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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解 质（包 括 隔 膜）是 锂 离 子 电

较差，不仅不能满足电池高倍率充放

解，并使电池进一步升温,最后导致隔

池组分中的关键部件之一，在电池中

电的要求，而且还会带来很大的安全

膜的软化，正负极短路甚至发生着火

[3-7]

起到隔离正极片和负极片，同时允许

隐患

。而动力电池在高功率放电性

爆炸。另外，电池使用过程中遭受意外

离子和溶剂通过的作用，电解质(包括

能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对电解质(包

撞击或过充会形成锂枝晶，也可导致

隔膜)的性能好坏直接影响到电池的

[8]

括隔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速量

电池短路，产生巨大的热量。这就要求

。目

热仪（A R C）对锂离子电池的研究表

动力电池隔膜或固态电解质体系具有

前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电解质由隔

明，电池高温运行对其安全性有着巨

很好的耐温性能和机械强度。

倍率、循环寿命和安全性能等

[1-2]

膜、锂盐和有机碳酸酯溶剂构成 ；其
中，碳酸酯溶剂易挥发、易燃、易爆，

[9]

大的的链式负面效应 。

因此，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安全运

在高功率放电过程中，由于动力

行需要具有更好热尺寸稳定性、热化

是目前电解质体系的一大隐患。而隔

电池体积大散热性能不好,电池的局

学稳定性、更高机械强度的隔膜和聚

膜主要是单向或双向拉伸的聚乙烯

部温度达到 80 ～100℃左右,高温可

合电解质材料。隔膜和聚合电解质材

(PE)、聚丙烯(PP)微孔薄膜，聚烯烃隔

以引起碳负极电解质界面
（S E I）膜分

料应该达到如下性能 ：电导率接近或

膜的孔隙率和横向拉伸强度低，电解

解，引起有机电解液体系等物质的分

达到液态电解质的导电率值 10-3 ～

液的浸润性差，保液性以及热稳定性

解放热,特别是六氟磷酸锂盐的热分

10-2S/cm，
锂离子迁移数尽可能接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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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体系电化学稳定窗口大于
4.5V ；
在电池工作的全部温度(-40 ～
150℃ )范围内，电解质
（包括隔膜）具
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足够的力学稳定
性 ；由于动力电池的运行温度一般在
50 ～80℃之间，
因而要求电解质
（包括
隔膜）耐温性能也要有大幅度的提高，
至少要求能耐受 150℃的热冲击[9]。
现有的锂离子电池电解质体系不
能满足上述温区的要求，因此，应该从
整个体系出发（包括锂盐、聚合物材料
和助剂等）来开发新的“刚柔并济”的
聚合物电解质体系（或隔膜），以提高
聚合物电解质体系的耐温性能、力学
性能、界面安全性能和离子导电率等。
想要达到复合电池隔膜与聚合物电解
质体系
（具体设计思想如图 1所示）中
的锂盐、聚合物等有机结合、对立统

图1

一、密不可分，实现“刚柔并济”的效
果，那么，
“刚”性材料，如聚酰亚胺和
芳纶等将提供高的耐热和力学性能，
“柔”性无定型的离子传输材料，如聚

“刚柔并济”的复合电池隔膜与聚合物电解质综合性能示意图

加电场来制造聚合物纳米纤维的纺
[10]

到的皮芯复合结构又具有复合材料的

丝技术 ，静电纺丝得到的复合纳米

特点，因此，笔者团队采用高性能高分

纤维在导电[11]、光导[12]、药物缓释[13]，

子材料如聚酰亚胺( P I )等作为芯层材

[14]

氧化乙烯(PEO)、偏氟乙烯-六氟丙烯

以及相转变材料系统 中具有潜在的

料，采用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

共聚物（PVDF-HFP）等将赋予优异

应用前景。静电纺丝技术制备超细纤

（PVDF-HFP）
等作为皮层材料，
并通

的离子导电性和界面稳定性，
“并济”

