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锂离子电池（全称锂离子可充电电池，在日本称为锂离子二次电池，简称 LIB）是一种

大容量、可充电反复使用、无环境污染的新型蓄电池。迈入 90 年代后，LIB 成为相对较新

锂离子电池整体
解决方案

的商用化蓄电池，并被广泛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型家电，正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必需品。近年来 LIB 在大容量、高输出化方面已取得进展，也开始被用于电动汽车、太阳能
发电、风力发电的电力储能等领域，相信今后会成为有效应对地球温暖化和石油资源枯竭的
新一代能源。

近年来，中国顺应新能源发展的潮流，加大对锂离子电池技术的投入，把锂离子电池作

为汽车蓄电池技术列为“863”重点计划之一。作为新兴的绿色优质能源，锂离子电池的制
造工艺要求非常高，关键材料的性能对电池的整体性能影响非常巨大，需要完善的质量监控
手段严格控制制造过程。为了精确的对各个关键部件材料的质量工艺进行控制，锂离子电池
各关键部件的分析检测方法就成为国内检测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

目前全球大部分的锂离子电池都是日本生产，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也

正迅速发展起来。锂离子电池因为其容量大，绿色环保等优点，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可能
代替石油成为汽车动力的新型环保能源。

1991 年 SONY 成为全球首个投产 LIB 的公司，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根据锂电池生产商已

有的多年锂离子电池生产、制造和质控的经验，开发出适合中国企业使用的材料检测方法，
为锂离子电池的分析检测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

瑞盛科技作为赛默飞世尔科技区域总代理，公司秉承“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健康”这一企

业理念，联合赛默飞推出《瑞盛科技应对锂离子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内容包括：锂离子

电池结构解析、锂离子电池分析方法解析、锂离子电池应用数据。应用数据主要使用 LC、
IC、GC、GCMS、ICP、DSC、FTIR、TOC、 SALD 等仪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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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分析方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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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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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 SEM

日本拜耳全自动比表面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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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热分析仪 – STA 449 F5 Jupiter®
热重分析 – TGA

日置电池阻抗分析仪

日置自动绝缘 / 耐压测试仪
金埃谱真密度测定仪

X 射线衍射仪 XRD-6100

微焦点 X 射线检查系统 XslicerSMX-6000
配套产品

公司简介

部位

2
4

组成
活性物质

正极

粘结剂
导电剂

9

锂离子电池分析方法解析
常用组成

组成（ICP\XRF\TG）

LiCoO2（钴酸锂）

结晶（XRD）

LiePO4（磷酸铁锂）等

粒径 ( 比表面积分析仪 )

偏氟乙烯

（Polyvinylidenefluoride,PVDF)
碳（炭黑、乙炔黑、石墨等）

15

测定分散剂折光率（阿贝折射仪）

负极

活性物质

碳、石墨、高分子聚合物

微量添加物

Li\P\Cu\Na\Co\Ca\K 等

粘结剂

粒径

比表面积分析仪

碳含量（马弗炉）
组成 (ICP

组成 (FTIR)

SBR（丁苯乳胶）CMC

粘结度 ( 万能试验机 )

（羟甲基纤维素）

粘结剂离心分离（离心机）

19

组成 (FTIR)

细孔 (SEM\AFM)

20

隔离膜

21

热特性 (TG\TMA\DSC)

拉伸试验 ( 万能试验机 )

聚烯烃类（高密度聚乙烯）

针刺试验 ( 材料试验机 )

透气度（透气度测试仪）

隔膜收缩率测试（高精度菲林尺）

22

隔膜热收缩测试（恒温鼓风烤箱）
溶剂

23

电解质

电解液

电解质

电解质

25
电芯

26
28
29
31

碳酸酯、酸酯、醚

组成 (GCMS\GC\LC)

碳酸亚乙烯酯（VC）

组成 (GCMS)

LiPF6（六氟磷酸锂）LiPF4
游离酸、密度、电解率、PH 值

极片

组成 (ICP\LC\IC)

极片卷绕、叠层整齐度、封装异常
无损观察

电压、电流、容量
内阻、阻抗、绝缘

电位滴定、液体密度计、电导率仪、PH 计
内部观察 CT\SMX-1000PLUS
电化学工作站

电压内阻测试仪、直流电阻仪、
数字耐压测试仪

观察极片（光学显微镜）
水份测定（水份仪）

安全性能检查（红外热像）

热分析

极片取样器

材料热反应分析（同步热分析、差示量热、热重分析）
露点温度测试（露点仪）

34
36

结晶 (XRD)
结晶 (XRD)

18

24

表面形状（SEM）
含量 (TOC-SSM)

12
13

检查项目（分析设备）

称量称重（电子天平、万分尺）

材料振实密度测试（振实密度计）

配套产品

电芯或模组进行高精度测量（高精度万用表、电解测厚仪）
耐压和绝缘测试（正极材料合成烧结（真空气氛管式炉）
正负极材料、胶黏剂真密度测试（全自动真密度测定仪）
原材料扣电检测制浆分散（搅拌器）
提供分析用超纯水（纯水机）

碳纳米管导电液、SP、极片、未加电解液之前的电芯的电导率进行测量（四探针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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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材料中元素分析

2. 分析结果

美国赛默飞 iCAP 7000
样品信息 :

电池材料中元素分析

2.1 元素标准工作曲线（横坐标：元素浓度，ppm 级；纵坐标：谱线强度值，cts/s）磷酸铁锂：

测定元素：Li、Fe、P、Ca 等元素；
样品基体：磷酸铁锂、三原材料、

三元前驱体测试地点：赛默飞世尔科技上海 Demo 实验室

1. 方法
1.1 仪器

iCAP 7000 Radial （Thermo Scientific）
1.2 试剂及标准品盐酸（国药集团）；

多元素标准溶液（Inorganic Venture）；
1.3 样品前处理

三元材料、三元前驱体：准确称取 0.2500g 样品，3mL 盐酸及 2mL 水，置于电热板上加热至样品完全溶解，冷却加标后定容待测。磷酸铁锂：
准确称取 0.2500g 样品，10mL 盐酸及 2mL 水，置于电热板上加热至样品完全溶解，冷却加标后定容过滤待测。
1.4 标准测试溶液

标准曲线法 --- 测定磷酸铁锂中的 Li、Fe、P；三元材料中的 Li、Ni、Co、Mn；三元前驱材料中 Ni、Co、Al;( 测试前配制混合标准曲线浓
度为 0.00、2.0、5.0、10.0、20.0、30.0、40.0、50.0、60.0ug/mL， 分取已制备好的样品溶液并稀释 100 倍进行主含量元素的测量；）

标准加入法 --- 测定磷酸铁锂中的 Ca、Mg、Cu、Al、Na；三元材料中的 Fe、Ca、Mg、Cu、Al、Na；三元前驱材料中 Fe、Ca、Mg、
Cu、Na、Si、K、Cr、S; （在样品溶液定容前，将同一样品的 4 份平行消解的样品溶液中依次加入混合标准溶液，加标完成后定容至

25mL 并于振荡器上充分摇匀，使得定容后样品中加入的 Si 标准溶液浓度为：0 ug/mL、0.2ug/mL、0.5 ug/mL；S 标准溶液浓度为：
10 ug/mL、20 ug/mL；其他元素标准溶液浓度为：0 ug/mL、0.2 ug/mL、0.4 ug/mL、0.8 ug/mL，混匀后待测。）
1.5 仪器参数

采用垂直观测

整套进样系统采用标准进样系统进行测定。包括：
仪器型号

观测方式
进样系统
附件

垂直观测

中心管

1.5mm 石英中心管

雾化器

同心雾化器

雾室

2 www.risu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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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P7000 Radial

高效漩流雾室

泵速

RF 功率

等离子参数

50rpm

1150 W

雾化气

0.7L/min

冷却气

12 L/min

辅助气

积分时间

0.5L/min
20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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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色谱在锂电池工业的应用

