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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剧增  目前的世界人口已超过70亿，过去几年中每年增加约1

亿，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增加到100亿。 
•资源有限  就石油而言，2010年探明的储量约2000亿吨；而目前每

年的消耗量为40多亿吨。全球石油储量可供生产不到50年，天然气

和煤炭则分别可供应65年和162年。

             矿物能源会很快耗竭。

•环境恶化 矿物燃烧时，要放出S02、CO，NOx等物质，对人体、农

作物和环境都有害；在大气中50％的温室气体来自能源，随着能源

消耗的增长，CO2释放1980年是1950年的4倍；2000年达84亿吨碳，

2010年超过100亿吨。

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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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与能源最充分利用技术  MERU

（maximum energ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

• 环境最小负担技术  MEI

（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 ）

    电池作为新能源，是这两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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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电池 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现有能源，调节电网

的峰谷；另一方面可以开发利用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

热和潮汐能等。

  电网的负载在一年中是有波动的，一天中也有很大波动，

有高峰和低谷之分。北京市的低谷电达数百万KWh，十三陵蓄

能电站利用80万KWh。

  据估计，我国的三峡水电站有2000亿KWh的低谷电，相当

于1亿吨石油(全球石油储量只有2000亿吨)。利用低谷电有很

多方案，用电池储能是最可取的。

  对于太阳能，风能等流动性、季节性能源的利用，必须配

用电池来储能。 

 储能电池----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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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电池就提出了电动车，由于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太低，

电动车无法商品化使用。

  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可达40wh/Kg，而内燃机的能量密度为

400wh/Kg，是铅酸电池的十倍。因此发展电动车的瓶颈是蓄电池。

  氢镍电池、锂离子电池达到电动车的要求，是目前比较理想的电

动车电源。

  日本松下公司为丰田电动小轿车提供了90Ah方形氢镍电池组；美

国GM-Ovonic公司生产标准方行氢镍电池（12V，80Ah）；日本SONY公

司与日产公司合作，开发出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充一次电行程为

200Km。松下公司为特斯拉提供NCA18650、26650锂离子电池；比亚迪

、宁德时代、国轩、比克等国内企业都在生产车用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发展电动车、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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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是电池的世纪 

• 美国巴特尔技术管理集团在发布21世纪初期要发展的十项尖端技术

中，把电池技术列为仅次于基因计划和超级材料之后的第三项。

•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遴选10项对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有影响的技术，其

中氢燃料电池电动车被列为首项。

• 日本产业新闻列出21世纪最有影响的100项技术中，镍氢电池处于

16位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电池技术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

以电池为能源的电动车将逐步取代燃油车。

• 在新的世纪，电池将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人不用，无

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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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内阻(Ri)由欧姆电阻(RΏ)和极化电阻(Rf)组成。

      欧姆电阻由电极材料、电解质溶液、隔膜电阻及各部分零件的

接触电阻组成。对于一定的电极，其欧姆电阻可以近似看作常数。

      极化电阻是指电化学反应时由于极化引起的电阻，包括电化学

极化（活化极化）电阻和浓差极化电阻。

     比电阻(R‘i):单位容量下电池的内阻。

                       

式中：C——电池容量，Ah；R‘i——电池内阻，Ω。

电池基本概念

1. 电池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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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压:开路电压和工作电压。

      开路电压是外电路没有电流流过时电极之间的电位差(Ucc)，

一般电池的开路电压小于电池的可逆电动势。

      工作电压(Ucc)又称放电电压或负荷电压，是指有电流通过外

电路时，电池两极之间的电位差。工作电压总是低于开路电压，

因为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时，必须克服电池内阻所造成的阻力。电

池工作电压与电池的电动势之间的关系

        或

式中：   —正极极化过电位，V；   —负极极化过电位，V；

         —正极电位，V；    —负极电位，V；I—工作电流，A。 

 2. 电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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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容量是指在一定的放电条件下可以从电池获得的电能。

(1)理论容量(C。)

   活性物质的理论容量：C0=26.8nm0/M=m0/q                   

 式中：m0 —活性物质完全反应的质量；M —活性物质的摩尔质量；

       q —活性物质的电化学当量，g/(Ah)；n—成流反应得失电子数。

(2）实际容量(C)

   在一定的放电条件下，电池实际所能放出的电量。

   恒流放电时    C = I · t                                  

式中：I—放电电流，A（mA）；t—放电时间，h（s）。

   恒阻放电时 

式中：U平均—电池的平均放电电压，V；t—放电时间，h（s）； 

      R—放电电阻，。

(3）额定容量(Cf)

     电池在一定放电条件下应该放出的最低限度的电量。化学电源的

实际容量取决于活性物质的数量和利用率。

 3. 电池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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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能量是指电池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输出的电能（Wh）。电池能量可

分为理论能量、实际能量和比能量。

(1）理论能量

      理论能量(W。)是在假设电池的放电过程处于平衡状态，放电

电压保持电动势(E)数值（无极化现象），且活性物质利用率为100

％的条件下，电池的输出能量。

           W。=C0E=nFE                          

式中：W0—电池的理论能量，Wh；C0—电池理论容量，Ah；E—可逆电池电动

势，V；n—成流反应电子得失数；F—法拉第常数。

(2）实际能量    

      电池放电时实际输出的能量。在数值上等于电池实际容量与平

均输出电压的乘积。

              W = C · Uav

式中：w—实际能量，Wh； Uav—电池平均工作电压，V。

 4. 电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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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质量或单位体积的电池所输出的能量，称质量比能量

Wh/kg或体积比能量Wh/L ，也称能量密度。比能量分理论比能量W0´

和实际比能量W0´

      理论质量比能量根据正、负两极活性物质的理论质量比容量和

电池的电动势计算，同时应考虑电解质的理论用量。 

                                      （Wh·kg-1）

式中：q+ ，q-—正、负极活性物质的电化当量，g·(Ah)-1；

           ∑qi—正极、负极及参加电池成流反应电解质的电化当量之和。 

      实际比能量是电池实际输出能量与电池质量(或体积)之比，

式中：m——电池质量，kg；V——电池体积，L。

(3）比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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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的功率是在一定放电制度下，单位时间内电池输出的电量(W

或kW)。比功率是单位质量或单位体积电池所输出的功率(W·kg-1或

W·L-1)。比功率的大小，表示电池承受工作电流的大小。

     电池理论功率:

                                             

式中：t——放电时间，s；I——恒定放电电流，A；

      C0——电池的理论容量，C；E——可逆电池电动势，V。

    实际功率:

 

 5. 电池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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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池的寿命是表征给出额定容量的工作时间(与放电倍率大小有

关)。

二次电池的寿命分充、放电循环使用寿命和搁置使用寿命。

    蓄电池经历一次充放电，称一个周期。在一定的放电制度下，电

池容量降至规定值之前，电池所经受的循环次数，称蓄电池循环寿命。

    影响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有：在充放电过程中，电极

活性表面积减小，使工作电流密度上升，极化增大；电极上活性物质

脱落或转移；电极材料发生腐蚀；电池内部短路；隔膜损坏和活性物

质晶型改变，活性降低。

 6. 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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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在开路时，在一定条件下(温度、湿度等)贮存时容量下降。容

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负极腐蚀和正极自放电引起的。

    负极腐蚀：由于负极多为活泼金属，其标准电极电位比氢电极

负，特别是有正电性金属杂质存在时，杂质与负极形成腐蚀微电池。

    正极自放电：正极上发生副反应时，消耗正极活性物质，使电

池容量下降。例如，铅酸蓄电池正极PbO2和板栅铅的反应，消耗部

分活性PbO2。

    同时，正极物质如果从电极上溶解，就会在负极还原引起自放

电，还有杂质的氧化还原反应也消耗正、负极活性物质，引起自放

电。

    自放电速率是单位时间内容量降低的百分数。

 7.  贮存性能和自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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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把电化学体系分为三大类型。

   （1） 原电池，即化学电源， 两个

电极和外电路负载接通后，能自发地将

电流送到外电路中做功，如图2.1所示。

化学电源的原理是1799年伏打(Volta)首

先发现的，他用不同的金属或其他导体，

甚至用不同的液体组合都可以得到电位

差。

   （2）电解池，与外电源组成回路，

强迫电流在电化学体系中通过并促使电

化学反应发生，如图2.2所示。在这一过

程中，电能非自发地转化为化学能，对

应于电池的充电过程。

图2.1 原电池示意图 

图2.2 电解池示意图 

1. 电池的电动势 

（一）电化学体系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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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腐蚀电池(短路原电池)，反应能自发地进行，但是不能对外

