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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回首———我是如何“误入”科技期刊编辑这一行的？

文　力（１－１）
""""""""""""""""""""

专　　稿
磷酸铁锂改性技术的专利信息分析

张　谦　崔海洋　王　青　樊金鹏（６－２９３）
"""""""

本刊专稿

夜夜情深 文　力（６－２９７）
"""""""""""""""

科研论文

ＤＭＦＣ放电模式与性能稳定性研究

魏浩杰　姜　颖　王慢想　刘桂成（１－４）
""""""""

石墨替代活性炭对空气电极性能的影响

李　金　闫慧忠　王　利　李宝犬（１－８）
""""""""

Ｔｉ掺杂对Ｌｉ１１６７Ｎｉ０４Ｍｎ０３８３Ｃｏ００５Ｏ２的影响

寇艳娟　韩恩山　朱令之　刘丽丽（１－１２）
""""""""

改进安时法结合神经网络估算锂离子电池ＳＯＣ

吴海东　任晓明　那　伟　黄　超（１－１６）
""""""""

泡沫镍上生长纳米片ＺｎＣｏ２Ｏ４负极材料

赵豆豆　汝　强　郭凌云　胡社军（２－６１）
""""""""

１８６５０型Ｌｉ４Ｔｉ５Ｏ１２／ＬｉＣｏＯ２电池失效模式分析

朱蒋红　张竞择　谢晓华　夏保佳（２－６５）
""""""""

叠片式锂离子电池能量的影响因素

李国华　张宏生　王　莉　何向明（２－６９）
""""""""

酸处理石墨毡催化ＰｂＯ２／Ｐｂ
２＋
电化学活性

王明廷　蒋百灵　刘　政　计东东（２－７２）
""""""""

石墨烯包覆硫镍复合材料用于锂硫电池

张胜利　司丹亚　宋延华（２－７６）
""""""""""""

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碱浸影响因素

蒋志军　张亚莉　王　乾　张　慧（２－８０）
""""""""

一氧化硅／碳／膨胀石墨用作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王　迪　谢晓华　夏保佳　张　建（３－１２１）
"""""""

含氟磷腈阻燃电解液共溶剂

刘　榛　尚玉明　王　莉　何向明（３－１２５）
"""""""

水热法制备还原氧化石墨烯硫复合材料的性能

张胜利　宋延华　司丹亚（３－１２９）
"""""""""""

高温热处理制备硫／碳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郭建强　李　晶　黄叶菊　彭汝芳（３－１３３）
"""""""

己二腈对高电压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影响

周邵云　洪坤光　余　乐　张利萍（３－１３７）
"""""""

锂离子电池均衡电路设计与策略验证

陈哲群　徐　刚　余得贵（３－１４０）
"""""""""""

混合锂盐ＬｉＴＦＳＩＬｉＯＤＦＢ基电解液的高温性能

王青磊　李法强　贾国凤　上官雪慧（４－１７７）
""""""

添加剂二甲基乙酰胺与石墨负极的相容性

卢秋建　曲群婷　王　艳　郑洪河（４－１８１）
"""""""

钠离子电池负极Ｐ／ＳｎＳｂ／Ｃ复合材料的性能

郭　庆　汝　强　陈晓秋　侯贤华（４－１８５）
"""""""

１丙烯１，３磺酸内酯对高电压锂离子电池的影响

周邵云　洪坤光　余　乐　张利萍（４－１８９）
"""""""

掺杂Ｆｅ对正极材料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芦　敏　韩恩山　朱令之　张广泉（４－１９３）
"""""""

Ａｌ２Ｏ３掺杂对ＣｏＮｉＭｎ正极材料性能的影响

胡晋莲　李广宇　邵忠财　张月秀（４－１９７）
"""""""

高分散纳米Ａｌ２Ｏ３改性复合电解质隔膜的性能

周冉冉　何向明　尚玉明　李建军（５－２３５）
"""""""

基于道路模拟实验的ＰＥＭＦＣ机械振动特性

李玉坷　何云堂　郝　冬　侯永平（５－２３９）
"""""""

