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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可克服

现有工艺筛选电芯一致性不高的技术问题。对待

测电芯进行外观筛选然后放入分容柜，分容室温

度为30±3℃；采取恒流恒压依次对待测电芯充

放电，待测电芯活化停止；采用限压对待测电芯

依次间断从大电流到小电流进行放电，使待测电

芯处于放空状态；依次间断用小电流对待测电芯

进行充电，使待测电芯在3.0V的SOC状态一致；把

待测电芯下分容柜，在15-24h之内，测量OCV3和

OCR3，同时进行容量筛选；测OCV4和OCR4，进行k

值计算，测试电芯厚度，参照k值和电芯厚度筛选

电芯，筛选出合格电芯分档出库使用。本发明应

用限压小电流充放电，保证电芯初始状态一致性

更好，提高了电池组的循环性能及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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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00、对待测电芯进行外观筛选；

S200、把外观筛选合格的待测电芯放入分容柜，分容室温度为30±3℃；

S300、采取恒流恒压依次对待测电芯充放电，待测电芯活化停止，搁置若干分钟；

S400、步骤S300之后采用限压对待测电芯依次间断从大电流到小电流进行放电，使待

测电芯处于放空状态，搁置若干分钟；

S500、步骤S400之后依次间断用小电流对待测电芯进行充电，使待测电芯在3.0V的SOC

状态一致；

S600、步骤500之后，把待测电芯下分容柜，在15-24h之内，测量OCV3和OCR3，同时进行

容量筛选，然后搁置若干天；

S700、步骤600之后，测OCV4和OCR4，进行k值计算，测试电芯厚度，参照k值和电芯厚度

筛选电芯，筛选出合格电芯分档出库使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00还

包括：

S301、以电流为0.2～0.3C，限压3.65V，限流0.01C-0.02C  mA，限时180min，对待测电芯

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搁置若干分钟；

S302、以电流为0.6-0.7C，截止电压为2.0V，限时120min，对待测电芯放电，搁置若干分

钟；

S303、以电流为0.6-0.7C，限压3.65V，限流0.01C-0.02C  mA,限时130min，对待测电芯

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搁置若干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00包

括：

S401、以电流为0.6-0.7C，限压2.0V，限时120min，对待测电芯放电后搁置若干分钟；

S402、以电流为0.1C，限压2.0V，限时40min，对待测电芯放电后搁置若干分钟；

S403、以电流为0.05C，限压2.0V，限时30min，对待测电芯放电后搁置若干分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00包

括：

S501、以电流为0.1C，限压3.0V，限流0.01C-0.02C  mA，限时40min，对待测电芯采取恒

流恒压充电后，搁置10-20min；

S502、以电流为0.05C，限压3.0V，限流0.01C-0.02C  mA，限时30min，对待测电芯采取恒

流恒压充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700还

包括对不合格电芯进行二次分容和自放电筛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00中

使待测电芯搁置搁置3-5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00中

使待测电芯搁置搁置5-30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600对

待测电芯进行容量筛选后，然后常温搁置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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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离子电池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因其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等优点已成为车用动力电池的主流选

择。随着电池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各厂家竞争越来越激烈，电池组合的一致性好坏对于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尤其重要。

[0003] 电芯一致性，主要包括初始容量，初始电压，自放电率，初始内阻，满电厚度，空电

态厚度，电芯重量，容量衰减率，内阻增长率，电芯充放电温升等。

[0004] 目前锂电池行业，产线筛选电池一致性依据初始容量，初始电压，自放电率，初始

内阻，空电态厚度，电芯重量参数。之前的分容筛选方案，在分容周期上有一定的缩短，但电

池初始状态一致性不是那么完美，筛选出部分电芯进行二次分容满足筛选要求，同时现有

采用一步较大电流放电完就结束分容，电芯在空电态放置时间不能太长，放置时间太长出

现电芯胀气现象，电芯厚度超标和电性能衰减严重，造成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成本的

