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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铅阳极膜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李党国*

周根树

(深圳市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摘要

深圳 518060)

利用线性电位扫描法、交流伏安法、电化学阻抗谱(EIS)及 Mott-Schottky 方程, 研究了温度对纯铅在 4.5 mol/L

H2SO4 溶液中形成的阳极腐蚀膜电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温度对膜电化学性能具有显著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升高, 膜
的电阻增加, 孔隙率增加, 传递电阻减小. EIS 结果表明膜的生长遵循固相机理, Mott-Schottky 曲线显示腐蚀膜呈现 n 型
半导体特性, 随着溶液温度升高, 膜内的施主密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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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y of Anodic
Film Formed on Lead
LI, Da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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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Key Laboratory of Special Functional Materials, Shenzhen 518060)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electron property of anodic corrosion film formed on lead in
a 4.5 mol/L H2SO4 solu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A.C. voltammetry,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and Mott-Schottky plo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lm resistance and film porosity increased, but the transfer resistance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The EIS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film growth was controlled by a solid-phase mechanism and
the Mott-Schottky curve revealed that the film exhibited an n-type semiconductive character, and the donor
densit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ment of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Keywords linear sweep voltammetry; A.C. voltammetry;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Mott-Schottky equation; anodic corrosion film

通常, 铅合金由于其优异的耐硫酸腐蚀性能而成为

高阻抗性以及电池的自放电性能[7]. 在电池的实际使用

铅酸蓄电池板栅合金最主要的选择材料. 在实际使用过

过程中, 电池内部的温度会发生变化, 温度的改变有可

程中, 板栅处于活性物质和板栅合金之间, 起到传导电

能影响板栅的电化学性能, 因此有必要研究温度对铅电

流的作用. 然而, 板栅表面容易形成一层腐蚀膜, 这层

化学性能的影响. 然而, 现有的文章很少有研究温度对

腐蚀膜导电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池充放电性能的

铅阳极腐蚀膜电性能的影响. 本文应用线性电位扫描法

优劣. 常用的铅钙合金由于腐蚀膜高的阻抗导致电池的

(LSV) 、 交 流 伏 安 法 (ACV) 、 电 化 学 阻 抗 谱 (EIS) 及

[1 ～ 3]

, 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 对于铅

Mott-Schottky 方程, 研究了温度对纯铅在 4.5 mol/L

锑合金而言, 由于锑低的析氢过电位容易造成电池失水

H2SO4 溶液中形成的阳极腐蚀膜电性能的影响, 以期为

使用性能大大降低

量和自放电量的增加

[4～6]

, 同样使电池难以做到免维护.

新型板栅材料的研制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用纯铅作为电池的板栅材料可以有效地缓解腐蚀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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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有一还原峰, 此还原峰对应二价铅还原成单质铅 [9].

实验

随着成膜温度的升高, 还原峰电流增加, 由于此还原峰
采用三电极系统, Hg/Hg2SO4 电极作参比电极(文中

来自于阳极氧化, 因此, 温度升高, 试样阳极氧化量增

所有电位均相对于此电极而言), 辅助电极为大面积铂

加. LSV 结果表明: 电解液温度升高, 铅酸蓄电池中板

片(10 mm×10 mm). 工作电极为密封于 L 型玻璃管底

栅的腐蚀量会增加.

的 99.99%纯铅, 底部露出的工作面积为 0.785 cm2 的圆
面, 分别用 01#, 02#, 03#和 04#砂纸打磨试样表面, 最后
用 05#砂纸充分磨平, 依次用丙酮和重蒸馏水彻底清洗.
实验前, 先将电极置于－1.2 V 下预先极化 10 min 以去
除加工过程中试样表面所形成的氧化物, 然后将电位阶
跃到 0.9 V, 恒电位极化 1 h 形成腐蚀膜, 接着进行电化
学测试. 电解质溶液分别为 4.5 mol/L H2SO4, 由重蒸馏
水和分析纯浓硫酸配制而成.
电化学测试仪器采用美国 EG＆G 公司的 M273A 型
电化学工作站. 其中线性电位扫描测试的电位范围为:
0.9～－1.2 V, 扫描速率为 2 mV/s. 交流伏安法是将电
极于 0.9 V 下先形成一层腐蚀膜, 然后立即以 2 mV/s 的
速度以 1000 Hz 的频率负向扫描至－1.2 V, 记录膜的实
数部分与扫描电位的曲线. 电化学阻抗谱采用的频率范
围为 100 kHz～100 mHz, 叠加电位为 10 mV. MottSchottky 曲线的电位扫描范围为－0.4～1.0 V, 扫描速
度为 50 mV/s.

