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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锌碘单液流电池，锌碘单液

流电池包括一节单电池或二节以上单电池电路

串联组成的电堆，单电池包括依次层叠的正极端

板、集流体、带有液流框的正极、膜、带有液流框

的负极、负极端板，负极电解液储罐中的电解液

通过泵实现电解质在负极空腔和储罐之间的循

环，同时负极管路上设有正极电解质循环的分支

管路。电池正负极之间的多孔膜实现了导通支持

电解质，并且阻止I3
‑扩散到负极的作用。电解质

活性物质的溶解度很高，能量密度高，特别适用

于构建单液流电池；同时正负极电解质溶液均为

中性，克服了传统液流电池强酸强碱电解质的腐

蚀性问题，同时，电池的电流密度高、循环寿命

长，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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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锌碘单液流电池，包括负极电解液储罐，其特征在于：锌碘单液流电池包括一节

单电池或二节以上单电池电路串联组成的电堆，单电池包括依次层叠的正极端板、正极集

流体、带有液流框的正极、膜、带有液流框的负极、负极集流体、负极端板，负极电解液储罐

中的电解液通过泵实现电解液在负极空腔和储罐之间的循环，负极空腔上设有负极进液口

和负极出液口，负极电解液储罐分别通过负极进液管路和负极出液管路分别与负极进液口

和负极出液口，同时于负极进液管路和负极出液管路上分别设有正极电解液循环的分支管

路，负极进液管路上的分支管路与正极空腔上的正极进液口相连，正极空腔上设有正极进

液口和正极出液口，负极出液管路上的分支管路与正极空腔上的正极出液口相连；正极电

解液和负极电解液相同，正负极电解液由锌盐ZnBr2、碘盐KI和支持电解质KCl组成；隔膜材

料为不含离子交换基团的多孔膜，包括聚乙烯(PE)、聚丙烯(PP)的一种或者二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其特征在于：电解液中碘和锌的摩尔比在2:

1。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其特征在于：电解液中支持电解质浓度是1

~2  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膜膜厚100~1000µm，

多孔膜膜材料孔径为1‑10  nm，孔隙率：20%~7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膜膜厚500~1000  µ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其特征在于：充电时，正极活性物质I‑发生氧

化反应生成I3
‑，负极活性物质Zn2+发生还原反应生成Zn；放电时正极I3

‑发生还原反应生成

I‑，负极单质锌发生氧化反应生成Z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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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性锌碘液流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流电池领域，特别是锌碘液流电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引发了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开发利用不可再生能源成为世

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但是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使得他们的直接

利用困难，所以利用储能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连续供应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液流

电池由于设计灵活(能量，功率分开设计)，安全性好，设计寿命长，已经成为大规模储能市

场最优前景的技术之一，其中全钒液流电池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已经进入商业示范阶段。

[0003] 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液流体系包括全钒液流电池，锌溴液流电池，多硫化钠溴等

体系。但是全钒液流电池面临成本较高，电解质的酸性和腐蚀性较强的问题；另外，锌溴液

流电池体系和多硫化钠溴体系面临着溴的挥发性和腐蚀性的问题，环境污染严重。

[0004] 锌碘液流电池使用中性的锌盐和碘盐作为电解质，溶解度高，能量密度大；比起

Cl2和Br2，碘腐蚀性很弱；同时碘在溶液中以I3
‑的形式存在，蒸汽压低，不易挥发等特点，使

得锌碘液流电池成为一种很有前景的液流电池。与一般液流电池相同，锌碘液流电池采用

双泵双管路设计，在充放电过程中，电解质在电池内部和储罐中循环流动。但是由于电池需

要泵、储罐等电解液循环系统，导致系统的能量效率由于系统的损耗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泵

和储罐等电池辅助设备使得电池系统结构复杂，降低了系统的能量密度，所以在双液流的

基础上开展单液流电池的研究，减少系统的能量损耗是提高系统能量利用效率和能量密度

的重要方法。另外，目前报道的锌碘液流电池多使用价格昂贵的全氟磺酸离子交换膜，但是

上述离子交换膜在锌碘体系中容易被污染，导致电池的内阻上升，电池的循环稳定性差。此

外锌碘液流电池多使用ZnI2作为电解质，但是ZnI2容易被空气氧化产生ZnO沉淀，同时在高

电流密度以及长循环过程中，正极生成的I2容易析出，电解质的稳定性差，电池的循环稳定

性不好，并工作电流密度仅仅为10mA/cm2，电池的功率密度低。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内容如下：

[0006] 一种锌碘液流电池，包括一节单电池和多节单电池构成的电堆，正极一侧多孔电

极及空腔充满电解液；负极利用泵实现电解液在电池内部和负极储罐的循环，并于负极管

路上设有正极循环的支路管道并设有控制阀。

[0007] 充电时I‑发生氧化反应，在正极上被氧化为I3
‑，负极上Zn2+被还原为Zn；放电时，正

极发生还原反应，I3
‑发生还原反应被还原为I‑，Zn在负极发生氧化反应生成Zn2+。

[0008] 单电池的结构包括正/负极端板、膜、正/负极、集流体、液流框，泵和管路组成。

[0009] 正极的电解质包括碘盐，锌盐以及支持电解质，碘盐是CaI2、MgI2、KI、NaI中的一种

或二种以上，浓度为2～8mol/L,负极的活性物质为ZnNO3，ZnBr2、ZnSO4、ZnCl2的一种或二种

以上，浓度为1～4mol/L，支持电解质为KCl、KBr、NaCl的一种或者或二种以上，其浓度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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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l/L。其中碘盐优选KI，锌盐优选ZnBr2，支持电解质优选KCl。

