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11067427.3

(22)申请日 2017.11.03

(71)申请人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址 116023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457号

(72)发明人 包信和　倪效　刘宪春　韩秀文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科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21002

代理人 马驰

(51)Int.Cl.

G01R 31/364(2019.01)

G01R 31/385(2019.01)

G01R 33/44(2006.01)

H01M 10/04(2006.01)

 

(54)发明名称

核磁共振原位电池测试附件及其测试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用电池

附件，包括电池固定架、圆柱外壳、加压螺帽、含

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盖，第一密封圈、第二密封

圈、第一绝缘密封垫、第一集流体、正极电极片、

隔膜、负极电极片、第二集流体、第二绝缘密封

垫、第三密封圈、第四密封圈以及含中央通孔的

第二固定盖。本发明装置简单、密封性能好，同时

装卸操作简便，能高效的实现电池在核磁共振谱

仪中的原位在线检测。本发明还公开了使用核磁

共振谱仪原位检测电池充放电过程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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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池固定架(1)、电池圆柱外壳(2)、含中

央通孔的第一加压螺帽(4)和第二加压螺帽(18)、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台(6)，第一密封

圈(5)、第二密封圈(7)、第一绝缘密封垫(8)、第一集流体(9)、正极电极片(10)、隔膜(11)、

负极电极片(12)、第二集流体(13)、第二绝缘密封垫(14)、第三密封圈(15)、第四密封圈

(17)以及含中央通孔的第二固定台(16)；

电池圆柱外壳(2)通过第一、第二加压螺帽固定在电池固定架(1)；

第一加压螺帽(4)与第二加压螺帽(8)之间，电池圆柱外壳(2)内依次设置有，第一固定

台(6)、第一密封绝缘垫(8)、第一集流体(9)、正极电极片(10)、隔膜(11)、负极电极片(12)、

第二集流体(13)、第二密封绝缘垫(14)、第二固定台(16)，每个固定台设置有两个密封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池固定架(1)为U字型结构，U字形结构的两端各有一个贯通U字型结构的与第一

加压螺帽(4)和第二加压螺帽(18)咬合的螺纹接口，通过与加压螺帽咬合对固定台加压；

所述电池圆柱外壳(2)为中空的圆柱体，由圆柱体上下底面开口，内径不小于加压螺帽

螺纹部分外径，电池圆柱外壳(2)的通过加压螺帽固定在电池固定架上，，具体尺寸根据所

依托的核磁共振谱仪线圈直径确定；

所述的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台(6)，其特征在于，固定台呈圆柱形，中心含有一个联

通上下底面的中央通孔，柱体外侧分别开有互不联通的两道凹槽；第一密封圈和第二密封

圈分别位于第一固定台的两道凹槽中，通过与电池圆柱外壳(2)的内壁接触实现密封效果；

所述加压螺帽各含有联通上下底面中央通孔；所述绝缘密封垫各含有联通上下底面的

中央通孔；

第一电极导线(3)一端与第一集流体(9)相连接，另一端穿过第一密封绝缘垫(8)、第一

固定台(6)和第一加压螺帽(4)的中央通孔伸出壳体外；

所述的含中央通孔的第二固定台(16)与第一固定台(6)结构相同，其特征在于，第二固

定台(16)呈圆柱形，中心含有一个联通上下底面的中央通孔，柱体外侧分别开有两道互不

联通的凹槽；第三密封圈(15)和第四密封圈(17)分别位于第二固定台(16)的两道凹槽中，

通过与电池圆柱外壳(2)的内壁接触实现密封效果；

第二电极导线(19)一端与第二集流体(9)相连接，另一端经第二绝缘密封垫(14)、第二

固定台(16)和第二加压螺帽(18)的中央通孔伸出壳体外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电池固定架(1)和加压

螺帽之间通过螺纹咬合，使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或聚醚醚酮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电池圆柱外壳(2)由透

明的玻璃或石英管构成，第一固定台(6)和第二固定台(16)的外径不大于圆柱外壳的内径。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