维无纺布具有尺寸小、孔隙率高、孔

过纺丝参数的调控和优化，得到孔径

即 2种材料通过合适的复合手段达到

径分布均匀等优点，将其制成锂离子

均匀分布的PI@PVDF-HFP同轴纳

协同作用。

电池隔膜，可以大大提高电池的倍率

米纤维无纺膜[16]。PI@PVDF-HFP同

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动力锂离子

性能。现阶段，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

轴纳米纤维无纺膜具有优异的耐热性

电池安全性对隔膜和聚合物电解质

备的隔膜材料大多是单一的高分子材

能及阻燃性能，其阻燃性能演示如图

的 孔 隙 率、浸 润 性、导 电 率、电 位 窗

料，很难兼顾到隔膜或电解质的各项

2所示。PI@PVDF-HFP同轴纳米纤

口、机械强度和热融化温度等方面的

综合性能。同轴静电纺丝技术是在径

维无纺膜干态下厚度为 30 ～50μ m，

要求，对耐高温隔膜和电解质的制备

向上复合不同的材料，因而赋予同轴

力学强度可达 53M P a，
150℃下热收

[15]

改性技术进行比较详细的评述，以期

纳米纤维优异的综合性能 。对于电

缩 率<0.5%，孔 隙 率>55%，
100m L透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可借鉴的

池隔膜而言，芯层可以采用高性能高

气值<10s ；湿态下电化学稳定窗口达

资料。

分子材料以提供高的热稳定性和机械

到 0 ～5.0V
（v s . L i + / L i）；湿态下该

性能，皮层可以采用含氟高分子等离

复合隔膜的室温(20℃ )离子电导率达

一、基于同轴静电纺丝技术制
备“刚柔并济”阻燃隔膜

子传导材料以提供优异的电化学稳定

到 10-3S / c m，
高温(90℃ )离子电导率

性和离子传输性能，这种同轴复合纤

达到 10-2S / c m ；钴酸锂/湿态复合隔

静电纺丝技术是 20世纪 30年代

维有望用于制备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

膜/石墨全电池在 0.5C放电时容量保

发明的一种通过给聚合物溶液施加外

隔膜。同轴静电纺丝方法操作简便，得

持在 120mAh/g，
100次循环充放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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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率保持在 80%以上。
“一刚一柔”2

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化学稳定性和

学强度可达 50M P a，
200℃下热收缩

种不同特征的高分子材料通过静电纺

机械强度外，其热分解温度在 270℃

率<0.5%，纤维素基隔膜与商业化聚

丝的方式在纳米尺度上进行了复合，

以上，耐热性能也良好，明显优于传统

丙烯隔膜的收缩率比较如图 3所示。

[17]

为动力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开发提供了

的聚烯烃材料 。大量的可获得性、可

纤维素基复合无纺膜的主要特性为 ：

一个全新的思路。

持续性以及优良的耐热性能使得纤维

孔 隙 率>55%，
100m L透 气 值<40s ；

素成为制造锂离子电池隔膜和聚合物

湿态下其电化学稳定窗口达到 5.0V

二、基于天然纤维素的“刚柔
并济”复合高性能无纺布隔膜

电解质材料的首选。近年来，已有部分

（vs.Li+/Li）；
湿态下该复合隔膜的室

文献报道了纤维素基材料在隔膜、电

温(20℃ )离子电导率达到 10-3S / c m

众所周知，聚烯烃隔膜的原料来

解质、电极黏结剂及添加剂方面的应

数量级 ；纤维素基复合无纺膜表现出

[18-25]