以竹炭负载ＭｎＳ、Ｓ复合材料为正极的锂硫电池

侯向阳　刘景东（５－２４３）
"""""""""""""""

氮掺杂的介微孔碳／硫复合材料的性能

杨书廷　田拴宝　尹艳红　岳红云（５－２４７）
"""""""

两步法合成锂离子电池用双草酸硼酸锂

陈　姚　杨倩韵　于欣伟　陈胜洲（５－２５１）
"""""""

超低温锂离子电池的研制

程广玉　顾洪汇　高　蕾　王　可（５－２５５）
"""""""

高温固相法制备高温锂电池用ＬｉＣｒ３Ｏ８

苗会敏　吴　铸　杜俊霖　夏保佳（６－２９８）
"""""""

聚吡咯／脲醛树脂多孔碳的超级电容性能

张海涛　邹勇进　向翠丽　孙立贤（６－３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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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Ｏ３包覆正极材料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

靳芳芳　任　丽　赵　德（６－３０６）
"""""""""""

钠离子电池用ＳｎＳｂ合金／碳材料的性能

汪　贝　汝　强　侯贤华　胡社军（６－３１０）
"""""""

溶胶凝胶法制备负极材料铜掺杂钛酸锂

刘瑞龙　徐卡秋　曾　珍　吴保强（６－３１４）
"""""""

学术动态

储能与动力电池的研究进展

———第七届中国储能与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学术研讨

与技术交流会议综述

张永新　张哲泠　雷刚铁　李　胜（１－２０）
""""""

技术交流

混合正极中ＬｉＭｎ０７Ｆｅ０３ＰＯ４粒径对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影响

王赞霞　袁万颂（１－２４）
""""""""""""""""

动力锂离子动力电池循环后的性能分析

李　杨　张　娜（１－２８）
""""""""""""""""

电池ＳＯＥ估算法及电动汽车工况下的应用

罗　玲　宋文吉　林仕立　冯自平（１－３１）
""""""""

电动汽车用镍氢电池的水冷却设计方案

石运才　吕彩琴　张鹏程　李　博（１－３５）
""""""""

纳米磷酸铁锂／石墨烯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

孔令涌　尚伟丽　任　诚　黄少真（１－３８）
""""""""

聚酰亚胺隔膜改善锂离子电池的性能

单香丽　王庆杰　张云朋　毛　敏（１－４２）
""""""""

高安全长寿命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Ｌｉ４Ｔｉ５Ｏ１２电池的制备

石先兴　王慧敏　吕豪杰　郑利峰（２－８３）
""""""""

电解液对ＬｉＮｉ０８Ｃｏ０１５Ａｌ００５Ｏ２／石墨电池性能的影响

程广玉　顾洪汇　高　蕾　王　可（２－８７）
""""""

动力方形镍氢电池的制备与性能

段松华　孟海星　刘新军　何明前（２－９１）
""""""

锂离子电池负极分散工艺研究

钱　龙　朱　丹　饶睦敏　杨斌斌（２－９５）
""""""

干燥温度对水性粘结剂及电池性能的影响

王栋梁　李洪涛　周志勇　平丽娜（２－９８）
""""""

锡含量对ＰｂＣａＳｎＡｌ合金性能的影响

王力臻　张泽昌　张林森　方　华（２－１０１）
""""""

安全型电解液对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影响

高桂红　张红梅　姚兰浩（２－１０５）
""""""""""

锂源添加方法对Ｌｉ［Ｌｉ０２Ｍｎ０５４Ｃｏ０１３Ｎｉ０１３］Ｏ２性能的影响

何文祥　孙　伟　王军生　施利勇（３－１４４）
""""""

Ｌｉ／ＣＦｘ电池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毛　敏　张红梅　姚华杰　单香丽（３－１４８）
""""""

正极浆料分散对锂离子电池内阻的影响

苗　萌　朱晓辉　张　宝（３－１５２）
""""""""""

方形锂离子电池的Ｘ射线影像技术无损检测

葛春平　李　胜　李育林（３－１５５）
""""""""""