离子色谱在锂电池工业的应用

美国赛默飞 DIONEX AQUION IC 离子色谱系统

另外，石墨材料中的游离硫离子检测也有重要意义。采用纯水或者
淋洗液超声浸提法可提取其中游离的硫离子。其分析测试方法及分
离谱图如图 3 所示

一． 前言
锂电池的产生是电池行业的革命，其使用嵌锂过渡金属氧化物在铝膜上形成正极，使
用电位与锂相近的可嵌锂化合物在铜膜上形成负极，中间为聚烯微多孔隔膜及含锂电解质
与有机溶剂形成的电解质。在此之前，锌猛电池，镍镉电池，铁镍电池，镍氢电池，碱性
电池等干电池，其开路电压都在 1.5V 以下，提高电压只能通过串联的办法；而锂电池的
开路电压则可在 3.3 - 4.2V。同时能量密度高，同体积能量密度为镍镉的 1.5 倍，因此可
以更小的体积提供更高而且其记忆效应弱，充电周期可达 300 次以上，因此现在的便携
电子设备，基本都使用锂电池作为电源。
锂电池的商品化生产是 1991 年索尼公司实现的，20 年来发展迅猛，特别是随着通讯
电子行业的发展，国内也形成了完整的锂电池产业。最近几年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 特别是
电动汽车的需求，推动了锂电池行业的近一步发展，对各个环节的原料检验也相应加强。
电池都离不开电解液，而电解液均为离子型物质，因此可以用此外，材料的杂质离子会干
扰电解质，改变电解行为，亦需要对其进行定量分离测定。本专辑将从锂电池负极材料、
电解质、正极材料以 的功率。离子色谱检测。及有机材料质量检测等方面概述离子色谱
在锂电池工业中的相关应用。
高性能泵
• 双柱塞高压泵可提供高精度，低漂移和无脉冲的淋洗液流速
• 确保基线稳定，获得极低检出限 • 全 PEEK 流路避免了金属污染
• 耐高压、耐酸碱，兼容 0-100% 有机溶剂高效淋洗液脱气装置
• 可实现淋洗液在线脱气
• 可按需要选择连续或自动间隔运转模式内置精确控温柱温箱
• 配合高容量高效阴阳离子色谱柱使用
• 避免色谱柱压力和保留时间的偏移，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性和重现性
• 采用变色龙软件控制数字型控温电导池
• 检测频率最高可达 100 Hz，分辨率可达 0.00238 nS/cm，耐压能力可高达 10 MPa
• 死体积小、高效控温，具有温度补偿功能。保证高灵敏度和稳定性
• 带有“自动范围设定”数字控制功能，提供动态检测范围，允许一次进样同时检测高含
量和低含量组分

检测方式：银工作电极，直流安培检测或三电位脉冲
安培检测（见表 1）
表 1 硫离子测定的典型电位波形

图 5 六氟磷酸锂中痕量阳离子分离谱图

三．电解质的检测

1. 阳离子的测定

1.1 锂离子含量测定
使用离子色谱测定锂离子简单快捷，样品用水溶解、稀释后即可
进样分析。典型样品分离谱图见图 4。

2.1 六氟磷酸锂中六氟磷酸及杂质阴离子的检测
5-2

10.0

1.00

5.0

0.50

100

min

-2.0
0.00 2

.50

Cl

F

PO4

Br

SO4

图 4 电池中锂离子含量分析谱图

I

-0.00

——样品分析报告 :“AppBJ-200804，电池中锂离子的分析”[3]

分析柱：IonPac CG12A ＋ IonPac CS12A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20 mmol/L MSA
检测方式：CSRS 300，抑制型电导检测

-0.50

.5

5.07

.5

10.0

12.5

15.0

17.5

图 2 石墨类负极材料中阴离子分离测定谱图

20.0

22.5

——样品分析报告“2012-APP-IC-GZ-004:
石墨中阴离子测定”[2]

分析柱：IonPac AG22 ＋ IonPac AS22
流速：1.2 mL/min
淋洗液：4.5 mmol/L Na2CO3 + 1.4 mmol/L NaHCO3 、
检测方式：ASRS 300，抑制型电导检测

4 www.risun-tec.com

4 - C2O4

20.00

50

min
25.0

图 3 硫离子分离测定谱图

分析柱：IonPac AG7 ＋ IonPac AS7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75 mmol/L NaOH+100 mmol/L NaAc

1.2 杂质阳离子含量测定

4 - C2O4

2 - Cl

1-F
NO3

min

-0.20
15.00

7.00

75

-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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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P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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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阴离子的测定

175

1.50

-1.00

分析柱：IonPac CG16 ＋ IonPac CS16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40 mmol/L MSA
检测方式：CSRS 300，抑制型电导检测

200

ECD_1

0

——样品分析报告 :“BJ-FY10-022- 六氟磷酸锂中痕量阳离
子测定”[4]

锂电池常用的电解质材料通常为六氟磷酸锂，四氟硼酸锂，高氯
酸锂等含锂盐类化合物。锂聚合物电池则为含锂的离子液体，其配
位的阴离子部分为大分子有机聚合物。这些生产的材料杂质和主成
分的检验都极为重要。

二． 负极材料的检测
现有锂电池所使用的负极材料一般为碳材料物质，例如石墨。2009 年，我国公布了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国家标准 GB/T 245332009[1] 。标准中建议采用离子色谱法完成石墨类负极材料中阴离子及全硫含量测定。其中，阴离子测试的前处理方法为纯水超声提取 ;
全硫测定则采用与艾氏卡试剂 ( 2MgO ＋ Na2CO3 ) 混合煅烧图 2 所示。 来进行前处理，把硫转化为硫酸进行检测。典型离子色谱分离谱
图如
2.00

图 5 为六氟磷酸锂样品中痕量阳离子的分离谱图。

min
5.0

10 .0 1

5.0

20 .0 2

5.0

图 6 六氟磷酸锂中痕量阴离子分离谱图

——样品分析报告：“2013-APP-IC-009 六氟磷酸锂电
解液中六氟磷酸锂含量及杂质测定”[5-6]

分析柱：IonPac AG22 ＋ IonPac AS22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3.0 mmol/L Na2CO3 + 4.0 mmol/L NaHCO3
( 含 30% 乙腈 )
检测方式：AMMS 300，外接酸抑制，电导检测

锂电池电解液主要为锂盐，其中所含 Na+、NH4+、K+、Ca2+、
Mg2+ 等阳离子杂质会影响电解液的性能，也需要进行测定。该类
样品基质中含较高浓度的锂，且杂质含量较低，所以必须使用高容
量柱子，方可有可能完成锂盐样品中痕量阳离子杂质的含量测定工
作。 实 验 选 用 容 量 高 达 10.1meq/column 的 IonPac CS16+ CG16
色谱柱，于 40mM MSA 淋洗，CSRS-300 抑制电导检测条件下，很
好地完成了锂盐中痕量杂质阳离子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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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氟硼酸根与常见阴离子分离谱图

13.5

——样品分析报告 :“GZ-FY10-02- 离子液体中阴离子测试”[7]

分析柱：IonPac AG22 ＋ IonPac AS22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4.1 mmol/L Na2CO3 + 2.7 mmol/L NaHCO3 检
测方式：AMMS 300，外接酸抑制，电导检测
2.3 梯度淋洗条件下对四氟硼酸根、高氯酸根和六氟磷酸根的分
离测定

锂离子电池的正极一般为金属氧化物，常用钴酸锂、锰酸锂、
镍酸锂和磷酸铁锂等。选用阴离子交换离子色谱法可很好地完
成其中杂质阴离子的含量测定（如图 10 所示）；而金属成分的
含量测定常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但采用阳离子交换离子色谱
法可同时完成锂、钴、镍、锰以及常见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测定，
具有相当的便捷性（如图 11，12 所示 )。对于该类样品，前处
理为加盐酸或者硫酸或硝酸（具体选择因样品而异）及双氧水，
缓慢加热溶解，此时金属氧化物都被还原为二价离子，可以用
非抑制型离子色谱或者螯合型离子色谱直接测定。值得注意的
是，非抑制型离子色谱中，铁、铝等离子可与淋洗液中的有机
酸螯合而成为负价态离子，在阳离子柱上无保留行为。因此，
如需测铁铝，则须使用螯合离子色谱，柱后衍生紫外检测。
lmo-2

800

图 8 碳酸锂粉末样品中痕量氟离子、氯离子和硫酸根的分
离谱图
——样品分析报告 :“0749- 碳酸锂粉末中氟氯硫酸根的测
定”[9]

分析柱：IonPac AG22 ＋ IonPac AS22
流速：1.5 mL/min
淋洗液：4.5 mmol/L Na2CO3 + 1.4 mmol/L NaHCO3
检测方式：AMMS Ⅲ，外接酸抑制，电导检测
2.5 LiBF2C2O4、LiN(CF3SO2)2、LiClO4 的含量检测LiBF2C2O4、
LiN(CF3SO2)2、LiClO4 也为常用的电解质，但其阴离子部分均为
强极性保留离子，宜选用强亲水性的色谱柱，如 IonPac AS16 柱，
进行分析。各组分分离谱图如图 9 所示：

10.0

lmo-2

7.5

625
5.0

500

2.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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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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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50

125

-50
0.0

图 12 离子色谱分离测定电池电解液中常见阳离子
及锰离子

3 - SO4

8.0

分析柱：IonPac SCG1 ＋ IonPac SCS1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4mM 酒石酸＋ 2mM
草酸检测方式：非抑制型电导检测