做功，只能起破坏金属的作用，如图2.3所示。这一点对电池的储存

性能和循环性能影响很大，在电池体系中，应该尽可能避免和消除。

 (a) 金属的电化学腐蚀；   (b) 锌的腐蚀 

图2.3 腐蚀电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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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电池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电池中的化学变化(反应)是可逆的，即物质的变化是可逆的。电

池在工作(放电)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在通以反向电流(充电)过

程时，有重新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如铅-酸电池体系，放电和充电是互

逆的化学反应，即

    放电：Pb+Pb02+2H2S04—2PbS04+2H20

充电：2PbS04+2H20—Pb+Pb02+2H2S04

  （2）能量的转化是可逆的

    用电池放电时放出的能量再对电池充电，电池体系和环境都恢复

原来的状态。也就是说电能或化学能不转变为热能而损失。

     只有当放电电流和充电电流都无限小(趋于零)，电池经过放电和

充电循环时，体系和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原状。实际上，所有实用电池

的放电和充电过程都是不可逆的，即一切实际发生的过程都是不可逆

的。

（二）电池的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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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是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可以用电动势来表示电池电能的

大小。在电池中没有电流流过时，电池两个电极之间的电位差称为电

池的电动势，用符号E表示。电池电动势E由一系列界面电位差组成，

其大小等于电池内部各相间电位的和。

    以丹尼尔原电池为例，如图2.4所示，也可以用下式表示：

       电池电动势: 

图 2.4 丹尼尔电池示意图 

    由Cu／CuSO4(l1)电极部分，两溶液

部分l1与l2之间，Zn／ZnSO4(12)电极部

分及两个金属Zn／Cu部分的电位差之和

组成。

    电极反应的吉布斯(Gibbs)自由能

(△G)与电池电动势的E之间的热力学关

系： △G= -nFE   

（三）电池的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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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电池是可逆电池，就可以对该电池的电动势进行热力学计算。 如

电极反应为：阳极    Zn——Zn2++2e

                     阴极    Cu2++2e——Cu

    电池反应为： Zn+Cu2+——Zn2++Cu

    根据化学平衡等温式，体系自由能的变化(△G)应为

             -△G=RTlnK—RTln(αCuαZn 2+ /αZn αCu 2+ ) 

     K为电池反应的平衡常数，α为活度。

因为    -△G =2FE   所以

 当参加电极反应的各物质都处于标准态(即溶液中各组分的活度为1，气

体的逸度为1)时                                 

  EӨ为标准状态下电池的电动势，称为标准电动势。

  在非标准状态下，

该式为电池电动势的热力学计算公式，也称能斯特公式。它反映电池电动

势与参加反应各物质浓度及环境温度之间的关系。

（四）电池电动势的热力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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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衡电极电位

（一）电极电位

     如果在两个相互接触的导体相中，一相是电子导体相，另一相

为离子导体相，并且在相界面上有电荷转移，这个体系就称为电极

体系，有时也简称电极。在电化学中，习惯上将电极材料称为电极。

      在电极体系中，两类导体界面所形成的电位差，即电极材料和

离子导体的内电位差称为电极电位，即电极的绝对电极电位，它主

要取决于界面双电层的性质。

      绝对电极电位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但是无法测量，从而引入了

相对电极电位的概念，通常采用氢标准电极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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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整个电池成为可逆电池，两个电极必须是可逆的。可逆电极必

具备的条件：

(1)电极反应具有可逆性

电极反应本身具有可逆性，如Zn／ZnCl2电极，其电极反应为

Zn2++2e       Zn

    只有正向和逆向反应速度相等时，电极反应中物质的交换和电荷的

交换才是平衡的。即在任一瞬间，锌原子的氧化速度必须等于锌离子的

还原速度；正向反应得到电子的数量等于逆向反应失去电子的数量。

(2)电极反应在平衡条件下进行

    电极反应的平衡条件是通过电极的电流等于零或电流趋于零。只有

在这样的条件下，电极上进行的氧化反应或还原反应速度才能被认为是

相等的。

    可逆电极就是在平衡条件下工作的、电荷交换与物质交换都处于平

衡的电极，可逆电极也就是平衡电极。 

（二）电极的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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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逆电极的电位，也称为平衡电极电位或平衡电位。任何一个平衡

电位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电极反应而言的。例如，金属锌与含有锌离子溶

液所组成的电极Zn／Zn 2+(a)是一个可逆电极，它的平衡电位是与下列确

定的电极反应相对应的。

          Zn2++2e                Zn

    通常用符号фӨ表示某一电极标准状态下的平衡电位（即标准电极电

位）。可逆电极的平衡电位可以用热力学计算。根据参加电极反应的各

种物质的活度,计算锌电极的平衡电位：

    标准氢电极电位规定为零，如果氢电极不是标准氢电极,可按下式计

算氢电极的平衡电位：

 

            对一般电极反应:   O+ne == R 

            平衡电极电位：

（三）可逆电极的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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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类可逆电极，又称金属阳离子可逆电极。

    这类电极是金属(或合金)浸在含有该金属(合金中的某种元素)离

子的可溶性盐溶液(或熔融盐)中所组成的电极。

    Ag／AgNO3、Zn／ZnS04和LiAl／KCl-LiCl等都属于此类电极。特

点是：电极发生反应时，金属阳离子从极板上溶解到溶液中或从溶液

中沉积到极板上。

    如Zn／ZnS04(αZn2+)电极的电极反应为 

                       Zn2++2e            Zn

    电极电位：

    第一类电极的平衡电极电位与金属材料的种类、电解质的活度和

温度有关。 

 （四）可逆电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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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类可逆电极，又称阴离子可逆电极

    第二类可逆电极是含有难溶盐的电极。这类电极通常在金属表
面上覆盖一层该金属的难溶盐(或金属氧化物)，插入其与该难溶盐
具有相同阴离子的可溶性盐溶液(或碱溶液)中所组成的电极。氯化
银电极、甘汞电极、锑-氧化锑电极、汞-氧化汞电极都属于此类电
极。如果难溶盐是氯化物，则溶液中就应含有可溶性氯化物；如果
难溶盐是硫酸盐，则溶液中就应含有可溶性硫酸盐等。这类电极，
特别是甘汞电极具有可逆性好、平衡电位稳定、电极制备简单和价
格低廉等特点，广泛用作参比电极。           

图2.6  甘汞电极结构和组成

   甘汞电极的制备方法：在汞上面放置一层氯化亚

汞(甘汞)糊(由汞、甘汞和数滴氯化钾溶液在玛瑙研
钵中研磨而成)，注入氯化钾溶液即得甘汞电极。甘
汞电极的表示式：Hg(l)／Hg2Cl2／KCl(aCl-)

  电极反应：Hg2Cl2+2e        2Hg+2C1
- 

  电极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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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类可逆电极

    第三类电极是由铂或其他惰性金属插入同一元素的两种不同价

态离子的溶液中所组成的电极。Pt／Fe2+(αFe2+)，Fe3+(αFe3+)和Pt／

Sn2+(αSn2+)，Sn4+( αSn4+)等都属于这类电极。

    在这类电极的组成中，惰性金属本身不参加反应，只起导电作

用。电极反应由溶液中同一元素的两种价态的离子之间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来完成。所以，这类电极又称为氧化还原电极。

     如：Pt／Pt／Fe2+(αFe2+)，Fe3+(αFe3+)

电极反应：Fe3++e             Fe2+

电极电位：

 

     第三类可逆电极电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溶液中两种价态离子的

活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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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体可逆电极

    气体在常温常压下不导电，必须借助于铂或其他惰性金属起导电

作用，使气体吸附在惰性金属表面，与溶液中的相应离子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并达到平衡状态。气体可逆电极就是在固相和液相相界面上，

气体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电极。

    Pt,H2(pH2  )／H+(αH+)、Pt ,O2(pO2)／OH-(αOH-)等属于此类电

极。

       对于氢电极(铂浸在氢气饱和的酸性溶液中)：

    电极反应:    2H++2e            H2
    电极电位: 

             对于氧电极(铂浸在氧气饱和的碱性溶液中)：

     电极反应: O2+4e+2H2O            4OH-

     电极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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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电极电位фӨ是标准状态下的平衡电位。标准氢电极的电极电位为零，

其他电极的标准电极电位都是相对于标准氢电极电位而言，即氢标电位。

    把各种标准电极电位按照数据大小排列成表，即成标准电位序。常用电极

的标准电极电位见表2.1。从标准电极的电位序可以判断： 

    ①金属材料的活泼性，为电池阳极金属材料的选择提供了依据。电极电位

越负，构成的电池输出电压越高。

    ②当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接触并有电解液存在时，可初步估计哪种金属被

加速腐蚀，哪种金属被保护。

    ③金属在水溶液中的置换次序。为水溶液电解质电池活性材料的选择提供

参考。

    ④初步判断组成电池的电动势大小。

    ⑤只能给出反应的可能性，而没有涉及反应速度问题，即电池反应是否能

实际发生。

    标准电极电位是有条件(如水溶液等)的相对数据(标准氢电极)，在非水溶

液或高温熔融体系中的电位序与在水溶液中的电位序并不一定一致。

（五）标准电极电位和电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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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酸性水溶液中(25℃) 

