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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铅碳复合负极，包括铅碳

复合材料与集流体；所述铅碳复合材料由半固化

负极铅膏粉料87～97.5％、碳材料0.5～8％与粘

结剂2～5％组成。将砂浆状的铅碳复合材料均匀

涂布在集流体上，反复地滚压、表面干燥，形成致

密的物质结构，再进行二次固化与干燥制成生极

板，最后经过充电化成，制成具有碳嵌入结构的

复合电极，即为本发明的铅碳复合负极。所述碳

材料为电容性碳粉或者碳粉经过改性制备的碳

颗粒；所述粘结剂为CMC(羧甲基纤维素)、PVA(聚

乙烯醇)、淀粉及糊精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

物；所述的集流体为铅蓄电池负板栅。本发明的

铅碳复合负极，兼具高容量与高功率特性，循环

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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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包括砂浆状的铅碳复合材料（12）和集流体

（11），将砂浆状的铅碳复合材料（12）均匀涂布在集流体（11）上，然后反复地表面干燥、滚

压，形成致密的物质结构，再进行二次固化，制成碳嵌入结构的复合电极；所述铅碳复合材

料（12）由经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碳材料（122）与粘结剂组成，它们各

自的质量百分比为：负极铅膏粉料87~97.5%，碳材料0.5~8%，粘结剂2~5%，上述三种组分之

和为100%，所述铅碳复合材料制备过程以去离子水为稀释剂，制成视密度为3.9~4.0g/cm
3

的砂浆状物，所述碳材料为电容性碳粉末或电容性碳粉末经过改性制备的碳颗粒，所述粘

结剂为水溶性的羧甲基纤维素、聚乙烯醇、淀粉及糊精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铅碳复合材料

（12）是将经过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用双辊碾压机压碎成粉末，加入碳材料、去离

子水与水溶性粘结剂，用行星式混料机混合均匀，制成砂浆状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

负极铅膏是将配制好的负极铅膏，压成厚度为5~10mm的条状物，然后进行半固化、干燥，制

备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颗粒具体由电

容性的碳材料、导电剂和粘合剂组成，它们各自的重量百分比为：碳材料65~90%，导电剂5~
25%，粘合剂5~10%；其中所述碳材料为活性碳、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石墨化的活性碳以及

碳气溶胶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导电剂是碳黑、石墨及碳纤维中的一种或二

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粘合剂是PTFE、PVDF、氟橡胶、丁苯橡胶及氯丁橡胶中的一种或二种

以上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极铅膏中导电

剂的添加量占负极铅膏粉料重量的0.10%~2%，所述导电剂是碳黑、膨胀石墨中的一种或二

种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流体（11）为铅

蓄电池负板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铅蓄电池负板栅

的材质为纯铅，或者多元铅合金；所述多元铅合金中除元素铅外，还包含元素Ca、Sn、Al、Sb、

As、S、Bi、Si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元素。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其特征在于：所述铅蓄电池负板栅

为普通浇铸板栅、铅箔冲孔板栅、冲切拉网板栅或铅网板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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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电化学储能器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的铅碳电池的铅碳复合

负电极。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资源与环境等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寻找清洁、可再

生及资源节约型的能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0003] 各类铅酸蓄电池的性价比高，安全性好，使用维护方便，生产工艺成熟而且与环境

友好，可再生，正日益成为各类电动车辆、通信电源及UPS电源等的首选蓄电池。然而，由于

铅酸蓄电池电化学体系的局限性，电池的质量密度与功率密度均较低，作为动力电池使用

时电池的循环寿命较低，特别是作为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风力发电系统的储能电池及混

合动力汽车用电池时，在高倍率部分充电(HRPSoC)状况下，电池的负极板表面极易发生硫

酸盐的积聚而失效，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非常不理想。

[0004] 铅碳电池(也可称为超级蓄电池、超级电池)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绿色储能器