台(6)和第二固定台(16)材料为聚四氟乙烯材料，固定台、密封绝缘垫、加压螺帽的中央通

孔的直径与连接导线的外径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第一绝缘密封垫(8)和

第二绝缘密封垫(14)材料为硅胶，其与固定台接触的表面用真空胶进一步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其特征在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密封圈的材料是丁腈橡胶、硅胶、氟胶或乙丙橡胶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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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电池充放电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使用权利要求1中所述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将所有电池组装附件经有机溶剂洗

涤干净，在烘箱中烘干后和所有电极材料一起转入惰性气氛气体保护的真空手套箱中，准

备组装；

(2)将第一密封圈(5)、第二密封圈(7)放入第一固定台(6)的凹槽中，将组装后的固定

台放入电池圆柱外壳(2)中；将第一绝缘密封垫(8)置于固定台远离电池圆柱外壳(2)开口

的底面上并用真空胶密封，然后将连接导线穿过第一绝缘密封垫(8)和第一固定台(6)的与

第一加压螺帽(4)中心通孔；

(3)将第一集流体(9)置于第一密封垫(8)的另一底面上并与导线充分接触，然后将正

极电极片(10)置于第一集流体(9)的另一底面上，将隔膜(11)置于正极电极片另一底面上

并滴入适量的电解液将隔膜(11)和正极电极片(10)浸润；

(4)将负极电极片(12)置于隔膜(11)另一底面上，然后将第二集流体(13)置于负极电

极片的另一底面上，并将第二绝缘密封垫(14)置于第二集流体(13)的另一底面上；同时将

组装好的第二固定台(16)、第三密封圈(15)、第四密封圈(17)放入第二固定台的凹槽中以

及连接导线置于第二绝缘密封垫(14)的另一底面上，同时保证连接导线与第二集流体(13)

充分接触，用真空胶将第二密封绝缘垫(14)与第二固定台(16)密封起来；

(5)用第二加压螺帽(18)结合电池固定架(1)同时对第一固定台(6)和第二固定台(16)

进行加压以保证电极材料之间充分接触，减小电池中的接触电阻；

(6)将组装完成的电池从手套箱中转移出来置于NMR谱仪原位探头中，并通过导线与电

池充放电装置连接，同时开始电池充放电检测和NMR谱图的在线检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电池充放电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有机溶剂为乙醇、四氯化碳、苯或石油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电池充放电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解液选自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金属锂二次电池(如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等)、金

属钠二次电池(如钠硫电池等)、铝离子电池、镁离子电池等电池体系常用电解液；

所述惰性气氛气体为，氮气或惰性气体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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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原位电池测试附件及其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设计电池领域，具体到一种利用核磁共振原位检测用电池，并实现对电池

充放电反应进行原位在线检测。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类先进电池如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锂空电池、钠离

子电池等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包括电动汽车、手机、电脑、无人机等。同时，人

们对这些产品的长续航、快响应等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对电池的容量、循环稳定性

等性能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深入理解电池中的充放电反应过程对提高电池性能尤为重

要。核磁共振(NMR)方法作为一种有效检测物质的局域结构和动力学的方法，对于原位监测

电池内部充放电过程的动态变化有其独特的优势。

[0003]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利用NMR方法对电池的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电解质进行表征

来研究这些材料的结构特性，同时也对不同充放电阶段的电池材料进行了外原位NMR研究，

但这些研究都是在非原位情况下进行的，不能真实反映电池中充放电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由于NMR谱仪本身的复杂性和局限性，要对电池充放电过程进行研究，需要研发一种特殊构

造的电池装置，目前已有的一些原位电池装置大多是用在X射线衍射、光谱分析等领域，而

这些原位电池大多构造复杂且电池装置太大而无法直接应用于NMR方法中。因此，发明一种

结构简单、易于操作且成本低廉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结构设计简单方便、密封性能好的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以

及一种用核磁共振原位检测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动态变化的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包括电池固定架1、电池圆柱外壳2、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加

压螺帽4和第二加压螺帽18、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台6，第一密封圈5、第二密封圈7、第一

