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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醚燃料电池复合镍阳极的研究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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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３６１００５）

制备并表征了二甲醚（ＤＭＥ）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ＳＯＦＣｓ）系列Ｎｉ－Ｆｅ－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１５Ｃｏ０．０８５Ｏ３（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 电极中 Ｎｉ 与 Ｆｅ 的摩尔比分别为 ９∶
１、
８∶
２、
７∶
３、
５∶
５， 电极中 Ｎｉ－Ｆｅ 的总质量分数为 ７５％． 利用多种技术
考察了电极的物相组成， 电极以及电极／电解质界面的微观结构， 电极／电解质界面上进行的 ＤＭＥ 电化学氧化反
应． 结果表明， 复合阳极中 Ｆｅ 含量的增加促进了电极的烧结， 同时改变了电极／电解质界面的微观结构． 电极催
Ｆｅ 的摩尔比为 ８∶
２ 的电极具有最高的电化学活性． Ｎｉ－
化 ＤＭＥ 电化学氧化的活性明显依赖于 Ｎｉ、Ｆｅ 的比例， Ｎｉ、
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电极具有较高的催化 ＤＭＥ 氧化反应的活性与稳定性， 没有观察到电极中存在明显的积碳现象．
关键词： 二甲醚，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镍－铁复合阳极，

积碳，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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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２， ７∶
３， ａｎ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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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ｉ ｔｏ 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Ｎｉ ｔｏ Ｆｅ ａ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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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ｉｄ ｏｘｉｄｅ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ｓ，

中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ＩＴＳＯＦＣｓ）作为一种
高效、
环境友好的电能生产方式， 是非常有发展潜力
的新型能源． 直接碳氢化合物 ＩＴＳＯＦＣｓ 的开发是目
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除氢燃料电池以外， 以甲烷、甲
醇和丁烷等为燃料的 ＩＴＳＯＦＣｓ 的研究均有初步的
报道 ［１－２］． 二甲醚（ＤＭＥ）是碳氢化合物中尤为理想的
一种燃料， 它的优点在于： 常温、常压下 ＤＭＥ 以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６；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０６．

＊

Ｎｉ－Ｆ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ａｎｏｄｅｓ，

Ｃｏｋ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态存在但非常容易液化， 室温及 ４×１０５ Ｐａ 下 ＤＭＥ
以液态形式存在， 便于储存及应用；
ＤＭＥ 具有高的
反应活性， 可以直接作为 ＩＴＳＯＦＣｓ 的燃料， 不需要
重整装置；反应中 ＮＯｘ 及含碳排放物较少， 环境污
染小；制备 ＤＭＥ 的原料丰富， 可以由合成气直接制
成， 制备过程简单．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实验室在国际上较早报
道了以镓酸镧为电解质的直接 ＤＭＥ 燃料电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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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电池在 １０７３ Ｋ 下的功率密度达到 ０．８ Ｗ·ｃｍ － ２，