3 - SO4

ECD_1

BF4-

四．正极材料的检测

2 - NO3

10.0 uS

2.4 碳酸锂中痕量杂质阴离子的检测
碳酸锂中高含量的碳酸根会严重干扰杂质离子的检测，
因此需要前处理。常用前处理办法是将样品稀释后过高容
量的强酸型阳离子树脂，例如 OnGuard Ⅱ H 柱，使样品酸
化，将高含量的碳酸盐变为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后，直接进
样分析。其典型色谱分离谱图见图 8。

离子色谱在锂电池工业的应用

2 - NO3

2.2 四氟硼酸锂中的四氟硼酸及常见阴离子的检测

1 - Cl

离子色谱在锂电池工业的应用

min
5.0

10.0 1

5.0

20.0 2

图 10 钴酸锂中痕量硫酸根及硝酸根的分离谱图

——样品分析报告：“BJ-FY11-105 钴酸锂粉末
（锂电池正极材料）中硫酸盐的测定”[11]

分析柱：IonPac AG9-HC ＋ IonPac AS9-HC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8.1 mmol/L Na2CO3 + 0.9 mmol/LNaHCO3
检测方式：ASRS 300，抑制型电导检测

5.0

——AN1053:“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Manganese
in Lithium/Manganese Oxide
Battery Electrolyte”[12]

分析柱：IonPac AG9-HC ＋ IonPac AS9-HC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8.1 mmol/L Na2CO3 + 0.9 mmol/LNaHCO3
检测方式：ASRS 300，抑制型电导检测

图 7 氢氧化物梯度淋洗条件下，四氟硼酸根、氯酸根和六氟磷
酸根的分离谱图
—— AN258:“Determination of Tetrafluoroborate,
Perchlorate,and Hexafluorophosphate in a
Simulated Electrolyte Sample from Lithium Ion
Battery Production”[8]

分析柱：IonPac AG20 ＋ IonPac AS20
淋洗液源：KOH 淋洗液自动发生器，在线电解产生淋洗液：
KOH，15 mmol/L，-7-10 min；15-80 mmol/L (Curve 4)，
10-13 min；80 mmol/L，13-26 min
流速：1.2 mL/min
检测方式：ASRS 300，CRD200，抑制型电导检测

6 www.risun-tec.com

cnm.indd 9-10

图 9 LiBF2C2O4、LiN(CF3SO2)2、LiClO4 分离谱图

——方法报告 :“RIC-SH-091125 化工样品中阴离子的测
定”[10]

分析柱：IonPac AG16 ＋ IonPac AS16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20 mmol/L NaOH（含 30% 乙腈）
检测方式：AMM 300，外接酸抑制，电导检测

图 11 非抑制离子色谱法测定常见阳离子及重金属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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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机溶剂，阻燃剂，粘结剂及隔膜等有机材料中
离子的检测

因锂电池所用电解质会缓慢溶解于水中，因而溶解电解质的溶

媒均为有机溶剂，主要是碳酸酯类，例如碳酸乙烯酯、碳酸甲乙酯、
碳酸丙烯酯等。阻燃剂则通常为与此类物质类似的磷酸酯类或者氟

代碳酸酯。此类物质均与水不混溶，只需要纯水提取，混溶后分层，
取水层进样分析，则可完成该材料中游离离子含量测定，如图 12

气相色谱 - 质谱法测定锂电池电解液组分

美国赛默飞 ISQ7000 单四极杆 GC-MS

5A

1.40

关键词

ISQ 单四级杆质谱仪；电解液；TG-5MS 色谱柱

1.00

目标

目前针对电解液成分组成的测定方法或文献非常稀少，本方法的目的是建立

0.50

简单，高效的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方法，灵敏、快速测定锂电池电解液成分及
含量。

所示；如果需要测试全阴离子，则可用氧弹燃烧的办法，把阴离子
释放后测试。

锂电池隔膜为固体材料，粉碎后用纯水超声提取，或者用与水

不混溶的正相有机溶剂溶解后，再用纯水萃取，即可用氧弹燃烧的

min

-0.20
0.0

办法，把阴离子释放后测试。

5.0

10.0 1

5.0

20.0

性作用。本方法是将锂电池电解液样品直接稀释，用气相色谱 - 质谱进行定性、

——样品分析报告“BJ-FY11-07:
碳酸酯中阳离子测定”

溶的正相有机溶剂溶解后，再用纯水萃取，即可完成其中游离离子
含量测定。同样可以用氧弹燃烧的办法测试全阴离子。

定量。方法操作简单，9 种酯类化合物检出限在 3.0 g/L-30.0 g/L 之间。

分析柱：IonPac CG12A ＋ IonPac CS12A
流速：1.0 mL/min
淋洗液：18 mmol/L MSA
检测方式：CSRS ULTRA Ⅱ，抑制型电导检测

如果有机溶剂、阻燃剂与电解质混合配成成品配方以后，在水

中可能成为乳浊液，此时可根据情况加酸或碱破坏其结构。但需要
在通风橱中冷却操作，因为酸碱可能导致电解质分解，产生有毒的
HF 等物质。

仪器

Trace1310-ISQ 气 相 色 谱 质 谱 联 用 仪， 配 EI 源（Thermo Scientific)；
AS1310 自动进样器（Thermo Scientific）

耗材

色谱柱：TG-5MS（30 m×0.25 mm×0.25 m）

参考文献：

（Thermo Scientific, PN: 26098-1420）

[1]． GB/T 24533-2009 锂离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国家标准

试剂与标准品

[2]． 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2012-APP-IC-GZ-004- 石墨中阴离子测定

9 种酯类标准品：含量≥ 97% 乙酸乙酯，色谱纯

[3]． 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0804 －南孚电池锂离子测定

[4]． 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BJ-FY10-022- 六氟磷酸锂中痕量阳离子测定

标准溶液的制备

[5]． 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2013-APP-IC-009 六氟磷酸锂电解液中六氟磷酸锂含量及杂质测定

储备液：用乙酸乙酯将 9 种酯类化合物标准品稀释配制成 4mg/L，10mg/L，

[6]． 胡忠阳，潘广文，叶明立。离子色谱法同时测定离子液体中六氟磷酸根及痕量杂阴离子。 色谱，2009，5：337-340
[7]． 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GZ-FY10-02- 离子液体中阴离子测试

[8]． Thermofisher AN258: Determination of Tetrafluoroborate, Perchlorate, and Hexafluorophosphate in a Simulated Electrolyte
Sample from Lithium Ion Battery Production.
[9]． Thermofisher 样

锂电池电解液是电池中离子传输的载体。一般由锂盐和有机溶剂组成。有机
溶剂主要是酯类化合物，这些酯类化合物种类和含量对锂电池的性能起关键

图 12 碳酸甲乙酯中痕量阳离子含量测定谱图

锂电池隔膜为固体材料，粉碎后用纯水超声提取，或者用与水不混

引言

品

分

析

报

告：0749- 碳

[10]．Thermofisher 分析方法：RIC-SH-091125 化工样品中阴离子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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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贺周初，庄新娟，彭爱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尖晶石型锰酸锂的研究进展。精细化工中间体，2010，40（1）：7-11
[12]．Thermofisher AN1053：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Manganese in Lithium/Manganese Oxide Battery Electrolyte.
[13]．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BJ-FY11-105 当升科技钴酸锂粉末（锂电池正极材料）中硫酸盐的测定
[14]．Thermofisher 样品分析报告：BJ-FY11-07- 多氟多碳酸酯中阳离子测定

的

测

定

20mg/L，50mg/L，100mg/L 工作溶液。储存在冰箱中备用。

序号

定量离
子

定性离
子

EP（丙酸乙酯）

2.79

74

102

EMC（碳酸甲乙酯）

3

VC（碳酸亚乙酯）

2

4

DEC（碳酸二乙酯）

6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

8

PC（碳酸丙烯酯）

5

9

cnm.indd 11-12

保留时间
/min

1

7

8 www.risun-tec.com

化合物

PP（丙酸丙酯）

EC（碳酸乙烯酯）

PS（1,3- 丙磺酸内酯）

2.70
3.38
3.96
4.41
5.28
7.38
7.80

11.03

58
86
91
75

122
58
45
106

57

102

58

用乙酸乙酯将电解液样品稀释至合适的浓度，直接
上机。

实验条件

色谱柱：TG-5MS（30 m×0.25 mm×0.25 μm）;
柱温：50℃（3 min），10℃ /min 到
240℃（3 min）;
进样模式：分流进样，分流比 50:1，不分流时间为
1min; 进样量：1 µL；
进样口温度：280℃；
载气：氦气（99.999%），恒流模式，1 mL/min;
质谱离子源温度：300℃，
传输线温度：280℃；
扫描模式：选择离子监测模式

结果与讨论

经对比乙酸乙酯，丙酮，正己烷，甲苯，乙醇，三
氯甲烷等溶剂对 9 种酯类化合物的溶解效果，只有
乙酸乙酯能充分溶解这 9 种化合物，因此选择乙酸
乙酯作为溶剂。线性关系、检出限、定量限及 RSD:
将 4mg/L, 10mg/L, 20mg/L，50mg/L，100mg/L
系列浓度作为标准溶液 , 以测定峰面积为纵坐标，
以对应标准溶液浓度为横坐标 , 绘制标准曲线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 , 在 4.0~100.0mg/L 范围内具有良
好线性关系。按信噪比 RS/N=3 计算方法检出限。
对样品添加浓度 20.0mg/L 标准品连续进样 6 针 ,
计算 RSD 结果见表 1，回收率结果见表 2.