2

结果与讨论

2.1 温度对膜的线性电位扫描曲线影响

2.2 温度对膜的交流伏安曲线影响
对铅酸电池而言, 板栅表面所成阳极膜导电性能的
好坏直接关系到电池使用寿命的长短. 在电池实际的使
用环境中, 温度改变也有可能影响到板栅表面阳极膜的
导电性. 图 2 为电极在不同温度和 0.9 V 下所成阳极膜
阻抗实部-扫描电位曲线. 可以看出, 当电位扫描至
－0.5 V 处时出现一峰 a, 在电位扫描至－0.75 V 处时出
现另一峰 b. 其中, a 峰对应于 PbO1＋x (0＜x＜1)还原成
PbO, b 峰对应于 PbO 还原成单质铅[10]. 随着成膜温度升
高, 两峰所对应的电阻增加, 说明溶液温度升高, 所成
阳极膜的电阻值增大. 图中 a 峰的出现说明纯铅阳极膜
中有 PbO2 生成, 由于 PbO2 是一种导电性良好的铅氧化
物, 其在板栅阳极膜中含量越多, 板栅的导电性就越好,
对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就越有益. 由于二价铅氧化成四价
铅的反应为一放热反应, 温度升高, 二价铅向四价铅转
换的趋势就会减小, 因此膜中四价铅氧化物的含量就会
随电解液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PbO2 的含量减小, 膜的导
电性就会降低.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 铅蓄电池中电解液
温度升高, 板栅阳极膜的导电性就会降低, 进而会降低
电池的深充放电性能.

图 1 是铅电极在不同温度 0.9 V 下阳极成膜 1 h, 随
即以 2 mV/s 速度负向扫描所得线性电位扫描曲线, 选
择 0.9 V 成膜是由于这个电位接近于电池深放电后正极
板栅所处的电位[8]. 可以看出, 在电位大约为－0.9 V 左

图 2 不同温度下所成膜的 Zre vs. E 曲线
Figure 2 Zre vs. E plot of the anodic film formed on lead electrode at 0.9 V for 1 h in 4.5 mol/L H2SO4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1 不同温度下所成膜的线性电位扫描曲线
Figure 1 Voltammograms of anodic films formed on lea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1—20 ℃; 2—40 ℃; 3—60 ℃; 4—75 ℃

2.3 温度对膜电化学阻抗谱的影响
为了弄清温度对阳极膜导电性能的影响机理, 本文
研究了不同温度下所成阳极膜的电化学阻抗谱行为. 图
3 是铅电极在不同温度、0.9 V 下成 1 h 所得阳极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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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将 ω＝0 代入阻抗计算公式(1)中可以得到极化电
阻 RP:
1

Z＝Rs＋

1
1
( jω ) yQ1＋
R1
n1

1

＋
n2

( jω ) yQ2 ＋

1
R2 + Z E

(1)

式中 n1, n2, yQ1, yQ2 和 j 为常数.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20 ℃的 RP 为 315855 Ω•cm2; 40 ℃的 RP 为 11677 Ω•cm2;
60 ℃的 RP 为 9265.72 Ω•cm2; 75 ℃的 RP 为 10005.14
Ω•cm2. 可以看出, 随着溶液温度的升高, 极化电阻 RP
呈减小的趋势, 表明温度升高, 基体的腐蚀速率增加.
由此可以推知, 溶液温度升高, 造成腐蚀速率增加的关
键在于离子穿越膜的阻力减小. 由元件随温度的变化趋
势可以推知, 溶液温度升高, 阳极膜的致密性减小, 离
子穿越膜的阻力增加, 同时膜的电阻增加.
图3

0.9 V、不同温度下所成膜的 Nyquist 曲线(a)及其等效

电路图(b)
Figure 3 Nyquist plots (a) and its equivalent electron circuit (b)
of the anodic films formed at 0.9 V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对于铅阳极膜的生长机理主要有两种, 即溶解沉淀
机理[11]和固相机理[12], 前者认为阳极膜由 PbO 微粒组
成, 微粒间液膜为离子通道, 膜电阻可看成为液膜的电
阻; 后者认为, 阳极膜的生长受氧在 PbO 膜中的扩散控
制, 很多实验结果难以支持此机理. 通过阻抗谱的实验