添加Ｓｂ２Ｏ３对正极活性物质微观结构的影响

刘小锋　陈顺宏　孟　刚　徐建刚（３－１５８）
""""""

熔盐燃烧法制备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廖达前　习小明　高　雄　周春仙（４－２００）
""""""

锌银电池干态贮存寿命影响因素的探讨

王　冠　刘立清　倪作恒　马　军（４－２０４）
""""""

十二烷基磺酸钠对锌合金阳极性能的影响

谷书华　王岷云　李清湘　王力臻（４－２０８）
""""""

碳纳米管及导电炭黑ＳｕｐｅｒＰ对ＬｉＦｅＰＯ４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方东升　孔令涌　尚伟丽　黄少真（４－２１１）
""""""

搁置时间对阀控式铅酸电池性能的影响

包有富　陈　胜　李有德（４－２１４）
""""""""""

碳纳米管用于磷酸铁锂正极动力锂离子电池

钱　龙　杨国龙　杨斌斌　王海涛（４－２１７）
""""""

锂硫电池用Ｓ／ＫＢ正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王　振　王庆杰　王雪丽　魏俊华（４－２２０）
""""""

水热法制备蜂窝状ＺｎＣｏ２Ｏ４／ｒＧＯ

王　朕　汝　强　侯贤华　胡社军（５－２５９）
""""""

Ｌｉ含量对Ｌｉ１＋ｘ［Ｎｉ０３５Ｍｎ０６５］Ｏ２性能的影响

周春仙　廖达前　郭　忻　习小明（５－２６３）
""""""

煅烧温度对Ｌｉ［Ｌｉ０２Ｎｉ０１５Ｍｎ０５５Ｃｏ０１］Ｏ２的影响

孙国平　臧慧娟　刘大亮　陈彦彬（５－２６７）
""""""

锂离子电池隔膜用熔喷非织造布的性能

张春娥　田　伟　赵　勇　祝成炎（５－２７１）
""""""

ＶＲＬＡ电池用木素性能比较

刘　玉　郭志刚　梅　园　李桂发（５－２７５）
""""""

固相法制备快充高电压ＬｉＣｏＯ２

熊　学　唐朝辉　朱贤徐　涂　文（５－２７８）
""""""

基于内阻与容量的关系分析锂离子电池的老化

王彩娟　苏来锁　宋　杨　张剑波（６－３１７）
""""""

ＬｉＮｉ０５Ｍｎ１５Ｏ４粒径对电池循环性能的影响

汪　涛　樊少娟　王启岁　杨续来（６－３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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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ＰＩ／ＰＴＦＥ复合隔膜的Ｌｉ／ＳＯＣｌ２电池的性能

魏俊华　谭思平　戴长松　尹鸽平（６－３２５）
""""""

不同正极活性物质的钛酸锂负极锂离子电池

黎明旭　刘　艺　钱　龙　王海涛（６－３２８）
""""""

催化栓对ＶＲＬＡ电池高温浮充性能的影响

刘桃松　党志敏　顾越峰　谢云强（６－３３２）
""""""

镍钴锰酸锂的制备及高电压充放电性能

庞佩佩　王　正　宋晓娜　邓耀明（６－３３５）
""""""

企业管理

统计过程控制技术应用于锂离子电池制造

张　欣（３－１６１）
"""""""""""""""""""

讨 论 会

锂离子电池国家标准ＧＢ３１２４１与ＵＮ３８３的比较

杨　强　李　茜（１－４６）
""""""""""""""""

便携式移动电源产品现行标准解析 吕媛媛（３－１６５）
""""

锂离子电池安全性能评价研究

段冀渊　杨荣静　陈维嘉　李计融（４－２２４）
"""""""

浅谈现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国家标准

吕媛媛（５－２８１）
"""""""""""""""""""

综　　述

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的研究进展

许　涛　宫　璐　方　雷　王晨旭（１－４９）
""""""""

锂硫电池电解质的研究进展

杨　武　杨　汪　冯嘉妮　邵光杰（１－５２）
""""""""