 Li++e = Li

 K++e = K

 Ba2++2e = Ba
 Na++e = Na

 Sr2++2e = Sr
 Ca2++2e = Ca

 Na++e = Na
 Mg2++2e = Mg

 A13++3e = Al

 Mn2++2e = Mn
 Zn2++2e = Zn

 Cr3++3e = Cr
 Fe2++2e = Fe

 Cd2++2e = Cd
 PbSO4+2e = Pb+SO4

-

 Ti++e = Ti

 Co2++2e = Co
 Ni2++2e = Ni

 Sn2++2e = Sn
 O2+H++e = HO2
 Pb2++2e = Pb
 2H++2e = H2，

-3.045

-2.925

-2.92
-2.714

-2.89
-2.84

-2.713
-2.37

-1.66

-1.18
-0.763

-0.74
-0.440

-0.402
-0.355

-0.336

-0.277
-0.230

-0.136
-0.130

-0.126
0.000

Cu2++e = Cu+

AgCl+e = Ag+Cr-

Hg2C12+2e = 2Hg+2Cl
- 

Cu2++2e = Cu
2H2O+O2+4e = 40H

-
Ag2CrO4+2e = 2Ag+Cr04

-
12+2e = 2I

-
AgBr03+e = Ag+Br()3

-

Hg2S04+2e = 2Hg+S042
-

Fe3++e = Fe2+

Hg2++2e = 2Hg
Ag++e = Ag
2Hg2++2e = Hg2

2+

Br2+2e = 2Br
-

4H++O2+4e = 2H20
MnO2+4H

十+2e = Mn2+十+2H2O
C12+2e = 2Cl

-

PbO2+2H
++2e = Pb2++2H2O

PbO2+H2SO4+2e = PbSO4+2H2O

Co3++e = Co2+

Ag2++e = Ag+

F2+2e = 2F
-

  0.153

  0.2224

  0.2681
  0.337

  0.401
  0.446

  0.5346
  0.550

  0.6153

  0.771
  0.789

  0.7791
  0.920

  1.0652
  1.229

  1.230

  1.3595
  1.455

  1.685
  1.82

  1.98
  2.87

表2.1  常用电极的标准电极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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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碱性溶液中(25℃) 

2019-3-15

H2O+e = H(g)+OH-

Mg(OH)2+2e = Mg+2OH-

Mn(OH)2+2e = Mn+2OH
-

MnCO3+2e = Mn+CO3
2-

Zn(OH)2+2e = Zn+2OH-

ZnO22-+2e = Zn+4OH-

Fe(OH)2+2e = Fe+2OH-

2H2O+2e = 2H2+2OH-

Cd(OH)2+2e = Cd+2OH-

FeCO3+2e = Fe+CO32-

CdCO3+2e = Cd+CO3
2-

Ni(OH)2+2e = Ni+2OH
-

Fe(OH)3+e = Fe(OH)2+OH
-

O2+e = O2-

HPbO2+H2O+2e = Pb+3OH-

PbCO3+2e = Pb+CO32-

NiCO3+2e = Ni+CO32-

Cu2O+H2O+2e = 2Cu+2OH-

HO2-+H2O+e = OH+2OH-

 -2.93

 -2.69

 -1.55

 -1.48

 -1.245

 -1.216

 -0.877

 -0.828

 -0.809

 -0.756

 -0.74

 -0.72

 -0.56

 -0.56

 -0.54

 -0.506

 -0.45

 -0.358

 -0.24

Cu(OH)2+2e = Cu2O+H2O+2OH-

MnO2+2H2O+2e = Mn(OH)2+2OH-

HgO(斜方)+H2O+2e = Hg+2OH
-

Mn(OH)3+e = Mn(OH)2+OH
-

PbO2+H2O+2e = PbO+2OH-

Ag2O+H2O+2e = 2Ag+2OH-

O2-+H2O+e = OH- + HO2-

O2+2H2O+4e = 4OH-+HO2-

Ag2CO3+2e = 2Ag+CO32-

NiO2+2H2O+2e = Ni(OH)2+2OH-

2AgO+H2O+2e = Ag2O+2OH
-

MnO4
2-+2H2O+2e = MnO2+4OH

-

Ag2O3+H2O+2e = 2AgO+2OH
-

HO2+H2O+2e = 3OH-

OH+e = OH-

 -0.08

 -0.05

 0.098

 0.100

 0.248

 0.344

 0.400

 0.401

 0.47

 0.49

 0.57

 0.60

 0.74

 0.8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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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电极过程动力学

      对于一个化学电源体系，不管是放电的自发过程，还是非自发

的充电过程，都包含着阳极反应过程、阴极反应过程、反应物质在电

解质溶液中的传递过程和电子在外电路中的传递四个过程。

      对于稳态进行的电池反应而言，上述每个过程传递净电量的速

度相等，因而四个过程是串联进行的。前三个过程与电解质有关，三

个过程在不同的区域内进行，并有不同的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它

们之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研究化学电源时，把整个电池过程分解成单个过程加以研究，

有利于清楚地了解每个过程的特征及其在电池反应中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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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热力学平衡状态的电极体系(可逆电极)，由于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的

速度相等，电荷交换与物质交换都处于动态平衡中，因而净反应速度为零，电

极上没有电流流过，即外电流等于零，这时的电极电位就是平衡电位。如果电

极上有电流流过时，就有净反应发生，这表明电极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状态，这

时电极电位将偏离平衡电位。这种有电流流过时，电极电位偏离平衡电位的现

象叫做电极的极化。

    原电池放电过程发生极化时，与平衡电极电位相比，正极电位负移，负极

电位正移，结果使输出电压小于电池的可逆电动势，而且随着电流的增加，极

化更加明显，电池的输出电压更小。化学电源的充电过程发生极化时，相比平

衡电位，正极发生正移，负极发生负移，结果使充电电压大于电池的可逆电动

势，而且充电电流越大，极化越明显，充电电压就越大。

    电极电位偏离平衡电位向负移称为阴极极化，向正移称为阳极极化。在一

定电流密度下，电极电位与平衡电位之差的绝对值称为该电极反应的过电位，

用符号η表示。即  η=|Ф一Фe|

 （一）电极的极化现象与过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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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会降低电池的输出电压和提高电池的充电电压。

    电极反应的速度由各种不同的物理和化学的因素决定的。一个电极反应进

行时，一般经过液相传质、“前置”化学转化、电化学步骤、“后置”化学转

化和反向液相传质5个步骤。

    ①液相传质过程是指反应物粒子从溶液本体向电极表面的传递过程。在电

极材料是固态金属的情况下，溶液本体中反应物粒子的传质包括对流、扩散和

电迁移三种方式。

    ②“前置”转化是指反应物粒子在电极表面上或表面附近的液层中进行的

电化学反应前的转化步骤，如反应物粒子在电极表面上的吸附或发生化学变化

等。

    ③电化学步骤是反应物在电极表面上得失电子和生成产物的过程。

    ④“后置”转化步骤是指电化学反应产物在电极表面上或表面附近的溶液

中进行的反应后的转化过程，如从电极表面上脱附、产物复合、分解、歧化或

其他化学变化等。

    ⑤反向传质过程是指反应产物自电极表面向溶液中传递的过程。

（二）极化的原因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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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电极反应的进行都要经过一系列相互连续的(串联)步骤。在稳态

条件下，连续进行的各串联步骤的速度都相等，等于整个电极反应过程的速度。

    如果这些串联步骤中有一个步骤所受到的阻力最大，其速度就要比其他步

骤慢得多。这个阻力最大，决定整个电极反应过程速度的最慢步骤称为电极反

应的控制步骤。根据控制步骤的不同，可将极化分为电化学极化、浓差极化和

电阻极化。

    如果电极反应所需的活化能较高，电化学步骤变得最慢，使之成为整个电

极反应过程的控制步骤，由此导致的极化为电化学极化，又称活化极化。

    如果反应物从溶液中向电极表面运动或产物自电极表面向溶液相内部运动

的液相传质步骤很慢，以至于成为整个电极反应过程的控制步骤，则与此相应

的极化称为浓差极化。

    电阻极化(欧姆极化)是指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和电极表面的某种类型膜时

产生的欧姆电位降。当欧姆电阻(溶液电阻或电极表面电阻)较大时，电阻极化

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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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电化学步骤控制电极反应速度的极化为电化学极化。电化学控

