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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

能的装置及方法，所述装置包括至少两个用于填

充电解液的电极室、若干组并联且用于填充料液

的料液室和至少两张隔膜，所述电极室包括至少

一个电解液入口、至少一个电解液出口和至少一

个电极，所述料液室为料液流经区域，包括至少

一个料液入口和至少一个料液出口，至少一个料

液室内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离子交换混合床由

阴离子交换剂和阳离子交换剂混合而成，料液室

设于相邻两个电极室之间，隔膜分别设于料液室

与料液室之间、料液室与电极室之间。所述离子

交换混合床廉价、安全，可有效增强低盐度料液

的离子导电性，从而降低脱盐电池能耗、提高脱

盐速率及料液回收率，对于液流脱盐电池的推广

应用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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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个用

于填充电解液的电极室、若干组并联且用于填充料液的料液室和至少两张隔膜，所述电极

室包括至少一个电解液入口、至少一个电解液出口和至少一个电极，所述料液室为料液流

经区域，包括至少一个料液入口和至少一个料液出口，至少一个料液室内填充离子交换混

合床，离子交换混合床由阴离子交换剂和阳离子交换剂混合而成，料液室设于相邻两个电

极室之间，隔膜分别设于料液室与料液室之间、料液室与电极室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阴离子交换剂和阳离子交换剂的质量比为A：B，其中0≤A≤10000，0≤B≤10000，

A和B不同时为0；所述阴离子交换剂为强碱型阴离子交换树脂、弱碱型阴离子交换树脂、两

性离子交换树脂、阴离子交换纤维和两性离子交换纤维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阳离子交换剂

为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弱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离子交换混合床为氯型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钠型阳离子交换树脂以质量比1.5:1

混合的离子交换混合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极为石墨毡、石墨纸、碳纸、活性炭、活性炭纤维、碳毡、碳布、玻碳、镁、铝、锌、

铁、锡、铅、铜、银、铋、铂和金中的至少一种材料形成的复合电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隔膜为均相阳离子交换膜、均相阴离子交换膜、异相阳离子交换膜、异相阴离子

交换膜、陶瓷膜和有机聚合物膜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料液为海水、苦咸水、含重金属离子的废水、污水或人工配制的含带电粒子的溶

液，所述电解液为储阴离子电解液和储阳离子电解液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储阴离子电解液，

其中的阴离子不参与氧还原反应，由阳离子或电中性物质发生电子得失，包括Zn2+、Fe2+/Fe3

+、Sn2+/Sn4+、Pb2+、Cu2+/Cu+、Ag+、Ni2+、Co2+/Co3+、Mn2+/Mn3+/Mn4+/Mn7+、Cr2+/Cr3+、Ti3+/Ti4+或V2

+/V3+/V4+/V5+金属离子及金属离子与各络合剂络合后的离子、4‑羟基‑哌啶醇氧化物或甲基

紫精；所述储阳离子电解液，其中的阳离子不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由阴离子或电中性物质发

生电子得失，包括Br2/Br
‑、I‑/I3

‑、[Fe(CN)6]
4‑/[Fe(CN)6]

3‑、硫化物、多硫化物、醌衍生物、咯

嗪衍生物、黄素衍生物、紫罗碱衍生物或二茂铁衍生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解液还包括导电剂，所述导电剂为NaCl、NH4Cl、KCl、Na2SO4、NaNO3、乙酸钠和柠

檬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料液浓度为0.002~2  mol/L，所述电解液浓度为0.001~10  mol/L，所述导电剂含

量为0~  2  mol/L。

9.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在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如下：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将料液循环注入料液室，电极室内循环注入

电解液，运行脱盐电池结构使料液淡化，待料液达到预设电导率值，停止工作。

10.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在海水及苦咸水淡化、水中重金属离子去除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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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化学脱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

池性能的装置及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0003]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

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淡水

资源日渐短缺。全球有71%的面积被水覆盖，但人类实际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极其有限，将海