三元正极材料ＬｉｘＮｉｙＣｏｚＭｎ２－ｘ－ｙ－ｚＯ２的研究现状

王　丰　刘成士　曹利娜　张金龙（２－１０９）
"""""""

基于ＨＳＯＦＣ阴极材料的研究进展

赵啸宇　杨　鹏　隋　静（２－１１３）
"""""""""""

锂离子电池组热管理系统研究现状

白帆飞　宋文吉　陈明彪　冯自平（３－１６８）
"""""""

钠离子电池锡基负极材料的研究进展

周训富　赵付双（３－１７２）
"""""""""""""""

碳纳米管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常笑丛（４－２２７）
"""""

废旧铅酸电池铅回收的研究进展

张松山　柯昌美　杨　柯　陈　梅（４－２３１）
"""""""

钠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研究进展

李名英　黄象金（５－２８５）
"""""""""""""""

混合动力汽车用镍氢电池的现状及发展分析

曹生彪　皇甫益（５－２８９）
"""""""""""""""

微型燃料电池充电器

欧腾蛟　唐有根　梁叔全　钟发平（６－３３９）
"""""""

环境保护

废铅酸电池铅膏脱硫的研究

张松山　柯昌美　杨　柯　陈　梅（１－５６）
""""""""

测试分析

ＩＣＰＡＥＳ测定ＮｉｘＣｏｙＭｎ１－ｘ－ｙ（ＯＨ）２中硫酸根的含量

吴开洪　梁华妹　何志贺　张莹娇（２－１１７）
"""""""

其　　他

《电池》稿约 （１－５９，２－１２０，３－１７６，４－２３４，５－２９２）
""""

文力荣获“从事期刊出版工作３０年”荣誉证书 （１－２３）
"""

文力、罗秋珍分获编辑出版“金牛”和“银牛”奖 （１－２３）
"""

关于王新权同志任湖南轻工研究院总经理的公告 （１－２７）
""

欢迎刊登《电池》广告 欢迎订阅《电池》杂志 等

（１－１９，３０，３４，４５）
"""""""""""""""""""

《电池》杂志微信订刊 （１－５８，２－７１，３－１２８）
"""""""

欢迎刊登《电池》广告　欢迎订阅《电池》杂志 等

（２－６４，９４，９７，１００，１１２）
""""""""""""""""

《电池》快讯（月刊）已出版３００多期 （２－７９）
""""""""

２０１６第一届华东锂电科学论坛 （２－８６）
""""""""""

欢迎刊登《电池》广告 欢迎订阅《电池》杂志 等

（３－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３）
"""""""""""""""""""

《电池》快讯（月刊）已出版３２６期 （３－１５１）
""""""""

电池二维码 《电池》投稿邮箱 （３－１７１，１７５）
""""""""

《电池》投稿邮箱 关于检测学术不端的公告 等

（４－１８０，１９６，１９９）
"""""""""""""""""""

欢迎刊登《电池》广告 欢迎订阅《电池》杂志 等

（４－１９２，２０３）
"""""""""""""""""""""

宁波市鄞州精艺机电厂 扬州雄鸡电池有限公司 广告

（４－２１６，２３０）
"""""""""""""""""""""

欢迎刊登《电池》广告 　欢迎订阅《电池》杂志

（５－２４６，２６６）
"""""""""""""""""""""

《电池快讯》已出版３３０期 　《电池》二维码 （５－２７４，２９１）
""

《电池》杂志微信订阅 　《电池》投稿邮箱 等

（５－２５０，２６２，２８４）
"""""""""""""""""""

２０１６年《电池》全年分类总目录 （６－３４３）
"""""""""

２０１６年《电池》全年英文总目录 （６－３４６）
"""""""""

２０１６年《电池》全年作者索引 （６－３４９）
""""""""""

（由李胜编制）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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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池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４６，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ａｂ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６，２０１６

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ＭＦＣ

ＷＥＩＨａｏｊｉｅｅｔａｌ（１－４）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ａｉ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ＬＩＪｉｎｅｔａｌ（１－８）
"""""""""""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ｄｏｐｉｎｇｏｎＬｉ１１６７Ｎｉ０４Ｍｎ０３８３Ｃｏ００５Ｏ２

