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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及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为属于锂离子电池故障诊断及修复

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聚合物多孔复合隔离膜

绝缘性能的判断以及电芯单元的微短诊断和修

复技术及装置。电池隔离膜的绝缘性能及电芯单

元的微短故障对于整个锂离子电池体系的安全

性有直接影响。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评价隔离膜绝

缘稳定性及电芯单元故障情况的方法。该方法运

用DC600/800V脉冲电流，对所测单元片进行耐压

程度测试并对故障极片进行修复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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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设有三个单元部分：驱动控制

单元、检测控制单元、工作指示控制单元，所述驱动控制单元包括升压模块、放电模块，所述

检测控制单元包括比对检测模块，所述工作指示控制单元包括电源指示、检测指示、修复指

示、合格指示，单元间彼此相互驱动控制来完成对极片的检测工作；

驱动控制单元：负责驱动升压模块和降压模块，对其所升电压范围进行调节控制，通过

回馈信号启动放电模块；

升压模块：接收驱动控制单元信号进行升压，输出100-1000DCV高电压；

放电模块：对极片修复检测过程结束后所存留在极片中的电荷进行泄放，消除静电；

检测控制单元：对电池的极片进行检测，对升压模块设定高压DCV600/800，以一个恒定

的脉冲电流，对极片进行扫描，在规定的时间内看极片所能承载耐压强度；

比对控制模块：以恒定的电流(I)对不同电阻（R）的电池极片进行扫描产生相对变化的

ΔU,以设定的U值为判断依据，ΔU＞U或＜U  所产生的电压值作为比对参数，并以此作出判

断输出信号；

工作指示单元：工作指示单元由工作指示、修复、合格通过三个阶段构成，电源指示灯

或电压/电流表显示结果，指示设备通电；检测指示灯亮，设备工作对极片进行检测；如果ok

合格指示灯亮，如果进入NG将进行修复，修复指示灯亮，待修复完毕，合格指示灯起，表示修

复且该被检测极片合格；

当触发修复检测开关以后，驱动控制单元发出升压信号，升压模块接收到信号以后开

始升压达到设定值DCV600/800，驱动装置以恒定的电流输出施加到被测电池极片的正负极

上，对电池极片或电池进行脉冲扫描，由于极片的电阻不同，扫描产生的耐受电压而不同，

这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扫描与设定的电压比对达到要求值视为合格，如在规定时间内耐受

电压超过设定电压，触发比对模块，对此作出响应信号传达给工作指示单元，检测控制单元

的检测模块与指示单元的工作、检测、修复、合格步骤进行比对控制对应指示灯作出相应显

示，工作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亮，极片合格；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灭，极片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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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离子电池故障检测及修复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能够评价聚合

物锂离子隔离膜、电芯单元片及电芯的耐压等级的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隔离膜的耐压稳定性是影响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能好坏的关键。目前许多商

品化的锂电池隔离膜由于自身缺陷或制造过程中毛刺、粉尘、隔离膜褶皱、极片均匀性、颗

粒度等问题造成的绝缘等级问题，影响电池的使用和组配。带来使用的安全隐患。因此对隔

离膜进行准确有效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隔离膜进行耐压度的检测，可以定性分析

出电池在制造构成中因隔离膜缺陷或者复合叠片过程中造成的耐压绝缘度不够等问题，这

样可以有针对性甄别不同耐压等级的极片，进而分级别使用，从而大大提高电池的使用安

全性，因此耐压度的跟踪测试，尽早发现隔离膜的缺陷或潜在的隐患，对指导电池的安全使

用至关重要，其可以避免由于生产环境和生产瑕疵，因颗粒因毛刺造成正负极接触而形成

的短路或绝缘度层间距不够造成的微短路，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评价聚合物锂离子隔离膜、