件，是在蓄电池的基础上，在其负极板上引入具有电容特性的碳材料，制成兼具电池特性和

电容特性的复合负极。由于电容的缓冲作用，在充放电过程中铅/碳电池负极硫酸盐积聚得

到较好的抑制，可以有效延长电池的循环寿命，提高功率密度，进一步拓展蓄电池的应用范

围。

[0005] 专利200710035835.0公布了超级蓄电池用双性极板，该专利在极板化成过程中，

在电解液中加入胶状纳米碳，化成时碳渗至负极板表面，最终形成碳包铅的结构，制成带电

容性的负极板。众所周知，材料电容性是由其比表面积决定的，因此由乙炔黑与碳纤维等构

成的碳膜的电容性与活性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碳膜的厚度也不宜过厚，否则会影响

电解液的扩散，在充放电时造成该严重的浓差极化，影响大电流放电性能，因此对于厚型极

板来说该方法是不适用的。

[0006] 专利200910209875.1公布了超级电容蓄电池，是通过在配制好的负极铅膏中加入

预制电容性的碳颗粒，来制备复合负极材料，涂布在集流体上，经过固化与干燥来制备复合

负极。该方法的不足是：正常的铅膏视密度，碳材料难于均匀分散；方便分散的话，铅膏视密

度偏低；碳材料的吸附性，导致加水量不便控制，进而复合负极的视密度也不易控制，影响

复合电极的循环寿命。

[0007] 以往文献中提到的铅/碳电池复合负极是在蓄电池负极配方中直接添加活性碳材

料及粘结剂等，来增加负极板的电容性，制成复合负极。由于活性碳的导电性较差，添加后

会引起负极板内阻增加；活性碳等材料对硫酸及负极膨胀剂的高吸附性，会干扰配膏过程

中的物料之间的化学反应；另外由于活性碳的密度与铅粉相差非常大，分散极为困难，而且

添加活性碳后负极板的空隙率大幅度上升，极板极易被氧化进而硫酸盐化，缩短蓄电池使

用寿命，因此直接添加活性碳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0008] 现有的技术制造的复合负极，破坏了原有铅负极的物质结构，电容性非常有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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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于电池在高倍率部分充电(HRPSoC)状况下使用寿命的延长作用不理想，因此难于满足

未来车辆(混合动力汽车)与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目的是：为克服现有的铅碳复合负极中碳材料添加量的局限性，添加不方

便与分散的均匀性差，以及添加碳材料后负极活性物质的机械强度变差，影响其充放电循

环寿命等缺点，提出一种将铅负极与碳负极有机结合为一体的铅碳复合负极，在保持负极

活性物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提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节电容性材料添加量的电极制造途

径。该电极具有碳电极电化学双电层储能，高功率密度、大电流充放电及循环寿命长的特

点，同时具有铅电极高容量密度、高性价比的特点。

[001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粘结式铅碳复合负极，包括砂浆状的铅碳复合材料和

集流体，将砂浆状的铅碳复合材料均匀涂布在集流体上制成碳嵌入结构的复合电极；所述

铅碳复合材料由经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碳材料与粘结剂组成，它们各自的

质量百分比为：负极铅膏粉料87～97.5％，碳材料0.5～8％，粘结剂2～5％，各组分之和为

100％。

[0011] 优选的，所述碳材料为电容性碳粉末或电容性碳粉末经过改性制备的碳颗粒。

[0012] 优选的，所述粘结剂为水溶性的羧甲基纤维素、聚乙烯醇、淀粉及糊精的一种或多

种的混合物。

[0013] 优选的，所述铅碳复合材料是将经过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用双辊碾压

机压碎成粉末，加入碳材料、去离子水与水溶性粘结剂，用行星式混料机混合均匀，制成视

密度3.9～4.0g/cm3的砂浆状物。

[0014] 优选的，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是将配制好的负极铅膏，压成厚度为5～

10mm左右的条状物，然后进行半固化、干燥，制备而成。

[0015] 优选的，所述碳颗粒具体由电容性的碳材料、导电剂和粘合剂组成，它们各自的重

量百分比为：碳材料65～90％，导电剂5～25％，粘合剂5～10％；其中所述碳材料为活性碳、

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碳碳复合物、石墨化的活性碳以及碳气溶胶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

混合物；所述导电剂是碳黑、乙炔黑、石墨、膨胀石墨及碳纤维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

物；所述粘合剂是PTFE、PVDF、氟橡胶、丁苯橡胶及氯丁橡胶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6] 优选的，所述负极铅膏中导电剂的添加量占负极铅膏粉料重量的0.10％～2％，所