水淡化利用已成为解决水危机的重要途径。目前常用的淡化技术包括反渗透、多级闪蒸、多

效蒸发、电渗析等，但是存在给水预处理要求严格、二次污染、回收率低、结垢、能耗高、建设

成本高、维护难度大等问题。因此需要更为环保、节能、回收率更高、便于维护的淡化技术。

[0004] 脱盐电池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电化学脱盐技术，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其在海水淡

化领域的可行性。脱盐电池在常温常压下工作，且进水预处理要求较低，降低了建设成本和

维护成本。装置自身就是储能器件，在脱盐、浓缩过程中，伴随着能量的储存和释放，无需额

外的能量回收装置即可回收大部分输入的电能，实现低能耗脱盐。其中，液流脱盐电池采用

的流动式电极，相比于其他固态电极形式的脱盐电池具备脱盐率高、成本低、设备体积小等

优势，更能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0005] 从本质上看，脱盐电池的能耗和脱盐速率取决于其内阻，而对内阻影响较大的是

海水盐度变化。在脱盐电池工作过程中，海水的浓缩过程是一个盐度上升，内阻下降的过

程，有利于降低脱盐能耗；而在淡化过程中，海水盐度降低，内阻上升，会导致放电电压降低

或充电电压上升，从而使脱盐能耗急剧上升、脱盐速率急剧下降，因此难以将出水溶解性总

固体量降低至饮用水标准。此外，该问题还会导致脱盐率低、回收率低等问题。虽然减小充

放电电流可以将出水盐度及脱盐能耗大幅减低，但是脱盐速率也会随之下降。因此，需要一

种简单、廉价、有效的方法，提升脱盐电池在淡化过程中的脱盐速率，降低能耗。

[0006]

发明内容

[0007] 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

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及方法，简单、有效地解决了料液盐度降低时电池内阻上升的问题，可

大幅提高脱盐电池的脱盐速率、脱盐率，降低脱盐能耗，促进脱盐电池在脱盐淡化领域的实

际应用。

[0008] 技术方案：一种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装置，包括至少两个用

于填充电解液的电极室、若干组并联且用于填充料液的料液室和至少两张隔膜，所述电极

室包括至少一个电解液入口、至少一个电解液出口和至少一个电极，所述料液室为料液流

经区域，包括至少一个料液入口和至少一个料液出口，至少一个料液室内填充离子交换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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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床，离子交换混合床由阴离子交换剂和阳离子交换剂混合而成，料液室设于相邻两个电

极室之间，隔膜分别设于料液室与料液室之间、料液室与电极室之间，用于隔开电极室、料

液室，并起离子选择透过作用。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阴离子交换剂和阳离子交换剂的质量比为A：B，其中0≤A≤10000，

0≤B≤10000，A和B不同时为0，存在只加入阴离子交换树脂或阳离子交换树脂的情况，或者

阴离子交换剂或阳离子交换剂为两性离子交换树脂，这种情况也只需要采用一种树脂；所

述阴离子交换剂为强碱型阴离子交换树脂、弱碱型阴离子交换树脂、两性离子交换树脂、阴

离子交换纤维和两性离子交换纤维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阳离子交换剂为强酸型阳离子交换

树脂、弱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离子交换混合床为氯型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钠型阳离子交换树脂以

质量比1.5:1混合的离子交换混合床。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电极为石墨毡、石墨纸、碳纸、活性炭、活性炭纤维、碳毡、碳布、玻

碳、镁、铝、锌、铁、锡、铅、铜、银、铋、铂和金中的至少一种材料形成的复合电极，优选为石墨

毡和锌。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隔膜为均相阳离子交换膜、均相阴离子交换膜、异相阳离子交换

膜、异相阴离子交换膜、陶瓷膜和有机聚合物膜中的至少一种，离子交换混合床两侧的隔膜

优选为异相阳离子交换膜和异相阴离子交换膜。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料液为海水、苦咸水、含重金属离子的废水、污水或人工配制的含