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可克服现有工艺的筛选的电芯

一致性不高的技术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包括：

所述分容具体步骤如下：

（1）  将产线上封口后清洗干净的电芯，进行外观检查筛选；

（2）  外观筛选合格电芯放入分容托盘，扫托盘编码和电芯条码，上分容柜，分容室温度

30±3℃；

（3） 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0.2～0.3C，限压3.65V，限流0.01C-

0.02C  mA，限时180min；

（4）  搁置3-5min；

（5） 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0.6-0.7C，截止电压为2.0V，限时120min；

（6）  搁置3-5min；

（7） 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0.6-0.7C，限压3.65V，限流0.01C-

0.02C  mA,限时130min；

（8）  搁置3-5min；

（9） 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0.6-0.7C，限压2.0V，限时120min；

（10）搁置30-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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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0.1C，限压2.0V，限时40min；

（12）搁置5-30min；

（13）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0.05C，限压2.0V，限时30min；

（14）搁置5-30min；

（15）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0.1C，限压3.0V，限流0.01C-0.02C 

mA，限时40min；

（16）搁置10-20min

（17）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0.05C，限压3.0V，限流0.01C-0.02C 

mA，限时30min；

（18）下分容柜。

[0007] 所述分档筛选具体步骤如下：

（1）下柜电芯15-24h之内，测OCV3和OCR3，同时进行容量筛选;

（2） 常温搁置7天；

（3）  测OCV4和OCR4，进行k值计算，参照k值筛选电芯；对不合格电芯进行二次分容和自

放电筛选；

（4）  对电芯厚度进行测试筛选；

（5）  筛选出合格电芯分A,B档出库使用。

[0008]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

步骤3到7，其目的是对待测电芯进行活化，其中第3步采用小电流0.2-0.3C进行恒压恒

流充电，采用小电流减小电芯在第一次充满电过程中极化。

[0009] 步骤8到13，其目的是让电芯处于放空状态，先采用电流0.6-0.7C，限压2.0V进行

放电，为了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也不损伤电芯性能；采用较大电流放电，电芯内部极化大，

不同电芯有差异，导致放电至2.0V放空状态是不一致的，采用搁置时间和小电流0.1C、

0.05C进行放电，降低极化，2.0V放空状态放电完全，对电芯性能不影响。现有很多相关技术

采用一步较大电流放电完就结束分容，后来发现：a、电芯在空电态放置时间不能太长，放置

时间太长出现电芯出现胀气现象，电芯厚度超标和电性能衰减严重；b、对后续分档K值筛选

不利，一步大电流结束，电芯极化差异大，每个电芯起始状态有差异。

[0010] 步骤14到17，其目的是使电芯在3.0V的SOC状态一致，采用搁置和小电流0.1C、

0.05C充电方法，能够有效降低电芯极化，让电芯在3.0V的SOC状态一致更好，有利于K值得

筛选以及后工段pack配组。在3.0V的SOC状态，电芯胀气率很小，满足生产需求，在3.0V电压

状态，电芯周转也比较安全，整合考虑采用3.0V深度分容工艺。

[0011] 综上，本发明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针对电芯一致性和电芯放置问题，在

分容上采用3.0V深度充放电分容工艺，能够有效筛选出一致性好的电芯，应用限压小电流

充放电，保证电芯初始状态一致性更好，给后续筛选提供有利前提条件，有效规避不合格电

芯流入PACK工序，引起质量事件；同时3.0V的SOC状态电芯有较长的放置时间，对其外观和

电性能影响较小，兼顾电芯运输周转问题；该方法操作方便、保证一致性，提高了电池组的

循环性能及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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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一所述的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00、对待测电芯进行外观筛选；

