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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液，所述电解液包括

电解质和有机溶剂；所述有机溶剂为羧酸酯。本

发明以羧酸酯作为电解液的有机溶剂，能够促进

阴阳离子的解离和提高电解液的抗氧化能力，从

而有效的提高了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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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包括石墨正极、负极、介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隔膜与

电解液；

所述电解液包括电解质和有机溶剂；

所述有机溶剂为羧酸酯；

所述羧酸酯包括链状羧酸酯；

所述链状羧酸酯包括甲酸酯、乙酸酯、丙酸酯、丁酸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电解质为锂盐；

所述电解液能够改善所述双离子电池中阴离子插嵌石墨电极的容量；

所述负极的材料为可与锂离子发生可逆电化学反应的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链状羧酸酯包括乙酸甲酯和/

或丙酸甲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锂盐在所述有机溶剂中的摩尔

浓度为0.2mol/L～饱和浓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锂盐为六氟磷酸锂、六氟砷酸

锂、四氟硼酸锂、双草酸硼酸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或高氯酸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隔膜的材料为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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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解液及双离子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电解液及双离子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双离子电池是基于阴、阳离子分别在正、负电极上发生可逆电化学反应的储能器

件，是一种以阴离子插嵌石墨作正极的新型二次电池，随着目前现代化社会能源结构的调

整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电极材料易得、环境友好、可应用于大规模储能的双离子电池成为

近年来研究的焦点。双离子电池的电极分为炭系材料、金属化合物、有机小分子、聚合物等。

其中以石墨作正极的双离子电池具有电极结构稳定、可逆电位高的优势。在充电过程中，阴

离子嵌入石墨正极，与此同时阳离子在负极发生电化学反应，在放电过程中阴阳离子从正

负极脱出回到电解液中，这就要求电解液中阴阳离子能完全解离。由此可见，电解液影响着

电池的容量和循环性，甚至决定了电池能否具有实际应用的意义。目前用于双离子电池的

电解液主要有：季铵盐有机系电解液、离子液体和锂盐有机系电解液。

[0003] 对于阴离子插嵌石墨作正极的双离子电池体系，容量随充电电位的升高而增大，

其最高可逆插嵌电位在5.2V左右。然而当电压充到5V左右时，常用有机溶剂会被氧化分解，

因此电池的容量和循环性能都较差。一些研究者引进了离子液体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

于离子液体粘度大、电导率低，导致其在室温下和电极表面浸润差，造成倍率特性低劣，使

其难以在实际应用中推广。

[0004] 具有宽电化学窗、高阳极稳定性、高介电常数的有机溶剂成为近年来研究高电压

下阴离子插嵌石墨电极的热点溶剂，目前研究最多的主要是氟代碳酸乙烯酯，但在最新的

报道由LiPF6和FEC-EMC(质量比4：6)组成的电解液中，MCMB/Li正极半电池的插嵌容量最高

只有85mAh/g，并且循环到180圈时容量开始显著下降，所以目前急需研发更多抗高压的有

机系电解液来有效地改善阴离子插嵌石墨电极的容量，从而改善双离子电池的性能。

[0005] 因此，如何得到一种更适宜的有机系电解液，能够改善阴离子插嵌石墨电极的容

量，已成为本领域前沿学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液及双离子电池，尤其是一种用于双离子电池

的电解液，本发明提供的有机系电解液，能够有效的改善阴离子插嵌石墨电极的容量，使得

双离子电池的较高的容量、倍率性能和优良的循环性能。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液，所述电解液包括电解质和有机溶剂；

[0008] 所述有机溶剂为羧酸酯。

[0009] 优选的，所述羧酸酯包括链状羧酸酯。

[0010] 优选的，所述链状羧酸酯包括甲酸酯、乙酸酯、丙酸酯、丁酸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优选的，所述链状羧酸酯包括乙酸甲酯和/或丙酸甲酯。

[0012] 优选的，所述电解质为锂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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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锂盐在所述有机溶剂中的摩尔浓度为0.2mol/L～饱和浓度。

