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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快速区分锂离子电池隔膜是单层隔膜还是三层隔膜，通过对锂离子电池隔膜进行撕扯实验，
观察其在撕扯过程中是否出现中间层，来判断该电池隔膜是单层隔膜还是三层隔膜。经过多次实验发
现，单层隔膜在撕扯过程中，不会出现中间层，而三层锂离子电池隔膜，在撕扯到一定长度后就会出现中
间层。因此，通过实验可以证明，在锂离子电池隔膜撕扯试验的过程中，出现中间层的电池隔膜可判定为
三层隔膜，而实验过程中始终未出现中间层的电池隔膜为单层隔膜。
关键词：锂离子电池；隔膜；ＰＰ 单层隔膜；ＰＰ／ＰＥ／ＰＰ 三层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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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技术
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常见的充电电池，隔膜是其结
构中关键的内层组件之一。隔膜的主要作用是使电池的
负极分隔开来，
避免出现两极接触短路，同时还能使
正、
电解质离子通过。常用的隔膜有三种：
ＰＰ（单层）、
ＰＥ（单
层）和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备注：
ＰＰ 为聚丙烯；
ＰＥ 为聚
乙烯）。隔膜生产技术门槛比较高，因此，全球锂离子电
池隔膜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美国和
日本的企业占据了约 ８０％的隔膜市场。
我国电池隔膜的生产，在厚度和孔径的均匀度方面
与国际领先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国内大部分隔膜的
来源主要依靠进口，
国内的生产设备为低成本的单层聚
烯烃拉伸隔膜生产线，仅可以供应中、低端市场。但是，
随着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加大，部分国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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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ＰＰ（单层）隔膜材料来冒充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材
料进行出售，赚取高额利润，这对国内的锂电池市场形
成了负面的影响。
ＰＰ（单层）与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相比，虽然在
一些基本技术性能上相近，但是在安全性能上存在巨大
差别。由于 ＰＥ（聚乙烯）熔点低，
闭孔温度低，
容易使隔膜
产生闭孔，
所以 ＰＥ 内层提供了高速关闭能力，
在电池温
度异常升高时能首先发生电流切断作用，防止电池反应
失控。同时，
在隔膜发生电流切断后 ＂ＰＰ／ＰＥ／ＰＰ＂ 的层叠
结构仍在一个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良好的力学性能，
对电池短路的热惯性有更好的承受能力。以上 ＰＥ 中间
层的特点可以保证电池的安全性，大幅降低了电池异常
短路的现象。所以，
ＰＥ 中间层对安全性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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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微量物证技术在锂离子电池隔膜质量鉴定方面

第一项金相切片是进行隔膜内部隔膜层数确认最
直观的方法，
通过截面的形貌可以进行初步判断。当然

的技术应用方案
目前，国内对隔膜是 ＰＰ（单层）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
（三层隔膜）隔膜的鉴定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金相切片
配合透射 ＦＴＩＲ 红外光谱分析，
ＤＳＣ 差示扫描量热法以
及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从鉴定的数据全面性来说，一般配合透射的 ＦＴＩＲ 红外
光谱分析就更能说明问题。ＦＴＩＲ 红外光谱分析利用的
是 ＰＰ 与 ＰＥ 对某些频率的红外光产生吸收的特征峰的
不同来进行检测，
同时在扫描模式上也要求使用 ＂ 透射 ＂
模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金相切片配合 ＦＴＩＲ 方法鉴别是 ＰＰ（单层）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

第二项 ＤＳＣ 差示扫描量热法，主要适用于没有金
相切片或 ＦＴＩＲ 红外光谱仪但是热分析仪器配备较齐全

ＤＳＣ 差示扫描量热法中所测量出的熔点 Ｐｅａｋ 的不同来
进行检测，
如图 ２ 所示。

的企业。ＤＳＣ 差示扫描量热法利用的是 ＰＰ 与 ＰＥ 在

图 ２ ＤＳＣ 方法鉴别是 ＰＰ（单层）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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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观察法，则是对锂离子电