带电粒子的溶液，优选为NaCl溶液，所述电解液为储阴离子电解液和储阳离子电解液中的

至少一种，所述储阴离子电解液，其中的阴离子不参与氧还原反应，由阳离子或电中性物质

发生电子得失，包括Zn2+、Fe2+/Fe3+、Sn2+/Sn4+、Pb2+、Cu2+/Cu+、Ag+、Ni2+、Co2+/Co3+、Mn2+/Mn3+/

Mn4+/Mn7+、Cr2+/Cr3+、Ti3+/Ti4+或V2+/V3+/V4+/V5+金属离子及金属离子与各络合剂络合后的离

子、4‑羟基‑哌啶醇氧化物或甲基紫精，优选为含Zn2+的ZnCl2溶液；所述储阳离子电解液，其

中的阳离子不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由阴离子或电中性物质发生电子得失，包括Br2/Br
‑、I‑/

I3
‑、[Fe(CN)6]

4‑/[Fe(CN)6]
3‑、硫化物、多硫化物、醌衍生物、咯嗪衍生物、黄素衍生物、紫罗

碱衍生物或二茂铁衍生物，优选为含I‑/I3
‑的NaI/NaI3溶液。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电解液还包括导电剂，所述导电剂为NaCl、NH4Cl、KCl、Na2SO4、

NaNO3、乙酸钠和柠檬酸钠中的至少一种，不参与氧化还原反应。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料液浓度为0.002~2  mol/L，所述电解液浓度为0.001~10  mol/L，

所述导电剂含量为0~  2  mol/L。

[0016] 上述的装置在利用离子交换混合床增强脱盐电池性能的方法，步骤如下：采用如

上所述的装置，将料液循环注入料液室，电极室内循环注入电解液，运行脱盐电池结构使料

液淡化，待料液达到预设电导率值，停止工作。

[0017] 上述的装置在海水及苦咸水淡化、水中重金属离子去除领域的应用。

[0018] 本发明的原理为：在液流脱盐电池的料液室内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以降低内阻，

液流脱盐电池中料液盐度较低时，其导电性差，电池内阻高，通过在料液室内填充离子交换

混合床，可增加低盐度料液的离子导电性，从而减低脱盐电池内阻，降低脱盐能耗、提高脱

盐速率。

[0019]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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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采用的离子交换混合床可显著提高低盐度料液的离子导电性，降低脱

盐电池内阻，从而大幅提高了脱盐速率，降低了脱盐能耗，且料液含盐量越低，该有益效果

越显著。

[0020] （2）离子交换混合床的使用可将料液盐度降至相当低的水平（例如100  mg/L  NaCl

以下），从而大幅提高了脱盐率；同时，脱盐电池可将料液浓缩至相当高的含盐量（例如60 

g/L  NaCl以上），大幅提高了回收率，减少了浓缩废水排放。

[0021] （3）本法明所述的方法及装置可操作性强，易于实施，填充后的离子交换混合床可

连续工作，无需再生。

[0022] （4）本发明采用的离子交换混合床由商业化程度高、价格低廉且无害的离子交换

树脂、离子交换纤维组成，采用离子交换混合床所增加的成本极低。

[0023] （5）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及装置适用于绝大多数电解液，通用性强，可促进脱盐电池

的实际应用。

[0024]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双电极室、单料液室、料液室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双电极室、多料液室、料液室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双电极室、多料液室、部分料液室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两个以上电极室时的结构示意图，其料液室可为一个及以上，可视为多个图

3所示结构串联的结果；

图5为双电极室、双料液室、部分料液室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的结构示意图，为

图3所述情景的一个实例；

图6为对比例1和实施例1中采用5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时的充放电电位变化过

程与料液含盐量变化过程图，图中a为电流密度大小为1.5  mA/cm2时充放电电位变化过程

与料液含盐量变化过程图，b为电流密度大小为2.0  mA/cm2时充放电电位变化过程与料液

含盐量变化过程图；

图7为对比例1和实施例1中比能耗与料液含盐量的关系图，图中a为电流密度大小

为1.5  mA/cm2时比能耗与料液含盐量的关系图，b为电流密度大小为2.0  mA/cm2时比能耗与

料液含盐量的关系图；

图8为对比例1和实施例1中采用1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时的脱盐速率及电流密

度与含盐量的关系图，图中a为对比例1采用1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时的脱盐速率及电流