极片及电池的耐压等级的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及方法

[0004] 本发明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达到：

[0005] 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设有三个单元部分：

[0006] 驱动控制单元(升压模块、放电模块、)检测控制单元(比对检测模块)工作指示控

制单元、(电源指示、检测指示、修复指示、合格指示)，单元间彼此相互驱动控制来完成对电

池极片或电池的检测工作。

[0007] 驱动控制单元：负责驱动升压模块和降压模块，对其所升电压范围进行调节控制。

通过回馈信号对电池极片进行放电。

[0008] 升压模块：接收驱动控制单元信号进行升压，输出100-1000DCV高电压。

[0009] 放电模块：对极片修复检测过程后所存留在极片中的电荷进行泄放，消除静电。

[0010] 检测控制单元：对电池的极片进行检测，对升压模块设定高压DCV600/800，以一个

恒定的脉冲电流，对极片进行扫描，在规定的时间内看极片所能承载耐压强度，如能够承受

住视为合格。耐受电压ΔU。

[0011] 比对控制模块：以恒定的电流(I)对不同阻止(R)的电池极片进行扫描产生相对变

化的ΔU,U-ΔU产生的U1作为比对参数，并以此作出判断输出信号。

[0012] 工作指示单元：工作指示单元由，工作指示、修复、合格通过三个功能组成，电源指

示灯或电压/电流表显示结果，指示设备通电；检测指示灯亮，设备工作对极片进行检测；如

果ok合格指示灯亮，如果进入NG将进行修复，修复指示灯，待修复完毕，合格指示灯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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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且该被检测极片合格。

[0013] 当触发修复检测开关以后，驱动控制单元发出升压信号，升压模块接收到信号以

后开始升压达到设定值DCV600/800，驱动装置以恒定的电流输出施加到被测电池极片或电

池的正负极上，对电池极片或电池进行脉冲扫描，由于极片的电阻不同，扫描产生的耐受电

压而不同，这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扫描与设定的电压比对达到要求值视为合格，如在规定

时间内耐受电压超过设定电压，便触发比对模块，对此作出响应信号传达给工作指示单元，

检测控制单元的检测模块与指示单元的工作、检测、修复、合格步骤进行比对控制对应指示

灯作出相应显示，工作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亮，极片合格；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灭，极

片不合格。

[0014]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方法，将待检测极片的正极夹

到P+端，极片负极夹到P-端，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时间为

0.1S左右，控制CJ-1继电器导通，输出的检测电压立即施加到极片，如果有内部短路，会有

漏电流反馈到R27  1M电阻，该元器件属于检测控制单元的一部分。C端有电压产生，通过图2

比较电路，加到运放741反相端，进行是否合格比较，在规定的时间t内电池极片所产生的耐

受电压ΔU超过设定的DCV还是低于设定的DCV，如果超过则进行修复,修复灯亮直至修复合

格,合格灯亮。如果低于设定DCV则通过合格灯亮。而耐受电压是通过通过D触发器发出高低

平控制指示灯，进行是否合格指示，通过调节电位器W5，可以调节与漏电阻电压的并联值，

从而实现调节合格的标准值。

[0015] 如图2，极片正极夹到P+端，极片负极夹到P-端。

[0016] 在检测过程中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时间为0.1S

左右，控制CJ-1继电器导通，输出的检测电压立即施加到极片，如果有内部短路，会有漏电

流反馈到R27  1M电阻，C端有电压产生，通过图2比较电路，加到运放741反相端，进行是否合

格比较，通过D触发器发出高低平控制指示灯，进行是否合格指示。通过调节电位器W5，可以

调节与漏电阻电压的并联值，从而实现调节合格的标准值。

[0017] 如图3，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开启继电器CJ-1，同

时触发U1  555时基芯片发出脉冲，使得开关变压器迅速升压，施加到极片上，脉冲结束的同

时，触发U3  555时基芯片，进行检测。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本发明的的工作原理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电路中的比较电路部分；

[0020] 图3是本发明电路中的判断电路部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如图1-图3所示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装置，

[0022] 设有三个单元部分：

[0023] 驱动控制单元(升压模块、放电模块、)检测控制单元(比对检测模块)工作指示控

制单元、(电源指示、检测指示、修复指示、合格指示)，单元间彼此相互驱动控制来完成对电

池极片或电池的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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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驱动控制单元：负责驱动升压模块和降压模块，对其所升电压范围进行调节控制。