ＫＯＵＹａ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１２）

"""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ＳＯＣ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ＵＨａ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１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７ｔｈ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

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Ｋｅ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ｎｅｔａｌ（１－２０）

"""""""""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ｆＬｉＭｎ０７Ｆｅ０３ＰＯ４ｉｎｂｌｅｎｄｅｄｃａｔｈｏｄｅｔｏ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Ｚａｎｘｉａｅｔａｌ（１－２４）

"""""""""""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ｙｃｌｉｎｇ

ＬＩ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２８）

""

""""""""""""""

ＳＯ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Ｕ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３１）
"""""""""""

Ａ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ｍ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ｉｄ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ＨＩＹｕｎｃａｉｅｔａｌ（１－３５）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ｏ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ＫＯＮＧＬｉｎｇ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３８）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ｙｐｏｌｙｉｍｉｄｅ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 Ｓ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１－４２）
"""""""""""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Ｂ３１２４１ａｎｄ

ＵＮ３８３ 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４６）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ＸＵＴａｏｅｔａｌ（１－４９）

""""

""""""""""""""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ｓｕｌｆｕｒｂａｔｔｅｒｙ

ＹＡＮＧＷｕｅｔａｌ（１－５２）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ｄｐａｓｔｅｉｎｓｐｅｎｔｌｅａｄａｃｉｄ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Ａ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１－５６）
"""""""""

ＺｎＣｏ２Ｏ４ｎａｎｏｆｌａｋｅａｒｒａｙｓｇｒｏｗｎｏｎＮｉｆｏａｍａｓａｎ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ＺＨＡＯＤｏｕｄｏｕｅｔａｌ（２－６１）
"""""""""""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１８６５０ｔｙｐｅＬｉ４Ｔｉ５Ｏ１２／ＬｉＣｏＯ２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６５）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ＬＩＧｕ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６９）

"""

"""""""""""""

Ｃａｔａｌｙｚ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ｂＯ２／Ｐｂ
２＋ ｗｉｔｈａｃｉｄｔｒｅａ

ｔ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ｆｅｌｔ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７２）
""""""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ｃｏａｔｅｄＳＮｉ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ｕｓｅｄｉｎｌｉｔｈｉｕｍｓｕｌｆｕｒ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２－７６）
"""""""""""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ＪＩＡＮＧＺｈ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８０）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Ｌｉ４Ｔｉ５Ｏ１２ｂａ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ｌｏｎｇｌｉｆｅ ＳＨＩＸｉａｎ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８３）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Ｎｉ０８Ｃｏ０１５Ａｌ００５

Ｏ２／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２－８７）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ＭＨＮｉｈｙｄｒｉｄ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ＤＵＡＮＳｏ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９１）
""""""""""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ｃａｔｈｏｄ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９５）

""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ｒｙ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ｗａｔｅｒｂｉｎｄ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９８）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ｎｎｕｍ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ｂＣａＳｎＡｌ

ａｌｌｏｙｓ ＷＡ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１０１）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ＧＡＯＧｕ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１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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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ａｂ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ＬｉｘＮｉｙＣｏｚＭｎ２－ｘ－ｙ－ｚＯ２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ａｔｈｏ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１０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ＨＳＯＦＣ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１１３）

"""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ｕｌｆａｔ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ｎＮｉｘＣｏｙＭｎ１－ｘ－ｙ（ＯＨ）２

ｂｙＩＣＰＡＥＳ ＷＵＫａ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１１７）
""""""""

Ｓｉｌｉｃ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ｓａｎ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Ｄｉｅｔａｌ（３－１２１）
"""""""

Ｃｏｓｏｌｖｅｎｔｏｆｆｌｕｏｒｏ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ｈｏｓｐｈａｚｅｎｅｆｏｒｆｌａｍ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ＬＩＵ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３－１２５）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ｄｕｃｅｄ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３－１２９）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ＵＯ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３－１３３）