镜（Ｘｌ ３０）观察．

显示了以 ＤＭＥ 为燃料的 ＩＴＳＯＦＣｓ 的可行性 ．
本文在镍阳极的基础上， 制备了系列Ｎｉ－Ｆｅ－镓酸

２

镧复合阳极， 并以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５Ｃｏ０．０５Ｏ３（ＬＳＧＭＣ５）

２．１

［３］

结果与讨论
ＸＲ Ｄ

为电解质， 以 Ｓｍ０．５Ｓｒ０．５ＣｏＯ３－ＬＳＧＭＣ５ 为复合阴极，

利用 ＸＲＤ 测定了不同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电极

组成相应的单电池， 用多种技术对以 ＤＭＥ 为燃料

在 １２４８ Ｋ 通氢气 １ ｈ 活化后的物相组成， 结果示于

时电极上进行的电化学反应进行了初步表征．

表 １． 表 １ 显示， 电极中 Ｎｉ、
Ｆｅ 主要以镍铁合金的形
式存在， 同时电极中部分 ＬＳＧＭＣ８．５ 与镍发生反应，
生成新的复合氧化物．

１

实

验

２．２

电极／电解质界面微观结构

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５Ｃｏ０．０５Ｏ３（ＬＳＧＭＣ５）电解质片和
用 于 制 备 复 合 阳 极 的 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１５Ｃｏ０．０８５Ｏ３
（ＬＳＧＭＣ８．５）粉末均用固相法合成 ［４］， ＬＳＧＭＣ５ 电解
质片的烧结温度为 １７４８ Ｋ， ＬＳＧＭＣ８．５ 粉末的烧结
温度为 １５７３ Ｋ．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的制备： 将制备好
的 ＬＳＧＭＣ８．５ 粉末与适量的 Ｎｉ（ＮＯ３）２·６Ｈ２Ｏ（９８．０％，
质量分数， 上海国药集团， 下同）、
Ｆｅ２Ｏ３（９９．９９％）置于
烧杯中， 加入适量的蒸馏水使 Ｎｉ（ＮＯ３）·
２ ６Ｈ２Ｏ 完全溶
解， 然后加热搅拌， 共蒸发． 残留物在 ９７３ Ｋ 预烧 ２
ｈ． 预烧后的样品加酒精用氧化铝研钵研磨 ０．５ ｈ 后，
在 １２７３ Ｋ 焙烧 ６ ｈ． 焙烧后的样品研磨后备用． 利用
上述方法制备了 Ｎｉ、Ｆｅ 摩尔比分别为 ９∶
１、８∶
２、
７∶
３、
５∶
５ 的四种阳极， 分别表示为 Ｎｉ９－Ｆｅ１、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
Ｆｅ３、
Ｎｉ５－Ｆｅ５， 电极中 Ｎｉ－Ｆｅ 的总质量分数为 ７５％．
Ｓｍ０．５Ｓｒ０．５ＣｏＯ３（ＳＳＣ）－ＬＳＧＭＣ５复合阴极的制备与
文献一致［５］．
阳极／电解质／阴极三合一结构用下述方法制备：
首先将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用丝网印刷方法
制备于 ＬＳＧＭＣ５ 电解质片的一侧， 并在 １４７３ Ｋ 焙
烧 ２ ｈ， 然后将 ＳＳＣ－ＬＳＧＭＣ５ 复合阴极和 Ｐｔ 参比电
极用同样方法制备于电解质片的另一面， 在 １２２３ Ｋ
空气下焙烧２ ｈ． 阴、阳极的有效面积均为０．２ ｃｍ２． 电
极表面铺有铂网作为集流网． Ｐｔ导线将电极连至电
化学仪器． 阴极和阳极的反应气体由氧化铝管输送
至电极表面， 阳极反应气为ＣＨ３ＯＣＨ３（２５ ｍＬ·ｍｉｎ－ １）－
Ｎ２（２５ ｍＬ·ｍｉｎ－ １）混合气或含有室温下饱和水蒸气的
Ｈ２（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 １）， 阴极反应气为Ｏ２（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 １）．
电化学测试在美国 ＡＭＥＴＥＫ 公司的电化学综
合测试仪（ＶＭＰ２／Ｚ－４０）上进行． 阻抗实验的频率范
围为 １ ｍＨｚ～１００ ｋＨｚ， 交流阻抗的输入信号为 １０
ｍＶ． 电极的晶相结构通过 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Ｘ′
ｐｅｒｔ 粉末衍
射仪获得． 电极材料的微观结构利用扫描电子显微

图 １ 为 １４７３ Ｋ 焙烧的不同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横断面的ＳＥＭ图． 由图１可见， Ｎｉ９－Ｆｅ１电极
具有多孔结构， 电极／电解质界面结合较好． 随着铁
含量的增加， 电极发生了一定的烧结现象， 电极的孔
隙率减小． 电极／电解质界面的结合程度也随着铁含
量的增加发生改变． Ｎｉ９－Ｆｅ１ 电极与电解质的结合
虽然较好， 但界面存在大量的孔洞． 随着铁含量的增
加， 电极／电解质界面的结合程度增加， 电极／电解质
界面区域的孔洞明显减小， 但当 Ｎｉ／Ｆｅ 比例增加至
５∶
５ 时， 部分烧结的电极与电解质界面发生一定程
度的剥离．
２．３ 电化学表征
表 ２ 给出了由不同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
与 ＬＳＧＭＣ５ 电解质、ＳＳＣ－ＬＳＧＭＣ５ 复合阴极所组
成的单电池在不同温度， 以 ＤＭＥ 为燃气下的最大
输出功率密度． 表 ２ 还同时列出了 １０７３ Ｋ、
Ｈ２ 为燃
气时各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密度．
表 ２ 的结果表明， 以 ＤＭＥ 为燃气时电池的最
大输出功率密度要低于以 Ｈ２ 为燃气时的值， 表明
Ｎｉ－Ｆｅ 复合阳极催化氢氧化的活性要高于其催化
ＤＭＥ氧化的活性［４］． 由表２ 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电池
活性明显依赖于电极的组成， 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
密度随着阳极中 Ｆｅ 含量的增大而逐渐增加， 使用
表１
Ｔａｂｌｅ１

