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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离子交换材料，包括主体

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

xO2、LiMn1-yAyPO4，LiFePO4、LiMn2O4、Li4Ti5O12、

Li3V2(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

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中，0≤x≤1，M为Ni、Mn、Al、

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

种；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

中的一种或几种；载流子调控材料选自过渡金属

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稀土

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

中的一种或几种。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离子

交换材料通过使用载流子调控方式，将主体材料

与载流子调控材料相结合，当二次电池过充时，

可以像半导体二极管一样导通电路，阻止电池进

一步充电，可以在材料层面实现过冲自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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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子交换材料，包括固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态材料包括主体材料和载流

子调控材料，所述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xO2、LiMn1-yAyPO4，LiFePO4、LiMn2O4、Li4Ti5O12、Li3V2

(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中的一种或几种；

其中，0≤x≤1，M为Ni、Mn、Al、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种；

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载流子调控材料选自过渡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稀土金

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选自ZnO、

ZrO2、Nb2O5、MoO3、TiO2、V2O5、Cr2O3、MnO2、FeO、Fe2O3、Fe3O4、CuO、Sc2O3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选自La2O3、Nd2O3、CeO2、Pr2O3、Sm2O3、Eu2O3、Gd2O3、Tb2O3、Dy2O3、

Ho2O3、Er2O3、Tm2O3、Yb2O3、Y2O3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掺杂金属元素选自Al、Zn、Cu、Fe、Sc、Ti、V、Cr、Mn、Co、Ni、Y、W、Gd、Sm、Zr、Ce、Pr、

La、Nd、Eu、Tb、Yb中的一种或几种，且在同一种改性材料中，掺杂金属元素与过渡金属氧化

物和稀土金属氧化物中的金属元素为不同的金属元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

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的化学通式为Ce1-zBzO2+n，其中，0<z≤0.5，-1≤n≤1，B为Gd、Sm、Tb、Y、

La、Pr、Nd、Zr、Eu、Dy、Ti、Cu、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的化学通式为D1-cNcO2+m，其中，0<

c≤0.5，-1≤m≤1，D为Ag、Cu、Co、Ni、Zn、Fe、Ti、Mn、Cr、Pt、Sc、V中的一种或几种，N为Mn、Fe、

Zn、Ti中的一种或几种，且在同一种化合物中，D和N为不同的元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

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为Ce0.8Tb0.2O1.9、Ce0.8Al0.1Tb0.1O1.95、Ce0.8La0.1Ti0.1O1.9、Ce0.8Gd0.2O1.9、

Ce0 .8Y0 .2O1 .9、Ce0 .9Pr0 .1O1 .95、Ce0 .9Y0 .1O1 .95、Ce0 .5Tb0 .5O1 .75、Ce0 .6Tb0 .4O1 .8、Ce0 .8Pr0 .2O1 .9、

Ce0 .9Tb0 .1O1 .95、Ce0 .8Cu0 .2O1 .8、Ce0 .8Al0 .2O2 .1、Ce0 .8Sm0 .2O1 .9、Ce0 .8Y0 .2O2、Ce0 .6La0 .4O2、

Ce0.9Ti0.1O2、Ce0.5Y0.2Ti0.3O2、Ce0.8Zr0.2O2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

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为Mn0.8Al0.2O1.9、Mn0.8Zn0.2O1.8中的一种或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材料与载流子调控材料

的质量比为0.05～0.9，优选为0.4～0.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子交换材料还包括离子导

体材料，所述离子导体材料与固态材料的质量比介于0.01～0.1之间，所述离子导体材料具

有通式Li3-2jQjXO，其中0<j<1，Q为Mg、Ca、Ba中的一种或几种；X为Cl或I。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称取适量的与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以及过渡金属盐和/或稀土金属盐溶于

去离子水中形成透明溶液；

2)称取一定量主体材料加入到上述溶液中，搅拌形成均一的悬浮液；

3)往上述悬浮液中缓慢加入一定量的络合剂，加热并不断搅拌；

4)待溶液形成凝胶状时停止加热，将凝胶状物质烘干，形成干燥的凝胶物质；

5)将干凝胶物质进行煅烧，最终形成所需的离子交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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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xO2、LiMn1-yAyPO4，LiFePO4、LiMn2O4、Li4Ti5O12、Li3V2