"""""""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ｄｉｐ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Ｌｉ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ＯＵＳｈａｏｙｕｎｅｔａｌ（３－１３７）
"""""""""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ＨＥＮＺｈｅｑｕｎｅｔａｌ（３－１４０）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ａｄｄｉｎｇｗ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Ｌｉ０２Ｍｎ０５４

Ｃｏ０１３Ｎｉ０１３］Ｏ２ ＨＥ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３－１４４）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ＣＦｘ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３－１４８）

""""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ｈｏｄｅｐ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ＩＡＯ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３－１５２）
"""""""""""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ｙＸｒａｙ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Ｃｈｕ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３－１５５）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Ｓｂ２Ｏ３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Ｕ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３－１５８）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３－１６１）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ｂａｎ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Ｖ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３－１６５）
"""""""""""""""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ＩＦａｎｆｅｉｅｔａｌ（３－１６８）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ｉｎｂａｓｅｄａｎ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ｓｏｄ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ＯＵＸｕｎｆｕｅｔａｌ（３－１７２）
""""""""""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ｗｉｔｈｍｉｘｅｄｌｉｔｈｉｕｍ

ｓａｌｔｓｏｆＬｉＴＦＳＩａｎｄＬｉＯＤＦＢ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４－１７７）

"""""""""""""

"""""""""""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ｎｏｄｅａｎｄ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ａｓ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ＬＵＱｉｕ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４－１８１）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ＳｎＳｂ／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ａｎｏｄｅ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

ｔｅｒｙ ＧＵ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４－１８５）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１ｐｒｏｐｅｎｙｌ１，３ｓｕｌｔｏｎｅｓｏｎ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ＯＵＳｈａｏｙｕｎｅｔａｌ（４－１８９）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ｏｐｉｎｇｏｆｆｅｒｒｕｍ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 Ｌ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４－１９３）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ｌ２Ｏ３ｄｏｐ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ｉＭｎｃａｔｈｏ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ＵＪｉｎｌｉａｎｅｔａｌ（４－１９７）
""""""""""

Ｌｉｒｉｃｈ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ａｓｅｄ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ｍｏｌｔｅｎ

ｓａｌ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ＡＯＤａ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４－２００）
"""

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ｒｙｒｅｓｅｒｖｅｌｉｆｅｏｆｚｉｎｃｓｉｌｖ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４－２０４）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ｌ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ｏｎａｎｏｄ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ｚｉｎｃ

ａｌｌｏｙ ＧＵＳｈｕｈｕａｅｔａｌ（４－２０８）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ａｒｂｏｎｂｌａｃｋＳｕｐｅｒＰ

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ＰＯ４

Ｆ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４－２１１）

"""""""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ｌ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ｅａｄ

ａｃｉｄｂａｔｔｅｒｙ ＢＡＯＹｏｕｆｕｅｔａｌ（４－２１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ＮＴｉｎ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ａｔｈｏｄｅｐｏｗｅｒＬｉ

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４－２１７）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ＫＢ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Ｌｉ／Ｓ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４－２２０）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ＤＵＡＮＪｉ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４－２２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ｉｎ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ｏｎｇ（４－２２７）

"""""

""""""""""""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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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ｅａ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ｓｐｅｎｔｌｅａｄａｃｉｄｂａｔｔｅｒｙ

ＺＨＡ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４－２３１）

""""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ｎａｎｏＡｌ２Ｏ３ ＺＨＯＵＲａｎｒａｎｅｔａｌ（５－２３５）
"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ＥＭＦ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ｏａ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ＬＩＹｕｋｅｅｔａｌ（５－２３９）
"""""""""""""""

Ｌｉｔｈｉｕｍ／ｓｕｌｆｕｒｂａ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ＭｎＳ，ｓｕｌｆｕｒ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ｍｂｏｏ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ｃａｔｈｏｄｅ

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５－２４３）

"""""""""""""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ｏｐｅｄｍｅｓｏ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ＹＡＮＧＳｈｕ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５－２４７）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ｉｓ（ｏｘａｌａｔｅ）ｂｏｒａｔｅｆｏｒ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ｖｉａ

