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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酸酯类被广泛用作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溶剂，但文献对其化学性质报道较少。本文研究了常用碳酸
酯类与常见酸碱性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为溶剂的化学稳定性和电解液废弃物处理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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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液是在电池正、负极之问起传导作用的离

却鲜有文献报道。然而，深入认识这些碳酸酯类的

子导体，它本身的理化性能及其在正负极表面形成

化学反应，如碳酸酯在电池的酸性（氢氟酸、某些

的界面影响着电池的性能【Ｊ Ｊ。电解液溶剂的选择将

酸性添加剂）或碱性（正极材料的残碱、某些碱性

直接影响锂离子电池的性能ｕＪ。当前锂离子电池中

添加剂）环境中的行为，有助于理解电解液或电池

使用最广泛的是碳酸酯类有机溶剂，其中应用最广

的某些性能表现，也为电解液废液的化学处理提供

泛的电解液是以碳酸乙烯酯（ＥＣ）为基础的两组分

理论基础。本文研究了电解液行业中常用的碳酸酯

或多组分的混合溶剂【ｊ圳。最常用的碳酸酯有碳酸乙

与一些常见酸碱物质问的化学反应，以弥补文献在

烯酯（ＥＣ）、碳酸丙烯酯（ＰＣ）、碳酸二甲酯（ＤＭＣ）、

这方面的空白。

碳酸二乙酯（ＤＥＣ）、碳酸甲乙酯（ＥＭＣ）。另外，

本研究所用的硫酸、盐酸、乙酸、氢氧化钠、

电解液中也使用了一部分具有特殊作用的碳酸酯类

氨水、碳酸钠为分析纯试剂，氢氧化钙、草酸、三

作为添加剂ｐ曲】。如碳酸亚乙烯酯（ＶＣ）、氟代碳酸

乙胺为工业级试剂，碳酸酯除氯代碳酸乙烯酯

乙烯酯（ＦＥＣ）、氯代碳酸乙烯酯（ＣＥＣ）等。这些

（ＣＥＣ）外均为电池级，纯度９９．９５％以上。ＣＥＣ为

碳酸酯类在电池中的功能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报

原料（含ＣＥＣ ８０％左右，其余主要为碳酸乙烯酯和

道众多。但是，这些碳酸酯类溶剂的基本化学特性

少量杂质）。实验方法：在玻璃烧杯中加入碳酸酯
２０～３０

ｍＬ，再加入等质量的酸或碱。酸或碱开始

收稿１３期：２０１７一０１．２０；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８。

时用低浓度的溶液，然后根据混合液反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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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升酸或碱溶液的浓度，直到出现显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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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酯与酸的化学反应

１．１线性碳酸酯（ＤＭＣ、ＤＥＣ、ＥＭＣ）和酸反应
线性碳酸酯（ＤＭＣ、ＤＥＣ和ＥＭＣ）与低浓度
的盐酸或硫酸反应缓慢，观察不到明显的反应现象，

４９

此，有机酸酐类添加剂如果水分管控不好转化为有
机酸，对电解液性能的伤害将会迅速增加。

２碳酸酯与碱的化学反应
众所周知，酯类物质在碱性条件下会发生不同

只有当酸的浓度较高（硫酸为４０％，盐酸为２５％）

程度的水解，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化学反应Ｈ Ｊ。将

时，才出现少量的气泡。然而，往以上３种线性碳

几种常用的碱性物质［ＮａＯＨ、Ｃａ（ＯＨ）２、氨水、三乙

酸酯中分别滴加少许的低浓度的有机酸（乙酸为

胺（ＴＥＡ）、Ｎａ２Ｃ０３１不同浓度的溶液分别等量的加

１％，草酸为５％）时，反应出现大量的气泡，且随

入到碳酸酯类中，反应的剧烈程度各不相同。本文

着滴加的有机酸量的增多，反应愈发剧烈。

将侧重描述碳酸酯与３种典型的碱性物质（ＮａＯＨ、

１．２环状碳酸酯（ＥＣ、ＰＣ）和酸反应

ＴＥＡ及Ｎａ２Ｃ０３）间的化学反应，并且在表ｌ中列

往ＰＣ中滴加１５％的Ｈ２Ｓ０４时，反应出现大量
气泡；同样浓度的硫酸加到ＥＣ中，反应无明显现

象，提高Ｈ２Ｓ０４的浓度达到７０％时，ＥＣ才出现微
量的气泡。

出碳酸酯与其它几种酸碱性物质的反应现象。
２．１碳酸酯和ＮａＯＨ溶液的反应
往ＤＭＣ或者ＤＥＣ中加入５％的ＮａＯＨ溶液时，
混合溶液无明显反应现象；当ＮａＯＨ浓度达到１０％