制步骤的原因是电极反应(阳极反应或阴极反应)所需的活化能较高造

成的，所以电极电位必须向正移或向负移，才能使阳极反应或阴极反

应以一定的速度进行。因此，电化学极化又称为活化极化。

    当电极与电解质溶液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比较大(如采用搅拌等)

时，液相传质速度足够大，浓差极化可以忽略；另外，当电极表面没

有表面膜和电解质溶液浓度较大时，电阻极化也可以忽略。

    为了使问题简化，可以在浓差极化和电阻极化可以忽略不计的条

件下来讨论电化学极化。 

 （三）电化学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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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电极反应，其反应物或产物中总有带电粒子，而这些带电粒子

的能级显然与电极表面的带电状态有关。因此，当电极电位发生变化—

即电极表面带电状况发生变化时，必然对这些带电粒子的能级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电极反应活化能的改变。

              对于电极反应    O + ne = R

    当按照还原方向进行时，伴随每1g分子物质的变化，总有数值为nF

的正电荷由溶液中转移到电极上，电子在电极上与氧化态物质结合生成

还原态物质，与从溶液中转移到电极上的正电荷是等效的。若电极电位

增加△Ф，则产物(终态)的总势能增加nF△Ф，反应过程中反应体系的

势能曲线则由图2.7中曲线1上升为曲线2。

    电极上正电荷增多(相当于负电荷减少)，阴极反应较难进行，而对

应的逆反应——阳极反应则容易进行。

    电极电位增加(正移)，相应的阴极反应活化能增加，阻碍阴极反应

进行；而阳极反应活化能则减小，促进阳极反应(逆反应)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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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改变电极电位对电极反应活化能的影响

W一活化能；W1、W11一氧化过程的活化能；

    W2、W12一还原过程的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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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通过电极时，如果电子转移步骤比反应物或产物的液相传质步

骤快，则电极表面和溶液本体反应物或产物的浓度出现差别，由于这种

浓度差别引起电极电位的变化，称为浓差极化。

    液相传质过程有对流、扩散和电迁移3种形式。

    对流是指一部分溶液与另一部分溶液之间的相对流动，对流可以促

使溶液浓度趋于一致，但是在接近电极表面的静止层(通常为扩散层)中，

对流传质的作用不大。

    如果溶液中某一组分存在浓度梯度，该组分将从浓度高的区域向浓

度低的区域移动，这种液相传质过程叫做扩散。在静止层(扩散层)中，

主要的传质方式是扩散。 

    对于带有电荷的粒子，除了对流和扩散两种传质方式外，还有电迁

移。溶液中的各种离子，不管是否参加电极反应，均在电场作用下沿着

一定方向迁移。

 （四）浓差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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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阻极化是指电流流过电解质溶液和电极表面某些类型的膜时所产

生的欧姆电位降。

    在化学电源体系中，由于阴极材料(包括活性物质)经常使用金属氧

化物，或者在电池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某些难溶性的物质(氧化物

或无机难溶盐等)，这些都会引起电阻极化。

    对于不形成表面膜的电极体系来说，电阻极化主要取决于溶液电阻，

对于电导率很低的体系(如高纯水等)，电阻极化可达几伏甚至几十伏。

酸、碱和盐的电导率都较大，相对应的电阻极化都较小。

    电阻极化的特点：

①对于固定体系，电阻极化与电流密度呈线性关系；

②中断电流，电阻极化消失。

    一个电极反应过程，都会产生电阻极化，而且通过的电流越大(反

应速度越快)，电极的电阻极化越明显。

（五）电阻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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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池放电时，由于极化作用，阳极(负极)电位正移，阴极(正极)电位负移，

两极间的电位差小于可逆电动势。而且，电位差随着放电电流的增大而减小。

   电池充电时，由于极化作用，正极(阳极)电位向正的方向移动，负极(阴极)

电位向负的方向移动，结果使两极间的电位差大于可逆电动势。电位差随着充电

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1）阳极极化

    ① 金属离子离开金属晶格进入溶液的速度小于电子离开阳极表面的速度，

结果使金属表面会累积较多的正电荷而使阳极电位正移，即阳极的电化学极化。

    ② 金属离子离开金属晶格的速度大于金属离子从电极表面向本体溶液扩散

的速度，结果使电极表面附近的溶液中积累了过剩的正电荷，同样使电极电位正

移，即阳极的浓差极化。

    ③ 很多电池体系，在阳极氧化过程中，电极表面上产生表面膜(如在铅-酸

电池中，铅氧化生成硫酸铅等)，阻碍金属离子离开晶格进入溶液，也产生阳极

极化，即阳极的电阻极化。             

（六）阴极极化与阳极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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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极的三种极化都将阻碍阳极反应的进行，凡是能减小三种极化的

方法都将改善阳极的充放电性能。

2）阴极极化

    电池的阴极反应过程产生极化的主要原因：

    ①阴极还原反应消耗电子的速度小于电子输入阴极的速度时，结果

在阴极表面上积累了过剩的负电荷，电极电位将产生负移，即阴极的电

化学极化。

    ②当反应物离子(氧化态)从溶液本体扩散到电极附近溶液中的速度

小于阴极反应速度时，电极表面附近溶液中负电荷相对过剩，结果电极

电位负移，即阴极的浓差极化。

    ③对于正极活性物质是氧化物(如铅-酸电池的二氧化铅正极)的电池

体系，在阴极反应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电阻极化。

    同样，阴极的三种极化都将阻碍阴极反应的进行。因此，凡是能减

少三种极化的方法都将改善阴极的充放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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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多孔电极过程

    采用多孔电极结构是化学电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革新，它为研

制高比能量和高比功率电池提供了可行性。

    多孔电极是由高比表面积的粉末状活性物质和具有导电性的惰性固

体微粒混合，经过压制、烧结或化成等方法制备。 采用多孔电极，可

以大大提高电极的有效反应面积，减小电流密度，从而减小电化学极化，

改善电池的输出性能(电压和电流)。

    两相多孔电极是由液体和固体两相构成的，活性物质就是电极材料

本身，如锌-银电池中的锌电极、铅酸电池中的铅电极和铝-空气电池中

的铝电极等；

    三相多孔电极由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相构成。这类电极既有被电解

质充满的液孔，也有被气体充满的气孔，在气-液界面上进行气体的溶

解，而在液-固界面上进行电极反应。这类电极的活性物质往往不是由

电极材料本身提供，而是由电池外部连续提供，如铝-空气电池中的空

气电极、燃料电池中氢电极和氧电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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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相多孔电极过程

   多孔电极内部是由充满电解质的不同孔径的液孔和固相两种网络

交织组成，多孔电极的微孔结构(孔径大小、形状、分布和路径等)、

孔隙率和对电解质的润湿性等都会影响多孔电极的性能。

金属阳极（溶解反应：M          Mn+ne）电极反应过程：

    (1) 金属原子离开金属晶格成为吸附原子

    (2) 溶液组分在金属表面上的吸附 （减少金属表面吸附原子的浓

度，从而抑制金属电极的阳极溶解；被吸附的粒子与金属表面上的吸

附原子形成吸附络合物。)

    (3) 水合金属离子的形成（在水溶液中，不管是吸附原子放电，

还是吸附络合物放电，产物离子都将形成水合离子。 对于形成新相

(氧化物或沉淀等)的阳极过程，不出现水合离子。）

    (4) 水和金属离子离开金属附近的溶液向溶液本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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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铁电极在酸性溶液中的阳极反应机理：

   ① Fe + H20              Fe(H2O)吸
   ② Fe(H20)吸                     Fe(OH-)吸 + H+

   ③ Fe(OH-)吸                     Fe(OH)吸 + e
   ④ 2Fe(OH)吸                     Fe(OH)吸

+ + Fe(OH-)吸
   ⑤ Fe(OH)吸+ + H+ + (n-1)H20              Fe2+.nH2O

    每生成一个亚铁离子至少要经过五个步骤。

    首先水分子在铁表面上吸附，接着成为吸附在铁表面的氢氧根离
子，然后单电子放电而形成吸附在铁表面上的络合物。在整个反应过
程中，这三个步骤都很快，处于接近平衡状态。

    第四步是两个吸附粒子在相互碰撞中交换电子的反应，是整个电
极反应的控制步骤。

    第五步是溶液中的络离子与氢离子反应转化为水合亚铁离子的过
程。

    最后水合亚铁离子离开电极表面，通过扩散层并继续向溶液本体
的传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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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化学反应过程中，气体在电极上发生氧化或还原反应，当这种

