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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金属空气电池领域，提供了一

种阴极空气电极、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及制备方

法，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包括至少两组电堆

单元，且相邻电堆单元之间层迭排列，所述电堆

单元包括阴极空气电极，所述阴极空气电极包括

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所述催化层包括石墨

烯和纳米银，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包括泡沫镍集

电网和纳米银，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中的纳米银

依附在所述泡沫镍集电网的网孔中。本发明提供

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中，通过

使用石墨烯与纳米银，增加了阴极空气电极中碳

极粉体的导电性，进而提高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

的导电性能。由此获得的阴极空气电极，整体的

厚度较薄、用量较省，成本较为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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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空气电极包括催

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所述催化层包括石墨烯和纳米银，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由泡沫镍

集电网和纳米银组成；其中，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中的纳米银依附在所述泡沫镍集电网的

网孔中；所述阴极空气电极通过将所述催化层直接压合至所述依附有纳米银的泡沫镍集电

网制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阴极空气电极，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15-35n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阴极空气电极，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烯与所述催化层中的纳米

银的质量比为1:8-10；所述石墨烯和所述催化层中的纳米银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

5％-1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阴极空气电极，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层还包括催化剂，所述催

化剂包括氧化银及二氧化锰；所述氧化银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3％-10％，所述二

氧化锰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8％-15％。

5.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包括至少两组电堆单元，且相邻电堆单元之间层迭排列，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堆单元包括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权利要求1至4

任意一项所述的阴极空气电极，所述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阴极空气

电极顺次排列；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还包括若干个金属连接片；所述至少两组电堆单

元从上至下依次排列，且在相邻的两个电堆单元之间中，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电极

与较下的电堆单元的活性金属阳极通过所述金属连接片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连接片的两端分别

嵌入所述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电极与较下的电堆单元的活性金属阳极中。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连接片为U形连接

片，所述U形连接片包括用于固定所述活性金属阳极的铆钉及用于固定所述阴极空气电极

的钉爪。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绝缘层为可透过空

气的网格结构，所述透气绝缘层的材质为绝缘塑料。

9.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阴极空气电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催化层制备步骤：在溶剂中加入活性碳、乙炔黑，再加入石墨烯及纳米银，进行搅拌，并在搅

拌过程中加入催化剂，制得催化层；所述搅拌温度为40-60℃，搅拌时间为2-6小时；所述溶

剂为乙醇或丙酮；

防水透气集电层制备步骤：将纳米银喷涂于泡沫镍的表面，恒温干燥，制得防水透气集

电层；所述恒温干燥的温度为60℃-80℃；

阴极空气电极制备步骤：以平压加热方式将制得的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进行热压

黏合；所述加热温度为80℃-120℃，加热时间为5-10分钟。

10.一种如权利要求5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准备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阴极空气电极及平面金属片；所述平

面金属片的一端为铆钉，另一端为带钉爪形状的钉爪；

将所述平面金属片的铆钉插穿活性金属阳极的固定圆孔并压合，将所述钉爪穿刺入阴

极空气电极并压合；两端加工完成后，再对折中间夹入一片透气绝缘层并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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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阴极空气电极依次排列，制得电堆单

元及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将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用紧束带束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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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空气电极、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空气电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阴极空气电极、水发电金属空气电

池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原理是运用既有的活性金属透过碳元素层与氧分子接触而

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电流。大多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都是将金属阳极置于电解液槽中，而

空气电极置于槽体的侧壁，氧气透过具防水透气的空气电极进入到电解液槽中与金属离子

产生氧化反应。

[0003] 上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电解液槽体积大、携带不便，并且需要反复经常更换电

解液，使用上较为不便。为解决这一技术问题，部分研究人员将金属空气电池的空气电极透

过一层吸水层与金属阳极接触，使其更近距离地接触反应。这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在加

水前不反应、不自损，可长时间储备，携带方便、重量轻，而金属阳极的能量密度高可以较长

时效的工作放电。可适用于灯具、移动通讯设备的充电等用途，提供长备、应急、即时供电的

加水后发电的供电电源。

[0004] 然而，现有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中，吸水层所用材料为防水性能较佳的聚四氟

乙烯，而聚四氟乙烯不具导电性且内阻大，这影响了膜片整体的导电性能，进而造成电池空

气电极的性能不佳，进而影响了电池的导电效能。此外，在一般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制

备过程中皆包含了防水透气层及催化层的制备，这两者的用料、工序制程等都相近，工序耗

时且材料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

及其制备方法、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及其制备方法，旨在提高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

导电性能和电压，同时降低其生产成本和生产时间。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所述阴极空气

电极包括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所述催化层包括石墨烯和纳米银，所述防水透气集电

层包括泡沫镍集电网和纳米银；其中，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中的纳米银依附在所述泡沫镍

集电网的网孔中。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15-35n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石墨烯与所述催化层中的纳米银的质量比为1:8-10；所述石墨烯

和所述催化层中的纳米银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5％-10％。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催化层还包括催化剂，所述催化剂包括氧化银及二氧化锰；所述氧

化银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3％-10％，所述二氧化锰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