[0010] 电极材料为电极为碳毡、石墨板、金属板或者碳布的一种。

[0011] 锌碘液流电池使用的隔膜为多孔膜，材料包括聚醚砜(PES)、聚乙烯(PE)、聚丙烯

(PP)、聚砜(PS)、聚醚酰亚胺(PEI)、聚偏氟乙烯(PVDF)的一种或者二种以上的一种或者二

种以上膜厚在100～1000μm，优选500‑1000μm,孔径在10～100nm之间，孔隙率30％～70％。

多孔膜材料优选聚乙烯(PE)、聚丙烯(PP)。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1.锌碘单液流电池的结构比起双液流大大简化，提高了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时，系

统的损耗减少，系统的能量效率提高。另外，锌碘电解质的浓度很高，适合用于单液流电池；

与双液流相同，锌碘单液流电池解决了电解质强酸强碱的问题，电池的成本比较低；同时电

池运行的电流密度很高，电池的功率密度大。

[0014] 2.正负电解液相同，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的锌碘液流电池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正、负

极电解液渗透压不一致导致电解液由一极迁移至另一极及电池的效率衰减问题，大大降低

了电池运行过程中正负极活性物质的互串，提高了库伦效率，有效地降低了由电解液迁移

造成的系统维护成本，以及正负电解质相同使得电解质能够在线恢复，大大节省了电解质

的更换成本，表现出很好的应用前景。

[0015] 3.廉价多孔膜代替了传统的Nafion  115膜，大大降低了电堆的成本；另外，多孔结

构有利于中性离子的导通，电池的电流密度可以达到140mA/cm2,并且电池的电池的电压效

率得到很大提高；最重要的是多孔膜的多孔结构中充满了氧化态的I3
‑电解质，对电池过充

之后短路的锌枝晶具有溶解作用，所以电池在短路后能够自动恢复，大大提高了电池的稳

定性和寿命。

[0016] 4 .传统锌碘液流电池使用ZnI2作为活性物质，常温条件下容易被氧化生成ZnO和

I2，电池的循环性能差；以KI替代ZnI2大大提高了正极电解质的稳定性，并且KI的价格大大

低于ZnI2，电解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0017] 5.使用ZnBr2引入了Br‑，与正极电解质充电时形成的I2生成I2Br
‑抑制I2的析出，在

电池高SOC以及高电流密度运行时保持电解质的稳定，大大提高电池的循环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为正负极端板；2为正负极集流体；3为正负极的液流框；4为电池的膜；5为正

极电解质进出口阀门；6为电解质储罐；7电解质循环泵。

[0020] 图2为实施例1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单电池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

4M，KI：8M，KCl:1M，多孔膜厚度：900μm

[0021] 图3为实施例1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能量密度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KI：

8M，KCl:1M，多孔膜厚度：900μm

[0022] 图4为实施例3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

KI：8M，KCl:1M，多孔膜厚度：500μm

[0023] 图5为实施例5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Cl2：4M，

KI：8M，KCl:1M，多孔膜厚度：9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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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6为实施例7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

NaI：8M，KCl:1M，多孔膜厚度：900μm

[0025] 图7为实施例7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能量密度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

NaI：8M，KCl:1M，多孔膜厚度：900μm

[0026] 图8为对比例2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I2：4M，多

孔膜厚度：900μm

[0027] 图9为对比例3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

KI：8M，KCl:1M，Nafion  115膜厚度：125μm

[0028] 图10为对比例5组装的锌碘单液流电池的循环性能图；正负极电解质为ZnBr2：4M，

KI：8M，KCl:1M，多孔膜厚度：65μm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电池性能的测试：单电池的组装依次为：正极端板、集流体、带有液流框的碳毡正

极、隔膜、带有液流框的碳毡负极、负极端板。电池中电解质的流速为10mL/min，充电电流为

80mA/cm2,控制为时间，电压双重截止：充电截止时间为45mins,充电截止电压为1.5V，放电

截止电压为0.1V。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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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0033] 图2‑图3是最优选条件下电池的循环性能和能量密度图。以KI‑ZnBr2为电解质，多

孔膜组装的电池具有很好的循环稳定性；同时，多孔膜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离子导通性。电池

的工作电流密度可达80mA/cm2,功率密度高；同时电解质中KI的浓度高达8M，电池的能量密

度大于90Wh/L。

[0034] 与最优选的实施例相比，图4中电池使用了更加薄的多孔膜(500μm)，电池的的库

伦效率由于电解质互串加剧而下降；图5中的电解质以ZnCl2替代了ZnBr2,电池的性能大大

降低，并且稳定性变差，这是由于电解质不稳定所致，正极充电形成的碘发生沉淀，另外负

极氯化锌水解沉淀；图6中以NaI代替了KI，电池的整体效率下降，尤其是电压效率，这主要

是电解质的电导率降低所致，效率的下降造成了图7中电池的能量密度下降。

[0035] 图8‑图10为对比例实验，图8使用了ZnI2作为电池的电解质，电池的效率下降，稳

定性变差，主要是由于ZnI2溶液的电导率比较低，同时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电解质不稳定

产生沉淀所致。图9使用Nafion  115膜作为电池的膜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膜表面发生严重

的膜污染，电池极化加剧，电池的性能下降。图10使用非常薄的多孔膜，电解质的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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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加剧，电池的效率尤其是库伦效率下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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