述导电剂是碳黑、乙炔黑及膨胀石墨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7] 优选的，所述集流体为铅蓄电池负板栅。

[0018] 优选的，所述铅蓄电池负板栅的材质为纯铅，或者多元铅合金；所述多元铅合金中

除元素铅外，还可包含元素Ca、Sn、Al、Sb、As、S、Bi、Si等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元素。

[0019] 优选的，所述铅蓄电池负板栅为普通浇铸板栅、铅箔冲孔板栅、冲切拉网板栅或铅

网板栅。

[0020]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1] 1.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其复合材料结构的稳定性好、内阻小。这是由于通

过对负极铅膏的半固化处理，保留了负极活性物质的基本结构；复合铅膏涂布后，反复地表

面干燥与滚压，有利于负极活性物质颗粒的紧密接触；进一步的固化处理，使负极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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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晶粒再次生长，与普通的铅负极一样，形成相互交联的网络结构。

[0022] 2.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其碳材料以嵌入式的方式存在，电池负电极与碳

负极为各自独立的二个物相。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电池负极相的收缩趋势与电容碳负极

相的膨胀趋势互相抑制，维持复合电极的孔隙率，从而提高复合负极的使用寿命。

[0023] 3.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采用的铅碳复合材料配料呈砂浆状物，便于各组

分的混合均匀。同时，碳材料的添加量可调节范围大：低含量可以直接添加电容性碳粉末；

高含量可以添加经改性制备的碳颗粒。

[0024] 4.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在活性物质中添加的水溶性粘结剂，便于分散，可

以控制添加量。另外，该类粘结剂在硫酸环境下逐步降解，对极板导电性的阻碍作用小。

[0025] 5.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在活性物质中添加电容性的碳材料，由于具有多

孔特性，拓展了负极板的离子通道，有利于降低大电流放电条件下负极的浓差极化，从而大

大提高电极的功率密度。

[0026] 综合来讲，本发明所述的铅碳复合负极，在保持铅电极物相与结构基本不变的前

提下，碳电极以均匀嵌入方式存在，实现了铅碳电极的有机结合。该电极不仅具备电容电极

的电化学双电层储能、高功率密度、大电流充放电及循环寿命长的特点，且同时具备电池电

极高容量密度、高性价比的特点，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节复合电极的电容性，扩大了铅碳

复合负极的应用面，大大降低电容电极材料的引入对铅负极性能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8] 图1为本发明铅碳复合负极板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铅碳复合负极板的局部剖面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铅碳复合负极板的集流体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铅碳复合负极板的微观嵌入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测试铅/碳电池单体(7负6正)剖面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测试铅/碳电池单体(7负6正)的化成充电曲线；

[003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与对比例1.2A放电测试结果对比；

[0035] 其中：1、铅碳复合极板；11、集流体；12、铅碳复合材料；121、负极铅膏粉料；122、碳

材料；2、正极板；3、隔板；4、外壳。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结合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铅碳复合负极板，尺寸为：68mm×

44mm×3.0mm，其具体构成和制作方法如下：在集流体11(即负极板栅)上均匀涂布铅碳复合

材料12，然后反复地表面干燥、滚压，形成致密的物质结构，再进行二次固化，即，在温度60

℃、湿度85％条件下，持续固化12小时；然后在6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

制成的负极板。如图4所示，成品铅碳复合负极，在负极铅膏粉料(活性物质)121中，碳材料

122以嵌入方式存在。

[0037] 所述集流体11尺寸为：67mm×43mm×1.7mm，采用钙含量0.09％，锡含量0.3％的铅

钙锡合金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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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的铅碳复合材料12是由经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碳材料122

与水溶性粘结剂组成，它们各自的质量百分比为：负极铅膏粉料92.0％，碳材料5.5％，CMC

(羧甲基纤维素)2.5％。其制备方法是：将经过半固化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加入碳材料

