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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

和基于该电池的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包括正

极、负极及电解质，所述负极采用以锌元素为主

的活性材料，正极活性材料为二氧化锰；所述电

解质为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且该交联

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的合成方法如下：将3

～5g单体丙烯酰胺、25～35mg过硫酸铵引发剂及

3～5mg毫克N’N-二甲基双丙烯酰胺加入15～

25ml去离子水中，连续搅拌直至澄清；然后将澄

清溶液转移至玻璃表面皿中再用锡箔纸包覆，于

50～70℃下反应50～70min，得到水凝胶；最后将

水凝胶置于0.8～1 .2mol/L的硫酸锌和0.05～

0.15mol/L的硫酸锰电解液中充分浸泡，即得到

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该电池能够适应

较大压缩应力同时能保持储能性能，可实现储能

设备的柔性可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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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由正极、负极、以及含有阴阳离子并具有离子导电性的

电解质组成，所述负极采用以锌元素为主的活性材料，正极活性材料为二氧化锰，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解质为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且该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的合

成方法如下：将3～5g单体丙烯酰胺、25～35mg过硫酸铵引发剂及3～5mg毫克N’N-二甲基双

丙烯酰胺加入15～25ml去离子水中，连续搅拌直至澄清；然后将澄清溶液转移至玻璃表面

皿中再用锡箔纸包覆，于50～70℃下反应50～70min，得到水凝胶；最后将水凝胶置于0.8～

1.2mol/L的硫酸锌和0.05～0.15mol/L的硫酸锰电解液中充分浸泡，即得到交联聚丙烯酰

胺水凝胶电解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极材料是以

石墨纸作为集流体在三电极体系下-1.3～-1.5V恒电位法电沉积制备了金属锌负极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沉积过程中

使用的电解液含有0.1～0.3mol/L的硫酸锌和0.4～0.6mol/L的柠檬酸钠。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

正极活性材料二氧化锰采用了水热法制备。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其特征在于，水热法制备二氧化

锰的方法如下：将0.02～0.04mol硫酸锰、1～3ml  0.4～0.6mol/L的硫酸、80～100ml去离子

水以及15～25ml  0.0.05～0.15mol/L的高锰酸钾在室温下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将

混合液转移至水热敷中并于100～140℃下反应10～14h；之后将水热产物用去离子水洗至

中性并真空干燥，得到干燥后的氧化锰；将干燥后的氧化锰与导电剂、粘结剂以7:2:1的比

例在N’-甲基吡咯烷酮中混合，然后均匀涂覆于石墨纸集流体上即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剂为乙炔

黑；所述粘结剂为聚偏氟乙烯。

7.基于权利要求6所述电池的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电池与压力

传感器集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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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和基于该电池的电池-传感器集

成器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和基于该电池的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实现为柔性可穿戴电子设备供电，设计和开发柔性能源存储器件成为了现阶

段新型储能设备研究的方向之一。然而，在传统能源存储设备的电极/隔膜/电极的三层结

构的基础上设计弹性能源存储设备较为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技术路径来实现储

能设备的柔性和弹性。

[0003] 目前，基于可拉伸电极或水凝胶电解质的可拉伸能源存储设备，如可拉伸超级电

容器或可拉伸电池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可压缩储能设备的研究进展目前还十分

有限，为了给相应的可压缩电子器件，如可压缩压力传感器供电，开发一种能够适应较大压

缩应力同时能保持储能性能的能源存储设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及基于

该电池的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该电池能够适应较大压缩应力同时能保持储能性能，可实

现储能设备的柔性可弹性。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由正极、负极、以及含有阴阳离子并具有离子导电性

的电解质组成，所述负极采用以锌元素为主的活性材料，正极活性材料为二氧化锰；所述电

解质为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且该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的合成方法如

下：将3～5g单体丙烯酰胺、25～35mg过硫酸铵引发剂及3～5mg毫克N’N-二甲基双丙烯酰胺

加入15～25ml去离子水中，连续搅拌直至澄清；然后将澄清溶液转移至玻璃表面皿中再用

锡箔纸包覆，于50～70℃下反应50～70min，得到水凝胶；最后将水凝胶置于0.8～1.2mol/L

的硫酸锌和0.05～0.15mol/L的硫酸锰电解液中充分浸泡，即得到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电解质。

[0007] 具体的说，所述负极材料是以石墨纸作为集流体在三电极体系下-1 .3～-1 .5V恒

电位法电沉积制备了金属锌负极材料。

[0008] 具体的说，所述电沉积过程中使用的电解液含有0.1～0.3mol/L的硫酸锌和0.4～

0.6mol/L的柠檬酸钠。

[0009] 具体的说，所述正极活性材料二氧化锰采用了水热法制备。

[0010] 更具体的说，水热法制备二氧化锰的方法如下：将0.02～0.04mol硫酸锰、1～3ml 

0.4～0.6mol/L的硫酸、80～100ml去离子水以及15～25ml  0.0.05～0.15mol/L的高锰酸钾

在室温下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水热敷中并于100～140℃下反应10

～14h；之后将水热产物用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并真空干燥，得到干燥后的氧化锰；将干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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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锰与导电剂、粘结剂以7:2:1的比例在N’-甲基吡咯烷酮中混合，然后均匀涂覆于石

