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態電池的堅實基礎
UL Solutions 的最新測試和認證方法可惠及固態電
池供應鏈中的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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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固態電解質 (SSE) 作為陽極和陰極之間離子導體的電池稱為
固態電池 (SSB)。SSB 可傳導不同類型的離子，例如鋰離子、鋁離
子或鈉離子。但鋰離子最受歡迎，因為它具有最小的原子尺寸和
最輕的重量，因而具有最高的理論能量密度。

什麼是固態電池？

5800 
萬美元 
(USD)

3.14 
億美元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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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028 年

全球固態電池市場規
模預計增長 

這種樂觀的增長率預測表明

市場對這種電池科技的

信心正在增強。

32.5% 
預測期內復合年增長率。1



由於傳統鋰離子電池科技在能量密度和安全性方
面已顯現出侷限性，因此 SSB 被視為最有前景的
新一代電池。它們具有高性能，並可能以更低成本
提高安全性。一般而言，在可控的實驗室環境中，
與液態電解質電池相比，SSB 具有更低的可燃性、
更高的電化學穩定性、更高的陰極電位和更高的
能量密度。2

電解質溶液 陽極 陰極

固態電解質陽極 陰極

開發 SSB 不僅僅是將鋰離子電池中的液態電解質和隔離
膜替換為 SSE，還應考慮其他進步，例如改變陽極或陰極
材料。對於陰極側，可以用硫化鋰或鋰空氣等高電壓陰極
材料替代鈷酸鋰等傳統陰極材料，從而提高工作電壓或
容納更多鋰離子。為了提高陽極側的能量密度和容量，可
用硅-石墨化合物、硅或鋰金屬替代石墨陽極。由於鋰金
屬陽極不會浪費主體材料的空間或重量，因此具有優勢。
鋰離子能以固態金屬的形式儲存在陽極中。大多數全固態
電池 (ASSB) 使用鋰金屬作為陽極，以最大限度提高能量
密度，這是 SSB 科技的一項關鍵優勢。

鋰離子電池

全固態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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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 的優勢和日益
增長的使用案例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演變，鋰離子電池如今很受歡迎並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用於可攜式電子裝置、
電網儲能系統和電動車。然而，目前市場上的大多數鋰離子電池採用液態電解質。液態電解質是多種
有機化合物的混合物，具有在高溫下易燃且不穩定的本質特點。近年來，入耳式耳機、手機、電動車 
(EV) 和電池儲能系統等產品發生了涉及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的危險事故。

EV 對固態電池的需求不斷上升，消費性電子產品小型化趨勢日益增長，以及大型公司不斷增加研發活
動等因素，不斷推動固態電池市場的增長。3 固態電池不僅能用於行動裝置和膝上型電腦等高級消費
性電子產品，還越來越廣泛地用於能量收集和穿戴式裝置，而且亦可能給 EV 領域帶來顛覆性改變。4

SSB 最令人期望的優勢是較高的體積與重量能量密度。 與傳統鋰離子電池相比，SSB 具有以下幾項
優勢：

更加

更加 更加

更能

更可能具備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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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
因為 SSB 不會洩漏有毒的有機流體， 
而且具有非揮發性。

穩定
無論是機械穩定性，還是熱穩定性。

永續性和可回收性
這正是目前鋰離子科技所缺少的。

耐受
較大的工作和儲存溫度範圍， 
尤其在低溫儲存和高溫工作時。

高效
而且由於使用鋰金屬陽極，因此充
電速度更快。



SSB 的另一項優勢是：與傳統有機電解質相比，SSE 在更高的工作電壓下仍可存在，這使得應
用高電壓陰極材料成為可能。例如，使用氟化物作為固態電解質，可以輕鬆地將電壓提高到 5V 
以上，甚至 6V 以上，而不會促使固態電解質發生嚴重分解。5 相比之下，傳統有機電解質在較
高電壓條件下更易於分解，因此最大充電電壓通常限制在 4.2V 左右。工作電壓越高意味著電
池的功率越大。因此，與傳統鋰離子電池相比，採用高工作電壓的 SSB 可提供更高的能量密
度。此外，還可降低電池充電電流，從而降低會導致電池劣化的熱量聚集，或者，也可以使充電
電流保持不變，從而減少充滿電所需的時間 (相同容量的鋰離子電池和固態電池相比較)。