密度与含盐量的关系图，b为实施例1采用1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时的脱盐速率及电流密

度与含盐量的关系图；

图9为对比例2和实施例2采用10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时的含盐量变化过程图；

图10为对比例3和实施例3采用35  g/L、20  g/L、10  g/L、5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

室的恒电流充放电电位变化图，图中a为对比例3采用35  g/L、20  g/L、10  g/L、5  g/L  NaCl

溶液作为料液室的恒电流充放电电位变化图，b为实施例3采用35  g/L、20  g/L、10  g/L、5 

g/L  NaCl溶液作为料液室的恒电流充放电电位变化图；

图中各数字标号代表如下：1.电极室a；2.电极室b(电极室数量为多个时，各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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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可分别填充相同或不同的电解液)；3.料液室(料液室数量为多个时，各料液室可流过不

同浓度、不同流速的料液)；4.离子交换膜a；5.离子交换膜b（4和5选择透过性相反，若4代表

阴离子交换膜，则5代表阳离子交换膜，若5代表阳离子交换膜，则4代表阴离子交换膜）；6.

电极a；7.电极b（6和7可为相同或不同的电极）；8.电解液入口a；9.电解液出口a；10.电解液

入口b；11.电解液出口b；12.离子交换混合床；13.料液入口；14.料液出口。

[002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8] 在本说明书各对比例和实施例中，储阴离子电解液具体为0.3  mol/L  ZnCl2  +  1 

mol/L  NH4Cl水溶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具体为0.3  mol/L  I2  +  1.2  mol/L  NaI水溶液（或0.3 

mol/L  NaI3  +  0.9  mol/L  NaI水溶液）；液流脱盐电池模块采用聚四氟乙烯材质，输送储阴

离子电解液、料液的管道为硅胶管，输送储阳离子电解液的管道为氟胶管；组装好的液流脱

盐电池，其各个料液室内的流道约为3.3  cm  ×  3.3  cm  ×  1  cm，体积约为10  cm3；储阴离

子电极室内的电极为厚度0.3  mm的锌片，储阳离子电极室内的电极为厚度2  mm的石墨毡，

固定后，其有效面积均为7  cm2；料液、两种电解液的循环泵为蠕动泵，料液流量设置为30 

mL/min，电解液流量均设置为13  mL/min；离子交换膜分别为AMI‑7001异相阴离子交换膜和

CMI‑7000异相阳离子交换膜，离子交换混合床由氯型717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钠型732阳离子

交换树脂以1.5:1的质量比混合而成；离子交换混合床使用前，需要用待脱盐的料液先冲洗

一段时间，减少离子交换混合床自身释放的离子对料液含盐量的影响；料液的电导率变化

用电导率仪记录，电池的充放电过程用双恒电位仪控制，并记录电流、电位变化。

[0029] 图1所示的是一种结构最简单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采用“储阴离子电解液‑阴离