(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中的一种或几种；

0≤x≤1，M为Ni、Mn、Al、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种；

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地，(过渡金属盐和/

或稀土金属盐的物质的量)/(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的物质的量)为(1～9):1；(络

合剂的物质的量)/(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的物质的量+过渡金属盐的物质的量+稀

土金属盐的物质的量)为(1.5～3):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金属盐、稀

土金属盐、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为硝酸盐、硫酸盐、氯酸盐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

络合剂选自柠檬酸、甘氨酸、柠檬酸铵、马来酸、草酸、草酸铵、抗坏血酸、乙醇胺、二乙醇胺、

三乙醇胺中的一种。

9.一种电解质薄膜，所述电解质薄膜含有电解质粉体和粘结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

质粉体为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或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方法制备

的离子交换材料。

10.一种二次电池，包括空气电极、负极和隔膜，所述负极紧贴隔膜的一侧，所述空气电

极紧贴隔膜的另一侧，其特征在于，所述隔膜为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解质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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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交换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电解质薄膜、二次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池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离子交换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电解质薄膜、二次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采用高离子电导率的固体电解质隔膜，可以制备全固态电池，将大大提高锂离子

电池的安全性。无机固态电解质无论从制备方法还是从成本上考量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具有高电导率、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电化学稳定性，以及具有良好

加工性能的材料已成为研究的方向。采用无机固体电解质来组装锂电池，可以大大提高锂

电池的安全性能，并有可能促使以金属锂为负极的高能量密度锂电池商品化。传统的锂离

子导电无机盐电解质(比如氮化锂)一般比有机电解液低1-5个数量级，分解电位比较低，很

难应用到实际产品中，这主要是由于无机盐自身的导电模式缺陷(空隙、间隙离子)，使得离

子输运效率极低。玻璃态电解质可以分为氧化物和硫化物两类，其中氧化物玻璃态电解质

中研究比较多的有Li2-B2O3-SiO2体系，其电导率大约在10-5S/cm，还不能作为使用的电解质

材料。硫化物比氧化物的离子电导率要高，但是硫化物的电化学窗口不高，易与锂发生反

应，结果用其制备的金属锂电池搁置一段时间后，界面变黑，阻抗增加，而且热稳定性较差，

容易吸潮。

[0003] 有鉴于此，确有必要提供一种可以在材料层面实现过冲自保护的高效的离子交换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并提供一种含有离子交换材料的电解质薄膜，以及使用离子交换材料

的高可靠性、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提高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以在材料层面实现过

冲自保护的高效的离子交换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并提供一种含有离子交换材料的电解质薄

膜，以及使用离子交换材料的高可靠性、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提高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和安全性。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离子交换材料，包括固态材料，所述固态材

料包括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所述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xO2、LiMn1-yAyPO4，LiFePO4、

LiMn2O4、Li4Ti5O12、Li3V2(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6] 其中，0≤x≤1，M为Ni、Mn、Al、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7] 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8] 所述载流子调控材料选自过渡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稀

土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9] 锂电池正极材料，如三元材料，具有层状结构，锂离子可以在层间自由地嵌入脱

出。这种大剂量吞吐锂元素的能力，可以被用来设计超高电导率固态锂离子导体。但是由于

其本身又是电子导体，又给其用于固态锂离子导体带来一定限制。通过载流子调控手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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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的抑制其电子电导率，从而实现超高电导率固态锂离子导体的制备。

[0010] 载流子调控技术在半导体领域已经非常成熟，比如通过在p型半导体上沉积一层n

型半导体，就可以构建一个单向导电器件-二极管。这种单向导电功能的实现，是因为在二

极管的p型半导体界面和n型半导体界面处会形成一个载流子耗尽层，当对二极管施加正向

电压时，载流子耗尽层会消失，二极管导通，但是当二极管反向偏置时，载流子耗尽层会被

加宽，二极管变成一个“绝缘体”电子回路被切断。载流子调控技术主要应用于电子信息行

业，但在电化学领域至今鲜有报道。其实，在电化学领域所用到的功能材料：如锂电池行业

的三元材料、燃料电池的掺杂离子导体材料、超级电容器的过渡金属氧化物材料等都属于

半导体材料。但是，这些材料的半导体特性完全被忽略，使得这些材料的应用范围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因为锂电池的材料通常不能用于其他电化学器件，而其他电化学器件的材料也