不同阳极中可能存在的物相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ａｎｏｄｅｓ

Ｎｉ９－Ｆｅ１

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Ｆｅ３

Ｎｉ５－Ｆｅ５

Ｎｉ
ＦｅＮｉ３
ＦｅＮｉ３
Ｆｅ０．６４Ｎｉ０．３６
（０１－０７０－１８４９）；
Ｎｉ３Ｆｅ
（０３－０６５－３２４４）； （０３－０６５－３２４４）； （００－０４７－１４０５）；
Ｌａ２ＮｉＯ４．１８
Ｌａ２ＮｉＯ４
Ｌａ２ＮｉＯ４．１８
（０１－０８８－１７１５）；
Ｌａ２ＮｉＯ４．１４
（０１－０７９－０９５１） （０１－０７０－０５０９） （０１－０７９－０９５１）
（０１－０８９－０１２９）
Ｎｉ９－Ｆｅ１， 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Ｆｅ３， Ｎｉ５－Ｆｅ５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Ｎｉ ｔｏ Ｆｅ ｏｆ ９∶
１， ８∶
２， ７∶
３， ５∶
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ＪＣＰＤＳ ｃａｒｄ 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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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

主 要 是 氢 ． 高 温 下 ， ＤＭＥ 非 常 容 易 在 负 载 于
ＬＳＧＭＣ５ 上的镍、铁等催化剂上通过下式发生裂解
反应［６］．
ＣＨ３ＯＣＨ３＝ＣＯ＋Ｈ２＋ＣＨ４

（１）

由于产物氢非常活泼， 因此该条件下发生的电
极反应可能主要为氢的氧化． 另外， 甲烷的完全氧化
（式（２））以及部分氧化反应（式（３））同样是非常容易进
行的电极过程． 图 ２ 中 ＤＭＥ 电池的开路电位随温
度的降低而降低， 与氢氧化反应相反［５］， 而与甲烷部
分氧化反应的特性相近， 因此以 ＤＭＥ 为燃料时电

图１

Ｎｉ－Ｆ ｅ－ＬＳＧＭ Ｃ８．５ 阳极的 ＳＥ Ｍ 图

Ｆ ｉｇ．１

ＳＥ Ｍ ｉｍ 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ｒ ｉｏｕ ｓ Ｎｉ－Ｆ ｅ－ＬＳＧＭ Ｃ８．５
ｅｌｅｃｔ ｒ ｏｄ ｅｓ
（ａ） Ｎｉ９－Ｆｅ１；（ｂ） Ｎｉ８－Ｆｅ２；（ｃ） Ｎｉ７－Ｆｅ３；（ｄ） Ｎｉ５－Ｆｅ５
ＬＳＧＭＣ８．５∶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１５Ｃｏ０．０８５Ｏ３

表２

不同温度下不同阳极所组装的电池的最大功率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ｌ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ｏｄ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ｃｍ－ ２）

Ｆｕｅｌ

Ｔ／Ｋ

Ｎｉ９－Ｆｅ１

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Ｆｅ３

Ｈ２

１０７３

０．７２

１．２０

１．２６

０．８６

ＤＭＥ

１０７３

０．６０

０．９９

０．９６

０．６６

ＤＭＥ

１０２３

０．３９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４３

ＤＭＥ

９７３

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３２

０．２５

极上除了氢的完全氧化反应之外， 式（３）同样可能是
重要的电极过程．
ＣＨ４＋２Ｏ２＝ＣＯ２＋２Ｈ２
（２）
ＣＨ４＋１／２Ｏ２＝ＣＯ＋２Ｈ２
（３）
表 ２ 中所示各种电池的区别仅在于阳极材料的
不同， 所以不同电池之间性能的差别应该由阳极性
质的差异所引起， 有必要对阳极的性能进行深入研
究． 利用交流阻抗考察了不同阳极开路下的 ＤＭＥ
氧化反应． 阻抗谱的高频交点对应于相应电池阳极
一侧的欧姆电阻， 阻抗环的大小对应于阳极的极化
电 阻 ． 不 同 电 极 欧 姆 电 阻 按 照 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Ｆｅ３、
Ｎｉ９－Ｆｅ１、
Ｎｉ５－Ｆｅ５ 的顺序递增， 例如 ＤＭＥ 中 １０７３ Ｋ
开路下四个电极的欧姆电阻分别为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９、
２
０．２３０、
０．３１１ Ω·ｃｍ ． 图 ３ 为 不 同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极在 ＤＭＥ 中 １０７３ Ｋ 开路下的阻抗谱． 为了

