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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微结构对等离子喷涂金属支撑 SOF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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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阳极微结构尤其是表面结构的调控对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 的极化与性能具有显著的影响。大气等
离子喷涂 (APS) 和高温烧结是金属支撑 SOFC 阳极功能层最常用的两种制备方法。本文采用 APS 和高温烧结两
种制备方法，在相同的金属支撑体上沉积阳极功能层以获得具有不同阳极 / 电解质界面结构的 SOFC。对两种阳
极功能层的组织结构、表面粗糙度、比表面积和物相构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制备的阳极组织形貌
差别较大，高温烧结的阳极功能层表面具有良好的平整度，而 APS 制备的阳极功能层呈现出典型的层状结构，
表面粗糙度和比表面积较大。从断面形貌中可以看出，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的电解质功能层厚度均一，两种电池阳
极与电解质功能层之间均结合紧密。两种电池的输出性能结果表明，APS 阳极电池具有较高的输出性能和较低的
电极极化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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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mospheric plasma spraying (APS) and high temperature sintering are both commonly used
preparation methods of metal supported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anode functional layer. The microstructure
of anode, especially the surface structur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olar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OFC.
In this paper, two preparation methods, APS and high temperature sintering, were used to deposit SOFC anode
functional layers on the same metal substrate to obtain SOFC with different anode/electrolyte interface structur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urface roughness,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hase composition of the two anode
functional layers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rphology of anodes prepared by the
two methods was quite different. The surface of anode functional layer prepared by high temperature sintering
exhibited good flatness. The anode functional layer prepared by APS presented a typical lamellar structur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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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r surface roughness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As was showed in the section morphology, the thickness of
electrolyte functional layer of the cells which anode prepared by APS was uniform. The anode and electrolyte
functional layer of the two cells were fully bond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ll which anode prepared by APS
performs higher output performance and lower electrode polarization impedance.
Key words: Atmospheric plasma spray; Sintering;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Anode

温烧结是将阳极功能层粉末的浆料用流延法或丝

0 引言

网印刷法制备在基体表面，然后经过长时间高温

固 体 氧 化 物 燃 料 电 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烧结而成。由于金属支撑体的抗氧化性比陶瓷材

SOFC) 是一种全固态发电装置，无噪音，无污染，

料差较多，必须在还原气氛或保护气氛下进行烧

可以直接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拥有极高

结，否则基体的氧化问题会极大地影响电池性能。

[1]

的发电效率，被称作第三代燃料电池 。目前所

长时间烧结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发生元素挥发、界

研究的 SOFC 结构中，主要有管状和平板状两种

面反应、Ni 团聚粗化等问题 [8,9]。Zhou[10] 等采用

基本结构。其中平板状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较为

带铸造、层压和烧结的方法制备了多孔 430 L 不

普遍，具有生产成本低、功率密度高的特点，结

锈钢支撑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结果表明电池在

构简单，方便于电堆集成，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650、700、750 和 800 ℃时的最大功率密度分别

根据强度支撑部件的不同，平板状固体氧化物燃

为 193、418、636 和 907 mWcm-2，进行了 200 小

料电池又被分为电极支撑、电解质支撑和金属支

时的长期测试，认为电池的降解可能是由浸渍纳

撑三种类型

[2-4]

。

米镍催化剂的快速粗化所致。

金属支撑型 SOFC 是一种新型结构，采用多

APS 作为一种快速成型技术，制备周期短，

孔金属板作为支撑体，在其表面制备阳极、电解

对基体热输入小，熔融粒子在基体上沉积凝固形

质和阴极功能涂层。由于支撑体为金属，电极与

成涂层的冷却速度高达 106 K/s，可避免高温共烧

电解质部件可以制备成薄膜形式，大幅降低了电

结过程中金属支撑体的氧化、功能层之间的元素

池内阻与电极极化。相比于其他结构的 SOFC，

扩散、界面之间反应、基体变形翘曲等问题 [11,12]。

金属支撑型 SOFC 具有材料成本低、优异的物理

Zhang[13] 等利用 APS 技术在 430 L 不锈钢支撑体

性能、优异的抗热震性能和允许快速启停等优势

上制备了 Ni-GDC 阳极功能层，研究了多孔支撑

[5,6]