S200、把外观筛选合格的待测电芯放入分容柜，分容室温度为30±3℃；

S300、采取恒流恒压依次对待测电芯充放电，待测电芯活化停止，搁置若干分钟；

S400、步骤S300之后采用限压对待测电芯依次间断从大电流到小电流进行放电，使待

测电芯处于放空状态，搁置若干分钟；

S500、步骤S400之后依次间断用小电流对待测电芯进行充电，使待测电芯在3.0V的SOC

状态一致；

S600、步骤500之后，把待测电芯下分容柜，在15-24h之内，测量OCV3和OCR3，同时进行

容量筛选，然后搁置若干天；

S700、步骤600之后，测OCV4和OCR4，进行k值计算，测试电芯厚度，参照k值和电芯厚度

筛选电芯，筛选出合格电芯分档出库使用。

[0015] 具体通过实例来说明：

实例1

一种方型铝壳30Ah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包括分容和分档步骤：

分容具体步骤如下：

（1）将产线上清洗干净的电芯，进行外观检查筛选；

（2）外观筛选合格电芯放入分容托盘，扫托盘编码和电芯条码，上分容柜，分容室温度

控制在30±3℃；

（3）搁置5min；

（4）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9000mA，限压3.65V，限流500  mA,限

时180min；

（5）搁置5min；

（6）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截止电压为2.0V，限时120min；

（7）搁置5min；

（8）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限压3.65V，限流500  mA,限

时130min；

（9）搁置5min；

（10）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限压2.0V，限时120min；

（11）搁置30min；

（12）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3000mA，限压2.0V，限时40min；

（13）搁置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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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500mA，限压2.0V，限时30min；

（15）搁置5min；

（16）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3000mA，限压3.0V，限流500  mA，限

时40min；

（17）搁置10min

（18）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1500mA，限压3.0V，限流500  mA，限

时30min；

（19）下分容柜。

[0016] 所述分档筛选具体步骤如下：

1)下柜电芯15-24h之内，测OCV3和OCR3，同时进行容量筛选;

2)常温搁置7天；

3)测OCV4和OCR4，进行k值计算，K值和OCR4筛选电芯；对不合格电芯进行二次分容和自

放电筛选；

4)对电芯厚度进行测试筛选；

5)筛选出合格电芯分A,B档出库使用。

[0017] 实例2

一种方型铝壳27Ah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包括分容和分档步骤：

分容具体步骤如下：

（1）将产线上清洗干净的电芯，进行外观检查筛选；

（2）外观筛选合格电芯放入分容托盘，扫托盘编码和电芯条码，上分容柜，分容室温度

控制在30±3℃；

（3）搁置5min；

（4）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6000mA，限压3.65V，限流500  mA，限

时180min；

（5）搁置5min；

（6）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截止电压为2.0V，限时70min；

（7）搁置5min；

（8）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限压3.65V，限流500  mA，限

时130min；

（9）搁置5min；

（10）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8500mA，限压2.0V，限时100min；

（11）搁置60min；

（12）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2700mA，限压2.0V，限时60min；

（13）搁置30min；

（14）以一定的电流放电，所述电流为1350mA，限压2.0V，限时60min；

（15）搁置30min；

（16）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2700mA，限压3.0V，限流500  mA,限

时80min；

（17）搁置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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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一定的电流采取恒流恒压充电，所述电流为1350mA，限压3.0V，限流500  mA,限

时80min；

（19）下分容柜。

[0018] 所述分档筛选具体步骤如下：

1)下柜电芯15-24h之内，测OCV3和OCR3，同时进行容量筛选;

2)常温搁置7天；

3)测OCV4和OCR4，进行k值计算，参照k值和OCR4筛选电芯；对不合格电芯进行二次分容

和自放电筛选；

4)对电芯厚度进行测试筛选；

5)筛选出合格电芯分A,B档出库使用。

[0019] 由上可知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LFP锂离子电芯分容筛选方法，其创新点在于采用

3.0V深度充放电分容工艺，筛选出容量合格电芯；进行搁置，剔除自放电大，厚度变化大的

电芯，筛选出一致性更高的电芯。

[002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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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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