不能用于锂电池。

[0011] 本申请的申请人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把这些材料的半导体特性纳入到材料设

计的考虑中，就可以极大的拓宽材料的应用范围，同时使得材料的设计变得非常灵活多样，

能够设计出传统方法所不可能实现的超级材料。

[0012] 然后，本申请的申请人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传统的锂电池材料的特殊材料结

构(比如尖晶石结构、橄榄石结构、层状氧化物结构)本身具有大剂量吞吐锂元素的能力，当

用于锂离子输运材料时这种输运机制要比常规的缺陷(空隙、间隙离子)导电机制更加高

效，离子电导率会有数量级上的提升。另一方面，这些材料本身都不是纯离子导体，都会有

可观的电子电导率，所以用来设计电解质材料时必须对其电子电导进行抑制。考虑到传统

的锂电池正极材料都具有半导体特性，所以可以利用载流子调控手段来有效的抑制其电子

电导。具体材料设计时，只需要找到另一种材料与其复合，使复合材料的载流子被“囚禁”起

来(即载流子耗尽)就可以实现电子电导的完美抑制。比如，如果原材料是p型半导体材料

(如LiNi1/3Co1/3Mn1/3O2)，那么就选用一种n型半导体材料(如Ce0.8Tb0.2O1 .9)与其复合，就可

以实现载流子“囚禁”。

[0013]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主体材料为晶石结构、橄榄石结构或

层状氧化物结构。

[0014]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选自ZnO、ZrO2、Nb2O5、

MoO3、TiO2、V2O5、Cr2O3、MnO2、FeO、Fe2O3、Fe3O4、CuO、Sc2O3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5] 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选自La2O3、Nd2O3、CeO2、Pr2O3、Sm2O3、Eu2O3、Gd2O3、Tb2O3、Dy2O3、

Ho2O3、Er2O3、Tm2O3、Yb2O3、Y2O3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6] 所述掺杂金属元素选自Al、Zn、Cu、Fe、Sc、Ti、V、Cr、Mn、Co、Ni、Y、W、Gd、Sm、Zr、Ce、

Pr、La、Nd、Eu、Tb、Yb中的一种或几种，且在同一种改性材料中，掺杂金属元素与过渡金属氧

化物和稀土金属氧化物中的金属元素为不同的金属元素。

[0017]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金属元素

的改性材料的化学通式为Ce1-zBzO2+n，其中，0<z≤0.5，-1≤n≤1，B为Gd、Sm、Tb、Y、La、Pr、

Nd、Zr、Eu、Dy、Ti、Cu、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8] 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的化学通式为D1-cNcO2+m，其

中，0<c≤0.5，-1≤m≤1，D为Ag、Cu、Co、Ni、Zn、Fe、Ti、Mn、Cr、Pt、Sc、V中的一种或几种，N为

Mn、Fe、Zn、Ti中的一种或几种，且在同一种化合物中，D和N为不同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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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稀土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金属元素

的改性材料为Ce0 .8Tb0 .2O1 .9、Ce0 .8Al0 .1Tb0 .1O1 .95、Ce0 .8La0 .1Ti0 .1O1 .9、Ce0 .8Gd0 .2O1 .9、

Ce0 .8Y0 .2O1 .9、Ce0 .9Pr0 .1O1 .95、Ce0 .9Y0 .1O1 .95、Ce0 .5Tb0 .5O1 .75、Ce0 .6Tb0 .4O1 .8、Ce0 .8Pr0 .2O1 .9、

Ce0 .9Tb0 .1O1 .95、Ce0 .8Sm0 .2O2、Ce0 .8Y0 .2O2、Ce0 .6La0 .4O2、Ce0 .9Ti0 .1O2、Ce0 .5Y0 .2Ti0 .3O2、

Ce0 .8Zr0 .2O2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为

Mn0.8Al0.2O1.9、Mn0.8Zn0.2O1.8中的一种或两种。

[0020]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调控相材料为萤石结构。

[0021]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主体材料与载流子调控材料的质量比

为0.05～0.9，优选为0.4～0.7。

[0022] 当质量比小于0.05时，或质量比大于0.9时，都会造成调控失效，不能达到载流子

调控目的。

[0023]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离子交换材料还包括离子导体材料，

所述离子导体材料与固态材料的质量比介于0.01～0.1之间，所述离子导体材料具有通式

Li3-2jQjXO，其中0<j<1，Q为Mg、Ca、Ba中的一种或几种；X为Cl或I。

[0024]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离子导体材料为玻璃态离子导体材

料。

[0025]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一种改进，所述离子交换材料的粒径为10nm～200μm，