体与阳极功能层之间界面的扩散和氧化行为，样

。
SOFC 的主要的部件有阳极、电解质和阴极，

品在 700℃的潮湿 H2 环境中氧化 1000 h 后，Cr

阳极是气体燃料发生催化氧化反应的场所，是

和 Fe 元素在 Ni-GDC 阳极上的扩散厚度分别为 5

SOFC 最重要的部件之一。在 SOFC 运行时，电

μm 和 2 μm， 说 明 430 L 多 孔 载体 和 Ni-GDC 阳

极极化损失是影响电性能的主要因素。三相界面

极功能层在 SOFC 工况下具有较好的长期稳定性。

理论 (Three-phase Boundary, TPB) 指出 SOFC 的电

另外，APS 技术也可通过喷涂参数的调控，制备

化学反应仅发生在电解质、电极和气相交汇的三

出多孔的阳极结构，满足 SOFC 阳极对特定结构

相界面；三相界面越长，电导率越高，电池性能

的要求 [14,15]。但是由于 APS 技术工艺的特点，涂

越好 [7]。采用不同的制备方法，可以有针对性地

层是由熔融粒子高速撞击到基体表面凝固堆砌形

调控阳极微结构和阳极 / 电解质界面结构，增大

成，所制备阳极功能层表面粗糙度过大，对后续

电池的阳极与电解质功能层的接触面积，提高阳

电解质功能层的制备有一定影响，造成薄厚不均

极的催化活性，进而提高 SOFC 的电化学性能。

的问题，在制备过程中和电池运行时容易引起应

高温烧结和大气等离子喷涂 (APS) 是金属支
撑 SOFC 阳极功能层最常用的两种制备方法。高

力集中，诱发电解质的纵向裂纹，影响电池的输
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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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高温烧结和 APS 两种制备方法来获
得不同表面结构的阳极，使用相同的材料体系进

wt.%)、三乙醇胺 (1.9 wt.%)。
1.2 实验方法

行 SOFC 阳极功能层以及全电池的制备，对比研

分别采用高温烧结和 APS 方法制备金属支撑

究高温烧结和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物理性能和

SOFC 阳极功能层。高温烧结所用的阳极浆料配

全电池的输出性能，探索不同方法的优势。为高

制方法如下：(1) 取适量聚乙烯吡咯烷酮加入适量

温烧结和 APS 技术在金属支撑 SOFC 的应用提供

松油醇中，加热至 80℃溶解；(2) 使用胶头滴管加

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入适量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聚乙二醇和三乙醇胺，
加热搅拌，直至完全混合均匀；(3) 将充分混合均

1 实验

匀的上述有机载体装入玻璃瓶中，置于 5℃以下
温度保存；(4) 将阳极粉末和有机载体按质量比 4:6

1.1 实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本实验室研发的直径 15 mm 的

充分混合。在浆料混合完成后，采用丝网印刷法

Fe24Cr 多 孔 金 属 片 作 为 金 属 支 撑 体。APS 所

将阳极浆料制备在金属支撑体表面，烘干后重复

用 阳 极 粉 末 为 质 量 比 1:1 的 NiO 和 GDC（10

丝网印刷操作一次，再次烘干后将其置于管式气

mol%-Gd2O3 掺 杂 CeO2） 团 聚 粉 末 (TERIO

氛炉（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中，氢气气

CORPORATION, N80898)， 粒 径 范 围 为 20~ 50

氛下 1200℃烧结 2 h 即可。其中 600℃保温 2 h（排

μm； 所 用 电 解 质 材 料 为 烧 结 粉 碎 的 ScSZ（10

除阳极浆料中的有机成分），升降温速度为 2.5℃ /

mol%-Sc2O3 掺杂 ZrO2）粉末 (FUJIMI，565E5)，

min；1000℃以上时，升降温速度为 1℃ /min。

粒径范围为 5~ 25 μm；所用阴极材料为团聚球状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采用北京航天振邦精密