122、水溶性粘结剂与适量去离子水，用行星式混料机混合均匀，制成视密度4.0g/cm3的砂

浆料。

[0039] 所述碳材料为活性碳添加导电剂和粘结剂后，制备的改性碳颗粒，各组分重量比

如下：活性碳80％、石墨粉7％、乙炔黑3％、PTFE(含量60％)乳液10％，其中活性碳采用比表

面积1500m2/g、中孔率大于40％、粒度5～10μm的商业化活性碳；石墨粉采用平均粒径为800

目的商业化产品。先将活性碳与石墨粉及乙炔黑干混5分钟，然后用适量的水/无水乙醇调

成稀浆状，搅拌1小时，充分混匀，在搅拌状态下滴加PTFE乳液，搅拌均匀后，放入60℃烘箱

烘3小时，物料成半干、面团状，取出；在轧膜机上压制成厚度为1mm左右的薄膜，放入100℃

烘箱烘3小时制成片状物，经粉碎、适当碾磨制成颗粒状物；过筛，取小于50目，大于200目的

部分，备用。

[0040] 本发明中，所述半固化的负极铅膏粉料121是将配制好的负极铅膏，压成厚度为

8mm左右的条状物，宽度不限，然后进行半固化，即，在温度60℃、湿度85％条件下，持续固化

12小时；然后在6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制成，最后用双辊碾压机(双棍

间距调节为1.5mm)反复碾压，压碎成粉末，备用。所述负极铅膏配比如下：铅粉100Kg，硫酸

钡0.8Kg，木素0.25Kg，乙炔黑0.11Kg，短纤维0.05Kg，碳纤维0.01Kg，硫酸(1.40g/cm3)7Kg，

去离子水13Kg。制备负极铅膏的过程如下：先将铅粉、硫酸钡、木素、乙炔黑、短纤维、碳纤维

干混5分钟，再加入配方中去离子水总量的4/5，湿和15分钟，在开启和膏装置冷却系统的前

提下，将硫酸缓缓加入，加完后连续和20分钟，用余下的去离子水调节，使负极板铅膏的视

密度控制在4.3g/cm3。所述负极铅膏中导电剂的添加量占负极铅膏粉料重量的0.10％。

[0041] 结合图5所示，用于本实施例测试的这种铅碳电池单体，采用七片铅碳复合负极板

1和六片正极板2依次排布的组合，复合负极板1和正极板2之间采用商用AGM隔板3(厚度

0.6mm  10KPa)连续包膜，电解液为稀硫酸(密度1.26g/cm3,25℃)。最后经过充电化成，制成

电池。

[0042] 所述正极板2是在正极板栅(尺寸为：68mm×44mm×2 .8mm，成分：铅钙0.09％锡

0.6％合金)上涂布正极铅膏，然后在温度80℃、湿度85％条件下，持续固化24小时；然后在

8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制成生正极板2。正极铅膏配比如下：铅粉

100Kg，短纤维0.07Kg，硫酸(1.40g/cm3)9.8Kg，去离子水12Kg。和制正极铅膏的过程如下：

先将铅粉和短纤维干混5分钟，再加入配方中去离子水总量的4/5，湿和15分钟，在开启和膏

装置冷却系统的前提下，将硫酸缓缓加入，加完后连续和15分钟，用余下的去离子水调节添

加，使正极板铅膏的视密度控制在4.1g/cm3。

[0043] 结合图6所示的测试单体电池化成充电工艺参数如下，1.2A充电30h；0.9A充电

20h。

[0044] 结合图7所示的测试单体电池容量数据如下，1.2A恒流放电，持续时间14h10min，

放电量17.0Ah。

[0045] 对比例：负极板直接采用负极铅膏涂布，然后进行完全固化，即，在温度60℃、湿度

85％条件下，持续固化24小时；然后在6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制成。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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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单体电池化成充电工艺参数如下，1.2A充电20h，1.0A充电20h，0.8A充电20h，其余同实施

例1。

[0046] 结合图7所示的对比单体电池容量数据如下，1.2A恒流放电，持续时间13h30min，

放电量16.2Ah。

[0047] 实施例2：所述的铅碳复合材料12是由经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

碳材料122与水溶性粘结剂组成，它们各自的质量百分比为：负极铅膏粉料97.5％，碳材料

0.5％，聚乙烯醇2％，其中，碳材料为活性碳粉(商业化产品)，参数指标：比表面积1500m2/

g、中孔率大于40％、粒度5μm；其制备方法是：将经过半固化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加入