优选为50nm～50μm。

[0026] 当粒径小于10nm时，难以制备，粒径大于200μm时，难以形成均一复合材料。

[002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8] 分别称取一定质量的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进行均匀混合，并进行球磨，即

得到所需的离子交换材料，其中，所述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xO2、LiMn1-yAyPO4，LiFePO4、

LiMn2O4、Li4Ti5O12、Li3V2(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9] 其中，0≤x≤1，M为Ni、Mn、Al、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0] 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1] 所述载流子调控材料选自过渡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稀

土金属氧化物及其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改性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2]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改进，所述主体材料与载流子调控材

料的质量比为0.05～0.9。

[0033]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4] 1)称取适量的与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以及过渡金属盐和/或稀土金属盐

溶于去离子水中形成透明溶液；

[0035] 2)称取一定量主体材料加入到上述溶液中，搅拌形成均一的悬浮液；

[0036] 3)往上述悬浮液中缓慢加入一定量的络合剂，加热并不断搅拌；

[0037] 4)待溶液形成凝胶状时停止加热，将凝胶状物质烘干，形成干燥的凝胶物质；

[0038] 5)将干燥的凝胶物质进行煅烧，最终形成所需的离子交换材料；

[0039] 其中，所述主体材料选自LiCoxM1-xO2、LiMn1-yAyPO4，LiFePO4、LiMn2O4、Li4Ti5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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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3V2(PO4)3、Li2MnSiO4、Li2FeSiO4、K2MnFe(CN)6中的一种或几种；

[0040] 0≤x≤1，M为Ni、Mn、Al、Mg、Ca、Cr、Zr、Mo、Ag、Nb、Sn、Zn、Si中的一种或几种；

[0041] 0≤y≤1，A为Ni、Co、Fe、Cu、Zn、Mg、Cr、Al、Ca中的一种或几种。

[0042]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改进，(过渡金属盐和/或稀土金属盐

的物质的量)/(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的物质的量)为(1～9):1；(络合剂的物质的

量)/(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的物质的量+过渡金属盐的物质的量+稀土金属盐的物

质的量)为(1.5～3):1。

[0043]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改进，所述过渡金属盐、稀土金属盐、

掺杂金属元素相对应的金属盐为硝酸盐、硫酸盐、氯酸盐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络合剂选自

柠檬酸、甘氨酸、柠檬酸铵、马来酸、草酸、草酸铵、抗坏血酸、乙醇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中

的一种。

[0044]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改进，步骤4)中，烘干温度为100～

140℃，烘干时间为4～12h。

[0045] 作为本发明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一种改进，步骤5)中，煅烧温度为500～

800℃，煅烧时间为4～8h。

[004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质薄膜，所述电解质薄膜含有电解质

粉体和粘结剂，所述电解质粉体为上述所述的离子交换材料，或根据上述所述方法制备的

离子交换材料。

[0047] 作为本发明电解质薄膜的一种改进，所述粘结剂与电解质粉体的质量比为3％～

8％。

[0048] 作为本发明电解质薄膜的一种改进，所述粘结剂为PTFE、PVDF、SBR中的一种。

[0049] 作为本发明电解质薄膜的一种改进，所述电解质薄膜的厚度为30μm～100μm。

[005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二次电池，包括空气电极、负极和隔膜，

所述负极紧贴隔膜的一侧，所述空气电极紧贴隔膜的另一侧，所述隔膜为上述所述的电解

质薄膜。

[0051]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二次电池中的电解质薄膜由于使用了同时含有主体材料

和载流子调控材料的离子交换材料，或者在离子交换材料中添加玻璃态离子导体材料，使

得电解质薄膜不会像有机隔膜那样出现热失控等安全问题，可用于金属空气燃料电池，制

备高能量密度的二次电池；由于离子交换材料中使用了载流子调控方式，当二次电池过充

时，可以像半导体二极管一样导通电路，阻止电池进一步充电，可以在材料层面实现过冲自

保护，提高二次电池的安全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为了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及其技术效果更加清晰，以下结合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