87

62
88

样品前处理

89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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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碳酸乙烯酯的标准曲线

图 9. 碳酸丙烯酯的标准曲线

图 10 .1,3- 丙磺酸内酯的标准曲线
表 2. 加标回收率及 RSD，n=6

表 1. 保留时间、线性及检出限数据
序号

EP（丙酸乙酯）

2.79

1

EMC（碳酸甲乙酯）

3

VC（碳酸亚乙酯）

2

图 1. 9 种酯类化合物样品加标 20mg/L 色谱图

化合物

保留时间
/min

4

DEC（碳酸二乙酯）

6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

8

PC（碳酸丙烯酯）

5
7

9

PP（丙酸丙酯）

EC（碳酸乙烯酯）

PS（1.3 丙磺酸内酯）

实际样品测定

线性范围
/mg/L

相关系数

4.0-100.0

0.9996

2.70

4.0-100.0

3.38

4.0-100.0

3.96
4.41
5.28
7.38

7.80

11.03

0.9996

4.0-100.0

3.0

0.9996

9.0

0.9996

4.5

4.0-100.0
4.0-100.0

4.0

0.9996

28.0

0.9996

19.0

0.9997

4.0-100.0
4.0-100.0

0.9998

RSD
/%

EP（丙酸乙酯）

90.5

3.99

3

VC（碳酸亚乙酯）

101.6

PP（丙酸丙酯）

95.2

4

DEC（碳酸二乙酯）

6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

8

PC（碳酸丙烯酯）

7

25.0

加标回收率
/%

EMC（碳酸甲乙酯）

5

32.0

化合物

1
2

6.0

0.9994

4.0-100.0

序号

检出限
/μg/mL

9

EC（碳酸乙烯酯）

PS（1,3- 丙磺酸内酯）

105.3

104.6
96.3
94.3
92.4
97.4

3.96
1.34
3.74
3.62
3.21
4.16
4.14
3.15

利用建立的分析方法，将锂电池电解液用乙酸乙酯
稀释至合适浓度，测定 9 种酯类化合物含量。
图 2. 碳酸甲乙酯的标准曲线

图 3. 丙酸乙酯的标准曲线

图 4. 碳酸亚乙酯的标准曲线

RT: 0.00 -2 5.11

2.69

100

NL:
1.88E8
TIC MS
sample -1 3

95
90
85

结论

80
75

样品中的 9 种酯类化合物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合适
浓度后直接进样，采用赛默飞世尔新型的气相色
谱质谱仪检测和确证，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
9 种酯类化合物的回收率为 92.4.3-105.3%，6 次
平行测定的 RSD 值≤ 4.16%。此法操作简单，科
学准确，灵敏度高，能够满足锂电池电解液组成
成分分析要求。

3.95

70

Relative Ab undance

65
60
55
50
45
40
35

4.41

30
25

2.80

20

图 5. 碳酸二乙酯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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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丙酸丙酯的标准曲线

图 7. 氟代碳酸乙烯酯的标准曲线

7.38

10

5

0

参考文献

7.80

15

2.31
02

5.29

3.39
46

5.92 6.74

8.17 8.73
81

11.21
11.04 11.41 12.42 13.51 15.56
01

21
Time (min)

41

15.87 16.11
61

18.87 20.40 21.22 22.38 22.9423.79
8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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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南大学，雷颖。某些有机添加剂对全钒液流
电池正极电解液性能影响研究
[2] 哈尔滨工业大学，孙珊珊。适用于锂离子电池
的新型离子液体电解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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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解决方案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赛默飞公司旗下的分子光谱部门前身美国尼高力仪器公司 ( Nicolet ) 是世
界上最大的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IR）和拉曼光谱仪 ( Raman), 以及近红外
光谱仪（NIR）的专业制造商。
几十年来以其精湛的技术、卓越的产品和优质全面的服务居于世界
红外及拉曼领域的前列、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最大的市场占率。
尼高力以其卓越的成就曾赢得至高无上的美国总统“E 星奖”，并且历年
来多次被世界著名分析仪器杂志和权威机构评为 FT-IR 购买首选和用户最满
意的 FT-IR 供应商。

iS5 常规分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能为锂电材料研
究提供卓越的光谱性能和分辨率；并且其紧凑的设
计和简单的操作可为锂电材料的原位研究提供便捷
的解决方案。

Nicolet 红外光谱仪多年来凭借以应用为核心的价值主张，开发出了 磁浮式
干涉仪，金刚石切削整体铸模等专利技术，为材料研究和电化学研究用户
等都提供了准确稳定可靠的结果，因为也赢得了全球上千家前沿材料研究
实验室的信任，成为他们长期合作的伙伴。

EDX-LE PLUS 进行快速元素无损分析
仪器应用：

用于快速分析正、负极极片，电解液等中重金属元素总量定量分析。无需
前处理直接进行无损分析。同样可应对 RoHs, 无卤等国际法规管控分析。

锂电池生产企业为何要购买 XRF/EDX
应对各种环保法规的要求：

限制物质
名称

RoHS

铅 (Pb)

1000

1

镉 (Cd)

3

汞 (Hg)

2
4

六价铬 (Cr6+)

5

聚溴联苯 (PBB)

6

聚溴二苯醚 (PBDE)

限制元素

Br

2）IEC61249 限制物质和阈值（ppm）
专利的磁浮式干涉仪提供 130,000 次 / 秒 DSP 动态调整频率，确
保了稳定可靠的结果。

仪器型号：EDX-LE PLUS

1）RoHS/ELV 指令
No.

iS10 分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能为锂电材料研究
提供卓越的光谱性能和分辨率；每秒 40 张谱图的
快速扫描性能，更是为电池材料的原位研究提供了
有力的手段。

快速元素无损分析在电池行业应用

阈值

EDX-LE PLUS

< 900

最大容许含量（ppm）

100

1000
1000
1000
1000

Cl

< 900

ELV

100

1000
1000
1000
-

Br 和 Cl 总量
< 1500

欧盟 IEC 技术委员会推荐，X 射线荧光法作为行业认可的快速筛选方法。

优势：

一、构建绿色产品和绿色环保供应链的要求：

iS50 研究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提供了强大光学平
台，能进行步进扫描功能，并且可提供每秒高达
130 张谱图的快速扫描性能，为原位监测锂电材料
在充放电过程中的电化学反应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12 www.risun-tec.com

cnm.indd 15-16

国际、国内近年颁发了多个电子电气行业的环保指令，但由于电子电气产品的复杂性，样品拆分、精确测试等各种方法至今仍未统一。中
国、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对上市的超标产品采取严厉的处罚手段。
而电子行业龙头企业更多的是考虑社会责任和品牌形象。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他们纷纷制定了比各种指令和法规更严格的自律要求，
要求各级供应商提供环保的零部件，甚至规定各供应商购买仪器并制定环保生产体系，如 SONY、美的、松下等。
电子生产企业的实际要求：
电子生产企业不是专业的测试机构，他们普遍对测试设备有以下要求：
1、样品无需复杂的前处理、无需专业的化学人才和试剂；
2、检测时间快，能满足大量样品需要；
3、操作简便，易学；
4、使用成本低
而 EDX 具备了以上的所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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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元素无损分析在电池行业应用

二、检测能力：提高用户不受相关法规处罚的安全系数。
1、超标的元素能如实检测出来：

* 选用高灵敏度、高计数率的检测器，塑胶中五元素的检测下限都在 5ppm 以内；
* 使用有针对性的滤光片，降低背景，提高信噪比；
2、避免将合格的样品误判：

* 同类检测器中最高的分辨率，对于干扰较多的 Pb 元素，选用两条特征谱线分析；

扫描电镜 SEM

扫描电镜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仪器应用：

用于快速分析正、负极极片，电解液等中重金属元素总量定量
分析。无需前处理直接进行无损分析。同样可应对 RoHs, 无卤等
国际法规管控分析。

二次锂离子电池

* 采用工作曲线法为主，FP 法补充的分析方法，筛选分析软件可根据样品材质自动选择最适合的分析方法，避
免操作人员的误判；

* 形状和厚度修正软件，避免不规则样品带来的误差
3、符合 RoHS 指令的报告格式

输出报告中含有测试数据、标准偏差、谱图和样品图片等各种 RoHS 指令必需的信息。

二次锂离子电池基本原理：
1、 电池的失效分析

电极氧化

三、技术支持体系：是仪器长期、稳定、正确使用的保证

岛津采取以销售部为协调，以技术部负责安装、维修，以分析中心负责培训、应用支持的技术支持体系。三个
部门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2、不同类型锂电池正极材料：颗粒形态，晶体结构观察。不断开发性价比更高的正极材料。