将其它几种酸性溶液分别加入到ＰＣ和ＥＣ中

时出现少量的气泡；而往ＥＭＣ中滴加５％的ＮａＯＨ

时，ＰＣ与低浓度的酸性溶液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反

溶液时，反应就相当剧烈，放出大量的热，产生大

应；而ＥＣ须与高浓度的酸性物质才会发生反应。

量的气泡。比较而言，与强碱作用时，不对称结构

如ＰＣ与浓度为５％的草酸等量混合时，混合液便产

的ＥＭＣ比对称结构的ＤＭＣ或ＤＥＣ要活泼得多。

生大量气泡，ＥＣ与５％的草酸等量混合时，混合液

相较于线性碳酸酯而言，环状碳酸酯与碱性溶

无明显现象，逐步增大草酸的浓度，直至草酸的浓

液的反应则较弱，ＥＣ、ＰＣ与低浓度（浓度小于８％）

度达到饱和浓度（１２．５％）时，ＥＣ与草酸的反应仍

的碱性溶液观察不到反应。如往ＥＣ和ＰＣ中分别加

然是无明显现象。以上实验结果表明，与ＥＣ相比，

入等量的１０％的ＮａＯＨ溶液，两者均只有少量的气

ＰＣ在酸性物质中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

泡产生；提高ＮａＯＨ溶液浓度达到１５％时，ＥＣ与

１．３活泼的碳酸酯ＦＥＣ、ＣＥＣ、ＶＣ和酸的反应

ＮａＯＨ的反应则相当剧烈，出现大量的气泡，而ＰＣ

往ＦＥＣ、ＣＥＣ及ＶＣ中分别加入等量的浓度为

与ＮａＯＨ的混合液只是出现微量的气泡；当ＮａＯＨ

１％的Ｈ２Ｓ０４时，反应无明显现象，逐步提高Ｈ２Ｓ０４

溶液浓度达到２５％时，ＰＣ与ＮａＯＨ的反应也变得

的反应浓度到５％和１０％时，依旧无明显反应，直

比较剧烈，产生大量气泡。

至浓度达到１５％时，３种碳酸酯均有了明显反应，

ＥＣ与ＰＣ在与碱反应的活性上的差异，我们

产生大量的气泡。然而，往ＦＥＣ、ＣＥＣ或ＶＣ中滴

推测是因为ＰＣ的五元环上多了一个甲基，甲基

加少许的浓度为１％的草酸时，反应则相当剧烈，

的位阻效应使得碱对五元环的进攻受限，因此ＰＣ

放出大量的热，产生大量气泡。含有活泼性官能团

与碱反应的活性较ＥＣ有所降低，或者说ＰＣ在碱

（一Ｆ、一Ｃｌ、Ｃ一－－－－Ｃ）的环状碳酸酯易与草酸发生反

性环境中的稳定性比ＥＣ更好一些。这与酸性环

应，但与硫酸的反应活性要低得多。

境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酸性溶液中，ＥＣ反而要比

在锂离子电池生产中，虽然非常关注电解液的
酸度，但其含量非常低，通常在几十个ｐｇ／Ｌ级别，

ＰＣ更稳定。
ＦＥＣ、ＣＥＣ、ＶＣ分别与浓度为５％的ＮａＯＨ溶

如此低浓度的酸，远低于与碳酸酯能够发生明显反

液等质量混合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

应的所需要的浓度，酸的消极作用主要影响到ＳＥＩ

的气泡；尤其是向ＦＥＣ、ＣＥＣ中加入少量的５％的

膜的成膜质量。而且可以看出，碳酸酯对酸的敏感

ＮａＯＨ溶液时，放出大量的热量，产生大量的气泡。

性较低，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些

其原因在于ＣＥＣ和ＦＥＣ中均含有比较活泼的卤素

酸酐（如丁二酸酐）或酸性酯类（硫酸乙烯酯）能

官能团（一ｃｌ、一Ｆ），碱性环境促进了其水解反应，

够用于锂电池电解液的原因之一。但是，从不完全

程度上也比较剧烈，而ＶＣ的反应更可能是碱性环

的实验结果来看，有机酸更容易与碳酸酯反应，因

境下的聚合。

储能科学与技术

５０

２０１７年第６卷

表１碳酸酯与盐酸、乙酸、氢氧化钙和氨水的反应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ｃａｌｃ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本表格中颜色无说明的均为无颜色变化，颜色发生变化的均在表格中有详细说明；ＨＣｌ的最大浓度为３７％，饱和Ｃａ（ＯＨ）２的浓度为０．１％，氨
水的最大浓度为２５％。

