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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相对传统的水溶液二次电池而言，具有比能

量高，循环寿命长和对环境友好的显著优点，是一种很有发展

潜力的电池体系，目前已经在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

电子产品上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 2007 年 6 月欧盟电池指令

草案的通过，锂离子电池也开始逐步进入无绳电动工具市场。
同时，近年来由于环境和石油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各种二次电

池为动力的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由于以磷酸铁锂为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具有相当好的安全

性和比能量，因此成为各种电动车电源的首选。同时由于价格

便宜，使得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单位能量的价格大幅下降，这

样相对氢镍电池受镍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以及铅酸、镉镍电

池的高污染而言，锂离子电池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图

1 至图 4 为几种不同的锂离子电池。
然而，锂离子电池高的比能量就意味着高的危险性，所以

安全问题一直制约着锂离子电池的应用。例如传统的水溶液

二次电池在过充时发生水的分解和复合，在电池内部形成

“氧循环”[1]，因此电池具有一定的抗过充能力。但是对锂离

子电池而言，由于采用的是非水电解液体系，当电池过充时电

解液发生不可逆的氧化分解，或者与高活性的正极材料反应，

因此就很容易导致电池发生爆炸、燃烧等危险事故。

1 影响锂离子电池安全的因素
一般情况下锂离子电池除了要满足容量、内阻和高低温充

放电性能的要求外还需要通过各种安全性能测试。往往锂离子

电池 的 过 充 电、短

路、热冲击和机械

冲击等均容易对电

池 的 安 全 产 生 影

响，但是这些因素

的作用和效果却不

尽相同。

1.1 针刺、短路
和挤压对电池安
全性的影响

当电池发生外

部短路或受到针刺

和挤压时，往往很

容易导致电池内部

的隔膜破裂，造成电池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很大的电流流过，这

样就直接导致电池内部温度急剧升高，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

引发一系列的剧烈反应，甚至发生燃烧、爆炸等安全问题。对

于安全性能较差的电池，这个过程往往在数秒内完成。由于锂

离子电池比能量很高，如 2 200 mAh 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单只

能量可达 30 kJ 左右，一旦发生短路，电池可以达到很高的发

热功率，致使电池在很短的时间内上升到极高的温度，发生危

险后的电池封口处的铝制防爆阀往往被熔化。文献[2]报道了

电池针刺后外壳的温度达到了 380 ℃，同时文献[3]也报道了

因安全问题损坏的电池铝集流体发生了熔化，这与我们的实

验结果一致。

1.2 热冲击对电池安全的影响
当电池受到热冲击时，由于电池导热速率相对较慢，因此

可以经受较短时间的热冲击。与短路和针刺挤压相比，如果热

冲击的温度较低，则对电池的影响不大，如果热冲击的温度较

本文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关于锂离子电池安

全问题的科研文献，对几种影响锂离子电池安全的因素进行

了分析和讨论，给出了一些对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认识，同时

简单介绍了几种提高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方法，希望对这个

领域内的其他研究者有所帮助。

图 1 20 Ah 软包装

LiFePO4 动力电池
图 2 软包装通讯电池

图 3 18650 圆柱电池 图 4 26650 圆柱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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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导致电池负极表面 SEI 膜发生分解[4]，高度嵌锂的负极材

料就会与电解液发生放热反应，此时电池进入危险期，但是否

发生危险取决于电池散热的速率，如果散热速率较慢，就容易

导致电池内部温度进一步升高，隔膜熔化[5]，电池内部发生短

路，温度急剧升高，引发正极材料参与反应，最后发生爆炸等

危险事故，这个过程一般称为“热失控”。

1.3 过充电对电池安全的影响
当电池发生过充时，不同电极材料由于化学性质不同，产

生的影响也不同。在高倍率充电初期，大部分电能通过可逆的

化学反应而被储存，电池发热功率较小，但是在充电后期由于

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反应，电能变成了热能，导致电池温度迅速

升高而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6]。
过充时如果电池的散热较好，或者过充电流很小，此时电