的 La0.6Sr0.4Co0.2Fe0.8O3(LSCF) 粉末 (Sulzer-Metco)，

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大气等离子喷涂系统 (ZB-

粒 径 约 为 20 μm。 用 于 高 温 烧 结 的 阳 极 浆 料 由

80)。此外，为进一步研究不同阳极制备方法对电

NiO-GDC 阳极粉末和五种有机载体组成：阳极粉

池输出性能的影响，在两种阳极功能层表面均进

末为质量比 1:1 的 NiO（青岛天尧实业有限公司，

一步使用 APS 制备电解质 (ScSZ) 和阴极 (LSCF)

GDC-10M）和 GDC（青岛天尧实业有限公司，

功能层。整体的电池结构为多孔金属支撑体 ||NiO-

NiO-01）混合而成，粒径范围分别为 500~ 1000

GDC ||ScSZ || LSCF，两种电池材料体系一致，仅

nm 和 100~ 150 nm；有机载体主要为溶剂、粘结

区别于阳极功能层的制备方法。最后，测试全电

剂、增塑剂和分散剂，具体成分和比例分别为松

池的输出性能及交流阻抗谱并拟合分析。APS 制

油醇 (78.1 wt.%)、聚乙烯吡咯烷酮 (8.37 wt.%)、

备阳极、电解质和阴极功能涂层的具体参数如表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丁 酯 (5.26 wt.%)、 聚 乙 二 醇 (6.36

1 所示。

表 1 大气等离子喷涂制备 SOFC 的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SOFC prepared by APS
参数

NiO/GDC（阳极）

ScSZ（电解质）

LSCF（阴极）

电弧功率 (kW)

32

35

30

Ar 主气 (slpm)

45

45

50

H2 辅气 (slpm)

3

5

1.5

送粉速率 (slpm)

25

25

25

喷涂距离 (mm)

80

80

120

喷枪速度 (mm/s)

450

4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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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全电池的交流阻抗谱采用 Solartron 1260/1287

本研究中阳极功能层和全电池的组织结构使
用场发射扫描电镜 (SEM, Mira 3, TESCAN) 进行
观察。阳极功能层和粉末结构采用 X 射线衍射仪

电化学工作站 (Solartron Mobrey, England) 进行测试
并进行拟合分析。

(XRD-6100, Shimadzu, Japan) 进 行 表 征， 扫 描 速

2 结果及分析

度为 10°·min-1，扫描角度为 20-80°。阳极功能层

2.1 高温烧结与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的形貌对比

表 面 使 用 3D 激 光 显 微 镜 (VK9700K, KEYENCE

对两种方法制备的阳极功能层表面形貌进行

Corporation, Japan) 对两种阳极功能层表面的 3D

表征，结果如图 1 (a)~(d)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

形貌进行观察，并对其粗糙度和比表面积进行测

高温烧结制备的阳极功能层表面呈现出很多细小

量。进行全电池性能测试时，将金属支撑 SOFC

颗粒连接在一起的状态，低倍和高倍下都较为平

密封于陶瓷管并置于管式炉中进行，升温速度为

整；而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表面粗糙度较大，涂

5℃ /min，测试温度为 750℃、700℃、650℃、600 ℃，

层呈现出典型的层状结构，并且在高倍图片中可

阳极侧通入氢气，阴极侧通入氧气，气体流量均

以看到未熔颗粒（如图 1 (d) 中箭头 A 所示位置）

为 60 mL/min。全电池的输出性能采用 2440 5A

和微裂纹（如图 1 (d) 中箭头 B 所示位置）。这些

SourceMeter(Keithley, USA) 电源测试设备进行测

未熔颗粒可能是由于部分粉末加热时间短或未到

(a)

(b)

100μm
(c)

10μm
(d)

B

100μm

A

图 1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表面形貌：(a), (b) 烧结阳极；(c), (d)APS 阳极
Fig.1 Surface morphology of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 (b)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c),(d) anode prepared by APS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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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受热区而形成；微裂纹是由于扁平粒子在凝固