8％-15％。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包括至少两组电堆单元，且相邻电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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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之间层迭排列，所述电堆单元包括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上述的

阴极空气电极，所述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阴极空气电极顺次排列；

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还包括若干个金属连接片；所述至少两组电堆单元从上至下依次

排列，且在相邻的两个电堆单元之间中，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电极与较下的电堆单

元的活性金属阳极通过所述金属连接片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连接片的两端分别嵌入所述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电极

与较下的电堆单元的活性金属阳极中。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连接片为U形连接片，所述U形连接片包括用于固定所述金属

阳极的铆钉及用于固定所述阴极空气电极的钉爪。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透气绝缘层为可透过空气的网格结构，所述透气绝缘层的材质为

绝缘塑料。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的阴极空气电极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5] 催化层制备步骤：在溶剂中加入活性碳、乙炔黑，再加入石墨烯及纳米银，进行搅

拌，并在搅拌过程中加入催化剂，制得催化层；所述搅拌温度为40-60℃，搅拌时间为2-6小

时；所述溶剂为乙醇或丙酮；

[0016] 防水透气集电层制备步骤：将纳米银喷涂于泡沫镍的表面，恒温干燥，制得防水透

气集电层；所述恒温干燥的温度为60-80℃；

[0017] 阴极空气电极制备步骤：以平压加热方式将制得的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进行

热压黏合；所述加热温度为80℃-120℃，加热时间为5-10分钟。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准备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阴极空气电极及平面金属片；所

述平面金属片的一端为铆钉，另一端为带钉爪形状的钉爪；

[0020] 将所述平面金属片的铆钉插穿活性金属阳极的固定圆孔并压合，将所述钉爪穿刺

入阴极空气电极并压合；两端加工完成后，再对折中间夹入一片透气绝缘层并压紧；

[0021] 按照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阴极空气电极依次排列，制得电

堆单元及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将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用紧束带束紧。

[002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

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中，在所述阴极空气电极的催化层中通过使用石墨烯与纳米银，以纳

米银作为单层石墨烯间的搭桥，使得石墨烯单层晶体结构可以组合为多层，从而增加阴极

空气电极中碳极粉体的导电性，进而提高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导电性能。由此获得的阴

极空气电极，整体的厚度较薄、用量较省，成本就较为低廉。相较使用聚四氟乙烯形成的空

气电极性能可提高60％-80％，相较纤维布/纸的碳层涂布的阴极电极性能可提高2-3倍。此

外，所述阴极空气电极的防水透气集电层中以纳米银涂布于泡沫镍集电网实现，该防水透

气集电层可同时作为集电网层及防水透气层，可取代原本在防水透气层中导电性不佳、内

阻大且用量比例高的聚四氟乙烯防水材料，从而提高电池的导电性，且降低生产成本。

[0023] 进一步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由若干个电堆单元层迭排列

而成，相邻的电堆单元之间间隔了透气绝缘层；多个电堆单元层迭时，使用金属连接片连接

不同电堆单元的正极和负极，使其形成串联回路，这不仅可以确保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使

用过程中的导电性能，而且省去了焊接的麻烦。多个电堆单元串联后的电池的电压增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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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配合不同电压需求的需电装置使用。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供的石墨烯与纳米银进行结合的原理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a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图3b是

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U形连接片及其与活性金属阳极、阴极空气电极连

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活性金属阳极与阴极空气电极之间夹入透气绝缘

层的制备过程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池a，b，c的性能测试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阴极空气电极，所述阴极空

气电极包括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所述催化层包括石墨烯和纳米银，所述防水透气集

电层包括泡沫镍集电网和纳米银，其中，所述防水透气集电层中的纳米银依附在所述泡沫

镍集电网的网孔中。

[0032] 如图1所示，图1中a为单层石墨烯，b为纳米银。在所述催化层中通过使用石墨烯与

纳米银b，以纳米银b作为单层石墨烯a间的搭桥，使得石墨烯单层晶体结构可以组合为多

层，从而增加阴极空气电极中碳极粉体的导电性，进而提高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导电性

能。由此获得的阴极空气电极，整体的厚度较薄、用量较省，成本就较为低廉。相较使用聚四

氟乙烯形成的空气电极性能可提高60％-80％，相较纤维布/纸的碳层涂布的阴极电极性能

可提高2-3倍。此外，以纳米银涂布于泡沫镍集电网可同时作为集电网层及防水透气层，可

取代原本在防水透气层中导电性不佳、内阻大且用量比例高的聚四氟乙烯防水材料，从而

提高电池的导电性，且降低生产成本。

[0033] 具体地，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15-35nm，优选25nm。所述石墨烯与所述催化层中的

纳米银的质量比为1:8-10；所述石墨烯和所述催化层中的纳米银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

数为5％-10％。

[0034] 所述催化层包括催化剂，所述催化剂包括氧化银及二氧化锰；所述氧化银在所述

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3％-10％，所述二氧化锰在所述催化层中的质量分数为8％-15％。