池的温度较低，过充后只发生电解液的分解，此时电池仍然安

全。如果此时电池散热较差，或者由于高倍率充电导致电池温

度很高而引发化学反应，而且此时过渡金属氧化物正极材料

由于严重脱锂，化学活性显著增加，往往导致比单纯的热冲击

更严重的安全问题。这个过程也可以归结为“热失控”。

2 不同正极材料的影响
当电池温度迅速上升时，不同正极材料的电池安全性各

不相同。其中以磷酸铁锂为正极材料的电池安全性能最好，而

镍钴锰酸锂电池又好于钴酸锂电池。由于电池的其他部分基

本相同，因此正极材料的安全性就决定了电池的安全性能。

2.1 热稳定性
当电池处于很高温度时，必然引发处于氧化状态的高活

性正极材料与电池其他部分发生反应，如电解液、隔膜、负极，

甚至铝集流体。由于在高温时过渡金属氧化物正极材料可以

释放出氧[7]，或者为化学反应提供化合态的氧，因此这类正极

材料反应活性很高。由于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的热稳定性稍

好于钴酸锂，因此这类电池的安全性也稍好于钴酸锂电池。磷

酸铁锂充电后生成磷酸铁，由于磷酸铁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即

使在高温下也很难分解释放出氧或为反应提供化合态的氧，

因此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性非常好。

2.2 过充的影响
在电池发生过充电时，不同的正极材料除了由于热稳定

性不同造成的电池安全性能不同外，还容易导致由于材料自

身比容量不同导致的安全问题。
如当充电截至电压为 4.2 V 时，LiCoO2 的容量一般为

145 mAh/g 左右，据此在设计电池时，负极的容量一般高于正

极 10%左右。但是当电池发生过充时，电池的电压已经远高于

4.2 V， 此 时 LiCoO2 可 以 提 供 的 容 量 为 其 全 部 容 量 274
mAh/g，因此已经远远高于负极能接受的容量，此时过多的金

属锂一般沉积在负极的表面，导致电池芯发生膨胀，挤压甚至

刺透隔膜引发内部短路。同理，镍钴锰酸锂也存在类似的问

题。相比较之下，磷酸铁锂由于锂离子的理论利用率为 100%，

负极容量可以确保过充也不出现负极析锂的情况，因此不容

易发生此类问题。

3 提高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措施
3.1 安全的结构设计

由于锂离子电池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因此电池在设计

时就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措施以确保安全。目前采用较多的

结构设计是采用可热封闭的隔膜、串联正温度系数电阻以及

采用防爆盖帽。
3.1.1 热封闭隔膜

当电池由于针刺或挤压等造成很大的电流通过电池，造

成电池温度上升时，电池内部的多孔隔膜迅速软化，由于电池

卷芯较紧，隔膜受到挤压，多孔结构相互粘连而形成一种几乎

完全封闭的结构，因而不能再为离子的传输提供通道，此时流

过电池的电流被迅速切断。安全性能较好的电池针刺后温度

迅速上升，但是在达到隔膜的软化温度时开始下降，电池不再

发生危险。图 5 为正常隔膜与热封闭后的隔膜对比图。

但是如果隔膜在升温时没有形成较好的封闭结构，或者

受力不均匀引发收缩变形造成电池内部短路，此时电池就很

容易上升到很高的温度而发生危险。
3.1.2 正温度系数电阻(PTC)