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种阳极功能层的表面状态，

时温度从熔点附近快速降低到较低温度的冷却过

使用 3D 激光显微镜对两种阳极功能层表面的 3D

程中产生的淬火应力导致。阳极材料为陶瓷，脆

形貌进行观察（如图 2 所示）。两种阳极功能层

性大，施加在扁平粒子上的拉伸淬火应力产生时，

表面状态差别较大，高温烧结的阳极功能层表面

若不能通过塑性变形而很快释放，就只能以裂纹

保留了丝网印刷时的平整度，而 APS 制备的阳

的形式呈现。另外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时，由于

极功能层是由熔融状态的粒子撞击基体后逐层堆

陶瓷涂层与金属基体结合良好，未对基体进行预

砌而成，表面粗糙度较大。如图 3 所示，对两种

热，扁平粒子凝固时温度梯度较大，淬火应力较

阳极功能层表面的粗糙度和比表面积进行了分

大，所以裂纹尺度较大。阳极功能层为多孔结构，

析：高温烧结阳极功能层的粗糙度 Ra≈2.2 μm，

微裂纹对阳极性能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后续电解

比表面积约 4.3；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粗糙度

质的制备。

Ra≈7.0 μm，比表面积约 7.1。

(a)

31.6µm

(b)

108.7µm

25.2

86.9

21.6

74.5

18.0

62.1

14.4

31.6µm

49.7

108.7µm

10.8

37.2
24.87

7.2

12.4

3.6

0.0

0.0

500.0

500.0
250.0
500.0
0.0µm

705.5

250.0

250.0

500.0

0.0µm

0.0µm

0.0µm

705.5

250.0

图 2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表面 3D 形貌图：(a) 烧结阳极；(b)APS 阳极
Fig.2 3D topography of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b) anode prepared by APS

2.2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物相结构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制备方法的阳极功能层在制备
过程中的反应过程，分析不同制备方法对阳极功
能层物相结构的影响，对两种方法制备的阳极功
能层和阳极粉末进行了 X 射线衍射分析，图 4 为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和阳极粉末的 XRD 图
谱。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的
物相结构与原始阳极粉末一致，在制备过程中没
有产生新的物质；而高温烧结阳极功能层由于是
在 H2 的保护气氛下进行烧结，所有 NiO 均被还
图 3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粗糙度
和比表面积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of roughness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原成了金属 Ni。此外，在高温烧结阳极功能层
的 XRD 图谱中还出现了 NiCx 物质的峰，可能是
NiO 和阳极浆料中的部分有机载体发生反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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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全电池形貌比较
为了进一步对比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
性能，在两种阳极功能层表面进一步使用 APS 制
备电解质 (ScSZ) 和阴极 (LSCF) 功能层，制备出
两种材料体系相同的电池（以下称高温烧结阳极
电池和 APS 阳极电池）。为了保证实验准确性，
两种方法制备的阳极功能层厚度均控制在 30~40
μm，两种电池的电解质和阴极功能层为 APS 同
时制备，厚度分别为 50 μm 和 20 μm。
图 5 为两种电池的截面形貌。图中两种电池
结构相同，从下到上依次为多孔金属支撑体、阳
图 4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和阳极粉末的 XRD 图谱
Fig.4 XRD patterns of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nd anode powders

极功能层、电解质功能层和阴极功能层。从图中

成了 NiCx，而在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中未出现该

而 APS 阳极电池的电解质功能层明显薄厚不均，

物质。

但两种电池阳极与电解质功能层之间均结合紧密。

(a)

可以看出，由于阳极功能层表面粗糙度较小的原
因，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的电解质功能层厚度均一，

(b)

20μm

100μm
(c)

(d)

100μm
图 5 两种电池的截面形貌：(a), (b) 高温烧结阳极电池；(c),(d) APS 阳极电池
Fig.5 Section morphology of cell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 (b)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c), (d) anode prepared by APS

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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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高温烧结阳极在还原气氛下长时间的

℃、650 ℃、600 ℃时：高温烧结阳极电池（图 6 (a)）

烧结过程，NiO 经还原后发生体积变化，高温烧

开路电压分别为 0.975 V、0.975 V、0.956 V、0.907

结阳极电池中阳极功能层孔隙明显多于 APS 阳极

V，最大功率密度为 714.29 mW/cm2、456.00 mW/

电池，在 APS 阳极电池的阳极功能层中出现了分

cm2、289.93 mW/cm2、175.36 mW/cm2；APS 阳极

层的界面（如图 5 (d) 中箭头所示）。

电池（图 6 (b)）开路电压分别为 0.965 V、0.981 V、

2.4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的全电池性能比较

0.993 V、0.999 V， 最 大 功 率 密 度 为 937.50 mW/

针对两种电池进行输出性能测试和交流阻抗
谱测试，图 6 为两种电池的输出性能及性能对比

cm 2、671.43 mW/cm 2、433.93 mW/cm 2、267.86
mW/cm2。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温度分别为 750 ℃、700
(a)