[0014] 优选的，所述锂盐为六氟磷酸锂、六氟砷酸锂、四氟硼酸锂、双草酸硼酸锂、双三氟

甲基磺酰亚胺锂或高氯酸锂。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双离子电池，包括石墨正极、负极、介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隔

膜与电解液，所述电解液为上述技术方案任意一项所述的电解液。

[0016] 优选的，所述负极的材料为可与锂离子发生可逆电化学反应的材料。

[0017] 优选的，所述隔膜的材料为玻璃纤维。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液，所述电解液包括电解质和有机溶剂；所述有机溶剂为

羧酸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以羧酸酯作为电解液的有机溶剂，其中羧酸酯能够提高电

解液的抗氧化能力，降低电解液的粘度，因此有效提高了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倍率性能，而

且羧酸酯价格低廉，能够降低电池的成本。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放电

容量最高能达到118mAh/g，且循环350次后其放电容量可达94mAh/g。本发明所提供的双离

子电池的倍率性能良好，当电流密度为800mA/g时，电池放电容量可达75mAh/g。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2制备的双离子电池第2圈的充放电曲线；

[002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5制备的双离子电池放电比容量随六氟磷酸锂浓度的变化

曲线；

[002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5制备的双离子电池倍率特性曲线；

[002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4制备的双离子电池放电容量随循环次数的变化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4] 本发明所有原料，对其来源没有特别限制，在市场上购买的或按照本领域技术人

员熟知的常规方法制备的即可。

[0025] 本发明所有原料，对其纯度没有特别限制，本发明优选采用分析纯。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解液，所述电解液包括电解质和有机溶剂；

[0027] 所述有机溶剂为羧酸酯。

[0028] 本发明对所述电解液的定义没有特别限制，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电池电解液

即可，本发明优选为双离子电池的电解液。本发明所述电解液优选包括有机溶剂和电解质；

所述有机溶剂优选为羧酸酯。

[0029] 本发明所述羧酸酯优选包括链状羧酸酯，更优选包括甲酸酯、乙酸酯、丙酸酯、丁

酸酯中的一种或多种，更优选为甲酸酯、乙酸酯、丙酸酯或丁酸酯，最优选为乙酸甲酯和/或

丙酸甲酯。本发明对所述羧酸酯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上述种

类的羧酸酯的制备方法得到或由市场购买获得即可。

[0030] 本发明以羧酸酯，特别是优选了链状羧酸酯中的乙酸甲酯或丙酸甲酯作为有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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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液溶剂，能够提高电解液的抗氧化能力，有效提高了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倍率性能和循环

性能，而且链状羧酸酯价格低廉，能够降低电池的成本。

[0031] 本发明对所述电解质没有特别限制，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能够用于此类电池

和有机溶剂中的电解质即可，本发明优选为锂盐，所述锂盐更具体优选为六氟磷酸锂、六氟

砷酸锂、四氟硼酸锂、双草酸硼酸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或高氯酸锂，更具体优选为六

氟磷酸锂、双草酸硼酸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或高氯酸锂，最优选为六氟磷酸锂。本发

明对所述锂盐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上述种类的锂盐的制备方

法制备或可由市场购买获得即可。本发明对所述锂盐的浓度没有特别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产品性能以及质量要求进行调整，本发明所述锂盐在所述有机溶剂

中的摩尔浓度优选为0.2mol/L～饱和浓度，更优选为1mol/L～3.5mol/L，更优选为2mol/L

～3mol/L，最优选为3mol/L。

[0032] 本发明采用锂盐作为电解质，特别是六氟磷酸锂，其在上述有机溶液中溶解度高、

解离度高、阴离子半径小，进一步的增加了阴离子插嵌石墨的容量。

[0033] 本发明以羧酸酯作为电解液的有机溶剂，能够提高电解液的抗氧化能力，从而有

效的提高了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倍率性能和循环性能；同时配合适当的电解质，使得制备的

双离子电池具有更好的电池容量和循环性能。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双离子电池，包括石墨正极、负极、介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隔