自化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过度

用

。其中，笔者团队开发的纤维素

优异的性能，远远高于聚丙烯隔膜商

开发后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所

基复合无纺布隔膜，既可以采用传统

品，而 且 钴 酸 锂/湿 态 复 合 隔 膜/石

以寻找绿色环保的替代原料是迫切需

的抄纸工艺，也可以采用其他无纺布

墨全电池在 0.5C放电时容量保持在

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自然界存在的产

制备方法来制备，然后再采用浸涂和

120mAh/g，
100次循环充放电后容量

量最大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中国科学

刮涂的方式复合高性能高分子材料或

率保持在 83%以上，4C放电容量保持

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所（简称“中科

无机纳米粒子，来改善纤维素无纺膜

在 100m A h / g以上。
纤维素基隔膜与

院青能所”）将纤维素作为主要研究素

的阻燃性能和电极界面相容性能。笔

商业化聚丙烯隔膜的电池倍率性能比

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纤维素除了具

者团队开发的纤维素基复合无纺膜力

较如图 4所示。天然
“柔性”纤维素材

同轴纳米纤维复合示意图
图2

聚丙烯隔膜

纤维素隔膜

PI@PVDF-HFP 同轴纳米纤维无纺膜的阻燃性能演示

聚丙烯隔膜

纤维素复合膜

2
2

3

4

5

PI@PVDF-HFP 同轴纳米纤维无纺膜燃烧情况

商业化聚丙烯隔膜燃烧情况

6

7

3

纤维素隔膜

4

测试前

测试后

测试条件：200℃环境下保持 30min。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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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纤维素基隔膜与商业化聚丙烯隔膜的收缩率比较

纤维素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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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专刊

150
0.2C
0.5C

125

1C

放电容量/（mAh/g）

2C
4C

100

75
8C
50

25
聚丙烯隔膜
纤维素基复合隔膜
0
0

  5

10

  15

20

25

30

循环次数
图4

纤维素基复合隔膜与商业化聚丙烯隔膜的电池倍率性能比较

料和“刚性”材料进行复合，这种“刚柔

和L i N ( S O2C F3)2虽 然 可 以 耐 温 度

为构造单元的聚电解质体系，它们由

并济”的设计方案改善了纤维素的力

400℃但是对正极集流体腐蚀严重，

于具有单离子导体的特征，除了表现

学性能，为动力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开

因而它们在锂离子电池电解质中的

出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外，还具有良好

发提供了一个“绿色”的选择。

[2]

应用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的高温离子导电率[31-32]。

近年来，以双草酸硼酸锂（L i B O B）为

鉴于硼基电解质的优点和发展趋

三、基于新型聚合硼酸锂盐开
发高运行温度的“刚柔并济”
聚合物电解质

代表的硼酸锂盐基电解质由于耐高

势，笔者团队设计与合成出具有不同

这类电解质中采用的硼酸锂盐多以

电解质体系，该类聚合物锂盐可以通

目前，商业化锂离子电解液中常

硼原子为中心，与含氧的配位体相结

过一步法水相合成，原料来源广泛，合

用的锂盐是六氟磷酸锂（LiPF6），但其

合，形成一个大π共轭体系，分散了

成方法简单易行，绿色环保，其热分解

热稳定性较差，在充有惰性气体的锂

中心离子的负电荷，使阴离子更加稳

温度在 300℃以上。该聚合硼酸锂盐

离子电池中 60℃就开始发生缓慢分

定的同时又减小了阴、阳离子的相互

电解质膜，
80℃条件下的电化学稳定

解，除了影响离子导电率外，分解的

引力。最近，有少量的文献初步研究

窗口为 0 ～5.0V
（vs.Li + /Li）
，
另外，

副产物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严重

了L i B O B基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性

该电解质膜还具有很好的电极界面稳

时甚至会导致事故。其他传统锂盐如

能，结果表明L i B O B基电解质在高温

定性，对正极集流体铝箔没有任何腐

高氯酸锂（L i C l O4）具有氧化性，六氟

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性能（容量、倍率

蚀性 ；
80℃条件下该复合膜的离子导

[26-28]

温、环境友好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29-30]