(b)

(c)

图 6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的全电池输出性能：(a) 烧结阳极；(b)APS 阳极；(c) 性能对比
Fig.6 Performance of SOFC which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s were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b)Anode prepared by APS; (c)Comparison

从图 6 (c) 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APS 阳极电
池开路电压 (OCV) 随温度上升而下降，高温烧结

整体来看，APS 阳极电池在四个温度的最大功率
密度都显著高于烧结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电池。

阳极电池开路电压 (OCV) 随温度上升而呈现上升

测试电池输出性能的同时，对电池的交流阻

趋势，两种电池的开路电压 (OCV) 在四个温度均

抗谱也进行了测试，二者测试条件相同，结果如

在 0.9 V 以上；从两种电池的最大功率密度来看，

图 7 所示。交流阻抗谱中不同频率范围代表不同

二者变化趋势相同，随温度升高都呈增加趋势。

的电极反应过程，可以用来分析电池氧化和还原

(a)

(b)

图 7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全电池的交流阻抗谱：(a) 烧结阳极；(b)APS 阳极
Fig.7 EIS figure of SOFC which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 were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b) anode prepared by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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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中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从而探索影响整

两 种 电 池交 流 阻抗 谱 的 拟 合曲 线 如图 9 所

个电池输出性能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高频阻抗

示，其中 APS 阳极电池的拟合曲线与测量数据

谱的截距通常是表示由电解质层的欧姆电阻 (Rs)，

有较好的匹配性；高温烧结阳极电池低频区域出

高频和低频之间的截距是电极极化电阻 (Rp)，包

现很多乱点，拟合曲线与测量数据匹配性较差，

括阳极和阴极

[16,17]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高温烧结

阳极电池在低频区域出现不规则乱点，高频区域

但其高频区域的拟合曲线与测量数据有较好的匹
配性。
两种电池详细的拟合结果分别列于表 2（高

正常；APS 阳极电池低频和高频区域均正常。从
图中也可以直观地看出两种电池的欧姆阻抗相当，

温烧结阳极电池）和表 3（APS 阳极电池）中。

但 APS 阳极电池极化阻抗更小。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在工作温度为 600℃到

对于两种电池于 600℃ ~750℃下的阻抗谱选

750℃时，Rs 的值变化较小，高温烧结阳极电池

用图 8 的等效电路进行拟合。其中，Rs 为一个电

的 Rs 分别为 0.55 Ω·cm2、0.37 Ω·cm2、0.27 Ω·cm2

阻元件，用于拟合电解质的欧姆阻抗；(R1-CPE1)

和 0.18 Ω·cm2，APS 阳极电池的 Rs 分别为 0.60

与 (R2-CPE2) 为两个并联元件，分别表示高中频下

Ω·cm2、0.36 Ω·cm2、0.23 Ω·cm2 和 0.16 Ω·cm2；

电荷传输与低频下气体扩两个电极过程的拟合，

而 Rp 值变化明显。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的 Rp 分别

R1 和 R2 是高低频过程的电阻，Rp 为 R1 和 R2 之和；

为 1.01 Ω·cm 2 、0.69 Ω·cm 2 、0.40 Ω·cm 2 和 0.22

CPE1 和 CPE2 是 R1 和 R2 的常相位角元件 [18]。

Ω·cm 2 ，APS 阳极电池的 R p 分别为 0.65 Ω·cm 2 、
0.30 Ω·cm 2 、0.13 Ω·cm2 和 0.09 Ω·cm2。整体来
看，在 600 ℃条件下，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的 Rs 低
于 APS 阳极电池，其余温度下，高温烧结阳极电

图 8 SOFC 电池 EIS 等效电路图
Fig.8 EIS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SOFC

(a)

池的 Rs 均高于 APS 阳极电池。高温烧结阳极电
池在四个温度的 Rp 值均高于 APS 阳极电池。
(b)