ｔｗｏｓｔｅｐｍｅｔｈｏｄ ＣＨＥＮＹａｏｅｔａｌ（５－２５１）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５－２５５）

""""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ｌｉｋｅ ＺｎＣｏ２Ｏ４／ｒＧＯ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５－２５９）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１＋ｘ［Ｎｉ０３５Ｍｎ０６５］Ｏ２ ＺＨＯＵＣｈｕｎ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５－２６３）
"""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ａｌ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Ｌｉ［Ｌｉ０２Ｎｉ０１５Ｍｎ０５５Ｃｏ０１］Ｏ２

ＳＵＮ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５－２６７）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ｍｅｌｔｂｌｏｗｎｎｏｎｗｏｖｅｎ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ｅｅｔａｌ（５－２７１）

""

"""""""""""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ｆｏｒＶＲＬＡｂａｔｔｅｒｙ

ＬＩＵＹｕｅｔａｌ（５－２７５）

""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ｑｕｉｃｋ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ＬｉＣｏＯ２ｂｙ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ＸＩＯＮＧＸｕｅｅｔａｌ（５－２７８）
"""""""""""

Ｂｒｉｅ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ＬＶ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５－２８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ｒｙ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ｓｏｄｉｕｍ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ＬＩＭｉｎｇ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５－２８５）
""""""""""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Ｈ／Ｎｉｂａｔｔｅｒｙｆｏｒｈｙｂｒｉ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ＡＯＳｈｅｎｇｂｉａｏｅｔａｌ（５－２８９）
""""""

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ｒｏ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６－２９３）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ＬｉＣｒ３Ｏ８ｆ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ｙ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ｔｈｏｄ ＭＩＡＯＨｕ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６－２９８）
"""""""

Ｓｕｐ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ｙｐｙｒｒｏｌｅ／ｕｒｅａ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ｒｅｓ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ｃａｒｂｏｎ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６－３０２）
"

Ａｌ２Ｏ３ｃｏａｔｅｄｃａｔｈ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ｉＮｉ１／３Ｃｏ１／３Ｍｎ１／３Ｏ２

ＪＩＮ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６－３０６）

""""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ｎＳｂａｌｌｏｙ／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ｓｏｄ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Ｂｅｉｅｔａｌ（６－３１０）
""""""""""""""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ａｎｏ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ｄｏｐｅｄｌｉｔｈｉｕｍ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ｂｙｓｏｌｇ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ＵＲｕｉ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６－３１４）
""""""""""

Ａｇ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ＡＮＧＣａｉ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６－３１７）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Ｎｉ０５Ｍｎ１５Ｏ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ｎｃｙｃ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Ｗ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６－３２１）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ＳＯＣｌ２ｂａｔｔｅｒｙｕｓｉｎｇＰＩ／ＰＴＦ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 ＷＥＩＪｕ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６－３２５）
"""""""""""

ＬｉｔｈｉｕｍｔｉｔａｎａｔｅａｎｏｄｅＬｉ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ｈｏｄｅ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Ｍｉｎｇｘｕｅｔａｌ（６－３２８）
""""""""""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ｌｕｇｏｎ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ＶＲＬＡ

ｂａｔｔｅｒｙｕｎｄｅｒ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ｄｕｔｙ

ＬＩＵＴａｏ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６－３３２）

"""""""""""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ｈａｒｇ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ｌｉｔｈｉｕｍｎｉｃｋｅｌｃｏｂａｌｔ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

ＰＡＮＧＰｅｉｐｅｉｅｔａｌ（６－３３５）

""""""""""""

"""""""""""

Ｍｉｃｒｏｆｕｅｌｃｅｌｌｃｈａｒｇｅｒ ＯＵＴｅｎｇｊｉａｏｅｔａｌ（６－３３９）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６，２０１６ （６－３４３）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ａｂ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ｏｌ４６，

Ｎｏ１－６，２０１６ （６－３４６）
""""""""""""""

ＡｕｔｈｏｒＩｎｄｅｘ，Ｂａｔｔｅｒｙ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６，２０１６

（６－３４９）
"""""""""""""""""""""

（由李胜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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