装置(8)检测第二导热柱(6)
温度上升时间。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一导热柱(3)、
第二导热柱(6)均为圆柱体。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一导热柱(3)的上表面与第一绝缘垫(9)的上表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所述第二导热柱(6)的
下表面与第二绝缘垫(10)的下表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温
度检测装置(8)包括单片机、与所述单片机电连接的显示屏，
所述单片机包括温度采集模
块、
计时模块、
将温度上升时间与预设时间比较的处理模块、
及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的显示
模块，
所述显示模块与所述显示屏连接以显示处理结果。
5 .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的检测方
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待测极片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量；
(2)将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试；
(3)通过加热装置对第一导热柱进行加热，
第一导热柱的温度控制在40～100℃，
通过
加热控制器控制加热功率一致；
(4)将步骤(1)得到的极片置于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之间，
盖上上盖，
开始计时，
记录每
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5～10℃所用的时间，
每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时间在预设时间范
围内的极片判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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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
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工作电压平台高、
能量密度大、
自放电率小等优点，
在需要轻量化和长时间仓库货架存储的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比如手机、
笔记本电脑、
电动汽车等。锂离子电池的加工过程有一百多道工序，
前段就是极片的制作。
实际生产过程
中，
由于极片间的差异和检测手段的不完善，
电池会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局部过热局部过
充放等状况，
影响到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和储能性能。
电极片的一致性是电池性能一致性的
基础，
电池一致性又是动力电池配组使用的前提。因此完善的电池极片检测和一致性评估
方法的开发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现有技术的极片检测主要有视觉检测，
通过人工的方法目测，
或者用视觉仪器进
行检测，
如专利申请201510082341 .2就采用CCD视觉图像传感器来进行检测。视觉检测的主
要检测项目为漏涂、破损、折痕等。有涂布均匀性的检测，
测量浆料的涂布厚度。
电阻率测
试，
专利申请201310698102 .0公开了一种测试极耳到各测试点的电阻来评价一致性的方
法。
也有测试各选取点极片与活性材料粘合力的方法。
[0004]
测试虽然越来越完整，
但是现有技术没有考虑锂电池的安全性跟电性能和热性能
紧密相关，
导热率将直接影响电池内部温度分布，
温度分布的不一致会导致电池老化的不
一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其结构简单，
可
对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的一致性进行检测。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方法。
[0007] 基于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之一是：
[0008] 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
包括测试底座、测试上盖及温度检测装
置，
所述测试底座上设有若干个第一导热柱，
所述若干个第一导热柱之间通过第一绝缘垫
隔离且它们底部分别设有加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连接至加热控制器，
所述测试上盖上设
有与所述第一导热柱对应的第二导热柱，
若干个第二导热柱之间通过第二绝缘垫隔离，
所
述第一导热柱、第二导热柱上均设有温度传感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与所述温度检测装置信
号连接，
测试时将极片置于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之间，
温度检测装置检测第二导热柱温度
上升时间。
[0009]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一导热柱、
第二导热柱均为圆柱体。
[0010]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一导热柱的上表面与第一绝缘垫的上表面位于
同一平面上，
所述第二导热柱的下表面与第二绝缘垫的下表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3

CN 106198618 B

说

明

书

2/3 页

[0011]

在其中的一些实施方式中，
所述温度检测装置包括单片机、与所述单片机电连接
的显示屏，
所述单片机包括温度采集模块、
计时模块、
将温度上升时间与预设时间比较的处
理模块、及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的显示模块，
所述显示模块与所述显示屏连接以显示处理
结果。
[0012] 基于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之二是：
[0013] 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待测极片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量；
[0015]
(2)将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试；
[0016]
(3)通过加热装置对第一导热柱进行加热，
第一导热柱的温度控制在40～100℃，
通过加热控制器控制加热功率一致；
[0017]
(4)将步骤(1)得到的极片置于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之间，
盖上上盖，
开始计时，
记
录每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5～10℃所用的时间，
每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时间在预设时
间范围内的极片判定为合格。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9]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可检测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的均匀性，
检测极片缺陷，
提高电池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为本发明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
[0023] 1、
测试底座；
[0024] 2、
测试上盖；
[0025] 3、
第一导热柱；
[0026] 4、
加热装置；
[0027] 5、
加热控制器；
[0028] 6、
第二导热柱；
[0029] 7、
温度传感器；
[0030] 8、
温度检测装置；
[0031] 9、
第一绝缘垫；
[0032] 10、
第二绝缘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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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中采用的实施条件可以根据具体厂家的条件做
进一步调整，
未注明的实施条件通常为常规实验中的条件。
[0034] 参见图1，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提供一种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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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装置，
包括测试底座1、测试上盖2和温度检测装置8，
在测试底座1上设有若干个第一导
热柱3，
这些第一导热柱3之间通过第一绝缘垫9隔离且它们的底部分别设有加热装置4，
加
热装置4连接至加热控制器5，
测试上盖2上设有与第一导热柱3对应的第二导热柱6，
第二导
热柱6之间通过第二绝缘层10隔离，
第一导热柱3、第二导热柱6上均设有温度传感器7，
其中
所有第一导热柱3下部同一位置设置温度传感器7，
所有第二导热柱6上部同一位置设置温
度传感器7，
这些温度传感器7与温度检测装置8信号连接，
测试时将锂离子电池极片置于测
试底座1和测试上盖2之间，
温度检测装置8检测第二导热柱6温度上升时间。
[0035] 本例中，
第一导热柱3、第二导热柱6均为圆柱体，
测试底座1上的第一导热柱3呈阵
列布置，
测试上盖2上的第二导热柱6呈阵列布置，
以作为极片上的多个测试点。
[0036] 为了保证极片导热率检测的均匀性，
第一导热柱3的上表面与第一绝缘垫9的上表
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第二导热柱6的下表面与第二绝缘垫10的下表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0037] 其中温度检测装置8包括单片机、
与所述单片机电连接的显示屏，
所述单片机包括
温度采集模块、
计时模块、
将温度上升时间与预设时间比较的处理模块、
及与所述处理模块
连接的显示模块，
所述显示模块与所述显示屏连接以显示处理结果。
[0038] 采用锂离子电池极片导热率一致性检测装置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将待测极片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量；
[0040]
(2)将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置于10～35℃恒温箱内，
待温度稳定后进行测试；
[0041]
(3)通过加热装置对第一导热柱进行加热，
第一导热柱的温度控制在40～100℃，
通过加热控制器控制加热功率一致；
[0042]
(4)将步骤(1)得到的极片置于测试底座和测试上盖之间，
盖上上盖，
开始计时，
记
录每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5～10℃所用的时间，
每个第二导热柱温度上升时间在预设时
间范围内的极片判定为合格。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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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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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