1、销售人员贯穿设备的销售、安装和使用的整个过程，根据用户的需求及时协调技术部或分析中心解决。
2、技术部负责仪器的安装和简单使用培训，在仪器出现故障时及时指导客户或到现场解决。

3、分析中心负责操作人员的应用培训，在新仪器使用一到两个月后，通知操作人员到岛津公司进行为期两天
的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证书。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为用户建立合适的测试方法。

14 www.risu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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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4、锂电池负极材料：晶体结构，颗粒形貌观测

扫描电镜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锂电池正极材料：三元正极材料
锂电池负极材料： 球形石墨。 天然石墨为层状，颗粒边缘容易被电解液侵蚀，通过加工成球形，容易对边缘用碳包覆进行保护。延长负
极材料的寿命。

具有发展潜能的 碳 锡组成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正在发展中。
3、不同类型聚合物隔膜材料观察。纳米尺度

碳纳米管负极材料。
电池新概念：用纸做基片，纳米材料电极，相同体积能量提高 10 倍。

锂电池隔膜材料：高分子聚合物。

16 www.risu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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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拜耳全自动比表面分析仪

仪器应用：用于锂电池正负极材料比表面和孔径分布的测试。

一、仪器介绍
1. 图示
BELSORP-mini II （全自动三站比表面和孔隙分析
仪：是一款采用容量法测定样品比表面和孔径分布的分
析仪，该仪器设计紧凑，分析精度高，重复性好，操作
简便。仪器配备三个样品测量通道，每个通道都具有独
立的压力传感器，能够同时测定三个样品 r 的比表面和
孔
隙分布。
除了分析站，仪器歧管系统和饱和压力站都具备单
独的压力传感器，这样能够保证样品测定的时候，高效
率的定量进气和实时测定样品的饱和蒸汽压。
2. 性能优势

AFSM TM 先进的自由空间测定方法

BELSORP 系列仪器采用专利的 AFSM TM 方法 (Advance Free Space Measurement) 不使用恒定液面装置来实时测定自由空间（也叫

死体积）。一般情况下，仪器需要通过特定的装置保持液氮液面恒定来校准样品管的死体积，但是，采用 AFSM 专利，可实施实时测定，

随着液氮挥发和液面的下降，AFSM 可以消除诸如液氮液面的下降，样品管上部温度的变化 , 氧气溶解在液氮中引起的温度变化等引起的
误差，相应样品管死体积的校准可以通过参比样品管压力的变化得到补偿。

二、技术指标：

☆测量原理：容量法气体吸附 +AFSM 死体积校准；

美国贝克曼 LS13320 激光粒度测试仪

电池安全可靠性实验室

仪器应用：主要适用于粉体或各种材料颗粒粒度分
析。其最大特点是粒度分析动态范围宽；分辨能力
为同行业中最高；操作简便快捷；自动化程度高。

一、仪器介绍：

1. 图示

2. 产品优势

• 符合 ISO13320 技术标准。

• 符合 FDA 的 21CFR Part 11 标准。

• 纳米分析功能与微米分析功能二合为一，功能强大；可作为独立的高分辨率纳米粒度分析仪使用，测量下限深潜至 17 纳米。
• 检测器数量最多，高达 132 枚独立物理位置检测器，对应高达 124 个真实数据通道，确保不缺漏丝毫信息。
• 并行式信号采集与传输，确保信号保持高信噪比、无时差、高通量。
• 新一代固体激光光源，7 万小时以上开机使用寿命 。

• PIDS 专利技术提供独一无二的高分辨率纳米粒度分析，保持行业高端仪器领先地位。
• 多波长与偏振光分析技术令粒度分布在宽动态范围的分析准确性获得高度保障。
• 固定物理位置的双透镜聚焦专利技术准确采集小颗粒信息，无采集时差。

• 多种自动化样品分散系统，配合 " 船坞式 " 切换系统，数秒即可完成切换，高效便利。
• 五个贴壁式自动喷射嘴确保样品槽清洁无残留。

• 四级自动液面控制系统确保样品槽始终保持准确水位。

• 球形样品槽底部设计、配合涡轮离心泵及下吸式取样方式，令样品槽无残留死角、无取样偏差，确保样品颗粒的代表性。
• 直接连接水源及过滤系统，由可控压阀门自动控制液体吸排，完全自动化，保持工作环境洁净无污染。
• 强大的分析软件，提供数十种报告数据以及报告形式，可自行设计报告和打印格式。
• 全自动运算分析软件，无须预选 " 峰形 " 模式，提供客观的唯一报告。

• 具备强大的参考数据库的同时，具有独一无二的 "Zero-Time" 即时光学模型系统，只需一秒即可建立新的光学模型，提供客观准确的
分析报告。

☆吸附质要求：N2, Ar, CO2, H2, 甲烷，丁烷和其他非腐蚀性气体；

☆仪器主机有 3 个工作站，可以同时进行 3 个样品分析，1 个饱和压力测定。
☆测试范围：比表面积：大于 0.01m2/g；孔径范围：0.35 -500nm。
☆重复性：比表面 >10m2 样品，±0.4%；比表面 >1m2，±1.5%；
☆压力测量范围：0-133KPa；

☆等温吸附 / 脱附线可以测试 2000 个数据点。

☆配备 5 个 1000Torr 的压力传感器，分别位于样品站、饱和压力站和 manifold。
☆标配汉化软件，方便操作人员使用。

☆脱气采用独立 3 站式抽真空加热脱气，脱气温度可达到 430℃。

☆数据处理包括：等温吸附 / 脱附线，BET 和 Langmuir 比表面，t-plot, MP 和 αs 微孔分析，介孔分析包括 DH, CI 和 B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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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万通 831KFC 库仑法水份测定仪

瑞士万通电化学工作站主要技术参数

2、831 水份仪技术参数

研究包括电解质的导电性质、离子的传输性质、参与反应离子的平衡性质等，其中电解质溶液的物理化学研究常称作电解质溶液理论；
另一方面是电极的研究，即电极学，其中包括电极的平衡性质和通电后的极化性质，也就是电极和电解质界面上的电化学行为。

1、图示：

1） 技术参数

A、测量范围：10µg…200mg
B、测量速度：2.24mg H2O/min
C、测量精度：±3µg（H20: 10µg-1000µg 范围内）≤ 0.3%（H20>1000µg 范围内）
D、分辨率：0.1 µg H2O
E、可内存用户方法数：100 个

行业运用：

技术参数：

A、仪器采用分离式结构，通过分离式远程操作键盘操作仪器，便于仪器维修保养；
B、仪器采用大屏幕显示，可显示即时滴定曲线：“水份 - 时间”曲线；
C、自动或手动漂移值背景扣除，确保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D、仪器具有标准的 RS232 接口，可用于外接电子天平、电脑或打印机
E、* 具有统计：
计算平均值、绝对偏差、相对标准偏差
F、* 具有评估功能，能进行重新计算来改正错误而无需重新测定样品；
G、仪器配送数据采集软件，可通过数据采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最大输出电压：±10V
·电位范围：±10V
·电位分辨率：300nV
·电流范围：10mA、10mA、
1mA、100μA，10μA、
1μA、 100nA、10nA 共七档
·电流精度：电流之 ±0.2% 或
电流范围值 ±0.2%
·电流分辨率：电流范围值

工作原理：给样品加温，使样品中的水份蒸发出来，并
通过干燥的惰性气体导入滴定池，在滴定池中只有水分
与卡氏试剂发生反应，通过计算得出样品的水分含量。
A、温度范围：50…250° C B、升温速度：15° C /min
C、流量范围：0-150ml/min

可配套的功能模块
FRA32M EQCM

2）技术要求

3、860 型卡氏样品加热处理器技术参数

4、配置方案：

0.0003%——在 10nA 电流
时：30fA
·输入偏差电流 /25℃：＜ 1pA
·模拟积分器：内置
BA

pX1000 MUX

1）瑞士万通 831KF 库仑法卡氏水份测定仪（包括：水份仪主机、磁力搅拌滴定台、
双铂 电极、发生电极、分子筛
250g、密封圈等）；
2）瑞士万通 860 KF Thermoprep 卡氏加热炉（包括样品瓶及瓶盖 100 个）；
3）电子天平（千分之一精度，称量范围 0-600g 左右）；
4）打印机（测定结果自动打印，可可选选件件）；
5）卡氏试剂：国产或进口试剂均可
国产试剂厂家：天津四友，价格 200 -300 元 /L
进口试剂厂家：德国 RDH 公司、美国默克公司等，价格 500-600 元 /500ml。