墨纸集流体上即可。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导电剂为乙炔黑；所述粘结剂为聚偏氟乙烯。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将所述电池与压力传感器集成即可。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为了提高电池的可压缩性，开发使用了一种化学交联的聚丙烯酰胺水

凝胶作为可充电锌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与普通的电池隔膜相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具有良

好的保水性能，同时与锌离子电解液中的离子相兼容。因此，该水凝胶具有作为锌离子电池

凝胶电解质的潜质。为了赋予水凝胶较好的机械性能，比如弹性和可压缩性，本发明采用了

N‘N-二甲基双丙烯酰胺来化学交联单体丙烯酰胺，并同时用过硫酸铵引发聚合单体，其性

能相对于现有技术中采用的以聚丙烯酰胺与其他添加物直接混合的制备方法相比，不仅具

有不易漏液、储存时间长、不易发生大面积氧化结晶，降低电池密封要求等性能，而制备方

法和所用材料却更加简便，且电解质的机械性能在交联之后有了较大的提高，可以达到和

橡胶类材料类似的良好的可压缩性(例如可以在80％的压缩应变下保持良好的离子导电

率)。与此同时，应用该交联聚丙烯酰胺组装的可充电锌离子电池也获得了良好的机械可压

缩性能和电化学储能性能。在多种压应变作用下，电池均可表现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如充

放电比容量和循环性能，甚至达到或超过在水溶液中测得的性能。

[0015] (2)本发明的可充电锌离子电池表现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经检测，其在1C的倍率

下，电池放电比容量达到230 .5mAh  g-1，接近水溶液中同样倍率下测得的放电比容量

277.5mAh  g-1。并且，在1-5C倍率下，电池表现出良好的倍率保持率，5C下仍然能保持接近

140mAh  g-1的放电比容量；在4C倍率下，电池循环充放电1000圈后仍可以保持接近70％的初

始容量。

[0016] (3)本发明的可充电锌离子电池展现出良好的可压缩性和电化学性能。经检测，在

25％压应变下，30圈的测试下，电池循环性能保持稳定无衰减；即使在0到20％的往复应变

下，电池比容量几乎无衰减，反而略有上升；当压应变从40％增加到80％再减小到40％，电

池比容量保持稳定，无明显变化。同时，对电池输出电压进行监测发现，即使在外界干扰下，

比如手压和快速锤击，电池输出电压保持稳定，没有明显下降。

[0017] (4)当本发明电池用来给柔性压力传感器供电时，与商业化的碱性电池相比，压力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稳定性相似，本发明电池即使在受压状态下依旧能保持稳定的输出。不

仅如此，其优异的可压缩性和柔性使得电池与压力传感器能够集成，反映其作为可穿戴智

能设备的潜力。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电池结构图及水凝胶交联合成方法。

[0019] 图2为对水凝胶可压缩性和离子导电率的表征；其中，图2(a)为聚丙烯酰胺凝胶的

压缩和释放照片，图2(b)为冻干聚丙烯酰胺凝胶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比例尺20微米，图

2(c)为聚丙烯酰胺凝胶的连续5个循环下的应力-应变曲线，图2(d)为从0到77.8％压应变

下聚丙烯酰胺凝胶的电化学阻抗谱分析，图2(e)为从0到77.8％应变下聚丙烯酰胺凝胶的

阻值变化曲线；图2(f)和图2(g)为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在通常状态和压缩状态下用于导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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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点亮LED灯的照片。

[0020] 图3为电池电化学性能表征；其中，图3(a)为可充电锌锰电池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中的循环伏安曲线，扫速：5毫伏/秒；图3(b)为在1C倍率下电池首两圈充放电曲线；图3(c)

为电池在1-5C倍率下充放电曲线；图3(d)为电池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中以4C倍率充放电

1000圈的性能曲线。

[0021] 图4为电池可压缩性能和电化学稳定性表征；其中，图4(a)为在25％压应变下电池

在1C倍率的循环性能；图4(b)为电池在25％压应变下第1,15和30圈充放电曲线；图4(c)为

电池在0和20％应变和1C倍率下7圈循环的充放电曲线；图4(d)为电池在0和20％循环压应

变下的比容量；图4(e)为电池在从40到80％再回到40％的压应变下的充放电曲线；图4(f)