Ｎｉ５－Ｆｅ５

Ｎｉ、Ｆｅ 摩尔比为 ８∶
２ 和 ７∶
３ 的复合阳极时电池具有
最高的性能， 随着 Ｆｅ 含量的进一步增加， 电池最大
输出功率密度值开始减小． 不同温度下， 阳极组分对
所组成电池的输出功率密度的影响相近． 作为典型
的例子， 图 ２ 示出以性能较好的 Ｎｉ８－Ｆｅ２ 为阳极的
Ｎｉ８－Ｆｅ２／ＬＳＧＭＣ５／ＳＳＣ－ＬＳＧＭＣ５ 电 池 在 不 同 温 度
下的输出功率特性． 该电池在 １０７３ Ｋ、以 Ｈ２ 为燃料
时的最大输出功率密度为 １．２０ Ｗ·ｃｍ－ ２， 开路电位为
１．１２３ Ｖ． 在 １０７３、１０２３、９７３ Ｋ， 以 ＤＭＥ 为燃料时的
最大输出功率密度分别为 ０．９９、０．６２、０．４７ Ｗ·ｃｍ － ２，
开路电位分别为 １．１２０、１．０６６、
０．９６０ Ｖ． １０７３ Ｋ 下 Ｈ２
和 ＤＭＥ 气氛 下 的 开 路 电 位 相 近， 表 明 该 温 度 下
ＤＭＥ 燃料电池中直接参与电化学反应的物质可能

图２

Ｎｉ８－Ｆ ｅ２／ＬＳＧＭ Ｃ５／ＳＳＣ－ＬＳＧＭ Ｃ５ 电池不同温度下
的功率输出曲线

Ｆ ｉｇ．２

Ｐ ｏｗｅｒ ｏｕ ｔ ｐ ｕ ｔ ｃｈ ａｒ ａｃｔ ｅｒ ｉｓｔ ｉｃｓ ｏｆ Ｎｉ８－Ｆ ｅ２／
ＬＳＧＭ Ｃ５／ＳＳＣ－ＬＳＧＭ Ｃ５ ｃｅｌｌ ａｔ ｖａｒ ｉｏｕ ｓ
ｔ ｅｍ ｐ ｅｒ ａｔ ｕ ｒ ｅｓ
■□ １０７３ Ｋ， Ｈ２， ●○ １０７３ Ｋ， ＤＭＥ；
▲△ １０２３ Ｋ， ＤＭＥ， ’(９７３ Ｋ， ＤＭＥ

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ｊ：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８５４

图３
Ｆ ｉｇ．３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 －Ｃｈｉｍ． Ｓｉｎ． （Ｗｕｌｉ Ｈｕａｘｕｅ Ｘｕｅｂａｏ）， ２００６

Ｖｏｌ．２２

四种阳极在 ＤＭ Ｅ 中 １０７３ Ｋ 开路下交流阻抗谱
Ｉ ｍ ｐ ｅｄ ａｎ ｃｅ ｓｐ ｅｃｔ ｒ ａ ｏｆ ｔ ｈ ｅ ｆｏｕ ｒ ａｎ ｏｄ ｅｓ ａｔ
１０７３ Ｋ ｕ ｎ ｄ ｅｒ ｏｐ ｅｎ ｃｉｒ ｃｕ ｉｔ ｖｏｌｔ ａｇｅ ｉｎ ＤＭ Ｅ
■ Ｎｉ９－Ｆｅ１；
●Ｎｉ８－Ｆｅ２；
▲Ｎｉ７－Ｆｅ３；$Ｎｉ５－Ｆｅ５

