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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料电池膜电极批量生产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适合燃料电池膜电极批量

生产的涂布工艺及装置，该装置包括：电解质膜

放卷、保护膜回收、电解质膜传送、催化剂浆料分

散及传输、涂布、隧道加热、基膜收卷、保护膜放

卷、辊压及电解质膜收卷等系统。涂布系统位于

薄电解质膜的一侧，同时实现电解质膜两侧催化

层的制备；涂布过程均在有基膜支撑的薄电解质

膜上进行，有效避免电解质膜的发皱变形；保护

膜回收及放卷系统，可有效保护催化层；本方法

三套隧道加热系统实现催化层的干燥及两层薄

电解质膜的热压结合。本发明实现了一次性涂布

制备电解质膜两侧的催化层，减少了电解质膜的

固定次数，避免了对电解质膜和催化层的破坏，

利于实现膜电极的批量生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1224111 B

2021.04.02

CN
 1
11
22
41
11
 B



1.一种膜电极批量生产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

包括两组第一系统和一组第二系统；所述第一系统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设有保

护膜回收系统(2)、电解质膜放卷系统(1)、隧道干燥系统(5)、基膜收卷系统(6)、保护膜放

卷系统(7)，所述第一系统还包括涂布系统(4)和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系统(3)；所述涂布

系统(4)位于电解质膜放卷系统(1)和隧道干燥系统(5)之间，所述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

系统(3)用于将催化剂浆料分散均匀并输送给涂布系统(4)；两组第一系统呈轴线对称，对

称轴为两组保护膜放卷系统(7)的垂直中线；且两组保护膜放卷系统(7)相接触；所述第二

系统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设有隧道热压系统(8)、辊压系统(9)、电解质膜收卷系

统(10)；所述电解质膜通过电解质膜传送系统(11)在各个系统之间传送。

2.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批量生产膜电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将阴极催化剂和阳极催化剂分别制备成催化剂浆料后输送至两套催化剂浆料分散

及传输系统(3)中；

(2)将带有基膜和保护膜的电解质膜成卷的放置在电解质膜放卷系统(1)，将保护膜剥

离并牵引至保护膜回收系统(2)；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的牵引下，剥离保护膜的电解质膜被

传送到涂布系统(4)进行涂布形成催化剂层；涂布完成后，电解质膜继续被传送至隧道干燥

系统(5)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后，将电解质膜的基膜剥离并牵引至基膜收卷系统(6)，同

时将保护膜放卷系统(7)上的保护膜前端牵引至电解质膜催化剂层的表面，在电解质膜传

送系统的牵引下实现基膜的剥离和保护膜在催化剂层表面的覆盖，得到含有阴极催化剂层

的质子膜Ⅰ和含有阳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Ⅱ；

(3)质子膜Ⅰ和质子膜Ⅱ被传送至隧道热压系统(8)中，加热的同时施加一定压力，使质

子膜Ⅰ和质子膜Ⅱ实现热压结合；最后通过辊压系统(9)进一步压实和固定表面保护膜得到

所述膜电极，最后通过收卷系统(10)完成收卷。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涂布方式为狭缝挤出涂布、微凹涂布

或刮刀涂布。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隧道干燥系统(5)和隧道热压系统(8)

通过红外加热或接触加热；所述加热温度为50‑15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带有催化层的质子膜经热压结合，实现电

解质膜两侧一次性同时涂布阳极催化剂层和阴极催化剂层，可实现连续、批量化生产膜电

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催化剂浆料通过高速分散机或超声分散的

方式分散。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保护膜回收系统(2)中的保护膜可以重复

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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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料电池膜电极批量生产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合燃料电池膜电极批量化生产的方法及装置，属于膜电极批量

生产装置及工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环保的能量转换装置，在汽车运输、分布式发电等多个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膜电极作为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其性能和产量直接决定了燃料电

池电堆及系统的性能和产量。目前，燃料电池技术已经迎来了商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导