气体反应成为电极上的主要反应或不可避免的副反应时，则该电极为

三相多孔电极，或称为气体扩散电极。

    燃料电池中的氢电极和氧电极、金属-空气电池的空气电极等，其

活性物质是气体，气体电极反应为主要反应。在其他的水溶液电池中，

氢气和氧气的电极反应就是不可避免的副反应。   

    在全浸没的电极上，由于气体的溶解度和传质速度的限制，不可

能获得较高的电流密度。

    气体电极中，气体向电极表面的输送过程：

(1)气体溶解过程，气体从气相向电解质溶液的溶解过程。

(2)气体向电极表面附近的传质过程，溶解在溶液中的气体向电极表面

附近的传质过程。由于气体不带电荷，所以这个传质过程只有对流和

扩散两种方式。

(3)气体穿越双电层过程，溶解气体穿过双电层(静止的电解质溶液)到

达电极表面的过程，此过程中，扩散是气体惟一的传质方式。

（二）三相多孔电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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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向金属电极的输送过程：

    高效气体扩散电极必须满足

的条件是电极中有大量的气体容

易到达而又与本体溶液较好地连

通的薄液膜，通过三相多孔电极

可以得到这种薄液膜。
图 2.8 氧气向金属电极的输送过程示意 

      三相多孔电极必须具备两种通道:

    ①气体通道。电极中有足够的气孔作气体通道，使气体容易输送

到电极内部的各处。气体通道中具有一定憎水性。

    ②液体通道。电极中有足够的液孔作液体通道，并能够很容易在

电极表面上形成薄液膜，这些薄液膜很容易通过液孔与电极外侧的本

体溶液连通，实现液相反应物粒子和产物的传质。液孔通道应具有一

定的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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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体扩散电极中的物质传递

              

   在气体扩散电极中，除了与两相多孔电极一样的液相传质外，还有

气相传质过程。        

 图2.9 多孔电极中气 
    体扩散的不同途径  

    处理气体扩散电极内某一相(i)的传质过程

时，一方面要考虑该相的比体积(Vi)，即单位体

积电极中该相所占的体积，也即孔隙率；另一方

面还要考虑该相的曲折系数(ξ)，某一相的曲折

系数是指多孔电极中通过该相传质时，实际传质

路径的平均长度与多孔电极厚度之比。如图2.9

所示的传质途径：直通孔的ξ==1，而曲折孔的

ξ≈3。

    对于多孔气体扩散电极，气相中传质速度往往是比较快的。只要透

气层不太厚，孔隙率不太小和反应物浓度不太低，在一般工作电流密度

下不会出现严重气相浓差极化。

    在气体扩散电极中，大多数是液相传质为控制步骤，有时气相传质

为控制步骤，或混合控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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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体扩散电极中的电流分布 

              

    (1)电化学与欧姆混合控制

    当电极在小电流密度下工作时，假设多孔电极中气相和液相的传质
速度很快，相应的极化可以忽略。此时，电极过程由电化学反应和气相
与溶液的欧姆电阻极化控制，即电化学-欧姆控制。    

    由于孔内电解质溶液造成的欧姆电压降，使孔壁表面各点相对于溶
液的电极电位不相等。如图2.10所示，对于氧气的阴极还原过程，流过
a点电极表面的电流要大于c点的电流，即在毛细孔内，电流比较集中于
靠近电解质溶液一端。越向孔内深处延伸，电流分布越小，甚至趋于零。
电极的工作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电流分布的不均匀性越明显。 

图2.10  电化学-欧姆控制时多孔电极内电流的分布
                     (a)电流方向  (b)电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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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扩散控制  

    当电极在高电流密度下工作时，电极表面活性物质的消耗速度很
快，气相和液相中的物质传递起控制作用，即扩散控制。
    对于氧气的阴极还原反应，物质的传递包括氧气在毛细孔中向电
极表面扩散和产物氢氧根离子从电极表面向孔外本体溶液的反扩散；
假设溶解在电解质溶液中的氧气向电极表面的扩散起控制作用，可以
用浓差极化方程表示。
    由于电极中存在疏水剂，所以电极处于部分润湿状态，在某些毛
细孔的孔壁上，电解质溶液形成了一个弯月面和弯月面以上的一部分
很薄的液膜。
    氧气从气相通过液膜向电极表面扩散的途径很短，即扩散层很薄，
所以扩散电流很大，越向电解质溶液内部延伸，扩散层越厚，扩散电
流密度越小，甚至等于零。也就是说，在电极处于扩散控制下，电流
分布集中在毛细孔面向气体的一面，而在毛细孔面向电解质溶液的一
侧的孔壁上几乎没有氧气的还原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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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气体电极过程
                
   在电极反应中，有的是气体在电极上发生氧化或还原反应，最常见

的是氢电极过程和氧电极过程。

（一）氢电极过程

1） 氢电极的阴极过程

      氢离子在阴极上还原析出的过程，即析氢反应。

(1) 水溶液中的H3O
十靠对流扩散或电迁移等传质作用输送到电极表面,  

       H3O十（溶液本体）→ H3O
十（电极表面附近液层）。

(2) 电化学反应生成吸附氢原子  H3O十 + e  →  MH  +  H2O

(3) 随后转化步骤，在电极表面生成的吸附氢原子，可能以两种不同方
式生成氢分子，并从电极表面脱附。

   复合脱附(属化学转化反应):  MH + MH →  H2

   电化学脱附： MH + H3O
十 + e  →  H2  +  H2O

(4) 新相生成步骤， nH2  →  H2 （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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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氢过电位及影响因素

    析氢过电位是在某一电流密度下，氢实际析出的电位与氢的平衡电

位的差值η。

    析氢过电位与电流密度的关系：         

    a值是单位电流密度下（例如 i=lA·cm-2）的析氢过电位, a值的

大小表示电极不可逆过程的程度。a值越大，电极过程越不可逆。 a值

的大小与金属材料的性质、金属表面状态、电解液组成和温度等因素有

关。b值在常温下一般金属电极上b=0.1 ~ 0. 14V。

    根据a值大小，可将电极材料分作三类：

高过电位金属: a=1. 0 ~1.5V，如Pb,Hg,Ti,Zn,Ga,Bi,Sn,Sn等。

中过电位金属: a=0. 5~-0. 7V，如Fe,Co,Ni,Cu,W,Au等。

低过电位金属: a=0.1~0. 3V，如铂族金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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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氢过电位的影响因素

①金属本性：不同金属对析氢反应的催化能力不同，对氢的吸附能力也

不同。易吸附氢的金属，如铂、钯等，析氢过电位低；吸附氢的能力小，

析氢过电位高，如铅、汞、镉、锌、锡等。

②金属表面状态：光滑表面比粗糙表面的析氢过电位高。因为表面粗糙

时，表面活性大，使电极反应的活化能降低，析氢反应变得容易，同时，

表面粗糙时，真实表面积增大，相当于降低了电流密度，析氢过电位必

然下降，有利于析氢反应进行。

③溶液组成：溶液的组成、pH值、添加剂等，都会对析氢过电位有明显

的影响。

    金属在酸性溶液中发生氢去极化腐蚀时，可以添加Bi2(SO4)3和

SbCl3作缓蚀剂。由于在电极上析出铋和锑，使析氢腐蚀过电位升高，

因而析氢减少。

④温度的影响：溶液温度升高，反应活化能降低，析氢过电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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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氢电极的阳极过程

   氢是燃料电池中的负极活性物质，当电池放电时，发生氢的阳极氧

化。

在酸性溶液中氢的阳极氧化反应：

在碱性溶液中氢的阳极氧化反应：

    氢的阳极氧化是氢的阴极还原的逆过程，氢在电极上的反应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步骤：

    (1) 氢分子溶解进入溶液并扩散到电极表面

    (2) 电极的活性表面吸附氢分子并且离解为氢原子

化学离解吸附：H2 + 2M = 2MH

或电化学离解吸附： H2 + M = MH + H+ + e

    (3) 吸附氢发生电化学氧化

在酸性溶液中： MH = H+ + M + e

在碱性溶液中： MH + OH- = H2O + M + e    

    (4) 反应产物离开电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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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电极过程
                
    在氢-氧燃料电池中氧的还原，电解水制取氢气和氧气，铝、镁、

钴的阳极氧化，金属腐蚀及其防护等领域，都会遇到氧的氧化和氧的

还原过程。 

    1）氧的阴极还原过程，氧还原的中间产物可能为H2O2或HO2ˉ,也可

能是吸附氧或表面氧化物。

    (1) 中间产物为H2O2或HO2ˉ

      在酸性及中性溶液中，反应历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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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间产物为吸附氧或表面氧化物

当以吸附氧为氧还原的中间产物时，基本反应历程为

氧还原以表面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为中间产物时，基本反应历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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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氧的阳极过程，