子交换膜‑离子交换混合床‑阳离子交换膜‑储阳离子电解液”的配置。电极室a  1、电极室b 

2内分别填充储阴离子电解液和储阳离子电解液（电解液分别从电解液入口a  8和电解液入

口b  10进入电极室，分别从电解液出口a  9和电解液出口b  11流出），电极a  6和电极b  7分

别为锌片和石墨毡。料液室3内填充完离子交换混合床12后注入并充满料液（料液从料液入

口13进入料液室，从料液出口14流出），在两电极间接上负载，液流脱盐电池放电，Zn失去电

子氧化为Zn2+，并通过离子交换膜a  4（阴离子交换膜）从料液室3中获取Cl‑；同时，石墨毡附

近的I3
‑得到电子还原为I‑，通过离子交换膜b  5（阳离子交换膜）从料液室3中获取Na+，从而

使料液室3内的料液淡化（含盐量下降），这个过程伴随着电能的释放。若在电极间接上电

源，使Zn2+还原为Zn，I‑氧化为I3
‑，则料液发生浓缩（含盐量上升），这个过程伴随着电能的输

入，淡化能耗为输入的电能减去输出的电能。离子交换树脂的作用为，当料液较低、离子导

电性较弱时，充当固态的离子导体，增强料液室内的离子导电性。

[0030] 当料液室为一个以上的情景时，如图2所示，可在各个料液室3内均填充离子交换

混合床12。由于料液浓缩总体上是一个电导率增加的过程，因此在浓缩过程可选择不使用

离子交换填充床，如图3所示，仅在部分发生淡化过程的料液室3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12，

图4为两个以上电极室时的结构示意图，其料液室3可为一个及以上，可视为多个图3所示结

构串联的结果。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使用方法，组装了如图5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

采用“储阳离子电解液‑阳离子交换膜‑阴离子交换膜‑离子交换混合床‑阳离子交换膜‑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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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电解液”的结构，即从左往右的第一个料液室3不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12，第二个料

液室3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12，其中电极6、7均为石墨毡，这种结构属于图3所示情景中的一

个实例。操作过程中，可将外部电源的正极与电极6连接，负极与电极7连接，则电极6附近的

I‑氧化为I3
‑，电极室1向第一个料液室排放Na+；同时电极7附近的I3

‑得到电子还原为I‑，从

第二个料液室3中摄取Na+，在电场及离子交换膜的作用下，第二个料液室3中的Cl‑向第一个

料液室中定向移动，整体表现为第一个料液室3浓缩，第二个料液室3淡化，离子交换混合床

12可以只在发生淡化的料液室3中发挥作用。再通过循环泵，使电极室1和电极室2内的电解

液不断互换，可使反应连续进行。

[0031] 实施例1

（1）组装图1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

[0032] （2）分别配制5  g/L、4  g/L、3  g/L、2  g/L、1  g/L、0.8  g/L、0.6  g/L、0.4  g/L、0.2 

g/L的NaCl溶液作为料液，让料液室中分别充满上述浓度梯度的NaCl溶液，两个电极室分别

充满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保持电解液、料液静止，电极两端连接双恒电位仪，用

阻抗谱分析法分析电池内阻，具体结果参见表1。

[0033] （3）选取5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储

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流充放电模式，设

置电流密度大小为1.5  mA/cm2（电流为10.5  mA），先放电12  h；放电期间料液含盐量随时间

均匀下降，内阻增加，输出电位不断下降，若电极间的电位降为0  V，则提前停止放电，并转

为充电；充电电流为1.5  mA/cm2，使料液浓度恢复至5  g/L后停止充电，记录该过程的料液

含盐量及电极间的电位变化。将放电、充电电位分别设置为2.0  mA/cm2（电流为14  mA），重

复该步骤，记录该过程的料液含盐量及电极间的电位变化，结果见图6；并据此计算并绘制

液流脱盐电池比能耗与料液含盐量的关系，结果见图7。

[0034] （4）选取1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储

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位放电模式，放电

电位为0  V，记录该过程的料液含盐量及电流密度变化过程，据此计算并绘制脱盐速率与料

液含盐量的关系，结果见图8。

[0035]

对比例1

（1）组装图1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但料液室3中不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

[0036] （2）分别配制5  g/L、4  g/L、3  g/L、2  g/L、1  g/L、0.8  g/L、0.6  g/L、0.4  g/L、0.2 

g/L的NaCl溶液作为料液，让料液室中分别充满上述浓度梯度的NaCl溶液，两个电极室分别

充满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保持电解液、料液静止，电极两端连接双恒电位仪，用

阻抗谱分析法分析电池内阻，具体结果参见表1。

[0037] （3）选取5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储

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流充放电模式，设

置电流密度大小为1.5  mA/cm2（电流为10.5  mA），先放电12  h；放电期间料液含盐量随时间

均匀下降，内阻增加，输出电位不断下降，若电极间的电位降为0  V，则提前停止放电，并转

为充电；充电电流为1.5  mA/cm2，使料液浓度恢复至5  g/L后停止充电，记录该过程的料液

含盐量及电极间的电位变化。将放电、充电电位分别设置为2.0  mA/cm2（电流为14  mA），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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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该步骤，记录该过程的料液含盐量及电极间的电位变化，结果见图6；并据此计算并绘制