是为了解释本发明，并非为了限定本发明。

[0053] 实施例1

[0054] 离子交换材料的制备

[0055] 共沉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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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1)称取3.45g的硝酸铽和4倍当量(摩尔量)的硝酸铈溶于去离子水中形成0.2～

0.7mol/L的透明溶液；

[0057] 2)称取4.35g的LiNi1/3Co1/3Mn1/3O2加入到上述溶液中，搅拌形成均一的悬浮液；

[0058] 3)往上述悬浮液中缓慢加入8倍于硝酸铽当量(摩尔量)的柠檬酸，加热并不断搅

拌；

[0059] 4)待溶液形成凝胶状时停止加热，把凝胶状物质放入烘箱100～140℃下烘4～

12h，形成干燥的凝胶物质；

[0060] 5)把干凝胶物质放入马弗炉中500～800℃煅烧4～8h形成所需的离子交换材料

LiNi1/3Co1/3Mn1/3O2/Ce0.8Tb0.2O1.9，其中，Ce0.8Tb0.2O1.9与LiNi1/3Co1/3Mn1/3O2质量比值为0.4。

[0061] 固相混合法

[0062] 称取100g锂电池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称取5～90g铽掺杂氧化铈材料

Ce0.8Tb0.2O1 .9，进行均匀混合，在球磨机内球磨2～8h，即得到所需的离子交换材料(固态材

料)LiNi1/3Co1/3Mn1/3O2/Ce0 .8Tb0 .2O1 .9，粒径为10nm～200μm。LiNi1/3Co1/3Mn1/3O2与

Ce0.8Tb0.2O1.9的质量比为0.05～0.9。

[0063] 称取100g  LiNi1/3Co1/3Mn1/3O2/Ce0.8Tb0.2O1 .9固态材料，称取1～10g离子导体材料

Li2Mg0 .5ClO进行球磨混合，得到固态材料和离子导体材料混合的离子交换材料，粒径为

10nm～200μm。

[0064] 电解质薄膜制备

[0065] 1)称取一定量离子交换材料LiNi1/3Co1/3Mn1/3O2/Ce0.8Tb0.2O1.9；

[0066] 2)称取质量分数为离子交换材料的3％～15％的粘结剂PTFE(聚四氟乙烯)；

[0067] 3)将两者倒入容器内加入适量酒精，研磨混合，直至形成面团状；

[0068] 4)将面团状材料在对辊机中压成30～100μm的柔性薄膜，即得到所需的电解质薄

膜。

[0069] 金属空气燃料电池的制备：

[0070] 负极采用金属锂片，紧贴在电解质薄膜(隔膜)的一侧，电解质薄膜另一侧贴有空

气电极。

[0071] 空气电极制备方法：

[0072] 采用三维网状导电材料泡沫镍作为集流体；负载有催化剂二氧化锰的导电炭材料

(MnO2-C)为催化剂；将催化剂与粘结剂(PVDF)以9:1的比例混合，加入N,N-二甲基吡咯烷酮

(NMP)中形成均匀的浆料，均匀涂在集流体上烘干后形成空气电极。

[0073] 当离子交换材料中的主体材料为K2MnFe(CN)6时，负极采用金属钾片，紧贴在电解

质薄膜的一侧，电解质薄膜另一侧贴有空气电极，空气电极制备方法与上面一致。

[0074] 电池性能的测试：

[0075] 在25℃下，采用1/3C充电至4.2V，CV至0.05C，静置1小时，然后在25℃下，以0.5C放

电至2.5V，计算放电容量。

[0076] 实施例2至实施例40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各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不

同，各实施例物质的种类、含量和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0077] 对比例1

[0078] 对比例1电池性能测试过程与实施例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1中二次电池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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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膜为常规的PP隔离膜，电池性能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79] 表1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中相关物质参数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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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表2主体材料、载流子调控材料、电解质薄膜的相关参数以及电池测试结果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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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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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结论

[0087] 实施例1～40与对比例1比较

[0088] 根据对比可以看出，实施例1～15中的二次电池因为电解质薄膜中含有主体材料

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且载流子调控材料为含有掺杂金属元素的稀土金属氧化物的改性材

料，对比例1中的隔离膜为常规的PP隔离膜，实施例1～15二次电池的放电容量明显高于对

比例1电池的放电容量，放电容量最高可达620mAh。

[0089] 实施例16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主体材料为K2MnFe(CN)6，载流子调控材料为