绝缘密封垫8、第一集流体9、正极电极片10、隔膜11、负极电极片12、第二集流体13、第二绝

缘密封垫14、第三密封圈15、第四密封圈17以及含中央通孔的第二固定台16；

[0007] 电池圆柱外壳2通过第一、第二加压螺帽固定在电池固定架1；

[0008] 第一加压螺帽4与第二加压螺帽8之间，电池圆柱外壳2内依次设置有，第一固定台

6、第一密封绝缘垫8、第一集流体9、正极电极片10、隔膜11、负极电极片12、第二集流体13、

第二密封绝缘垫14、第二固定台16，每个固定台设置有两个密封圈。

[0009] 所述电池固定架1为U字型结构，U字形结构的两端各有一个贯通U字型结构的与第

一加压螺帽4和第二加压螺帽18咬合的螺纹接口，通过与加压螺帽咬合对固定台加压；

[0010] 所述电池圆柱外壳2为中空的圆柱体，由圆柱体上下底面开口，内径不小于加压螺

帽螺纹部分外径，电池圆柱外壳2的通过加压螺帽固定在电池固定架上，，具体尺寸根据所

依托的核磁共振谱仪线圈直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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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台6呈圆柱形，中心含有一个联通上下底面的中央

通孔，柱体外侧分别开有互不联通的两道凹槽；第一密封圈和第二密封圈分别位于第一固

定台的两道凹槽中，通过与电池圆柱外壳2的内壁接触实现密封效果；

[0012] 所述加压螺帽各含有联通上下底面中央通孔；所述绝缘密封垫各含有联通上下底

面的中央通孔；

[0013] 第一电极导线3一端与第一集流体9相连接，另一端穿过第一密封绝缘垫8、第一固

定台6和第一加压螺帽4的中央通孔伸出壳体外；

[0014] 所述的含中央通孔的第二固定台16与第一固定台6结构相同，其特征在于，第二固

定台16呈圆柱形，中心含有一个联通上下底面的中央通孔，柱体外侧分别开有两道互不联

通的凹槽；第三密封圈15和第四密封圈17分别位于第二固定台16的两道凹槽中，通过与电

池圆柱外壳2的内壁接触实现密封效果；

[0015] 第二电极导线19一端与第二集流体9相连接，另一端经第二绝缘密封垫14、第二固

定台16和第二加压螺帽18的中央通孔伸出壳体外面。

[0016] 所述电池固定架1和加压螺帽之间通过螺纹咬合，使用的材料为聚四氟乙烯或聚

醚醚酮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17] 所述电池圆柱外壳2可以由透明的玻璃或石英管构成，第一固定台6和第二固定台

16的外径不大于圆柱外壳的内径。

[0018] 含中央通孔的第一固定台6和第二固定台材料16可以为聚四氟乙烯材料，固定台、

密封绝缘垫、加压螺帽的中央通孔的直径与连接导线的外径一致。

[0019] 所述第一绝缘密封垫8和第二绝缘密封垫14材料为硅胶，其与固定台接触的表面

用真空胶进一步密封。

[0020] 所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密封圈的材料可以是丁腈橡胶、硅胶、氟胶或乙丙橡胶

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21] 也可以为所述第一集流体9为外径等于电池圆柱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第一集流体

9的一底面与第一绝缘密封垫8的另一底面接触，所述的正极电极片10为外径等于电池圆柱

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正极电极片10的一底面与第一集流体9的另一底面接触，所述隔膜11

为外径等于电池圆柱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隔膜11的一底面与正极电极片10的另一底面接

触，所述负极电极片12为外径等于电池圆柱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负极电极片12一底面与隔

膜11的另一底面接触，所述第二集流体13为外径等于电池圆柱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第二集

流体13的一底面与负极电极片12的另一底面接触，所述的第二绝缘密封垫14为外径等于电

池圆柱外壳2内径的圆柱体，第二绝缘密封垫14的一底面面与第二集流体13的另一底面接

触，所述的含中央通孔的第二固定台16的一底面与第二绝缘密封垫14的另一底面接触；

[0022] 也可以使用质软的绝缘密封垫。导线穿过固定台通孔后，用力透过质地柔软的密

封垫，使得导线与集流体接触，即密封绝缘垫可以不预先打孔。

[0023] 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电池充放电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使用以上所述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将所有电池组装附件经有机溶剂洗涤