液流脱盐电池比能耗与料液含盐量的关系，结果见图7。

[0038] （4）选取1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储

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位放电模式，放电

电位为0  V，记录该过程的料液含盐量及电流密度变化过程，据此计算并绘制脱盐速率与料

液含盐量的关系，结果见图8。

[0039] 表1

含盐量（mg/L） 对比例1内阻（Ω） 实施例1内阻（Ω）

5000 21.7 18.2

4000 25.0 19.2

3000 28.0 19.7

2000 36.4 21.4

1000 56.7 25.1

800 69.2 27.0

600 85.1 30.0

400 105 33.4

200 209 45.1

分析对比例1和实施例1的数据。根据表1，随着料液含盐量降低，对比例1和实施例

1中脱盐电池内阻均增加，而实施例1中脱盐电池内阻始终低于对比例1，且增幅低于对比例

1，说明进料含盐量较低时，液流脱盐电池中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可降低内阻，且料液含盐

量越低，该效果越显著。根据图6、图7，恒电流充放电过程中，料液的含盐量变化区间包括了

1000~5000  mg/L，电流密度相同时，对比例1和实施例1保持相同的脱盐速率；放电过程电位

低于充电过程电位，且随着料液含盐量降低，电池内阻增大，会导致放电电位降低，充电电

位增加，即电能输出减少、电能输入增加，因此其比能耗随着含盐量降低而升高；高电流密

度充放电会导致放电电位降低、放电电位升高，因此其比能耗高于低电流密度充放电时的

比能耗；在不同电流密度下，实施例1的比能耗均低于对比例1，这是由于离子交换填充床降

低了电池内阻，引起了能耗降低。根据图8，在对1000  mg/L  NaCl溶液的短接放电脱盐过程

中，电极间的电位差恒定为0  V，此时对比例1和实施例1中电池释放的电能用于克服电池内

阻；脱盐速率与电流大小成正相关，料液含盐量越低，电池内阻越大，则电流越小，脱盐速率

越小；离子交换混合床的加入降低了电池内阻，增加了短路电流，因此增加了脱盐速率。综

上，离子交换填充床可以通过增强离子导电性、降低液流脱盐电池内阻的方式，降低脱盐能

耗、提高脱盐速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方法的普适性，设置了对比例2和实施例2，即一个

以上料液室、仅部分料液室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的情景。

[0040] 实施例2

（1）组装图5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

[0041] （2）通过合适的管道连接方法，使储阳离子电解液从电解液入口10进入电极室2，

充满电极室2后再从电解液出口11处流出，从电解液入口8处进入电极室1，再通过电解液出

口9处流出，并用蠕动泵循环此过程，储阳离子电解液的用量为100  mL；料液为10  g/L  NaCl

溶液，第一个料液室中充满料液，并将料液进、出口封住，其中的料液作为浓缩用水，保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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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用量约为10  mL；第二个料液室中的料液用蠕动泵循环输送，用量50  mL，作为淡化用水，

即回收率设定为50/(50+10)=0.833。

[0042] （3）采用恒电位充电模式，充电电位1.2  V，记录淡化用水的含盐量变化过程，其结

果见图9。

[0043]

对比例2

（1）组装图5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但第二料液室中不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