5、优势说明：

1）瑞士万通 831KFC 水分仪的测量速度为 2.24mg H2O/min，是目前水分仪中测量速度最快的，针对 电
池电解液及电池极片低至 ppm 水平含量的水分分析，较快的分析速度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水分对测定
结果的干扰。因为滴定杯的密封是相对的，分析时间越长则进入到滴定杯中的水分越多，误差就越大；
2）瑞士万通 831KFC 水分仪独有可变的电流强度和脉冲宽度技术，该技术施加在阳极上产生碘单质。可
变的脉冲宽度使得在终点处能精确的加碘，针对低含量的水分分析，此技术是测定结果准确度的保证；
3）瑞士万通 860 型卡氏加热样品处理器采用独有的顶空进样方式，每个样品在不同的样品瓶进样分析
，分析结果准确。杜绝了其他品牌的传统石英管方式加热的卡氏炉因为共用样品舟带来的污染，同时
石英管的大体积将带来空气中水分的干扰；
4）优秀的售后服务也是万通仪器使用正常的保证，详细见瑞士万通售后服务计划书。

6、应用：

测定项目：锂电池电解液中水份的测定、电极极片的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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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耐驰差示扫描量热仪

3、差示量热扫描仪技术说明

耐驰公司提供一系列基于热流型原理的 DSC 仪器，采用三维对称结构的均匀加热，传感器具有高的量热灵

敏度、短的时间常数与漂移小而非常稳定的基线，为科学研究、新材料开发与质量控制领域的理想仪器。广泛
应用于原油、塑料、橡胶、涂料、食品、医药、生物有机体、无机材料、金属材料与复合材料等领域。

1、图示：

2、测试原理：

使样品处于程序控制的温度下，观察样品和参比物之间的热流差随温度或时间的函数。符合下列国际标准：

ISO 11357, ASTM E 967, ASTM E 968, ASTM E 793, ASTM D 3895, ASTM D 3417, ASTM D 3418, DIN 51004,
DIN 51007, DIN 53765。

研究材料的如下特性 :

•

熔融与结晶过程

•

结晶度

•

玻璃化转变

•

相转变

•

氧化稳定性／氧化诱导期 O.I.T.

•

比热

•

多晶型

•

液晶转变

•

相容性

•

固化

•

反应热

•

反应动力学

•

热稳定性

•

纯度

•

特征温度

•

材料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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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1）DSC 214 是德国耐驰公司推出的一款经典差示扫描量热仪，该产品引入了 DSC 领域的最新技术，重新设
计了传感器与炉体结构，集结构坚固、易于操作、高灵敏度、高稳定性等优点为一体。
（2）配置高分辨率、高灵敏度传感器，具备稳定性好、响应时间快等优点。传感器圆盘和热电偶通过激光焊
接技术紧密相连，使得测量信号具有高敏感度，并且坚固耐用。
（3）采用三维加热模式，加热丝环绕在整个传感器圆盘周围，这一设计使得传感器圆盘的内部及其上方不会
存在温度梯度，由此保证试样端和参比端的温度一致性，保证了高稳定性基线和优异的信噪比。
（4）提供多种降温方案：压缩空气制冷可以将炉体冷却到室温，液氮制冷可以冷却到 -180℃，此外还可以选
用高性价比的机械制冷。市场上唯一可同时配置机械制冷和液氮制冷装置的差示扫描量热仪器，在实验的过程
中由用户方便的通过软件选择合适的制冷方式。
（5）精确的气体流量控制：可以控制三个不同的吹扫 / 保护气体通道，还可配备气体流量计。
（6）宽广的坩锅选择：提供铝、银、金、铜、铂、氧化铝、氧化锆、石墨、不锈钢等各种坩锅以满足几乎所
有的材料测试和应用。

软件
DSC 214 的测量与分析软件是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的 Proteus® 软件包，它包含了所有必要的
测量功能和数据分析功能。Proteus® 软件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成熟的内核汉化的中英文测量分析软件。这一
软件包具有极其友善的用户界面，包括易于理解的菜单操作和自动操作流程，并且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分析。
Proteus 软件既可安装在仪器的控制电脑上联机工作，也可安装在其他电脑上脱机使用。

DSC 部分分析功能：
（1）峰的标注：可确定起始点，峰值，拐点和终止点温度，可进行自动峰搜索。
（2）峰面积 / 热焓计算：可选多种不同类型基线，可进行部分面积分析。
（3）峰的综合分析：在一次标注中可同时得到温度、面积、峰高与峰宽等各种信息。
（4）结晶度计算。
（5）全面的玻璃化转变分析。
（6）固化反应分析。
（7）氧化诱导期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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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热分析仪 – STA 449 F5 Jupiter®
方法，技术，应用

同步热分析是指利用一台仪器对同一个样品同时进行热重分析（TG）
和差热分析（ DTA）或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

在 STA 测试中，对于 TG 和 DTA/DSC 信号，测试条件（气氛、气体流量、
升温速率、坩埚与传感器的热接触等）完全一致。而且，它减少了样品用量，
一次测试即可获取更多信息。
STA 449 F5 Jupiter® 的设计确保其具有操作简单的特点。通过炉体的
提升置
和天平系统的顶部装样设计，可以快速安全地进行样品装载与更换，耐
驰专利技术 TGA BeFlat® 可以提供平滑的基线，减少浮力修正带来的额
外工作。

最好的性价比

热重分析 – TGA
方法，技术，应用

电池安全可靠性实验室

热重或热重分析（TG 或 TGA）是一种成熟的热分析方法，广泛使用于各种物质和工程材
料的研发中，以获得物质的热稳定性参数以及判断物质的组成。热重分析的样品可以为固态或
液态。

近十年来，TG 在原材料质量控制、成品零件失效分析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聚
合物加工行业，其应用日益广泛。迄今，热重分析已经建立多种通用国际标准，例如聚合物
热重分析的基本原则（ISO 11358）；或针对特定应用的国标，如：橡胶成分分析（ASTM D
6370）和润滑油蒸发损失分析（ASTM D 6375）；以及国内标准：热重分析仪失重和剩余量
的试验方法（GB/T 27761-2011）。

测试原理

热重分析仪在特定设置的测试条件下，如：升温速率、测气
氛、气体流速、坩埚类型等，测量样品质量随温度或时间的变化
关系。

天平系统可以提供足够大的称样量和测量范围（最大 35g），同时具有高分辨率（0.1μg）和低漂移量（在 μg 量级内），
结合高灵敏度 DSC 性能，可以在宽广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各类样品测试。

顶部装样
STA 449 F5 Jupiter® 采用的是顶部装样结构，这种设计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天平测量的标准方式。原因很简单，这种设计结
合了性能优越和操作简单两个特点。

气氛
三个内置的质量流量计（MFC）用于吹扫气和保护气控制，为样品测试提供最适宜的气氛条件。
通过 AutoVac 功能可以使 STA 系统自动抽真空和填入气氛，这个功能可自动进行炉内气氛置换，不会扰动细粉末和其他容
易分散的样品。

全套装备系统
真空密闭的 STA 系统提供全部的硬件和软件功能，可满足陶瓷、金属、无机物、建筑等材料领域的应用。
该系统也可用于分析有机物反应、聚合物热裂解等过程，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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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置电池阻抗分析仪

日置电池阻抗分析仪

电池安全可靠性实验室

无需充放电的低频 AC-IR 测量，大幅缩短电池单元内部电阻检查时间。

迄今为止，电池单元的内部电阻测量 (DC-IR 测量 )
都是按照预备充电后大电流流过，测量下降电压这样
的流程进行。

但是，预备充电通畅需要花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的时间。
BT4560 采用 1Hz 以下的低频来对内部阻抗进行测量
(AC-IR 测量 ) 无需充放电，从而大幅缩短电池单元的
测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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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埃谱真密度测定仪

仪器锂电行业应用：正负极材料、胶黏剂真密度测试。
真密度仪首先往空样品桶内充入定量定压力的测试气体
（氦气或者氮气等），然后计算出此时的压力值。然后把样
品置入样品桶中，密封，再次充入定量定压力的气体，再次
计算出此时的压力值。结合两次压力值差及空样品桶的体积，
依据气态方程可以计算出所测样品的体积，依此计算出真密
度值。

性能参数：
测试方法 : 体积置换法 , 气体膨胀法。

主机功能 : 真密度值测定 , 硬质泡沬开孔率及闭孔率（孔隙率）

测定压力：可选外接真空泵 , 实现来用负压 (0-1 日 ar) 或正压 (10ar-20ar) 两种模式进行测定
测量精度 : 測定精度 ±0.02%, 重复性＝ 0.01% 试分辨率 0.0001g/cc