便于比较不同铁含量复合阳极极化电阻的大小， 谱
图已经扣除了高频的欧姆电阻， 这样由阻抗谱的低
频交点可以直接读出电极的极化电阻． 图 ３ 的结果
表明， 随着铁含量的增加， 阻抗半圆大小呈先减小后
增大的趋势， Ｎｉ８－Ｆｅ２ 复合阳极对于 ＤＭＥ 氧化具有
很好的电极活性， 在 １０７３ Ｋ 下的极化电阻仅为 ０．８
Ω·ｃｍ２， 是一种优良的 ＩＴＳＯＦＣｓ 阳极材料．
不同 Ｎｉ、Ｆｅ 摩尔比的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复合阳
极在 ＤＭＥ 中 １０７３、９７３ Ｋ 下的阳极极化曲线示于
图 ４（ａ、
ｂ）． 图 ４（ａ）显示， １０７３ Ｋ、低电流密度下， 不同
电极的极化曲线彼此交错， 且差别较小． 随着电流密
度的增加， 不同电极之间活性的差别加大． 相同电流
密度下， 不同电极极化过电位按照 Ｎｉ－Ｆｅ 摩尔比为
７∶
３、８∶
２、
５∶
５、９∶
１ 的顺序递增， 即在 １０７３ Ｋ、极化条
件下， Ｎｉ７－Ｆｅ３ 电极具有最高的活性． 图 ４（ｂ）所示的
９７３ Ｋ 的极化曲线的特点与图 ４（ａ）相似， 只是低温
下不同电极之间活性的差别加大， ０．４ Ａ·ｃｍ － ２ 电流
密 度 下 Ｎｉ８－Ｆｅ２、Ｎｉ７－Ｆｅ３、Ｎｉ５－Ｆｅ５、
Ｎｉ９－Ｆｅ１ 的 极 化
过电位分别为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８、０．２２８、０．２８１ Ｖ， 分别比
－２
１０７３ Ｋ、
０．４ Ａ·ｃｍ 电流密度下增长了 ２５％、
１０５％、
１６５％、
１６７％， 可见随着温度的降低， 电极活性迅速
衰减， 并且不同电极性能的差距加剧． Ｎｉ８－Ｆｅ２ 性能
随温度衰减最小， 表明这种电极可能是一种潜在的
低温 ＤＭＥ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阳极材料．
不同电极之间电极／电解质界面结合程度的区
别可能是造成不同电极极化电阻以及欧姆电阻区别
的重要原因． 由于电极／电解质界面附近的三相界是
重要的活性区域， 而电极／电解质两相界面是重要的
电荷传递区域， 因此电极／电解质界面的结合程度以

图４
Ｆ ｉｇ．４

四种阳极在 ＤＭ Ｅ 中 １０７３、
９７３ Ｋ 下的极化曲线
Ａｎ ｏｄ ｉｃ ｐ ｏｌａｒ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ｃｕ ｒ ｖｅｓ ｏｆ ｔ ｈ ｅ ｆｏｕ ｒ
ｅｌｅｃｔ ｒ ｏｄ ｅｓ ａｔ １０７３ ａｎ ｄ ９７３ Ｋ ｉｎ ＤＭ Ｅ
■ Ｎｉ９－Ｆｅ１；
● Ｎｉ８－Ｆｅ２；
▲ Ｎｉ７－Ｆｅ３；$Ｎｉ５－Ｆｅ５

及微观结构将显著影响电极的活性以及界面欧姆电
阻． Ｎｉ８－Ｆｅ２ 以及 Ｎｉ７－Ｆｅ３ 电极与电解质界面的结合
优于其它两种电极， 可能具有较大的两相界面面积
以及三相界的长度， 因此具有小的欧姆电阻以及电
极极化电阻． 铁掺杂引起电极活性变化可能同时存
在其它的原因， 文献中发现Ｆｅ上非常容易发生氧的
强吸附［７］， 而ＤＭＥ的主要裂解产物——
—氢的氧化主
［８］
要由氢与吸附氧的化学过程决定 ， 因此铁的引入同
样可能由于氧吸附性质的改变引起电极活性的增
加． 铁掺杂引起镍电极活性增加的原因仍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２．４ 电池稳定性的研究
为了考察 Ｎｉ－Ｆｅ 电极在以 ＤＭＥ 为燃气下的稳
定性， 尤其是积碳特性， 测试了 Ｎｉ８－Ｆｅ２／ＬＳＧＭＣ５／
ＳＳＣ－ＬＳＧＭＣ５ 电池在 １０７３ Ｋ、
０．７ Ｖ 端电压下电池
电流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结果示于图 ５． 电流随着时
间先迅速衰减， 约 ２．５ ｈ 后开始回升， 逐渐达到平衡．
０．７ Ｖ 下电池的起始功率密度为 ０．９１ Ｗ·ｃｍ － ２，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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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引起． 图 ６ 中未观察到电极中大量积碳的现象，
显示负载于 ＬＳＧＭＣ５ 电解质上的 Ｎｉ８－Ｆｅ２ 阳极具
有良好的抗积碳作用．
图 ５ 中电流随时间衰减后又回升的现象可能与
图 ６ 中显示的电极形貌在极化后发生变化有一定的
关联． 另外， Ｆｅｎｇ 等［９］发现镍电极中掺入碳可以提高
电极的电导率以及反应活性， 因此图 ５ 中电流的回
升还有可能与电极上的积碳有关． 虽然图 ５、图 ６ 的
结果肯定了负载于 ＬＳＧＭＣ５ 电解质上的 Ｎｉ－Ｆｅ 电
极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以及抗积碳性能， 但仅凭电镜
图５