固態電池在多種產業的應用，包括：

• 熱穩定性優異
• 自放電相對較低
• 在廣泛溫度範圍內具有較高離子電導率
• 使用的電解質具有非揮發性
• 電解質不可燃，因而安全
• 能量密度高
• 耐受性高
• 不會形成 SEI 層，因此使用壽命更長

• 加工成本低
• 柔性隔離膜可承受較高

機械應力
• 僅在室溫下具有較高離

子電導率

• 使用的陶瓷隔離膜
是剛性材料，額外
應力可能使其斷裂

• 自放電可能縮短儲存期限
• 使用的電解質易燃，可造成 EV 燃燒
• 固態電解質介面 (SEI) 層的形成可影響

使用壽命
• 電解質反應導致陰極材料的選擇有限
• 熱穩定性差
• 對過充電敏感

固態鋰離子電池

液態鋰離子電池

優勢

優勢

挑戰

挑戰

鋰離子電池和固態電池的優勢和挑戰6

由於 SSB 具有超高能量密度和快速充電能力，因此更適於 EV 應
用，因為它們可讓 EV 實現更高性能，從而滿足甚至超過使用者對
於傳統燃油車的預期。大多數汽車公司都在為電池投資，競相為
關鍵的下一代電池科技和電池管理系統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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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工業儲能 消費性電子產品 航太



SSB 的挑戰和
安全問題

目前市面上的 SSB 面臨一項挑戰，那就是只有大約三年的使用壽命。7 但人們正在進行研發以解決克
服這個問題。

理想的 SSB 應具有以下特性：

這些問題會導致性能不佳，並限制其應用範圍。在上面提到的所有關鍵問題中，介面問題和枝晶生長
可嚴重影響性能和安全性。

與傳統鋰離子電池的固態介面相似，在 SSB 固態電解質/電極介面發生的電化學反應也可造成一些問
題。在 SSB 中，鋰離子從電解質傳導到電極，並在電解質-電極介面區域與活性物質和電子發生氧化
還原反應。

但是，要實現這種 SSB，還存在一些挑戰，包括：

介面問題 枝晶生長 SSE 的低離子電導率

電化學穩定性差 機械穩定性差 缺少大規模生產的可行性。

 

 

 

較厚的複合正極層
具有較高的有效質量負載

鋰金屬陽極
帶或不帶用於鍍鋰的額外薄
鋰層

較薄的固態電解
質層
可實現目標能量和功率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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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池循環過程中，陰極和陽極材料的反復體積變化會引起反復的介面應力變
化，從而可加劇連接問題。在具有鋰金屬陽極的電池中，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
重，因為鍍鋰/鋰剝離行為會導致更大規模的體積變化。

枝晶是在充電過程中形成的金屬微結構。在陽極表面形成枝晶對高能量密度鋰
電池和很多其他電池類型的安全性和可循環性而言是一項重大挑戰。由於電解
質和陽極之間的異質性，在充電/放電過程中，會在陽極-電解質介面形成枝晶。
如果陽極表面的電流分布不均勻，則枝晶的形成會變得更加嚴重。枝晶可能持
續生長，並造成電芯內部短路，從而導致電芯過熱，甚至起火。

理論上，由於觸發溫度更高且沒有液態電解質反應，SSB 引起熱失控的概率低
於鋰離子電池。在實踐中，需要根據 SSB 的成分、物理組態和應用/用例進行驗
證。帶鋰金屬陽極的 SSB 比傳統鋰離子電池含有更多的鋰，因此，如果所有鋰
都發生反應，則熱失控的危險可能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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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鋰金屬陽極的 SSB 比傳統鋰離子電池含有更多的鋰，

因此，如果所有鋰都發生反應，
則熱失控的危險
可能更

嚴重。



降低 SSB 
風險

透過對 SSB 設計和生產使用風險評估方法，利害關係者可評估與電池科技有關的安全
風險並確定其他測試需求。此外，可能需要進行其他測試才能滿足適用於電池科技的
應用特定要求或司法管轄區法規。