样品数量：可同时进行 3 样品的测定 , 样品测试系統和样品处理系统相互独立并且样品试和样品脱气处理可以同时
进行，避免了测试管路受到污染，从而进一步确保測试的精度和提高仪器使用寿命。
压力精度 : 进口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 精度达 0.04%F8, 长期使用稳定性 0.025%F8
测试气体 : 高纯 He 气或 N2（推荐选用 99.999% 纯度 )。

产品特点：

数据处理 : 高精度 PpT 气体密度计算模型 , 消除实际气体因非理想状态 , 采用理想气体状方程计算时可能帯来的误差 , 提
高測试精度。

恒温系统 : 测试模块恒温系统 , 可实现升温和降温的双向温控 , 可保持测试模块恒定在最佳试温度 25℃下进行测定 , 能有

效抑制压力传感器的读数温漂和保持整个测试系統的温度均匀性 , 提高测试精度和重复性 : 针对特殊样品需在特定温度下
进行真密度测定 , 温控系统可实现所需温度下的准确测定。

控制系统：采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 , 高集成度和抗干扰能力 , 提高仪器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完全自动化测试模式 , 可
通过软件灵活选择多种測试模式。

测试系统 : 可编程嵌入式系统 , 触摸屏操作 , 并可 USB 外接键盘和鼠标操作 ; 通过 RS232 通讯可外接电脑 , 可同时在外接
电脑上运行软件进行测试 , 一体式操作和电脑操作模式完美结果 , 给用户提供灵活的选择。

管路系统 : 采用专有技术的 V-Sorb 型集装式管路系统 , 可有效系统提高密封性 , 大大减小基体腔自由体积空间 , 提高測试
精度；集装式管踣系统可有效提高塾体体训试系统的温度均匀性及抗外界干扰能力 , 有利于提高武结果的重复性。

防飞溅措施 : 采用 V-S0rb 专有技术 , 样品池底部安装可拆卸卸过装置 , 可有效防止样品被販入管路系统；采用试腔体底部
进气方式 , 可有效防止样品飞溅 ;H-Surh 型二级渐进式进气模式 , 可软件控制进气速率 , 进一歩防止祥品飞溅。

样品容器 : 标配直径 50mm，180ml 大容积样品池 (500ml 可选 ) 上下口径一致的圆柱状桶形样品池可方便样品的装卸 ;

采用专有的 G- Denpyc 型填充技术 , 可根据样品量体积大小 , 灵活选择不同体积的填塞铝块 , 实现样品池自由空河最小，
提高测试精度 , 免除针对不同体积样品更换不同样品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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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锂电池中，钴酸锂一般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正极材料 [1]，液相合成工艺，它采用聚乙烯醇（PVA）或聚乙二醇（PEG）水溶
液为溶剂，锂盐、钴盐分别溶解在 PVA 或 PEG 水溶液中，混合后的溶液经过加热，浓缩形成凝胶，生成的凝胶体再进行加热分解，
然后在高温下煅烧，将烧成的粉体碾磨、过筛即得到钴酸锂粉。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合成温度低，得到的产品纯度高、化
学组成均匀等优点。
1、电化学性能优越 a. 每循环一周期容量平均衰减﹤ 0.05%
b. 首次放电比容量﹥ 135mAh/g c.3.6V 初次放电平台比率﹥ 85%
2、加工性能优异
3、振实密度大 , 有助于提高电池体积比容量
4、产品性能稳定 , 一致性好

产品型号

R747 振实密度 2.4-3.0g/cm3, 典型值为 2.5, 粒度 D506.0-8.5um；
R757 振实密度 2.4-3.2g/cm3, 典型值为 2.6, 粒度 D506.5-9.0um；
R767 振实密度 2.3-3.0g/cm3, 典型值为 2.5, 粒度 D508-12um；

2、有很大的毒性
用途

主要用于制造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及其它便携式电子设备的锂离子电池作正极材料。
1、名称 : 钴酸锂 分子式 : LiCoO2 分子量 : 97.88
2、主要用途 : 锂离子电池
3、外观要求 : 灰黑色粉末 , 无结块
4、X 射线衍射 : 对照 JCDS 标准 ( 16-427) , 无杂相存在
5、包 装 : 铁桶内塑料袋包装
6、化学成分与物化性能指标 :
镍 Ni 0.05% max (wt%)
锰 Mn 0.01% max (wt%)
铁 Fe 0.02% max (wt%)
钙 Ca 0.03% max (wt%)
钠 Na 0.01% max (wt%)
酸碱性 PH 9.5-11.5
含水量 ( 105&ordm;C 干燥失重量 , %) Moisture (wt% loss at 105&ordm;C) <0.05 比表
面积 ( m2/g) BET surface Area (m2/g) 0.2-0.6
振实密度 (g/cm3) Tap Density (g/cm3) 1.7-2.9
粒径大小 -D50 (μm) PSD- D50 (μm) 5-12
粒径大小 -D10 (μm) PSD- D10 (μm) 1-5 粒径
大小 -D90 (μm) PSD-D90 (μm) 12-25

磷酸铁锂电极材料主要用于各种锂离子电池。 自 1996 年日本的 NTT 首次揭露 AyMPO4(A 为碱
金属，M 为 CoFe 两者之组合：LiFeCOPO4) 的橄榄石结构的锂电池正极材料之后，1997 年美国德克

萨斯州立大学 John. B. Goodenough 等研究群，
也接着报导了 LiFePO4 的可逆性地迁入脱出锂的特性，
美国与日本不约而同地发表橄榄石结构 (LiMPO4), 使得该材料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引起广泛的研究

和迅速的发展。与传统的锂离子二次电池正极材料，尖晶石结构的 LiMn2O4 和层状结构的 LiCoO2
相比，LiMPO4 的原物料来源更广泛、价格更低廉且无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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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是一种新型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其特点是
放电容量大，价格低廉，无毒性，不造成环境污染。世
界各国正竞相实现产业化生产。
但是其振实密度低，影响电容量。

目前主要的生产方法为高温固相合成法，产品指标比较稳定。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主要取决于正负极材料，磷酸铁锂作为锂离子电池的
正极材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国内开发出大容量磷酸铁锂电池是 2005 年
7 月。其安全性能与循环寿命是其它材料所无法相比的，这些也正是动力电
池最重要的技术指标。1C 充放循环寿命达 2000 次。单节电池过充电压 30V
不燃烧，穿刺不爆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做出大容量锂离子电池更易串联使
用。以满足电动车频繁充放电的需要。

具有无毒、无污染、安全性能好、原材料来源广泛、价格便宜，寿命长等优点，是新一代锂离子电池的理想正极材料。
本项目属于高新技术项目中功能性能源材料的开发，是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重点支持的领域。
目前锂离子电池还是以小容量、低功率电池为主，中大容量、中高功率的锂离子电池尚开始试水大规模生产，使得锂离子
电池逐步在中大容量 UPS、中大型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动汽车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磷酸铁锂堆积密度低的缺点一直受
到人们的忽视和回避，尚未得到解决，阻碍了材料的实际应用。钴酸锂的理论密度为 5.1g/cm3，商品钴酸锂的振实密度一般
为 2.0-2.4g/cm3；而磷酸铁锂的理论密度仅为 3.6g/cm3，本身就比钴酸锂要低得多。

X 射线检查系统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微焦点 X 射线检查系统 XslicerSMX-6000
将 X 射线和 CT 完美结合

XslicerSMX-6000 是岛津公司采用自制的微焦点 X 射线发生器和高灵
敏度平板接收器的一款带有 CT 功能的 X 射线透视系统。
顺畅的切换将透视观察和断面观察快速连接在一起，全新的 CT 处理
引擎能够进行全自动校准、高速拍摄以及重构。
高放大倍数、高分辨率的图像不会变形，从而可以观察电子元器件等
平板状样品内部的细微构造和缺陷。
Easy operation
采用全新 UI（用户界面）可以实现直观的简单操作。关闭拉门后即
可开始检查。即使对于初次使用者，也可以轻松地进行 X 射线检查

Easy CT imaging
从 X 射线透视观察到 CT 摄影只需点击切换图标。对于透视观察难以
识别的立体构造物品，通过简单的操作就能立刻切换到断面观察。
High Speed Scan & Reconstruction
设备采用了可实现完全自动化校正与高速 CT 扫描 & 重建的「Xslicer
」系统。从 CT 拍摄开始到显示截面图像最短可在 3 分钟以内完成。