所述催化剂对金属空气电池电池中的氧化还原反应的进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调整所

述催化剂中氧化银与二氧化锰的含量，使所述氧化还原反应获得最佳催化效果。

[0035] 具体参见图2，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100，包括至少

两组电堆单元，且相邻电堆单元之间层迭排列，所述电堆单元还包括透气绝缘层1、活性金

属阳极2、电解质吸水层3及阴极空气电极4，所述透气绝缘层1、活性金属阳极2、电解质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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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3及阴极空气电极4顺次层迭排列；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100还包括若干个金属连接片5；

所述电堆单元从上至下依次排列，且相邻的两个电堆单元之间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

电极4与较下的电堆单元的活性金属阳极2通过金属连接片5连接。

[003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100由若干个电堆单元层迭排列而成，

相邻的电堆单元之间间隔了透气绝缘层1；多个电堆单元层迭时，使用金属连接片5连接不

同电堆单元的正极和负极，使其形成串联回路，这不仅可以确保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100使

用过程中的导电性能，而且省去了焊接的麻烦。多个电堆单元串联后的电池的电压增加，可

用以配合不同电压需求的需电装置使用。

[0037] 具体地，金属连接片5的两端分别嵌入所述较上的电堆单元的阴极空气电极4与较

下的电堆单元的活性金属阳极2中。

[0038] 参见图3及图4，金属连接片5为U形连接片，所述U形连接片包括用于固定所述金属

阳极的铆钉51及用于固定所述阴极空气电极的钉爪52。活性金属阳极2通过铆钉51固定，铆

钉51可穿过活性金属阳极片上的穿孔(图中未示出)并压铆之；阴极空气电极4通过钉爪52

固定，钉爪52刺穿阴极空气电极后将突出的钉爪压平。

[0039] 所述电堆单元通过紧束带8束紧，以确保各电堆单元紧密贴合，确保水发电金属空

气电池100的导电性能及其化学反应所需的距离。

[0040] 具体地，所述透气绝缘层为可透过空气的网格结构，所述透气绝缘层的材质为绝

缘塑料。使用网格形状的透气绝缘层，可以增加空气的流通、提高较充足的氧气，让氧化反

应效能提高。网格的塑料材质可以绝缘，以避免水份加多时可能造成不同电堆单元短路。

[0041] 具体地，电解质吸水层3依照不同需要，预先浸泡电解液，然后烘干，在不加水时不

会造成正负极间的反应，仅有在加水后溶解电解液材料后才会促使电池反应；适当条件下

加清水(纯水亦可)。使用高分子吸水材质可以使水分的保持能力较佳，以延长单次加水时

的使用时间。

[0042] 本发明第三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上述的阴极空气电极的制备方法，包括：

[0043] 催化层制备步骤：在溶剂中加入活性碳、乙炔黑，再加入石墨烯及纳米银，进行搅

拌，并在搅拌过程中加入催化剂，制得催化层；所述搅拌温度为40-60℃，搅拌时间为2-6小

时；所述溶剂为乙醇或丙酮；

[0044] 防水透气集电层制备步骤：将纳米银喷涂于泡沫镍的表面，恒温干燥，制得防水透

气集电层；所述恒温干燥的温度为60℃-80℃；

[0045] 阴极空气电极制备步骤：以平压加热方式将制得的催化层和防水透气集电层进行

热压黏合；所述加热温度为80℃-120℃，加热时间为5-10分钟。

[0046] 结合所述阴极空气电极所需要具备的性能，在实施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阴极空气

电极的制备方法时调整所用物质及相关参数即可，使制备的阴极空气电极具备预设的性

能。

[0047] 具体地，在制备催化层时，也可以将所述石墨烯与纳米银以质量比1:8-10调混合，

并经1-2小时的搅拌调和后添加入催化层中，石墨烯与纳米银混合浆料占催化层质量比为

5％-10％。

[0048] 本发明第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上述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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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准备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阴极空气电极及平面金属片；所

述平面金属片的一端为铆钉，另一端为带钉爪形状的钉爪；

[0050] 将所述平面金属片的铆钉插穿活性金属阳极的固定圆孔并压合，将所述钉爪穿刺

入阴极空气电极并压合；两端加工完成后，再对折中间夹入一片透气绝缘层并压紧(如图5

所示)；

[0051] 按照透气绝缘层、活性金属阳极、电解质吸水层及阴极空气电极依次排列，制得电

堆单元及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将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用紧束带束紧。

[005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制备方法，结合所述水发电金属空气

电池所需要具备的性能，调整所用材料及相关参数，使制备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具备预

设的性能。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不仅导电性能佳，而且制备过程中省

去了焊接的麻烦；多个电堆单元串联后的电池的电压也显着增加，因此可用以配合不同电

压需求的需电装置使用。此外，所用材料的特性，通过优化所用具体原料及其具体用量，不

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降低了生产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0053] 按照本发明第三和第四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制备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a，并按

照相同的技术方案、只是将其中的石墨烯阴极空气电极分别替换成常规的聚四氟乙烯阴

极、纤维纸碳层阴极，分别获得金属空气电池b、c。对电池a，b，c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如图6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相较使用聚四氟乙烯或纤维纸碳层形成的空气电极制备的电池，本发

明实施例制备的水发电金属空气电池的性能更高。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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