２．２碳酸酯和三乙胺（ＴＥＡ）溶液的反应
碳酸酯与有机碱ＴＥＡ的反应较易发生：往线性
碳酸酯（ＤＭＣ、ＥＭＣ、ＤＥＣ）中加入等量的浓度为

ＤＥＣ仍旧反应较弱，只有少量的气泡生成。这进一
步说明了无论是强碱还是弱碱溶液，ＥＭＣ都比
ＤＭＣ或ＤＥＣ更易发生化学反应。

１％的ＴＥＡ水溶液时，都出现了少量的气泡，当ＴＥＡ

ＥＣ与５％的Ｎａ２Ｃ０３溶液反应也比较剧烈；而

浓度提高到５％，混合溶液中的气泡明显变多；当

ＰＣ无明显反应，调高Ｎａ２Ｃ０３溶液浓度到１０％，ＰＣ

ＴＥＡ溶液浓度达到１５％时，反应比较剧烈。

才有少量气泡产生，提高到２５％时，ＰＣ反应才相

ＥＣ与浓度为５％的ＴＥＡ溶液的反应也比较剧
烈；而ＰＣ与５％的ＴＥＡ无明显反应，只有调高ＴＥＡ

对剧烈。这进一步表明了在碱性环境中，ＰＣ的稳定
性更强。

溶液浓度到１０％左右，才有少量气泡产生。这与前

ＦＥＣ、ＣＥＣ与浓度为５％的Ｎａ２Ｃ０３溶液的反应

面描述的ＮａＯＨ的反应特性也是相似的，ＥＣ与碱

就已经比较剧烈，都有白色沉淀物生成，而ＶＣ与

的反应比ＰＣ更为激烈一些。

５％Ｎａ２Ｃ０３溶液作用只有少量的气泡产生。当

当ＴＥＡ的浓度为５％时，ＦＥＣ、ＣＥＣ、ＶＣ与

Ｎａ２Ｃ０３溶液浓度提高到１５％时，ＶＣ与Ｎａ２Ｃ０３的

ＴＥＡ的反应则较为剧烈，产生大量的气泡，这进一

反应才比较剧烈，生成大量白色沉淀，溶液呈黄色，

步说明了含有活泼官能团的碳酸酯类物质较容易与

颜色的变化可能是ＶＣ发生了聚合反应。

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２．３碳酸酯和Ｎａ２Ｃ０３溶液的反应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碳酸酯对碱类物质的
稳定性较差，即使是弱碱碳酸钠都能够发生较剧烈

Ｎａ２Ｃ０３是一种碱性的盐，我们对它与碳酸酯的

的反应。而在锂离子电池中，正极材料如三元材料

反应也进行了比较。实验表明，浓度为１％的Ｎａ２Ｃ０３

中往往存在微量残碱，如氧化锂或氧化镍，电解液

溶液加入到溶剂类碳酸酯中，除ＰＣ外，其余碳酸

一直浸泡着这些材料，碳酸酯类溶剂很容易与这些

酯（ＥＣ、ＤＭＣ、ＥＭＣ、ＤＥＣ）混合液均产生微量

残碱作用导致溶剂分解。在高温下，这一反应更容

的气泡。

易进行，其结果表现为电池的产气以及性能的迅速

调高Ｎａ２Ｃ０３浓度至５％时，ＥＭＣ与Ｎａ２Ｃ０３

劣化。而一些酸酐类添加剂的运用，正是中和了正

溶液反应则较剧烈，有大量气泡生成，而ＤＭＣ和

极材料中这部分残碱，从而减缓碱对溶剂的分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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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升了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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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且随着加水量增多，气泡越多，反应越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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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由于无水的情况下，碳酸酯的水解反应不易

进行，碱性物质促进水解的作用无法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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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酯与酸、碱都能够发生反应。ＦＥＣ、Ｃ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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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的反应活性强于常规碳酸酯。与酸反应，Ｐ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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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性高于ＥＣ，而与碱反应正好相反，ＥＣ活性要高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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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Ｃ和ＤＥＣ。水对碱与碳酸酯的反应速度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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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甚至缺少水的情况下两者原本可以发生反应
的物质竟然都观察不到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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