入期，迫切需求一种可以满足批量化生产和制备膜电极的工艺技术和装置。

[0003] 燃料电池膜电极的制备方法通常有两种，GDE法和CCM法。GDE法是指分别在阳极和

阴极气体扩散层上涂敷阳极和阴极催化层，然后将电解质膜置于阳极催化层和阴极催化层

之间进行热压形成膜电极；CCM法是指首先将阳极催化剂和阴极催化剂分别涂敷于电解质

膜的两侧，制备阳极和阴极催化层，然后将其置于两片气体扩散层之间热压形成膜电极。上

述两种方法，目前比较普遍使用的是CCM法，该方法直接将催化剂涂敷于电解质膜以制备催

化剂层，催化剂与电解质膜接触更好，有利于质子传导，该方法催化剂的利用率也比较高，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Pt的用量，提高了电池性能。

[0004] 目前，CCM法制备膜电极过程中催化层主要通过喷涂、刮涂、丝网印刷等方法来制

备，这种传统的喷涂装置或喷涂方式应用范围有限，只能满足小面积、小批量的生产需求；

喷涂不能实现连续生产，需多次重复步骤完成，自动化程度较低，生产效率低；工艺稳定性

相对较差，同批次不同膜电极性能一致性差。

[0005] 发明专利CN106602082A公开了一种燃料电池膜电极辊对辊制备方法及装置，包括

电解质膜输出系统、电解质膜传送系统、膜回收系统、催化剂浆料输送系统和至少两组加热

系统和喷头。该发明实现了一次性喷涂电解质膜的两面，实现了两组加热系统和喷头同时

工作，可以实现膜电极小批量生产。

[0006] 发明专利CN107171008A提供了一种膜电极制备系统和制备方法。该膜电极制备系

统包括：边框薄膜制备系统，用于形成具有镂空区域的边框薄膜；层压系统，用于将边框薄

膜分别设置于质子交换膜的两侧并进行层压，形成复合薄膜；催化剂喷涂系统，用于对复合

薄膜的两侧表面喷涂催化剂，形成膜电极。

[0007] 通过对目前大部分膜电极，尤其是CCM的制备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定程度上

已经可以满足中小批量的生产，但是在连续化的生产过程中依然采用喷涂的方式制备催化

剂层，这无形中限制了整个工艺过程的效率；通过涂布的方法制备催化层具有精度高、涂布

均匀、适合较大宽度涂布和便于实现连续化等优点，但是由于膜电极中电解质膜的特殊性

质，目前还无法采用涂布的方式同时在电解质膜的两侧制备阳极催化层和阴极催化层。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主要是提供了一种适合燃料电池膜电极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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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批量化生产的工艺方法及装置，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膜电极批量生产的方法，所述方法为：分别同时制备含有

阴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Ⅰ和含有阳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Ⅱ，然后将质子膜Ⅰ和质子膜Ⅱ加热

压合形成CCM。

[0010]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一种膜电极批量生产的装置，所述装置主要包括：两组电解

质膜放卷系统，主要用于电解质膜的放卷，所述电解质膜是指两侧分别带有基膜和保护膜

的薄层质子交换膜；两组保护膜回收系统，主要用于剥离电解质膜表面的保护膜，暴露出质

子膜的表面；电解质膜传送系统，主要用于电解质膜的定位及连续化传输；两组催化剂浆料

分散及传输系统，主要用于将催化剂浆料分散均匀并连续不断的按照设定参数给涂布系统

供料；两组涂布系统，主要用于实现质子膜表面催化剂层的涂敷，控制催化层的厚度；两组

隧道干燥系统和一组隧道热压系统；隧道干燥系统用于涂敷完催化剂层之后对其进行表层

干燥处理，隧道热压系统用于将两层薄电解质膜通过热压相结合，形成质子膜两侧催化层

涂布的电解质膜(CCM)。两组基膜收卷系统，主要用于剥离电解质膜的基膜，使两片薄层质

子膜直接接触；两组保护膜放卷系统，利用前述回收的保护膜，对涂布完的催化剂层进行保

护；辊压系统，实现两层薄电解质膜的压合及保护膜的进一步固定处理；电解质膜收卷系

统，将完成电解质膜两侧催化层涂布和保护膜覆盖的CCM进行收卷处理；电解质膜传送系

统，用于将电解质膜在各个系统之间传送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包括两组第一系统

和一组第二系统；所述第一系统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设有保护膜回收系统、电解

质膜放卷系统、隧道干燥系统、基膜收卷系统、保护膜放卷系统，所述第一系统还包括涂布

系统和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系统；所述涂布系统位于电解质膜放卷系统和隧道干燥系统