這些複雜程序看似需要進行一系列詳盡無遺的測試才能評估給定電池科技、裝置或產
品的安全性。UL Solutions 可幫助製造商在產品開發流程伊始制定整體策略，從而減
少整體支出，節省時間並有助於避免可能延遲市場推出的意外安全和性能問題。爲電
池制定全面策略的過程至少應包括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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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

瞭解監管環境

考慮市場要求和客戶預期

尋求專家意見和建議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 4 步

• 評估與電源有關的潛在安全風險。
• 確定爲解決風險和危險需要進行的設計變更。
• 準確找出可能需要的其他安全評估和測試標準。

• 確定目標市場和每個地區的相關法規。
• 調查和概述基本要求。
• 根據監管要求制定評估、測試和認證計畫。

• 確定可產生競爭優勢的要求或措施。
• 制定符合法規、驗證產品宣告、提升消費性產品接受度或實現供應差異化所需

的評估、測試和認證。

• 找到受認可的 ISO 17065 獨立認證機構以幫助規劃。
• 概述具有成本效益的評估、測試和認證策略以節省長期開銷。
• 提出與國際要求有關的問題。



UL Solutions 
如何提供協助

UL Solutions 是全球安全科學領導者，透過幫助提高市場對創新的信心，為電池科技的
進步提供支援。我們可按下列主要國際、地區和國家標準和認證方案測試和認證電池
產品，包括固態電池電芯以及電池電芯和電池組、充電器和變壓器以及電池供電的最終
產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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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SSB 科技的持續發展與創新，電池和電池供電最終產品的原始設備製造商 (OEM)、
供應商和製造商應尋求值得信賴的專業第三方實驗室的支援和幫助，以提升產品的安全
性與性能，縮短開發週期並加快上市速度。

UL Solutions 針對電池科技提供全面的測試和認證服務。我們能夠提供電化學特性、環
境、機械和電氣可靠性方面的服務，幫助您管理安全風險和產品品質，提高性能並證明符
合市場准入要求。

UL 1642

UL 1973

UL 2054

UL 2271

UL 2580

IEC/EN 60086 系列

IEC/EN 61960 系列

IEC/EN/UL 62133-2

IEC/EN/UL 62368-1

IEEE 1625/1725

其他地區和國家特定性能和安全性標準

鋰電池標準 (包括 SSB)

固定式和行動式輔助動力用途中所用電池標準

家用和商用電池標準

輕型電動車 (LEV) 所用電池標準

電動車所用電池標準

不可充電電池和電池組

可充電電池和電池組 - 性能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和電池組 - 安全性

音訊/視訊、通訊、IT 整合電池

解決平板電腦和行動電話的 CTIA 無線協會要求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1642_6_S_20200929
https://standardscatalog.ul.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1973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2054_3_S_20211117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2271_2_S_20180907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C2580_3_S_20200311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62133-2_1_S_20200110
https://www.shopulstandards.com/ProductDetail.aspx?productId=UL62368-1_3_S_20191213


在 UL Solutions，我們始終關注科技如何影響安全以緊跟市場發展步伐，並與消費者權益組織、同業公會和
使用者團體緊密合作，制定旨在發現和規避風險的標準。

我們為製造商提供全面的電池安全計畫，幫助降低安全問題的可能性：

公認的專業知識 
我們擁有超過 40 年的電池評估和測試經驗。透過證明符合適用標準，數以千計的產品獲
得 UL 認證，這是品牌聲譽和公眾信任的關鍵驅動因素。

供應商選擇 
成功往往取決於專案參與夥伴的能力。UL Prospector® 和 UL Product iQ® 資料庫可幫
助製造商按特性、應用、安全資料、性能特性等找到符合其需求的供應商。

系統化的安全方法
我們採用系統化的安全方法分析消費者依賴的輔助產品，例如替換電池和充電器。

故障分析和稽核 
當我們使用諸如模擬、物理測試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測試產品極限並找出弱點所在時，
就可以得到一些與產品安全有關的實用資訊。

繼續教育 
我們為整個電池價值鏈的研發、合規、工廠、裝配、維護、運輸和裝運工作人員提供自學
培訓以及資訊豐富的網路研討會，幫助應對監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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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瞭解更多與我們的電池測試和認證服務有關的資
訊，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UL.com/batt 或在  
Ul.com/contact-us 上聯絡我們

https://www.ul.com/services/battery-safety-testing
https://www.ul.com/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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