碳材料122、水溶性粘结剂与适量去离子水，用行星式混料机混合均匀，制成视密度3.9g/

cm3的砂浆料。

[0048] 本发明中，所述半固化的负极铅膏粉料121是将配制好的负极铅膏，压成厚度为

5mm左右的条状物，宽度不限，然后进行半固化，即，在温度60℃、湿度95％条件下，持续固化

12小时；然后在6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制成，最后用双辊碾压机(双棍

间距调节为1.5mm)反复碾压，压碎成粉末，备用。所述负极铅膏配比如下：铅粉100Kg，硫酸

钡0.8Kg，木素0.25Kg，碳黑0.16Kg，短纤维0.05Kg，碳纤维0.01Kg，硫酸(1.40g/cm3)7Kg，去

离子水13‑14Kg。制备负极铅膏的过程如下：先将铅粉、硫酸钡、木素、乙炔黑、短纤维、碳纤

维干混5分钟，再加入配方中去离子水总量的4/5，湿和10分钟，在开启和膏装置冷却系统的

前提下，将硫酸缓缓加入，加完后连续和20分钟，用余下的去离子水调节，使负极板铅膏的

视密度控制在4.3g/cm3。所述负极铅膏中导电剂的添加量占负极铅膏粉料重量的0.15％。

[0049] 其余同实施例1。

[0050] 实施例3：所述的铅碳复合材料12是由经半固化与干燥制备的负极铅膏粉料121、

碳材料122与水溶性粘结剂组成，它们各自的质量百分比为：负极铅膏粉料87％，碳材料

8％，CMC(羧甲基纤维素)2.5％，聚乙烯醇2.5％。其制备方法是：将经过半固化制备的负极

铅膏粉料121，加入碳材料122、水溶性粘结剂与适量去离子水，用行星式混料机混合均匀，

制成视密度3.95g/cm3的砂浆料。

[0051] 所述碳材料为活性碳添加导电剂和粘结剂后，制备的改性碳颗粒，各组分重量比

如下：活性碳55％、碳纳米管5％、碳纳米纤维5％、碳黑5％、石墨粉15％、乙炔黑5％、氟橡胶

10％。其中活性碳采用比表面积1500m2/g、中孔率大于40％、粒度5～10μm的商业化活性碳；

石墨粉采用平均粒径为800目的商业化产品。先将活性碳、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碳黑、石

墨粉及乙炔黑干混5分钟，然后用适量的水/无水乙醇调成膏状，搅拌1.5小时，充分混匀，在

搅拌状态下滴加氟橡胶的乙酸丁酯溶液，搅拌配制成乳浊液，放入60℃烘箱烘3小时，物料

成半干、面团状，取出；在轧膜机上压制成厚度为1mm左右的薄膜，放入100℃烘箱烘4小时制

成片状物，经粉碎、适当碾磨制成颗粒状物；过筛，取小于50目，大于200目的部分，备用。

[0052] 本发明中，所述半固化的负极铅膏粉料121是将配制好的负极铅膏，压成厚度为

10mm左右的条状物，宽度不限，然后进行半固化，即，在温度60℃、湿度90％条件下，持续固

化12小时；然后在60℃、湿度小于50％条件下，持续干燥24小时制成，最后用双辊碾压机(双

棍间距调节为1.5mm)反复碾压，压碎成粉末，备用。所述负极铅膏配比如下：铅粉100Kg，硫

酸钡0.8Kg，木素0.25Kg，乙炔黑0.2Kg，膨胀石墨1.8Kg，短纤维0.05Kg，碳纤维0.01Kg，硫酸

(1.40g/cm3)7Kg，去离子水14Kg。制备负极铅膏的过程如下：先将铅粉、硫酸钡、木素、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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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膨胀石墨、短纤维、碳纤维干混5分钟，再加入配方中去离子水总量的4/5，湿和12分钟，

在开启和膏装置冷却系统的前提下，将硫酸缓缓加入，加完后连续和18分钟，用余下的去离

子水调节，使负极板铅膏的视密度控制在4.3g/cm3。所述负极铅膏中导电剂的添加量占负

极铅膏粉料重量的2％。

[0053]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任何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

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的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

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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