之间，所述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系统用于将催化剂浆料分散均匀并输送给涂布系统；两

组第一系统呈轴线对称，对称轴为两组保护膜放卷系统的垂直中线；且两组保护膜放卷系

统相接触；所述第二系统沿着电解质膜传送的方向，依次设有隧道热压系、辊压系统、电解

质膜收卷系统；所述电解质膜通过电解质膜传送系统在各个系统之间传送。

[0011] 本发明再一方面提供一种使用上述装置批量生产膜电极的方法，所述方法为分别

同时批量制备含有阴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Ⅰ和含有阳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Ⅱ，然后将质子

膜Ⅰ和质子膜Ⅱ加热压合形成膜电极；所述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电解质膜放卷、保护膜

回收、催化层涂布(含浆料分散及供给)、烘箱干燥处理、基膜剥离同时保护膜放卷、薄层质

子膜热压结合、辊压、电解质膜收卷。所述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将阴极催化剂和阳极催化剂分别制备成催化剂浆料后输送至两套催化剂浆料

分散及传输系统中；

[0013] (2)将带有基膜和保护膜的电解质膜成卷的放置在电解质膜放卷系统(1)，将保护

膜剥离并牵引至保护膜回收系统；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的传送下，剥离保护膜的电解质膜

被传输到涂布系统进行涂布形成催化剂层；涂布完成后，电解质膜继续被输送至隧道干燥

系统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后，将电解质膜的基膜剥离并牵引至基膜收卷系统，同时将保

护膜放卷系统上的保护膜前端牵引至电解质膜催化剂层的表面，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的牵

引下实现基膜的剥离和保护膜在催化剂层表面的覆盖得到含有阴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Ⅰ和

含有阳极催化剂层的质子膜Ⅱ；

[0014] (3)质子膜Ⅰ和质子膜Ⅱ被传输至隧道热压系统中，加热的同时施加一定压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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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膜Ⅰ和质子膜Ⅱ实现热压结合；最后通过辊压系统进一步压实和固定表面保护膜得到

所述膜电极，最后通过通过收卷系统完成收卷。

[0015] 基于以上技术方案，优选的，所述涂布方式为狭缝挤出涂布、微凹涂布或刮刀涂布

中。

[0016] 基于以上技术方案，优选的，所述隧道干燥系统和隧道热压系统通过红外加热或

接触加热，所述加热温度为50‑150℃，优选的烘箱加热。

[0017] 基于以上技术方案，优选的，带有催化层的质子膜经热压结合，实现电解质膜两侧

一次性同时涂布阳极催化剂层和阴极催化剂层，可实现连续、批量化生产膜电极；

[0018] 基于以上技术方案，优选的，催化剂浆料通过高速分散机或超声分散的方式分散。

[0019] 基于以上技术方案，优选的，保护膜回收系统中的的保护膜可以重复回收利用。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所述的制备方法和装置间接实现了膜电极质子膜两侧催化剂层的同时涂

布和连续化生产。本发明所述的涂布工艺段，相当于两台涂布机分别对带有基膜的质子膜

单侧进行涂布以制备催化层，带有基膜保护可以增加质子膜的强度和平整性，避免两侧同

时涂布时由于质子膜强度低易被拉伸变形或发皱等现象的发生，也避免了先涂布完第一层

催化剂层(阴极催化层)再重复进行第二层催化剂层(阳极催化层)涂布时的影响，同时提高

了生产效率。催化剂层涂布和干燥完成后，电解质膜的强度得到一定提高，此时将基膜剥

离，同时在催化剂层表面覆盖一层保护膜，在后续过程中可以有效的保护催化剂层，提高膜

电极的成品良品率。本发明所述的工艺方法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最终的电解质膜是有两层