关 。 譬 如 ，对 于 美 国 原 产 的 Ｃｅｌｇａｒｄ 品 牌 的 型 号 为

池隔膜的微孔结构进行微区观察的重要手段。隔膜的主

２３２５Ｘ５９．５ 的 锂 离 子 电 池 隔 膜 ， 微 孔 尺 寸 在 ０．０４ ×

要作用是利用其不导电性使电池的正负极分隔开，防止

０．１μｍ 左右，而国内有些厂家用的 ＰＰ 单层隔膜的微孔

两极接触短路；依靠自身的微孔结构，让电池中的锂离

尺寸在 ０．０８×０．５μｍ 左右，相当于美国原厂 Ｃｅｌｇａｒｄ 隔

子通过，使电解质发生反应，保持正负极间良好的离子

膜微孔面积的 １０ 倍，如此大的微孔面积极易引起电池

导电性。所以，
隔膜微孔尺寸和分布均匀性是影响电池

微短路从而导致电池自放电过快，容量下降，且其安全

性能非常重要的性能参数，对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

性也存在隐患，
易造成电池发生容量低、短路率高、安全

来说是采用了干法工艺制备隔膜，微孔的形状为长条

性差等质量问题。如图 ３ 所示。

形，微孔的尺寸大小与锂离子通过隔膜的透过能力有

图 ３ 单层隔膜与多层隔膜在电镜下的图像

以上三种方法已成为业界比较成熟的区分 ＰＰ （单
层）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的方法，但是对
大批量采购隔膜的企业来说，如果把每一批、每一卷隔
膜都通过这样的实验方法进行检测，其检测费用很高，
而且检测周期也很长，特别是 ＤＳＣ 对实验时间有一定
的要求。于是，
能否开发出一种几乎不需要成本且快速
的鉴别方法成为目前很多锂电池企业隔膜采购部门一
项重要的课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发了一种快速（２ 分
钟内），
低成本（几乎是零成本）的区分 ＰＰ（单层）隔膜，
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隔膜的方法，可适用于现场进行快

３ 现场快速鉴定单层 ＰＰ 膜与三层 ＰＰ／ ＰＥ／ ＰＰ 膜
的抽检方法
关键点：由于 ＰＰ／ＰＥ／ＰＰ 的多层锂电池隔膜比 ＰＰ 单
层的锂电池隔膜多了一层中间层，所以在进行大量的隔
膜撕扯实验后发现，
如果是有 ＰＥ 的多层隔膜，
其中间层
可以单独拉伸出现；
如果是 ＰＰ 单层，
采用同样的方法撕
扯，
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第一步：将隔膜取出一段（建议至少 ２０ｃｍ），准备撕
扯实验。如图 ４ 所示。

速产品质量鉴定。

图 ４ 电池隔膜撕扯实验样品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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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把取出的隔膜，沿长边方向用剪刀划出小

过大量实验证明，沿短边方向，隔膜无法被撕裂开）。如

缺口，
作为撕扯起始点。即撕扯方向是沿长边方向的（通

图 ５ 所示。

图 ５ 电池隔膜撕扯起点

第三步：
开始撕扯实验，注意撕扯的手法，不能上下

内，在撕扯实验中会多次拉伸出 ＰＥ 中间层；如果是 ＰＰ

撕扯，
而是要左右撕扯。

单层膜，
在 ２０ｃｍ 的长度内，
全部撕扯结束都不会拉伸出

第四步：如果是 ＰＰ／ＰＥ／ＰＰ 的多层，在 ２０ｃｍ 的长度

中间层。如图 ６ 所示。

（ａ）

下转 ６５ 页

图 ６ 电池隔膜撕扯实验中单层隔膜和多层隔膜的撕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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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ＥＳＡ 的点火系统分析

４ 结束语

程度，
从而为降低能耗和降低排放提供技术支持。

ＥＳＡ 系统控制爆燃的方法是，发动机先按计算出的
点火提前角工作，如果出现爆燃 （由爆燃传感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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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图 ６ 电池隔膜撕扯实验中单层隔膜和多层隔膜的撕扯现象

第五步：以撕扯实验是否会出现中间层为依据，快
速判断出锂离子电池隔膜是 ＰＰ （单层） 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

４ 结论
通过该撕扯实验，
能够快速（２ 分钟内）、低成本（几乎
没有成本） 地区分出电池隔膜是 ＰＰ （单层） 隔膜，还是
ＰＰ／ＰＥ／ＰＰ（三层隔膜）。为企业采购部门能够及时、快速、
低成本地进行隔膜货物的全检或抽检，
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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