含有掺杂铽元素的氧化铈的改性材料，当负极采用金属钾片时，制备的二次电池也能得到

较高的放电容量。

[0090] 实施例17中的二次电池因为电解质薄膜中含有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且载

流子调控材料为含有掺杂金属元素(Cu)的氧化铈的改性材料，二次电池的放电容量高于对

比例1电池的放电容量。

[0091] 实施例18中的二次电池因为电解质薄膜中含有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且载

流子调控材料为含有掺杂金属元素(Al)的氧化铈的改性材料，二次电池的放电容量明显高

于对比例1电池的放电容量。

[0092] 实施例19中的二次电池因为电解质薄膜中含有主体材料和载流子调控材料，且载

流子调控材料为含有掺杂金属元素(Al)的氧化锰的改性材料，二次电池的放电容量明显高

于对比例1电池的放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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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实施例20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为Ce0.8La0.1Ti0.1O1.9改性材

料，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094] 实施例21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主体材料采用LiNi1/3Co1/3Mn1/3O2/Li4Ti5O12

混合材料，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095] 实施例22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通过采用混合掺杂金属盐

(Tb(NO3)3和Tb(SO4)3)与稀土金属盐(Ce(NO3)3)制备而成，所得二次电池的放电容量能够达

到512mAh。

[0096] 实施例23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通过采用混合的稀土金属

盐(Ce(NO3)3/Ce2(SO4)3)与掺杂金属盐(Tb(NO3)3)制备而成，所得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

容量。

[0097] 实施例24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为通过采用混合过渡金属

盐(Mn(NO3) 2/MnSO4)、稀土金属盐(Ce(NO3) 3)和掺杂金属盐(Tb(NO3) 3)制备而成的

Ce0.8Mn0.1Tb0.1O1.95，所得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098] 实施例25～27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为过渡金属氧化物，所

得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099] 实施例28～31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载流子调控材料为稀土金属氧化物，所

得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100] 实施例32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主体材料为K2MnFe(CN)6，载流子调控材料为

稀土金属氧化物(CeO2)，当负极采用金属钾片时，制备的二次电池也能得到较高的放电容

量。

[0101] 实施例33～35与实施例1～3比较

[0102] 实施例33～35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离子交换材料除了主体材料为LiNi1/

3Co1/3Mn1/3O2，载流子调控材料为含有掺杂铽(Tb)元素的氧化铈的改性材料外，还含有玻璃

态离子导体材料Li2Mg0.5ClO、Li1.2Ba0.9IO、Li2Mg0.5ClO，制备的二次电池具有较高的放电容

量，最高可高达610mAh。

[0103] 实施例36和37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离子交换材料的主体材料为LiNi1/

3Co1/3Mn1/3O2，载流子调控材料为两种改性材料的混合材料，制备的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放

电容量。

[0104] 实施例38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离子交换材料的主体材料为LiNi1/3Co1/

3Mn1/3O2，载流子调控材料为两种过渡金属氧化物的混合材料，制备的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

放电容量。

[0105] 实施例39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离子交换材料的主体材料为LiNi1/3Co1/

3Mn1/3O2，载流子调控材料为两种稀土金属氧化物的混合材料，制备的二次电池具有理想的

放电容量。

[0106] 实施例40二次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的离子交换材料的主体材料为LiNi1/3Co1/

3Mn1/3O2，载流子调控材料为过渡金属氧化物和稀土金属氧化物的混合材料，制备的二次电

池具有理想的放电容量。

[0107]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知，本发明的载流子调控方式制备的离子交换材料能够用于金

属空气电池的电解质薄膜中，并且获得理想的放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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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二次电池中的电解质薄膜由于使用了同时含有主体材料

和载流子调控材料的离子交换材料，或者在离子交换材料中添加玻璃态离子导体材料，使

得电解质薄膜不会像有机隔膜那样出现热失控等安全问题，可用于金属空气燃料电池，制

备高能量密度的二次电池；由于离子交换材料中使用了载流子调控方式，当二次电池过充

时，可以像半导体二极管一样导通电路，阻止电池进一步充电，可以在材料层面实现过冲自

保护，提高二次电池的安全性能。

[0109] 根据上述原理，本发明还可以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适当的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发

明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

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发明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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