干净，在烘箱中烘干后和所有电极材料一起转入惰性气氛气体保护的真空手套箱中，准备

组装；

[0025] (2)将第一密封圈5、第二密封圈7放入第一固定台6的凹槽中，将组装后的固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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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电池圆柱外壳2中；将第一绝缘密封垫8置于固定台远离电池圆柱外壳2开口的底面上

并用真空胶密封，然后将连接导线穿过第一绝缘密封垫8和第一固定台6的与第一加压螺帽

4中心通孔；

[0026] (3)将第一集流体9置于第一密封垫8的另一底面上并与导线充分接触，然后将正

极电极片10置于第一集流体9的另一底面上，将隔膜11置于正极电极片另一底面上并滴入

适量的电解液将隔膜11和正极电极片10浸润；

[0027] (4)将负极电极片12置于隔膜11另一底面上，然后将第二集流体13置于负极电极

片的另一底面上，并将第二绝缘密封垫14置于第二集流体13的另一底面上；同时将组装好

的第二固定台16、第三密封圈15、第四密封圈17放入第二固定台的凹槽中以及连接导线置

于第二绝缘密封垫14的另一底面上，同时保证连接导线与第二集流体13充分接触，用真空

胶将第二密封绝缘垫14与第二固定台16密封起来；

[0028] (5)用第二加压螺帽18结合电池固定架1同时对第一固定台6和第二固定台16进行

加压以保证电极材料之间充分接触，减小电池中的接触电阻；

[0029] (6)将组装完成的电池从手套箱中转移出来置于NMR谱仪原位探头中，并通过导线

与电池充放电装置连接，同时开始电池充放电检测和NMR谱图的在线检测。

[0030] 上述方法的所述有机溶剂为乙醇、四氯化碳、苯或石油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31] 上述方法中所述电解液选自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金属锂二次电池(如锂硫电

池、锂空气电池等)、金属钠二次电池(如钠硫电池等)、铝离子电池、镁离子电池等电池体系

常用电解液；

[0032] 所述惰性气氛气体为，氮气或惰性气体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0033] 本发明提供的核磁共振原为电池具有以下有益效果：结构简单、装配方便、成本低

廉电池所用装配元件较少，所用材料成本较低且容易加工。密封性好，通过多级密封圈和真

空胶密封，能维持电池在较长时间内稳定运行，从而实现对电池的原位监测。电池附件普适

性好，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类型的电池如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锂空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在

不同温度的原位测试，对改进电池电化学性能有指导意义。

[0034] 本发明一种核磁共振原位测试电池充放电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将所有电池组装附件经乙醇洗涤干净，在烘箱中烘干后和所有电极材料一起

转入真空手套箱中，准备组装。

[0036] (2)将第一、第二密封圈放入第一固定台的凹槽中，将组装后的固定台放入圆柱外

壳中合适位置。将第一绝缘密封垫置于固定台上并用真空胶密封，然后将连接导线穿过密

封垫和中心通孔。

[0037] (3)将第一集流体置于第一密封垫的上方并与导线充分接触，然后将正极电极片

置于第一集流体上，将隔膜置于正极电极片上并滴入适量的电解液将隔膜和正极电极片浸

润。

[0038] (4)将负极电极片置于隔膜上面，然后将第二集流体置于负极电极片上，并将第二

绝缘密封垫置于第二集流体上。同时将组装好的第二固定台、第三密封圈、第四密封圈以及

连接导线置于第二绝缘密封垫上，同时保证连接导线与第二集流体充分接触，用真空胶将

第二密封垫与第二固定台密封起来。

[0039] (5)用加压螺帽结合电池固定架同时对第一固定台和第二固定台进行加压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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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材料之间充分接触，减小电池中的接触电阻。

[0040] (6)将组装完成的电池从手套箱中转移出来置于NMR谱仪原位探头中，并与电池充

放电装置连接，同时开始电池充放电检测和NMR谱图的在线检测。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核磁共振原为电池附件的爆炸图。