膜、以及电解液，所述电解液为上述技术方案任意一项所述的电解液。

[0035] 本发明对所述种双离子电池没有特别限制，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双离子电池

即可。本发明对所述石墨正极没有特别限制，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用于双离子电池正

极的石墨电极即可，本发明对其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市售产品即可。本发明所述石墨正

极具有电极材料易得、结构稳定、可逆电位高、环境友好和可应用于大规模储能的优点。本

发明对所述负极及负极的材料没有其他特殊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产

品性能以及质量要求进行选择和调整，本发明优选为可与锂离子发生可逆电化学反应的材

料，更优选为锂片；本发明对所述锂片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市售产品即可。本发明对

所述隔膜的材料没有其他特殊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产品性能以及质

量要求进行选择和调整，本发明优选为玻璃纤维。

[0036] 本发明对所述双离子电池的制备方法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

制备双离子电池的方法即可。具体步骤优选为：在手套箱中配置上述电解液，将石墨正极、

负极、隔膜和所述电解液组装成双离子电池。

[0037] 对本发明所提供的双离子电池进行充放电测试，来表征所述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和

循环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放电容量最高能达到118mAh/g，且循

环350次后其放电容量可达94mAh/g。本发明所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倍率性能良好，当电流

密度为800mA/g时，电池放电容量可达75mAh/g。

[0038]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电解液和双离子电

池进行详细描述，但是应当理解，这些实施例是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

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只是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而不是

对本发明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也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39]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试剂均为市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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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1

[0041] 在手套箱中配置1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乙酸甲酯，将上

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

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42] 实施例2

[0043] 在手套箱中配置1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上

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

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44] 实施例3

[0045] 在手套箱中配置2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上

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

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46] 实施例4

[0047] 在手套箱中配置3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上

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

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48] 实施例5

[0049] 在手套箱中配置3.5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50] 实施例6

[0051] 在手套箱中配置1.3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在

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52] 实施例7

[0053] 在手套箱中配置1.5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54] 实施例8

[0055] 在手套箱中配置1.89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

将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

池，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56] 实施例9

[0057] 在手套箱中配置2.2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58] 实施例10

[0059] 在手套箱中配置2.6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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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实施例11

[0061] 在手套箱中配置2.93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

将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

池，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62] 实施例12

[0063] 在手套箱中配置3.1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64] 实施例13

[0065] 在手套箱中配置3.25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

将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

池，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66] 实施例14

[0067] 在手套箱中配置3.4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

上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

其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

[0068] 实施例15

[0069] 在手套箱中配置1mol/L六氟磷酸锂溶液，其中，所述溶液的溶剂为丙酸甲酯，将上

述配置好的溶液静置于手套箱一天。以上述溶液为电解液，在手套箱中制作双离子电池，其

中，正极为石墨，负极为锂片，隔膜为玻璃纤维，电池进行倍率性能测试。

[0070] 对上述实施例1～14制备的双离子电池进行充放电测试，电流密度：200mA/g，电压

范围：3V～5.2V(vs.Li/Li+)，测试温度25℃；对上述实施例15制备的双离子电池进行倍率

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见图1～4。

[007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2制备的双离子电池第2圈的充放电曲线；图2为本发明实施

例2～5制备的双离子电池放电比容量随六氟磷酸锂浓度的变化曲线；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

15制备的双离子电池倍率特性曲线；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4制备的双离子电池放电容量随循

环次数的变化曲线。

[0072] 由图1可知，本发明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容量在所述电解液体系中达到83mAh/g～

102mAh/g，充放电可逆容量高，库仑效率好；由图2可知，在不同六氟磷酸锂浓度的电解液体

系中，本发明所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容量达到102mAh/g～118mAh/g；由图3可知，本发明所

提供的双离子电池的倍率性能良好，当电流密度为800mA/g时，电池容量可达75mAh/g；由图

4可知，本发明提供的双离子电池在所述电解液中容量高达118mAh/g，循环350次后其放电

容量可达94mAh/g。

[0073]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

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007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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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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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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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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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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