     （1）氧气的析出过程

    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氧气的析出反应及其反应过程是不同的。

在碱性溶液中： 40H-          02 + 2H2O + 4e

在酸性溶液中:  2H20          02 + 4H+ + 4e

    对于含氧酸的浓溶液，在较高的电流密度下，可能有含氧阴离子直

接参与氧的析出反应。例如，在硫酸溶液中，可能按照下述步骤发生氧

的析出反应，即 

                2SO42-               2S03 + 02 + 4e 

                2S03 + 2H2O          2SO42- + 4H+

           总反应式仍为  2H20          02 + 4H
+ + 4e

    在中性溶液中，可以由氢氧根离子和水分子两种放电形式来析出氧。

到底以哪种形式为主，要看在给定的条件下，哪种放电形式进行所需的

能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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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氧析出过电位

    在平衡电位下，不可能发生氧的析出反应，氧总是在比平衡电位更

正的电位下才能析出。析氧过电位为 ηo=Ф－Фe

    析氧过电位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对于铁和铂等金属，析氧过电位

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而对于铅和铜等金属，析氧过电位随时间的

延长而跳跃式增大。一般所说的析氧过电位是指稳态值。在一定的电位

范围内，析氧过电位与电流密度之间的关系：

                      ηo = ao + bolgio     

常数ao。和bo都与电极材料、电极表面状态和电流密度等因素有关。电极

材料、溶液组成、温度和电流密度等因素对析氧过电位都有影响。

    在中等电流密度范围内(约为10-3A／cm2)，在碱性溶液中，各种金属

上析氧过电位顺序：

             Co < Fe < Ni < Cd < Pb < Pd < Au < Pt

在Co与Pt电极上的电位差为0.7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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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概念与发展历程简介

纯电动动力系统：

    早在卡尔·本茨发明内

燃机汽车的半个世纪之前，人

类就开始探索以蓄电池为能源

装置的纯电动汽车。

    1900年，纯电动汽车曾经

占据了美国汽车保有量的三分

之一。但是由于动力电池技术

的瓶颈约束，纯电动汽车逐步

淡出汽车市场，走过了艰难的

历程。

    2008年锂离子动力电池在

汽车上市产品中应用，使纯电

动汽车真正成为日益成熟的主

流汽车产品，并不断扩大车型

应用范围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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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系统：

    混合动力系统发明于19

世纪末，兴起则始于一百年

后的20世纪末。

    1997年丰田公司量产型

混合动力汽车Prius的问世，

开启了现代混合动力汽车时

代。世界各大汽车公司不断

将混合动力车型投入量产，

混合动力的浪潮持续升温。

    2008年，比亚迪在中国

开始销售可以外接充电的混

合动力轿车F3DM，这是全世

界第一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

 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概念与发展历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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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燃料电池的基本原理由英国

物理学家William Grove发明于

1839年。

    1992年加拿大巴拉德公司研

制了88kW的汽车用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系统，开启了燃料电池用

作汽车动力的新阶段。

    在2000年之后，燃料电池汽

车进入了示范验证阶段。中国在

2008北京奥运会首次开展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运行并建立了首座加

氢站。

    2015年,丰田公司开始销售未

来(Mirai)燃料电池轿车标志着燃

料电池轿车进入商业化阶段。

 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概念与发展历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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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发展近况

近年来，电动汽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特斯拉集团率先推出了以锂离子电池为驱动系
统的纯电动汽车，让人们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可
行性与优势。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炫酷的外观
及辅助功能使其在国际上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比亚迪公司先后推出了秦、唐等油电混动的新能源
汽车，使得电动车的价格更加的亲民化，广大车主对
新能源汽车业逐渐地从观望态度转变到跃跃欲试。 

通用、宝马、大众等国际大型车企也瞄准了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陆续的推出了旗下品牌的
新能源汽车，掀起了新能源汽车的潮流。

一些互联网公司、投资公司也开始投资或转
型到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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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典型电动汽车研发思路与发展演变历程

    从典型新能源电动汽车企业

的发展战略来看，特斯拉公司的

模式是高端切入，自上而下，以

电动化为主体，逐步融合智能化

和网联化。

Roadster

Model S

Model X

Model3

高
端
切
入    

自
上
而
下

    从技术演进看，从电动化率

先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特斯拉公

司大胆推出了自动驾驶技术。该

模式是新兴造车企业尤其是从互

联网行业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所

采用的一种典型技术路线，即纯

电动战略——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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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田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技术路线核心是发动机技术优先战略：

从先进燃油汽车、高效混合动力汽车到氢能燃料电池汽车的技

术路线。

新能源动力系统研发思路是：以混合动力系统为基础平台，在

该平台基础上分别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纯电动动力系统

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国际典型电动汽车研发思路与发展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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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与交通应用适用性方面，其基本思路是：

    短距离城市通勤   纯电动乘用车

    中远距离的个人出行   常规混合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长途重载运输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卡车和公路客车

国际典型电动汽车研发思路与发展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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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力与限制

驱动力

    在能源结构转型及日益严
峻的环保压力下，政府的大力

补贴刺激了电动汽车市场迅
猛发展。

限制

    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动

力电池占据了整车成本的40%以上。
在某种意义上，动力电池技术的发
展决定了电动汽车的发展。

 EVs 
&HEVs

Nature Energy, 2018, 3, 27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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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8年增长近150倍

2011年-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情况

年份 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 汽车总销量 同比增长 新能源汽车占比

2011年 0.82万辆 / 1850.51万辆 2.46% 0.044%

2012年 1.28万辆 56.77% 1930.64万辆 4.33% 0.066%

2013年 1.76万辆 37.6% 2198.41万辆 13.87% 0.08%

2014年 7.48万辆 324.79% 2349.19万辆 5.86% 0.318%

2015年 33.11万辆 342.86% 2459.8万辆 4.71% 1.346%

2016年 50.7万辆 53% 2802.82万辆 13.65% 1.8%

2017年 77.7万辆 53.3% 2887.9万辆 3.04% 2.7%

2018年 125.6万辆 61.7% 2808.1万辆 -2.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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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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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Nat. Energy., 2018, 3, 279.

EV销量及市场占有率预测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预测
数据来源：中汽协、华金证券研究所，Copyright ©xincailiao.com

2018年全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59.9%和61.7%。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

2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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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

续航里程

能量密度

百公里加速

功率密度

价格

电池材料

安全性

热管理

Nature Energy, 2018, 3, 279-289

电动汽车市场的进一步发

展需要更好的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

在于开发高容量的正负极

电极体系

积极布局开发新一代高性
能储能动力电池体系，是
企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
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Nature Energy, 2016, 1, 16030

车用动力电池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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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动力电池技术路线

镍-金属氢电池 锂离子电池

锂硫电池

全固态电池

锂空电池

当前电动车动力电池市场产品主要以镍-金属氢电池与锂离子电池为主

镍-金属氢电池主要用于混合动力汽车

动力锂离子电池主要用于纯电动汽车

锂离子电池占据了当下动力市场的主要份额

燃料电池电动车在发展，全固态电池、锂硫电池等还在研发中。

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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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正极活性物质为Ni(OH)2,负极活性物质为金属氢化物，

也称储氢合金。充电时，氢氧化钾（KOH）电解液中的氢离子（H+）会

释放出来，由储氢合金吸收，避免形成氢气（H2），以保持电池内部压

力和体积。电池放电时，这些氢离子便会经由相反过程回到原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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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

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中脱嵌，通过电解质和隔膜，嵌入到负极中；

放电时，锂离子由负极中脱嵌，通过电解质和隔膜，重新嵌入到正

极中。由于锂离子在正、负极中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和位置，因此电

池充放电反应的可逆性很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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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是一种主要透过氧或其他氧化剂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把

燃料中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发电装置。最常见的燃料为氢，其他燃

料来源来自于任何的能分解出氢气的碳氢化合物，例如天然气、醇、

和甲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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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以来已发布超过了20款燃料电池汽车（FCEVs）的

原型和示范车。示范车型包括本田的FCX Clarity，丰田的FCHV-

ADV，梅赛德斯-奔驰的F-CELL。示范燃料电池车已经能够“在重

新加燃料之间的续驶里程超过400公里”。它们可以在小于5分钟

的时间内完成重新加燃料。

    目前，实现量产的氢燃料电池车只有

                  丰田Mirai，本田Clarity，现代ix35 FCV。

    在世界上今天有超过100部燃料电池巴士运行。大部分燃料电池

巴士是由UTC Power, 丰田, Ballard，Hydrogenics和Proton Motor

等公司生产。

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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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系统)