[0042] 其中，1为电池固定架；2为电池圆柱外壳；3为第一电极导线；4为第一加压螺帽；5

为第一密封圈；6为第一固定台；7为第二密封圈；8为第一密封绝缘垫；9为第一集流体；10为

正极电极片；11为隔膜；12为负极电极片；13为第二集流体；14为第二密封绝缘垫；15为第三

密封圈；16为第二固定台；17为第四密封圈；18为第二加压螺帽；19为第二电极导线。

[0043] 图2为本发明的核磁共振原为电池附件的组装图。

[0044] 图3为核磁共振谱仪、电池充放电装置对原位电池测试的示意图。

[0045] 图4为原位电池的充放电曲线随时间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中各个组成单元的具体尺寸根据测试的谱仪的线圈的尺

寸可随意的改变，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47] 实施例1：

[0048] 图1为所述核磁共振原位电池附件的示意图。利用该原位电池观察锂硫电池在充

放电过程中的原位动态变化。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0049] 原位电池材料的选取与组装：

[0050] 电池圆柱外壳2通过第一、第二加压螺帽固定在电池固定架1；

[0051] 第一加压螺帽4与第二加压螺帽8之间，电池圆柱外壳2内依次设置有，第一固定台

6、第一密封绝缘垫8、第一集流体9、正极电极片10、隔膜11、负极电极片12、第二集流体13、

第二密封绝缘垫14、第二固定台16，每个固定台设置有两个密封圈。

[0052] 使用石英玻璃电池圆柱外壳2，高约20mm，外径10mm，内径8mm，第一电极导线3、第

二电极导线19选用铜导线，导线直径为1mm，所有含通孔的元件其通孔的直径同导线直径一

致均为1mm。将所有需要的电池元件用乙醇洗净烘干后和电池材料一起转入高纯氩气保护

的真空手套箱中，准备电池组装。将丁腈橡胶材料的第一密封O圈5、第二密封O圈7与聚四氟

乙烯材料的第一固定台6组合好后放入圆柱外壳中适当位置，将第一密封绝缘垫8(硅胶材

质)放在固定台上，将导线沿第一固定台6与第一密封绝缘垫的中央通孔穿至第一集流体9

上，并于第一集流体9充分接触，用真空胶将第一密封绝缘垫8与第一固定台6之间密封。第

一集流体9为铝片另一底面依次放置有含硫单质活性材料的正极电极片10(将硫单质与导

电碳材料复合后涂覆在铝箔上形成)、Celgard隔膜11，其中隔膜预先浸渍在电解液(1.0M双

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LiTFSI)溶于1：1的二甲基乙醚(DME)和二氧六环(DOL))中，然后在隔

膜上继续滴入30μL电解液充分浸润正极电极片，继续放上锂片即负极电极片12，厚度38μm，

放上第二集流体13(铜片材质)，将丁腈橡胶材料的第三密封O圈15、第四密封O圈17与聚四

氟乙烯材料的第二固定台16组合好，然后与第二密封绝缘垫(材质硅胶)以及第二电极导线

19连接好，第二电极导线19穿过第二固定台16、第二密封绝缘垫14的中央通孔与第二集流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752657 A

7



体13充分接触，用真空胶将第二固定台16和第二密封绝缘垫14之间密封，最后放在第二集

流体上。将以上组合好的电池圆柱外壳2放入聚四氟乙烯材料的电池固定架1中，两端分别

用聚醚醚酮材料的第一加压螺帽4、第二加压螺帽18对固定台加压保证电极片之间充分接

触，第一电极导线3经第一加压螺帽4的中央通孔引出电池外壳外，第二电极导线19经第二

加压螺帽8的中央通孔引出电池外壳外，即完成了核磁共振原位锂硫电池的组装，组装后的

效果如图2所示。

[0053] 原位电池的核磁共振(NMR)测试：将组装好的原位锂硫电池从手套箱中转移出来，

放入核磁共振原位探头的线圈中并固定好，将探头放入核磁共振谱仪中并准备开始NMR测

试。

[0054] 电池的接线及充放电测试：从探头中的原位电池的两级分别接出两根导线与电池

充放电测试仪器连接，准备开始电池充放电测试。连接好的状态如图3示意图所示。

[0055] 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同时开始电池的充放电测试和NMR测试，使用恒流充放电，电

压区间选用3.0～1.5V，恒流电流为50μA。得到锂硫电池充放电曲线和电池充放电过程的原

位NMR谱图。原位电池的充过放电曲线如图4所示，可见电池能在较长时间内稳定运行，表明

电池的密封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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