性质完全相同的薄层质子膜通过加热加压结合形成，通过两层薄膜最后合二为一实现电解

质膜两侧同时涂布催化剂层，以实现连续、批量化生产制备CCM。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体实施

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3]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工艺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其中：1为电解质膜放卷系统；2为保护膜回收系统；3为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系

统；4为涂布系统；5为隧道干燥系统；6为基膜收卷系统；7为保护膜放卷系统；8为隧道热压

系统；9为辊压系统；10为解质膜收卷系统；11为电解质膜传送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所述的涂布工艺方法和装置。

[0027] 图1是本发明所述膜电极批量生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主要包括电解质膜放卷系

统1、保护膜回收系统2、催化剂浆料分散及传输系统3、涂布系统4、隧道干燥系统5(用于催

化剂层干燥处理)、基膜收卷系统6、保护膜放卷系统7、隧道热压系统8(用于将两层薄电解

质膜热压结合形成CCM)、辊压系统9、电解质膜收卷系统10。图2是本发明所述膜电极批量生

产方法的流程图，本发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流程：电解质膜放卷、保护膜回收、浆料分散及

供给、催化层涂布、烘箱干燥处理、基膜收卷同时施加保护膜、薄层质子膜热压结合、辊压、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224111 B

5



电解质膜收卷。

[0028] 具体地，将带有基膜和保护膜的电解质膜成卷的放置在电解质膜放卷系统1，将保

护膜前端与电解质膜剥离并牵引至保护膜回收系统2；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11的牵引下，剥

离保护膜暴露质子膜表面的电解质膜被传输到涂布系统4，通过高速分散或超声分散均匀

的催化剂浆料经过注射泵输送到涂布系统4，在涂布工艺环节，通过狭缝挤出式、微凹涂布

或刮刀涂布中的一种进行催化剂层的涂布；带有基膜和催化剂层的电解质膜继续被传输至

隧道烘箱干燥系统5，通过红外加热方式对催化剂层进行干燥处理；然后将电解质膜的基膜

剥离并将其前端牵引至基膜收卷系统6，同时将保护膜放卷系统7上的保护膜前端牵引至电

解质膜催化剂层的表面，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11的牵引下实现基膜的剥离和保护膜在催化

剂层表面的覆盖；两层薄质子膜内表面直接接触后被传输至隧道热压烘箱8中，在加热过程

中同时施加一定压力，使薄层质子膜实现热压结合；最后通过辊压系统9进一步压实和固定

表面保护膜，完成质子膜两侧催化层涂布的电解质膜(CCM)通过收卷系统10完成收卷，至此

一个完整的膜电极卷对卷涂布生产工艺结束。

[0029] 实施例1

[0030] 将碳载铂纳米颗粒催化剂(Pt/C)和异丙醇溶剂配成的浆料通过本发明所述涂布

工艺方法和装置涂敷在全氟磺酸隔膜Nafion膜两侧，制备膜电极CCM，具体步骤为：

[0031] 1)按照特定的比例将Pt/C催化剂和异丙醇溶剂置于高速分散机容器内，将其分散

均匀，并通过注射泵将浆料输送至涂布机的模头(狭缝挤出装置)；

[0032] 2)将成卷的全氟磺酸膜(带有基膜和保护膜)置于电解质膜放卷系统的输出辊轴

上，将保护膜牵引至保护膜回收滚轴上并固定好，在电解质膜传送系统的牵引下，将全氟磺

酸膜输送至涂布系统，开始涂布；

[0033] 3)催化层涂布结束后，进入烘箱干燥系统，主要对催化层进行干燥，脱除有机溶

剂，固化催化层；

[0034] 4)然后通过基膜收卷系统和保护膜放卷系统将基膜剥离同时在催化层表面覆盖

保护膜；

[0035] 5)带有催化层的两层薄全氟磺酸膜内侧互相接触，进入隧道烘箱内，在加热加压

作用下使其结合，通过辊压系统，最后完成CCM的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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