，

结构特征的
“刚柔并济”聚合硼酸锂盐

砷酸锂（L i A s F6）具有毒性，四氟硼酸

和循环寿命等）

。此外，还有文献

电率为 10-3S/cm数量级，
锂离子迁移

锂（L i B F4）离子导电率低，L i C F3S O3

报道了以有机硼酸锂与聚乙二醇等

数为 0.83。在 80℃高温条件下，所组
新材料产业 NO.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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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磷酸亚铁锂/复合聚合物电解质

全性方面的需求对锂离子电池隔膜及

采用多种材料复合或合成新的聚合物

膜/锂片电池表现出优良的充放电性

电解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单

单离子导体制备
“刚柔并济”的电池隔

能、倍率性能和循环性能。该新型聚合

一材料很难在综合性能上满足诸多的

膜或聚合物电解质是综合提高电池隔

硼酸锂盐电解质膜有望用于高运行温

标准和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的

膜和电解质各项性能的很好选择，同

度条件下的动力锂离子电池。

复合隔膜及电解质材料以同时满足动

时，开发生物质材料在电池中的应用

力电池隔膜和电解质的各项性能，包

也是表现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括机械强度、耐热性、界面稳定性、浸

要途径。

润性、导电率和倍率性能等新的要求。

10.3969/j.issn.1008-892X.2012.09.008

四、结语与展望
动力电池在大功率输出性能和安

致谢 ：
相关研究得到中科院
“百人计划”
和院装备项目
（(No.YZ201137）
，
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
（No.MOST2011CB935700）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No.209011044，
No.20971077，
No.20902052）
和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Arora P，Zhang Zhengming.Battery separators[J].Chem Rev，
2004，
104:4419-4462.
[2] Xu Kang.Nonaqueous liquid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based rechargeable batteries[J].Chem Rev，
2004，
104:4303-4417.
[3] Ryou M H，Lee Y M，Park J K，et al.Mussel-inspired polydopamine-treated polyethylene separators for high-power
Li-Ion batteries[J].Adv Mater，2011，23:3066-3070.
[4] Cho T H，Tanaka M，Onishi H，et al.Battery performances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polyacrylonitrile nano-fiber-based
nonwoven separators for Li-ion battery[J].J. Power Sources，
2008，
181:155-160.
[5] Liao Y H，Li X P，Fu C H，et al.Polypropylene-supported and nano-Al2O3 doped poly(ethylene oxide)-poly(vinylidene
fluoride-hexafluoropropylene)-based gel electrolyte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J. Power Sources，
2011，
196:2115-2119.
[6] Cho T H，Tanaka M，Ohnishi H，et al.Composite nonwoven separator for lithium-ion battery: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J].J. Power Sources，2010，195:4272-4277.
[7] Choi E S，
Lee S Y.Particle size-dependent，
tunable porous structure of a SiO2/poly(vinylidene fluoride-hexafluoropropylene)coated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nonwoven composite separator for a lithium-ion battery[J].J. Mater. Chem.，
2011，
21:14747-14754.
[8] Balakrishnan P G，Ramesh R.Safety mechanisms in lithium-ion batteries[J].J. Power Sources，
2006，
155(2):401-409.
[9] Wang Qingsong，
Sun Jinhua，
Yao Xiaolin，
et al.Thermal stability of LiPF6/EC+DEC electrolyte with charged electrode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Thermochimica Acta，
2005，
437:12-16.
[10] Miao Jian Jun，Miyauchi M，Simmons T J，et al.Electrospinning of nano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in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devices[J].J. Nanosci Nanotechnol.，
2010，
10:5507-5519.
[11] Wei Ming，
Lee J S，
Kang B W，
et al.Preparation of core-sheath nanofibers from conducting polymer blends[J].Macromol
Rapid Commun.，2005，26:1127-1132.
[12] Kwak G，Lee G H，Shim S H，et al.Fabrication of light-guiding core/sheath fibers by coaxial electrospinning[J].
Macromol Rapid Commun，2008，29:815-820.
48