通过回馈信号对电池极片进行放电。

[0025] 升压模块：接收驱动控制单元信号进行升压，输出100-1000DCV高电压。

[0026] 放电模块：对极片修复检测过程后所存留在极片中的电荷进行泄放，消除静电。

[0027] 检测控制单元：对电池的极片进行检测，对升压模块设定高压DCV600/800，以一个

恒定的脉冲电流，对极片进行扫描，在规定的时间内看极片所能承载耐压强度，如能够承受

住视为合格。耐受电压ΔU。

[0028] 比对控制模块：以恒定的电流(I)对不同阻止(R)的电池极片进行扫描产生相对变

化的ΔU,(在规定的时间t内所能产生的耐受电压)U-ΔU产生的U1作为比对参数，并以此作

出判断输出信号。

[0029] 工作指示单元：工作指示单元由，工作指示、修复、合格通过三个功能组成，电源指

示灯或电压/电流表显示结果，指示设备通电；检测指示灯亮，设备工作对极片进行检测；如

果ok合格指示灯亮，如果进入NG将进行修复，修复指示灯，待修复完毕，合格指示灯起，表示

修复且该被检测极片合格。

[0030] 当触发修复检测开关以后，驱动控制单元发出升压信号，升压模块接收到信号以

后开始升压达到设定值DCV600/800，驱动装置以恒定的电流输出施加到被测电池极片或电

池的正负极上，对电池极片或电池进行脉冲扫描，由于极片的电阻不同，扫描产生的耐受电

压而不同，这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扫描与设定的电压比对达到要求值视为合格，如在规定

时间内耐受电压超过设定电压，便触发比对模块，对此作出响应信号传达给工作指示单元，

检测控制单元的检测模块与指示单元的工作、检测、修复、合格步骤进行比对控制对应指示

灯作出相应显示，工作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亮。极片不合格，指示单元的合格指示灯灭。

[0031]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锂离子电池缺陷检测判断修复方法，将待检测极片的正极夹

到P+端，极片负极夹到P-端，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时间为

0.1S左右，控制CJ-1继电器导通，输出的检测电压立即施加到极片，如果有内部短路，会有

漏电流反馈到R27  1M电阻，该元器件属于检测控制单元的一部分。C端有电压产生，通过图2

比较电路，加到运放741反相端，进行是否合格比较，在规定的时间t内电池极片所产生的耐

受电压ΔU超过设定的DCV还是低于设定的DCV，如果超过则进行修复,修复灯亮直至修复合

格,合格灯亮。如果低于设定DCV则通过合格灯亮。而耐受电压是通过通过D触发器发出高低

平控制指示灯，进行是否合格指示，通过调节电位器W5，可以调节与漏电阻电压的并联值，

从而实现调节合格的标准值。

[0032] 如图2，极片正极夹到P+端，极片负极夹到P-端。

[0033] 在检测过程中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时间为0.1S

左右，控制CJ-1继电器导通，输出的检测电压立即施加到极片，如果有内部短路，会有漏电

流反馈到R27  1M电阻，C端有电压产生，通过图2比较电路，加到运放741反相端，进行是否合

格比较，通过D触发器发出高低平控制指示灯，进行是否合格指示。通过调节电位器W5，可以

调节与漏电阻电压的并联值，从而实现调节合格的标准值。

[0034] 如图3，触发修复按钮以后，U2  555时基芯片输出一个高电平，开启继电器CJ-1，同

时触发U1  555时基芯片发出脉冲，使得开关变压器迅速升压，施加到极片上，脉冲结束的同

时，触发U3  555时基芯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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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上述变压器频率为：周期600US，脉宽30US

[0036] 修复触发时间：0.2S

[0037] 检测触发时间：0.1S

[0038] 修复电压：单张极片修复电压600-800V

[0039] 14片叠片以后未点焊之前修复电压400V-500V

[0040] 点焊完以后整组极片没有修复只有检测

[0041] 检测电压：单张极片检测电压450-550V

[0042] 14片叠片以后未点焊之前检测电压400V-500V

[0043] 点焊完以后整组极片检测电压200-300V

[0044] 合格标准：基准电压3.5V，即U5LM741运放2脚对地电压值(不同极片随时调节)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

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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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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