以 Ｎｉ８－Ｆ ｅ２ 为阳极， ＤＭ Ｅ 为燃气电池在 １０７３ Ｋ、
０．７ Ｖ 端电压下不同时间的电流响应

Ｆ ｉｇ．５

Ｃｕ ｒ ｒ ｅｎ ｔ ｒ ｅｓｐ ｏｎ ｓｅ ａｓ ａ ｆｕ ｎ ｃｔ ｉｏｎ ｏｆ ｔ ｉｍ ｅ ｕ ｎ ｄ ｅｒ ａ
ｔ ｅｒ ｍ ｉｎ ａｌ ｖｏｌｔ ａｇｅ ｏｆ ０．７ Ｖ ａｔ １０７３ Ｋ ｏｆ ｔ ｈ ｅ ｃｅｌｌ
ｆｕ ｅｌｅｄ ｗｉｔ ｈ ＤＭ Ｅ ｕ ｓｉｎ ｇ Ｎｉ８－Ｆ ｅ２ ａｓ ａｎ ａｎ ｏｄ ｅ

点功率密度为 ０．７３ Ｗ·ｃｍ－ ２， 平衡后为 ０．８４ Ｗ·ｃｍ－ ２，
平衡后的功率密度比起始时下降仅为 ７．７％， 具有较
好的稳定性．
图 ６（ａ～ｃ）分别是 Ｎｉ８－Ｆｅ２ 复合阳极反应前， 在
ＤＭＥ 气氛中 ０．７ Ｖ 下极化 １５ ｈ 后， 以及 ＤＭＥ 气氛
中开路电位下放置１５ ｈ后电极的ＳＥＭ图． 由图６（ａ）可
以看出， 反应前电极颗粒均匀并呈多孔结构， 与电解
质接触很好． 对比图 ６（ａ）与图 ６（ｂ）可以发现， 经过极
化后， 电极颗粒明显增大， 并且电极颗粒之间出现大
孔； 同时， 电极表面和电极／电解质界面均出现了细
小的颗粒． 图６（ｃ）的结果显示， 开路下放置１５ ｈ后电
极的颗粒度与反应前相比略有增大， 但明显小于图
６（ｂ）中极化 １５ ｈ 后的电极颗粒， 表明电池经过较长
时间运行后电极微观结构的变化主要由通过电极的

照片无法完全排除电极上积碳的存在． 关于 ＤＭＥ
电池 Ｎｉ－Ｆｅ 电极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

结

论

Ｎｉ－Ｆｅ－Ｌａ０．８Ｓｒ０．２Ｇａ０．８Ｍｇ０．１１５Ｃｏ０．０８５ （ＬＳＧＭＣ８．５）复合
阳极的性质明显依赖于电极的组成， 电极中 Ｆｅ 含量
的增多会引起电极烧结程度的增加以及电极、电极／
电解质界面结构的变化． 电极催化 ＤＭＥ 以及氢氧
化的活性明显依赖于电极中 Ｎｉ 与 Ｆｅ 的摩尔比， Ｎｉ
与 Ｆｅ 摩尔比为 ８∶
２ 和 ７∶
３ 的复合阳极活性较高且
相近． Ｎｉ－Ｆｅ－ＬＳＧＭＣ８．５ 电极具有较高的催化 ＤＭＥ
氧化反应的活性与稳定性， 没有观察到电极中存在
明显的积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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