Advanced Materials Industry

锂电专刊

[13] Wang Chi，Yan Kuo Wei，Lin Yi dong，et al.Biodegradable core/shell fibers by coaxial electrospinning:processing，
fiber characterization，and its application in sustained drug release[J].Macromolecules，
2010，
43:6389-6397.
[14] McCann J T，Marquez M，Xia Younan.Melt coaxial electrospinning:A versatile method for the encapsulation of solid
materials and fabrication of phase change nanofibers[J].Nano Lett.，
2006，
6:2868-2872.
[15] Locertales I G，Barrero A，Guerrero I，et al.Micro/nano encapsutation via electrified coaxial liquid jets[J].Science，
2002，295:1195-1698.
[16] Liu Zhihong，Jiang Wen，Kong Qingshan，et al.A core@sheath nanofibrous separator for lithium ion battery by
coaxial electrospinning[J].Macromolecular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2012，
297.
[17] Liu H Q，Hsieh Y L.Ultrafine fibrous cellulose membranes from electrospinning of cellulose acetate[J].J. Polym Sci
Phys.，2002，40:2119-2129.
[18] Jeong S S，Böckenfeld N，Balducci A，et al.Natural cellulose as binder for lithium battery electrodes[J].J. Power
Sources.，2012，199:331-335.
[19] Li J，Klöpsch R，Nowak S，et al.Investigations on cellulose-based high voltage composite cathode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J. Power Sources.，2011，196:7687-7691.
[20] Zhang L C，Sun X，Hu Z，et al.Rice paper as a separator membrane in lithium-ion batteries[J].J. Power Sources.，
2012，204:149-154.
[21] Lewis H，Grant C，Salkind A.Cellulosic separator applications:New and improved separators for alkaline rechargeable
cells[J].J. Power Sources.，1997，65:29-38.
[22] Kuribayashi I.Characterization of composite cellulosic separators for rechargeable lithium-ion batteries[J].J. Power
Sources.，1996，63:87-91.
[23] Chiappe A，Gerbaldi J R N，Jabbour L，et al.Microfibrillated cellulose as reinforcement for Li-ion battery polymer
electrolytes with excellent mechanical stability[J].J. Power Sources.，
2011，
196:10280-10288.
[24] Chelmecki M，
Meyer W H，
Wegner G.Effect of crosslinking on polymer electrolytes based on cellulose[J].J. Appl Polym
Sci.，2007，105:25-29.
[25] Milczarek G，
Inganäs O.Renewable cathode materials from biopolymer/conjugated polymer interpenetrating networks[J].
Science，2012，335:1468-1471.
[26] Xu Wu，Angell C A.Ionic conductivity and electrochemical stability of poly[oligo(ethylene glycol)oxalate]-lithium salt
complexes[J].Electrochemical and Solid-state Letters，
2001，
4(1):E1-E4.
[27] Xu Kang，
Angell C A.LiBOB as salt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A possible solution for high temperature operation[J].
Electrochemical and Solid-state Letters，2002，5(1):A26-A29.
[28] Zavalij P Y，Yang S F，Whittingham M S.Structures of potassium，
sodium and lithium bis(oxalato)borate salts from
powder diffraction data[J].Acta Crystal，2003，B59(6):753-759.
[29] Mestre-Aizpurua F，
Hamelet S.High temperatur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nanosized LiFePO4[J].J. Power Sources，
2010，195:6897-6901.
[30] Xie Bin，
Li Lifei，
Li Hong，
et al.A preliminary study on a new LiBOB/acetamide solid phase transition electrolyte[J].
Solid State Ionics，2009，180(9-10):688-692.
[31] Xu Wu，Angell C A.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 zation of novel "polyMOB" polyanionic solid electrolytes with weak
coulomb traps[J].Solid State Ionics，2002，147: 295-301.
[32] Xu Wu，
Angell C A.Novel polyanionic solid electrolytes with weak coulomb traps and controllable caps and spacers[J].
Chem. Mater.，2002，14:401-409.

新材料产业 NO.9 2012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