2025 目标 2030 目标2020 目标

单体比能量 
达到300 Wh/kg

单体比能量 
大于400 Wh/kg

单体比能量 
大于500 Wh/kg

使用寿命达到10年

单体成本达到1元/Wh，
系统成本达1.3元/Wh

单体成本达到0.8元/Wh
，系统成本达1元/Wh

单体成本低于0.6元/Wh，
系统成本低于0.8元/Wh

   2016年10月26日，工信部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提出：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350 Wh/kg

，系统比能量达到250 Wh/kg，单体能量密度达到650 Wh/L,系统能量

密度达到320 Wh/L，满足300 km以上BEV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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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2020 年，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比

能量＞300Wh/kg；系统比能量争取达到

260Wh/kg；成本≤1 元/Wh；使用环境达

-30℃到55℃；具备3C 充电能力。

2. 力争实现单体电池350Wh/kg、系统

260Wh/kg 的锂离子电池产品产业化和整

车应用。

3. 新型动力电池方面，积极推进锂硫电

池、金属空气电池、固态电池的研究和

工程化开发，2020 年单体比能量

≥400Wh/kg、2025 年达到500Wh/kg。

    2017年3月1日，四部委印发了《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通知，明确指出了当前动力电池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发展方向。通

知中将提高电池比能量作为今后的重点发展目标之一，关键指标和时间

节点如下：

行业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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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动态

2017年中国动力锂电池装机量
TOP10企业份额（单位：%）

2017年中国主要企业动力锂电池装
机量（单位：GWh）

从集中度来看，锂动力电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已经快速提升，行业整合趋

势日益明显，未来中国锂动力电池市场将进一步向优势企业和龙头企业集中。

2017年装机总电量前10的动力电池企业合计约为26.22Wh，占整体的72.3%。其

中，宁德时代10.4GWh的装机量约占总量的30%，比亚迪紧随其后，占比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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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市场供需平衡曲线预测

    然而，在政策红利的巨大刺激下，广

大动力电池厂商疯狂扩充产能，大量产品

涌入市场，导致产品参差不齐的同时引发

产能过剩，利润急剧下滑。同时，新能源

补贴政策退坡，使得动力电池厂商竞争更

加激烈。

    从短期来看，动力电池还将继续面临

产能过剩的困扰，2017年动力电池产能过

剩达到157%，而在2018年更是达到257%。

此后随着需求的增加，产能过剩的情况将

有所改善，之后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

这一现象会有所好转，但是一直到2025年

国内市场都将维持产能过剩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动力电池厂商

的出路只有两条：1）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

击败其他竞争对手；2）占领国际市场，但

是这同样会面临来自日本、韩国电池厂家

激烈的竞争，所以无论如何，提升技术水

平是动力电池厂商的唯一选择。

行业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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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电池的发展

   锂是金属中最轻的元素，标准电极电位-3.045V，是金属元素中电位最负的一个元素，电

化学当量为3.86 Ah·g-1，受到化学电源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锂离子电池是21世纪发展的理想电源：

工作电压高（3.6V）；体积小；质量轻；能量密度高（140～300wh/Kg）。

• 1978年，Armand提出，正负极均为能可逆进/出电液工作离子的储锂基体(TiS2)，它

实际为一浓差电池，锂离子在两电极间进行嵌入/脱出循环。由于其电压为0～2V，

不具高电压特质。

• 1980年，Goodenough发现LiMO2（M＝Co、Mn、Ni）具有与TiS2同样的层状结构。

• 氧化物可提供比硫化物更高的开路电压（氧化物阳离子比硫化物更易获得高价

态）

• 氧化物可提供比硫化物更高的体积比容量

• 1990年，SONY公司采用可以使锂离子嵌入和脱嵌的碳材料代替金属锂负极材料，采

用可以脱嵌和可逆嵌入锂离子的高电位氧化钴锂正极材料及与正负极能相容的

LiPF6-EC＋DEC电解质，成功研制出新一代实用化的新型锂离子蓄电池。

         (-)C|LiPF6－EC+DEC|LiCoO2|(+)

锂离子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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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性

高倍率性

高比容量

高循环
  寿命良好高低温

   性能

锂离子动力
电池对性能的要求

低总成本

高一致性

锂离子动力电池性能要求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锂离子电池发展趋势

      通过对现有锂离子电池的创新改进：

       实现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高安全性、长寿命和低成本。

       用于电动汽车可以实现行程更远、充电更快、寿命更长、确保

安全、成本较低。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材料决定锂离子电池的未来：要求容量更高、稳定性更好

锂离子电池用电极材料的性能

☆ 电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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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正负极组成及其能量密度

☆ 电极(材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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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能量
高

功率

长

寿命

安全

环保

价格

低廉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发展方向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正极材料克容量与充电截至电压：水平和发展潜力

掺杂、包覆、CEI添加剂 → 提高晶格、表面稳定性

正极能量密度提升办法：提高压实密度→ 提高体积能量密度

                      提高正极厚度→ 提高正极材料质量或体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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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镍三元正极

    Doron Aurbach等通过湿化学法结合煅烧工艺得到了ZrO2包覆的Zr掺杂

LiNi0.8Co0.1Mn0.1O2高镍三元正极.电化学测试表明，经过改性后的高镍正极

表现出优异的容量及循环特性。

Adv. Energy Mater. 2017, 170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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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负极材料（容量问题-372）

• 氧化物材料（电位问题）

• 合金类材料（膨胀问题） 

         锡基合金负极材料 

         铝基合金负极材料

         锑基合金负极材料 

         硅基合金负极材料

• 其他类负极材料 

负极材料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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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容量提升办法：预锂化 → 提高面容量、降低极片体积膨胀

                  碳包覆、SEI添加剂 → 提高界面稳定性、倍率特性  

                  全固态 → 提高库仑效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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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容量硅碳负极

    Chen Junhong 等通过引入PS（内层）和PANI（外层）双包覆层工艺，成功

避开了传统高毒的HF刻蚀工艺，热解得到的yolk-shell Si/C复合材料表现出

高的可逆容量和优异的循环稳定性能。在1 A g-1电流密度下，500次循环后，容

量依旧保持在630 mAh g-1.

J. Mater. Chem. A, 2018, 6, 2593-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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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科学与技术》， 2016，5， 443-453

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发展路线及预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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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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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循环性

l 体积能量密度

l 膨胀、气胀

l 安全性

l 倍率特性

l 低、高温

l 自放电

材料掺杂包覆

极片改性

电解液改性

导电添加剂

化成工艺

N/P设计

纳米结构材料

极片改性

粘接剂

电解液改性

导电添加剂

化成工艺

预锂化工艺

圆柱
软包

铝壳

提升能量密度如何兼
顾安全性、寿命、功
率特性？

300Wh/kg以上动力电池技术路线

2016-2017科技部

300Wh/kg电池项目的技
术路线均为硅碳负极匹
配高镍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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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现状

    目前，行业内普遍认为，锂电技

术的近期目标是通过高镍三元正极、

硅碳负极实现300wh/kg；中期(2025

年)目标是基于富锂锰基/高容量

Si/C负极，实现单体400wh/kg；远

期则是开发锂硫、锂空电池，实现单

体比能量500wh/kg。

    当前的锂离子动力电池市场主要

以石墨负极配三元或磷酸铁锂稳定

供货为主。其中，国内企业由于补贴导

向，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逐渐将

技术路线由磷酸铁锂向更高能量密度的

三元正极转移。随着硅碳负极，高镍正

极及配套高压电解液的技术突破，高

镍配硅碳型动力电池的产能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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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分布

目前世界范围内动力电池的研发和产业化主要集中在三个

区域，德国、美国和中日韩所在的东亚地区。锂离子动力电池的

生产也主要集中在中日韩三个国家。

日本：技术领先；

韩国：市场份额第一；

中国：企业数最多，产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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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能：世界第一，超过400亿瓦时的年产能；

区域分布：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原地区和

京津区域为主的四大动力电池产业化聚集区域；

企业：超过100家动力电池企业开展动力电池及电池系统的

研发及产业化工作；

资金投入：超过1000亿产业资金的投入，进展显著。

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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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的市场需求会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快速发展，预

计在2025年动力电池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243GWh，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46%。

根据韩国SNE research的预测，全球动力电池产值在2020年将

达到317亿美元，在2025年将达到979亿美元，动力电池的市场份额将

占据整个锂离子电池市场份额的82.2%左右。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

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隔膜四大关

键材料都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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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高容量电极材料

高容量的NCM和NCA材料，特别是成本较低的NCM材料需求

量增长较快，在2018年市场需求量将达到20万吨以上，2020年

需求量会进一步增加至40万吨以上。NCA材料需求也会持续增长，

在2018年就会超过LFP材料和LCO材料。LFP材料需求预期增长比

较缓慢，一直到2020年都将维持在10万吨左右。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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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来看，现阶段主导动力电池市场的NCM111材料和LFP材料，