利用 CT 对电池进行无损检测
１、确认内部结构

为提高导电性，人们掺入导电碳材料，又显著降低了材料的堆积密度，使得一般掺碳磷酸铁锂的振实密度只有 1.0-1.2g/
cm3。如此低的堆积密度使得磷酸铁锂的体积比容量比钴酸锂低很多，制成的电池体积将十分庞大，不仅毫无优势可言，而且
很难应用于实际。
因此，提高磷酸铁锂的堆积密度和体积比容量对磷酸铁锂的实用化具有决定意义。粉体材料的颗粒形貌、粒径及其分布直
接影响材料的堆积密度。
缺点：导电性差。这个问题是其最关键的问题。磷酸铁锂之所以这么晚还没有大范围的应用，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
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就是添加 C 或其它导电剂。实验室报道可以达到 160mAh/g 以上的比容量。我们公司
生产的磷酸铁锂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添加了导电剂，不需要制作电池时添加。实际上材料应该为：LiFePO4/C，这样一个复
合材料。
振实密度较低。一般只能达到 1.3-1.5g/ml，低的振实密度可以说是磷酸铁锂的最大缺点。这一缺点决定了它在小型电池如
手机电池等没有优势。即使它的成本低，安全性能好，稳定性好，循环次数高，但如果体积太大，也只能小量的取代钴酸锂。
这一缺点在动力电池方面不会突出。因此，磷酸铁锂主要是用来制作动力电池

岛津 XRD-6000 型 X 射线衍射仪是一台配置立式测角仪的多功能型 X 射线衍射仪。
测角仪以高精度角度在垂直方向扫描，所以可以测定各种类型的样品，如粉末样品，薄膜样品，难于固定的，以及受热容易
分解的样品。数据处理软件在“WindowsXP”操作系统下工作，所以测定软件与数据处理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且，DTP 功
能可以用于整理分析结果和以自由格式编辑报告。主机机柜以容易操作，如放置样品的最佳位置与方向而设计。机柜的前门具
有连锁机构以保证安全。丰富的用于各种分析的附件与应用软件可以建立满足要求任何的系统。所以岛津 XRD-6000 型 X 射线
衍射仪有效地专门为每位用户建立一个系统。此系统具有高水平的灵活性，保证将来增加相应功能附件而扩大仪器功能。

18650 锂离子电池

正常电池

实效电池（变形部分）

技术特点：岛津 XRD-6000 采用 θ/2θ 扫描方式 ,X 射线光管固定 , 可以显著提高衍射仪的稳定性 , 样品台与探测器采用 θ/2θ 扫
描方式满足多功能的分析测试的要求 . 岛津 XRD-6000 型 X 射线衍射仪的整体配置技术最为成熟 , 稳定性较高 , 维护费用最低

岛津 XRD-6000 采用的高压发生器为可控硅高压发生器 , 该高压发生器具有较强的抗电流尖峰干扰的能力 .
独立的 X 射线光管控制系统 , 仅在测试过程中产生高压 , 提高光管使用寿命的同时 , 也降低了操作人员接触 X 射线辐照的几率 . 岛
津 XRD-6000, 具有标配的测角仪回摆功能 , 其他品牌通常为选配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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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检查系统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４、观察正、负极卷绕情况

方形 Li 电池 SMX 透视图像

方形 Li 电池 2D CT 图像 放大图

５、对充电・过充电的评价

X 射线检查系统在电池行业的应用

方形 Li 电池 2D CT 图像

圆柱形 Li 电池 透视图像

2. 对电池内部异物分析
６、内部各结构有无遵循设计被制造

３、 外壳连接处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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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品

理化实验室配套产品

极片取样器
应用：极片取样器专门为连续涂布机在线取样设计、方
便在用途涂布过程中不停机进行涂层取样测量。

超纯水机
四探针测试仪

应用：提供实验所需纯水。

应用：浆料涂布均匀试验。

应用：测试露点温度，相对湿度。

拉力试验机

应用：隔离膜拉伸，压缩，弯曲测试。

应用：测量隔膜透气度。

应用：锂电池原料 PVDF 进行离心分离。

cnm.indd 37-38

应用：电解液 PH 值测定。

隔膜透气度测试仪

离心机

34 www.risun-tec.com

PH 计

应用： 测试材料电阻率 / 方块电阻的多智能化
综合测量仪器。

刮板细度计

露点测试仪

理化实验室配套产品

刮板细度计

应用：测量石墨等的灰分或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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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瑞盛科技成立于 2002 年，由瑞胜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及深圳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组成，公司专注分析仪器及
设备的销售、售后培训、维修维护，并提供配套应用分析及实验室建构方案。2012 年成立深圳市瑞腾仪器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全面开展专业仪器租赁及承接仪器售后服务外包，给企业提供更为综合、便捷的用机服务。

瑞盛科技凭借良好的销售业绩及超过十年的仪器行业服务经验，得到国外众多知名厂商的认可，已经成为

美国 ThermoFhisher 签约总代理商，日本岛津签约代理商，是瑞士万通、日本日立、捷克泰思肯、日本探头、
SPECTRO、Miletstone、CEM 等知名品牌在华经销商及合作伙伴，并与日本欧力士合作开展仪器经营租赁服务给客
户提供更轻松的购机资金安排。

瑞盛科技代理全系列色谱、光谱、质谱、生命科学等仪器，主要产品有：XRF 测试仪、RoHS 检测仪、RoHS 分

析仪、RoHS 测试仪、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直读光谱仪、X 射线衍射仪、紫外可见光谱仪、气相色谱仪、液相色

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离子色谱仪、电位滴定、电化学工作站、扫描电镜等，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塑胶化工、
医药、食品、环保、检疫、钢铁、有色等行业，并针对环境食品检测、节能环保检测、生物医药检测、有害物质分析、
材料成分及表面分析，提供最先进的检测仪器及整套的实验室建构、耗材、培训、租赁一站式解决方案。
发展历程 :

瑞盛科技不断调研并吸纳优良资源，致力于提供给用户性能卓越的高端分析仪器，并结合行业特点，制

做完美应用解决方案，将简单的产品销售，变成整体方案销售，帮助客户的不仅是提供产品、而是品质、

生产等问题的彻底解决，用户无需花费更多时间调研同类竞争产品，无需担心耗材及配套的采购，无需担
忧后续检测效果，这些都将在瑞盛一站式服务中得到解决；从初次的咨询到后续的使用过程，均有专业人

员跟进，减少用户购买成本，为用户创造更多价值。在这个经营理念指导下，瑞盛已经陆续推出《RoHS 及

Reach 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锂离子电池检测整体解决方案》、《玩具及婴童用品有害物质检测方案》、
《食品行业检测应用方案》、《医疗器械行业有害物质检测方案》《贵金属元素测试方案》等，瑞盛做到
的不仅仅只是简单贩卖仪器；

瑞盛科技本着客户至上、诚信经营的原则。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近年来一直不断拓宽产品线，提高

销售人员素质，培养技术人员、建设完善售后服务团队，致力于将国内外最好的产品推荐给用户，并把客

户的满意度作为公司的最高荣誉；公司经过数年耕耘，已经拥有数量众多的用户。广泛分布在电子电器制造、
塑胶、五金、玩具、钢铁、有色、化工、石油、生物医药、检验检疫等行业 。

2002 年 瑞胜科技有限公司于香港注册成立 ;

2004 年 深圳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立足电子、仪器行业，以市场开发、渠道建立为公司发展方向 ;
2005 年 成为日本岛津签约代理商 ;

2006 年 产品范围扩大至色谱、质谱及环境科学，涉足更加广泛的分析仪器市场 ;
2007 年 获得岛津荧光光谱仪优秀代理商称号 ;
2008 年 成为瑞士万通签约代理商 ;

2008 年 获得岛津 2008 年上期优秀代理商称号 ; 同年再次获得岛津 2008 年下期优秀代理商称号 ;
2009 年 获得岛津 2009 年上期优秀代理商称号 ; 同年再次获得岛津 2009 年下期最佳代理商称号 ;
2010 年 获得岛津 2010 年上期最佳代理商称号 ; 同年再次获得岛津 2010 年下期最佳代理商称号 ;
2011 年 取得了岛津 EDX 系列产品深圳区及粤东区总代理 ;

2011 年 获得岛津 2011 年上期最佳代理商称号 ; 同年再次获得岛津 2011 年下期最佳代理商称号 ;
2012 年 成立深圳市瑞腾仪器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岛津合作开展仪器租赁业务 ;

2012 年与日本岛津合作开展仪器租赁业务，签约成为岛津中国区 EDX 产品租赁独家代理商；
2014 年 5 月正式与世界 500 强企业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提供全套的实验室服务及技术支持

产品范围：光谱、色谱、质谱及前处理产品，提供整套实验室解决方案！

2015 年六月成为赛默飞深圳地区签约代理商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中心路万丰 98 工业区 7 栋 2 楼
电话：0755-8886 6589
传真：0755-2641 0980

邮箱：sales@risun-tec.com
网址：www.risu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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