当电池发生过充或者外部短路时，由于有较大的电流流

过电池串联的正温度系数电阻，导致电阻发热，阻值升高而降

低流过电池的电流，从而为电池提供安全保障。
3.1.3 安全阀

当电池过充后电解液分解产生气体，或者由于受热后电

解液汽化造成电池内部气体压力增加，防爆阀或防爆膜破裂，

释放电池的内压。此外一般圆柱型电池正极盖帽中的防爆阀

在变形的同时切断与电极片的连接，从而防止电池发生危险。

3.2 提高电池安全的化学方法
3.2.1 可聚合的添加剂

当电池过充时，添加剂在电池的正极上发生电化学聚合，

产生 H+，随即在电池负极上被还原为 H2，使电池的内压显著

增加，迫使电池在进入危险状态之前开启防爆阀[8-9]，同时将电

池封口处的引线(极耳)拉断，切断充电电流。因此合适的聚合

电位是选择这类添加剂的关键，文献[10]较系统地研究了聚

合电位与苯环上取代基的关系，选择时可做参考。
当添加剂发生聚合后，如果生成的聚合物导电性较差，则

其沉积在正极的表面，从而阻止了锂离子的传输。如果生成的

聚合物导电性较好，可造成电池内部微短路，在电池发生危险

后将电池储存的电能缓慢释放掉，因此可以进一步提高电池

的安全。一般形成的聚合物是否有电化学活性，很容易从其循

(a)正常隔膜 (b) 热封闭后的隔膜

图 5 正常隔膜与热封闭后的隔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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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伏安图中看出[11]。
3.2.2 电压敏感隔膜

文献[12]报道了采用聚三丁基噻吩做为电池的隔膜，当

电池过充时隔膜由绝缘态变为导电态，此时充电电流直接通

过电池而不发生电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氧化。但是文献中报道

的聚噻吩的氧化电位较低，无法为磷酸铁锂电池和钴酸锂电

池提供有效的保护。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针对不同的电池已经

有不同氧化电位的隔膜。如聚三苯胺氧化电位约在 3.6 V，可

以为磷酸铁锂电池提供一定的保护 [13]，而聚对苯聚苯胺复合

隔膜可以为 4 V 级的锂离子电池提供过充保护[14]。
3.2.3 氧化还原电对

为了使锂离子电池具有一种类似于水溶液二次电池的

氧循环机制，可以在电解液中添加一种氧化还原电对，当电池

过充时，添加剂在正极上氧化，随后扩散到负极被还原，从而

为电池提供一种过充电保护。一般来说添加剂的氧化电位和

极限扩散电流是影响作用效果的重要因素。文献[15]报道卤

代甲氧基苯的氧化电势集中在 3.9～4.2 V 之间，而文献[16]
报道的 2- (五氟苯基)- 四氟 -1,3,2- 苯基二氧硼化合物的氧化

电位达到 4.43 V，可以为 4 V 级的锂离子电池提供过充保护。
3.2.4 阻燃添加剂

由于锂离子电池采用的是碳酸酯类有机电解液，很容易

发生燃烧等问题，因此为了抑制电解液的燃烧，可以采用在电

解液中添加阻燃剂的方法[17]，当阻燃剂达到一定浓度后可以

完全抑制电解液的燃烧，或者采用本身具有不燃性质的氟代

酯类做电解液的溶剂[18]。但是目前报道的阻燃剂往往在较高

浓度时与电池的碳负极相容性较差 [19]，因此限制了其广泛的

应用。除了以上已经广泛采用的机械方法和正在研究的化学

方法外，还有很多正在研究的安全措施，如在 LiCoO2 表面包

覆 AlPO4 提高其安全性 [20]，采用离子液体做为电解液 [21]或者

在电解液中添加热失控抑制剂[22]等。

4 结论
各种锂离子电池由于具有优良的性能而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同时其安全性也同样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锂离子电池由

高活性的正负极材料和有机电解液组成，在受热条件下非常

容易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因此各种情况导致的“热失控”是

引发电池发生危险事故的主要原因。相比较之下，磷酸铁锂电

池的安全性能要远高于以过渡金属氧化物为正极的锂离子电

池。为了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目前一般采用了防爆阀、热封

闭隔膜和正温度系数电阻等安全措施，同时各种提高电池安

全性的化学方法也正在研究中，往往各种安全措施的配合使

用可以更好地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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