[0044] （2）通过合适的管道连接方法，使储阳离子电解液从电解液入口10进入电极室2，

充满电极室2后再从电解液出口11处流出，从电解液入口8处进入电极室1，再通过电解液出

口9处流出，并用蠕动泵循环此过程，储阳离子电解液的用量为100  mL；料液为10  g/L  NaCl

溶液，第一个料液室中充满料液，并将料液进、出口封住，其中的料液作为浓缩用水，保持静

止，用量约为10  mL；第二个料液室中的料液用蠕动泵循环输送，用量50  mL，作为淡化用水，

即回收率设定为50/(50+10)=0.833。

[0045] （3）采用恒电位充电模式，充电电位1.2  V，记录淡化用水的含盐量变化过程，其结

果见图9。

[0046] 从图9中可以看出，在恒电位工作过程中，实施例2和对比例2的料液含盐量均下

降，当含盐量低于5500  mg/L时，对比例2的含盐量下降速率开始下降，而实施例2的含盐量

下降依旧保持稳定；将相同料液的含盐量从10  000  mg/L降低至500  mg/L，对比例2耗时318 

min，实施例2耗时474  min，实施例2具备更高的脱盐速率。

[0047] 实施例3

（1）组装图1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

[0048] （2）分别配制35  g/L、20  g/L、10  g/L、9  g/L、8  g/L、7  g/L、6  g/L、5  g/L的NaCl溶

液作为料液，让料液室中分别充满上述浓度梯度的NaCl溶液，两个电极室分别充满阴离子

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保持电解液、料液静止，电极两端连接双恒电位仪，用阻抗谱分析

法分析电池内阻，具体结果参见表2。

[0049] （3）选取35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

储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流充放电模式，

设置电流密度大小分别为0.5  mA/cm2、1.0  mA/cm2、1.5  mA/cm2、2.0  mA/cm2（电流分别为

3.5  mA、7.0  mA、10.5  mA、14  mA），充放电时长各1  h，记录期间充放电电位变化。选取20  g/

L、10  g/L、5  g/L  NaCl溶液重复以上步骤，结果见图10。

[0050] 对比例3

（1）组装图1所示的液流脱盐电池结构，但料液室3中不填充离子交换混合床。

[0051] （2）分别配制35  g/L、20  g/L、10  g/L、9  g/L、8  g/L、7  g/L、6  g/L、5  g/L的NaCl溶

液作为料液，让料液室中分别充满上述浓度梯度的NaCl溶液，两个电极室分别充满阴离子

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保持电解液、料液静止，电极两端连接双恒电位仪，用阻抗谱分析

法分析电池内阻，具体结果参见表2。

[0052] （3）选取35  g/L  NaCl溶液作为脱盐用料液，料液用量5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

储阴离子电解液、储阳离子电解液各100  mL，用蠕动泵循环输送；采用恒电流充放电模式，

设置电流密度大小分别为0.5  mA/cm2、1.0  mA/cm2、1.5  mA/cm2、2.0  mA/cm2（电流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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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A、7.0  mA、10.5  mA、14  mA），充放电时长各1  h，记录期间充放电电位变化。选取20  g/

L、10  g/L、5  g/L  NaCl溶液重复以上步骤，结果见图10。

[0053] 表2

含盐量（mg/L） 对比例3内阻（Ω） 实施例3内阻（Ω）

35000 10.7 13.0

20000 13.3 14.5

10000 16.1 16.3

9000 17.5 17.1

8000 18.3 17.2

7000 18.9 17.7

6000 20.0 17.8

5000 21.8 18.2

分析对比例3和实施例3的数据。根据表2，随着料液含盐量降低，对比例3和实施例

3中脱盐电池内阻均增加，当浓度不低于10  g/L时，对比例3中脱盐电池内阻低于实施例3；

当浓度低于10  g/L时，对比例3中脱盐电池内阻高于实施例3。根据图10，当浓度不低于10 

g/L时，实施例3的充电电位略高于对比例3，实施例3的放电电位略低于对比例3，因而实施

例3的能耗略高于对比例3；当浓度低于10  g/L时，相比于对比例3，实施例的充电电位更低，

放电电位更高，因而实施例3的能耗低于对比例3。根据对比例3和实施例3的分析结果，进料

为10  g/L以上的NaCl溶液时，离子交换混合床对脱盐电池内阻的降低效果不显著，此时

NaCl溶液自身的导电性较高，离子交换混合床对脱盐电池的导电性贡献不显著，因此离子

交换混合床不适用于高含盐量进料。

[005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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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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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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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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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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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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