Nyquist 曲线, 可以看出, 不同温度下所成膜 Nyquist 曲

结果可以说明阳极膜的生长受扩散过程控制. 实验结果

线的形状相似, 均由一高频容抗弧和低频 Warburg 阻抗

表明, 随着温度升高膜电阻急剧下降, 膜致密性降低,

组成, 说明阳极膜的形成过程受扩散过程控制. 对阻抗

按照溶解沉淀机理此时离子穿越膜的阻力应该大大降

谱选用了几种等效电路图进行拟合, 结果比较满意的电

低, 而不是实验结果所述的增加, 二者相互矛盾, 说明

路图如图 3b 所示, 其中 RS 为溶液电阻, Q1 为双电层电

此实验结果难以支持溶解沉淀机理. 对于固相机理, 阳

容, R1 为传递电阻, Q2 为膜电容, R2 为膜电阻, W 为扩散

极膜的生长受氧在 PbO 膜中的扩散控制, 而实验结果显

系数倒数. 应用此等效电路图对阻抗谱进行拟合, 其拟

示温度升高膜电阻急剧下降, 膜致密性降低, 扩散过程

合结果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溶液温度升高扩散

变难. 可以这样解释, 随着温度升高, 所生成的 PbO 量

电阻急剧下降, 膜电容增大, 膜电阻增加, 扩散系数减

增加(LSV 实验支持这一结果), 主要是于氧在膜中的扩

小. 温度升高, 一方面腐蚀速率增加; 另一方面膜的生

散所致.

长得到加强, 膜对基体合金的保护作用增强. 两者相互

温度对膜阻抗的影响还可以由稳态钝化电流随温

表 1 等效电路图中各元件的拟合值
Table 1 The fitted values of components in the corresponding
electron-circuit

度的变化关系说明. 图 4 为不同温度下所成腐蚀膜的稳

Temperature/℃
RS/(Ω•cm2)
Q1/(F•cm－2)
n1
R1/(Ω•cm2)
－
Q2/(F•cm 2)

20

40

60

75

1.03

1.01

0.78

0.35

3.79E－5 3.12E－5 5.98E－5 2.08E－4
0.75

0.78

1

0.59

313640

2570

24.72

10.14

2.23E－5 3.31E－5 1.11E－4 1.77E－4

n2

0.92

0.70

0.79

0.68

R2/(Ω•cm2)

2215

9107

9241

9995

－
－
YW/(Ω 1•s 0.5)

3.88E－4 8.18E－4 9.36E－4 2.37E－3

态钝化电流, 可以看出温度升高钝化电流数值增加, 一
方面说明温度升高阳极膜对基体的保护性降低; 另一方
面说明温度升高膜的导电性增强, 这与阻抗谱实验结果
相一致.
2.4 温度对膜的半导体性能的影响
一般而言, 金属或合金表面所成的氧化膜大多呈半
导体特性. 通过对膜半导体性能的考察可以得到膜的一
些电性能和腐蚀方面的信息. 当膜与溶液接触时, 半导
体膜的过剩电荷分布在空间电荷层内, 并出现耗尽层.
这 里 空 间 电 荷 电 容 (C) 与 膜 电 位 (E) 的 关 系 可 由
Mott-Schottky 方程分析[13], 对 n 型半导体膜,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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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2

εε 0 eN D

( E－EFB－

kT
)
e

(2)

式中, ε0 为真空电容率, ε 为室温下钝化膜的介电常数,
ND 为施主浓度, EFB 为平带电位, k 为玻尔兹曼常数, T 为
温度, e 为电子电量(1.602×10－19 C), 室温下 kT/e 约 25

验结果表明, 温度升高膜内 PbO2 的含量减小. 由此可以
推知, 温度升高, PbO 氧化成 PbO2 的趋势减小, 膜内
PbO2 的含量减小, 表明膜内的施主密度减小, 表现在
M-S 曲线上为两直线段的斜率随成膜温度的升高而增
加.

mV, 可忽略不计.

图 5 不同温度、0.9 V 下所成膜的 Mott-Schottky 曲线
Figure 5 Mott-Schottky plots of the anodic film formed at
0.9 V on lea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3

结论
温度可以显著影响铅阳极膜的电化学性能. 温度升

高, 铅电极在 0.9 V 下所成膜的电阻增加, 膜对基体的
保护作用降低. EIS 结果表明膜的生长遵循固相机理,
Mott-Schottky 曲线显示阳极膜呈现 n 型半导体特性, 随
着溶液温度升高, 膜内的施主密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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