将会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和电动汽车对续航里程的追求，逐渐退出市

场，2018年后容量更高的NCM622材料的市场份额将会稳步增加，2021

年NCM622材料的市场份额将会达到40%以上，在2021年之后容量更高

的NCM811材料将会强势崛起，在2025年NCM811材料将会占据动力电池

正极材料的半壁江山。容量同样较高的NCA材料由于成本等因素的限

制，市场份额将会一直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且将会过渡到高镍

NCA材料。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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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碳复合材料为主，新型粘结剂+SEI膜调控技术

负极材料将继续朝低成本、高比容量、高安全性的方向发展。

石墨类材料仍将是当前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的主流选择，特别

是人造石墨凭借着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市场需求将会持续增长，在

2020年将达到将近40万吨，天然石墨材料凭借着在成本上的优势，

市场需求也将稳步上升，在2020年将达到20万吨以上。

近到中期，硅基等新型大容量负极材料将逐步成熟，以钛酸锂

为代表的高功率密度、高安全性负极材料在混合动力电动车等领域

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中远期，硅基负极材料全面替代其它负极材料已成为行业共识。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负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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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材料复合且结构可控的隔膜材料

随着隔膜薄型化的趋势，为了保证电池的安全性，涂层隔膜

将逐渐成为锂离子电池隔膜的主流，将在2018年超过传统的PP和PE

隔膜需求量，在2020年，涂层隔膜的市场需求量将达到2000M m2。

因此，发展基于聚烯烃（尤其是聚乙烯）隔膜的高性能改性隔膜材

料（如无机陶瓷改性隔膜、聚合物改性隔膜等），进一步提高隔膜

的安全特性和电化学特性将是隔膜材料研发的重点。建立隔膜构造、

隔膜孔径尺度与分布的有效调控方法，以及引入电化学活性基团等

使聚烯烃隔膜多功能化，将是隔膜发展的重要方向。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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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材料的发展趋势将主要集中在新型溶剂

与新型锂盐、离子液体、添加剂等方面，凝胶电解质和固态电解质也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以固态电解质为关键特征之一的全固态电池在

安全性、寿命、能量密度及系统集成技术等都具有潜在的优异特性，

也是未来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近期：高电压电解液和高环境适应性电解液材料

中远期：固态电解质材料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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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低成本的新型锂离子电池和新体系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发展的主要方向。

☆ 新型锂离子电池：采用高电压/高容量正极材料、高容量负

极材料和高电压电解液替代现有锂离子电池材料，电池成本、比能量

和能量密度具有明显的优势，将能够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汽车经济性和

使用的便利性，需要解决耐久性、环境适应性和安全性等关键问题。

☆ 新体系电池：包括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全固态电池等，

预计具有更低成本和更高的比能量，尚处于基础研究的发展阶段。预

计2020年新型锂离子电池将实现商业化，2030年新体系电池实用化。

锂离子动力电池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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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高能动力电池

    目前，行业内普遍认为，锂电

技术的近期目标是通过高镍三元正极、

硅碳负极实现300wh/kg；中期(2025

年)目标是基于富锂锰基/高容量Si/C

负极，实现单体400wh/kg；远期则是

开发锂硫、锂空等新型电池体系，

实现单体比能量500wh/kg。

目前市场布局的新型动力
电池体系主要有：

   “如果能量密度进一步提高，大于500

瓦时/公斤的话，一定从现在开始就要考

虑固态锂电池，以及锂空气电池、锂硫电

池等新的电化学体系探索研究。”——中

国工程院陈立泉院士

l 锂-硫电池

l 锂-空气电池

l 铝-空气电池

l 全固态电池

新一代动力电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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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硫电池

基本特性

限制因素

理论比容量高(1675 mAh·g-1)、
能量密度高(2600 Wh·kg-1)、
环境友好、价格低廉 ，但循
环性能、倍率性能差

硫正极本征差的导电性及循环
过程中严峻的多硫离子穿梭效
应

锂负极持续的界面副反应及
锂枝晶生长

Chem. Rev., 2014, 114, 11751−11787

Acta Phys. -Chim. Sin. 2017, 33, 
2339-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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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空气电池

基本特性

限制因素

高理论电压（3.35 V）和电化
学当量（3.86 Ah g-1）

差的循环稳定性及倍率性能

空气电极迟滞的反应动力学
以及缺少合适的高效氧还原
阴极催化剂

锂负极持续的界面副反应及
锂枝晶生长

Adv. Energy Mater. 2017, 17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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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高,固态电解质宽的电
位窗口;安全性好,固态电解
质不燃;理论能量/功率密度
高,更高的电压，更高的电
解质离子电导率

缺少合适的高离子电导率固
态电解质

全固态电池

基本特性

限制因素

电极/电解质界面相容性
不佳导致差的容量释放
及循环稳定性、倍率性
能

Chinese Physics B, 2016, 25, 018802
价格昂贵

储能科学与技术，2013，4，331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铝-空气燃料电池

基本特性

限制因素

理论比能量高达8100Wh/kg，车
用配重低，便捷更换铝阳极续航，
但比功率较低，电压滞后，自放
电率较大

空气电极迟滞的反应动力学以
及缺少合适的高效氧还原阴极
催化剂

铝阳极的碱蚀及高效缓蚀电解
液的开发

Adv. Funct. Mater., 2017, 1702244

以色列Phinergy公司铝空气电池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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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能量高：理论比能量：铝空8100Wh/Kg,实际可超过500Wh/kg。

这一数值远高于其他各种电池。

2. 操作简便，使用寿命长：铝电极可以机械更换或者连续补充，电

池管理简单，使用寿命只取决于氧电极的工作寿命。

3. 电池结构多样：可设计成一次电池或二次电池，铝阳极可以是板

式、楔型或者膏体，电解液可循环或不循环。可根据使用场合不

同而进行设计。

4. 循环经济：电池消耗金属铝、氧和水，生成氢氧化铝。后者可采

用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再生还原。消耗1kg铝可以产生

4-5度直流电，相当于2-2.5升汽油的驱驶能量，实现12-15元价值；

还原1kg燃料铝的综合成本为8-10元。

5. 绿色环保：无毒、无有害气体，不污染环境。

6. 资源丰富：铝是地球上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价格低廉。全球

铝的工业储量超过250亿吨，可满足汽车工业电动车动力电池和移

动电源的需求。

铝空气电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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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空气电池技术难点及解决办法

•功率密度小                                功率密度翻两翻

•使用寿命短                                延长使用3-5年

•电池不能搁置                              搁置间歇放电

•铝电极腐蚀                                腐蚀控制

•电池不能再生                              循环使用

铝空气电池没有得
到重大发展的主要
技术难点：

通过改进，采用一些
新的材料和工艺引入，
达到的效果成倍增加：

三维多孔结构制备工艺提高
空气扩散高效催化

导电陶瓷复合石墨烯
作为碳电极基体

新型电池结构
特殊电解液

铝合金组成、结构、形貌控制
有机、无机缓蚀剂协同作用

产业链循环再生
降低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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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电动车动力电源

l 船舶推进动力电源

l 野外供电电源

l 移动供电电源

l 应急电源 

l 无人机电源

应急电源 移动电站汽车动力电源

铝燃料电池产品及其应用领域

单兵电源 红外隐形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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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应用性能对比

对比内容 铝燃料电池 锂离子电池

1kwh生产成本 200元 2000元

1kwh使用成本 2-3元（含折旧） 3-5元（含折旧）

能量密度
Wh/kg

动力型 普通储能型 动力型 普通储能型

600-650 1500 150-200 200-250

配套资金 无需建设充电设施，与现有电解铝厂结合，
配套资金投入少。

要建设充电站及电网改造与扩容，配套
资金庞大。

资源支持度 原材料充足、可循环利用，不给电网
增加负荷。

锂钴金属资源不支持，电网负荷
承受不了。

安全性 高 有安全隐患

环保性 低碳，无污染 材料制备中有污染

循环使用技术 还原技术简单，优势明显 难度大

以200kg电池的小轿车应用为例

电量与续驶里程 120-130度，1200-1300公里 30-40度， 300-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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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从长远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及动力电池产业链的逐渐完善，即使

在政府补贴倒退的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行业也能维持繁荣，新能

源汽车行业前景广阔。

    当前市场动力电池产品依旧以石墨配磷酸铁锂或三元正极为主，

未来能量密度有望在硅碳-高镍三元体系取得突破。

    锂硫、锂空以及全固态电池等新一代高能动力电池体系虽起步较

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在未来有可能实现跨跃式发展。

    铝空气燃料电池前景看好，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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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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