为电池在从40到80％再回到40％的压应变下的比容量变化曲线；图4(g)为电池在手指按压

下的电压稳定性；图4(h)为连续锤击下电池电压的稳定性。

[0022] 图5为用可压缩电池为压力传感器供电的展示以及电池传感器器件的集成；其中，

图5(a)-5(c)为可压缩电池用于给发光板供电的照片；图5(d)为可压缩电池与商业化碱性

电池用于给传感器供电的性能对比；图5(e)为基于锌离子电池和柔性压力传感器的集成柔

性智能手环；图5(f)为不同指压力度下的传感器信号；图5(g)为0.3到4赫兹下不同频率的

传感器信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

于以下实施例。

[002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压缩可充电锌锰电池，由正极、负极、以及含有阴阳离子并

具有离子导电性的电解质组成，所述负极采用以锌元素为主的活性材料，正极活性材料为

二氧化锰。参见图1和图2。

[0025] 具体的说，本实施例主要的目的是使得聚合物电解质本身以及使用该电解质的电

池的机械性能有所提高，因此本实施例开发使用了一种化学交联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作为

可充电锌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与普通的电池隔膜相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具有良好的保水

性能，同时与锌离子电解液中的离子相兼容，为了赋予水凝胶较好的机械性能，比如弹性和

可压缩性，本发明采用了N‘N-二甲基双丙烯酰胺来化学交联单体丙烯酰胺，并同时用过硫

酸铵引发聚合单体。其具体的合成方法如下：将3～5g单体丙烯酰胺、25～35mg过硫酸铵引

发剂及3～5mg毫克N’N-二甲基双丙烯酰胺加入15～25ml去离子水中，连续搅拌直至澄清；

然后将澄清溶液转移至玻璃表面皿中再用锡箔纸包覆，于50～70℃下反应50～70min，得到

水凝胶；最后将水凝胶置于0.8～1.2mol/L的硫酸锌和0.05～0.15mol/L的硫酸锰电解液中

充分浸泡，即得到交联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受益于化学交联，该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得

到了良好的弹性，特别的是，在获得较好的可压缩性能之外，电池本身的电化学性能可以良

好保持甚至有所提高，得益于电解质与电极材料的充分接触以及提高的离子导电率。在外

界干扰，如按压和锤击下，电池的开路电压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得益于该电解质，可以实

现包括柔性传感器-电池等集成器件的制备，对于将来在可穿戴设备上的应用具有广阔前

景。

[0026] 本实施例采用电沉积方法制备了可充电锌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具体来说，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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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材料是以石墨纸作为集流体在三电极体系下-1.3～-1.5V恒电位法电沉积制备了金属

锌负极材料，所述电沉积过程中使用的电解液含有0 .1～0 .3mol/L的硫酸锌和0 .4～

0.6mol/L的柠檬酸钠。而所述正极活性材料二氧化锰采用了水热法制备，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将0.02～0.04mol硫酸锰、1～3ml  0.4～0.6mol/L的硫酸、80～100ml去离子水以及15～

25ml  0.0.05～0.15mol/L的高锰酸钾在室温下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转移

至水热敷中并于100～140℃下反应10～14h；之后将水热产物用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并真空

干燥，得到干燥后的氧化锰；将干燥后的氧化锰与导电剂乙炔黑、粘结剂聚偏氟乙烯以7:2:

1的比例在N’-甲基吡咯烷酮中混合，然后均匀涂覆于石墨纸集流体上即可。将上述正负极

材料贴附于先前制备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上组装成电池。

[0027] 参见图3和图4，采用该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组装的可充电锌离子电池表现出

良好的电化学性能。经检测，在1C的倍率下，电池放电比容量达到230.5mAh  g-1，接近水溶液

中同样倍率下测得的放电比容量277.5mAh  g-1。除此之外，在1-5C倍率下，电池表现出良好

的倍率保持率，5C下仍然能保持接近140mAhg-1的放电比容量。在4C倍率下，电池循环充放电

1000圈后仍可以保持接近70％的初始容量。

[0028] 采用该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电解质组装的可充电锌离子电池展现出良好的可压缩

性和电化学性能。经检测，在25％压应变下，30圈的测试下，电池循环性能保持稳定无衰减。

即使在0到20％的往复应变下，电池比容量几乎无衰减，反而略有上升。当压应变从40％增

加到80％再减小到40％，电池比容量保持稳定，无明显变化。同时，对电池输出电压进行监

测发现，即使在外界干扰下，比如手压和快速锤击，电池输出电压保持稳定，没有明显下降。

[0029] 当用来给柔性压力传感器供电时，与商业化的碱性电池相比，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信号稳定性相似，本实施例电池即使在受压状态下依旧能保持稳定的输出。不仅如此，其优

异的可压缩性和柔性使得电池与压力传感器成功集成，因此，参见图5，本实施例还提供了

一种电池-传感器集成器件，将所述电池与压力传感器集成即可。

[0030]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不应当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但凡在本发明的主体设计思想和精神上作出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动或润色，其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仍然与本发明一致的，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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