图 9 两种方法制备阳极功能层全电池的交流阻抗谱及拟合曲线：(a) 烧结阳极；(b)APS 阳极
Fig.9 EIS figure and fitting curve of SOFC which anode functional coating were prepared by two methods:
(a)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b) anode prepared by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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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温烧结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电池在 600~750 ℃的拟合结果
Table 2 Fitting results of cell anode prepared by sintering at 600~750 ℃
Temperature
/℃

Rs
/Ω·cm2

R1
/Ω·cm2

CPE-Q
/S·sn·cm2

CPE-n

R2
/Ω·cm2

CPE-Q
/S·sn·cm2

CPE-n

Rp
/Ω·cm2

600

0.55

0.24

1.03

1

0.77

0.26

0.41

1.01

650

0.37

0.44

0.20

0.49

0.25

0.40

1

0.69

700

0.27

0.28

0.24

0.55

0.12

0.77

0.97

0.40

750

0.18

0.16

0.40

0.70

0.04

0.15

0.66

0.22

表 3 APS 阳极电池在 600~750 ℃的拟合结果
Table 3 Fitting results of cell anode prepared by APS at 600~750 ℃
Temperature
/℃

Rs
/Ω·cm2

R1
/Ω·cm2

CPE-Q
/S·sn·cm2

CPE-n

R2
/Ω·cm2

CPE-Q
/S·sn·cm2

CPE-n

Rp
/Ω·cm2

600

0.60

0.22

0.04

0.61

0.43

0.11

0.81

0.65

650

0.36

0.21

0.14

0.79

0.09

0.03

0.71

0.30

700

0.23

0.11

0.19

0.78

0.04

0.02

0.80

0.13

750

0.16

0.02

0.02

0.90

0.07

0.32

0.76

0.09

从两种电池的输出性能可以看出，APS 阳极

(1) 两种方法制备的阳极组织形貌差别较大，

电池的性能明显高于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结合交

高温烧结的阳极功能层表面保留了丝网印刷时的

流阻抗谱的拟合结果，可以发现两种电池的欧姆

平整度，呈现出细小颗粒连接在一起的状态，

阻抗 Rs 差别较小，而电极极化电阻 Rp 差别较大。

低倍和高倍下都较为平整，表面粗糙度 Ra≈2.2

结合不同阳极涂层表面的粗糙度与比表面积来看，

μm，比表面积约为 4.3。而 APS 制备的阳极功能

可能是由于 APS 制备的阳极功能层表面粗糙度

层是由熔融状态的粒子撞击基体后逐层堆砌而成，

和比表面积更大，阳极和电解质功能层之间的接

呈现出典型的层状结构，并且在高倍图片中发现

触面积也更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池的反应界

较多未熔颗粒和微裂纹，粗糙度 Ra≈7.0 μm，比

面，也降低了阳极和电解质之间的界面电阻，所

表面积约为 7.1。

以 APS 阳极电池拥有更高的输出性能和更低的电
极极化阻抗。

3 结论

(2) APS 制备阳极功能层的物相结构与原始阳
极粉末一致，在 APS 制备过程中没有产生新的物
质；而高温烧结阳极功能层由于是在 H2 的保护气
氛下进行烧结，所有 NiO 均被还原成了金属 Ni。

本文采用高温烧结和 APS 两种方法在多孔

(3) 高温烧结阳极电池的电解质功能层厚度均

金属支撑体上制备了具有不同阳极表面结构的

一，而 APS 阳极电池的电解质功能层厚度均一性

SOFC 阳极功能层。在此基础上，采用 APS 技术

较差，但两种电池阳极与电解质功能层之间均结

在两种阳极功能层表面制备电解质和阴极功能层，

合紧密。

形成多孔金属支撑体 || NiO-GDC|| ScSZ|| LSCF 电

(4) APS 阳极电池的性能显著高于高温烧结阳

池结构。两种电池材料体系一致，区别在于阳极

极电池，两种电池的欧姆阻抗 Rs 差别较小，而电

功能层的制备方法。通过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主

极极化电阻 Rp 差别较大。这可能是由于 APS 制

要结论：

备的阳极功能层表面粗糙度和比表面积更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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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和电解质功能层之间的接触面积也更大，增加
了电池的反应界面，同时也降低了阳极和电解质
之间的界面电阻，所以 APS 阳极电池拥有更高的
输出性能和更低的电极极化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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