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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双极板电解成形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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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模板电解的方法，在 316L 不锈钢基底上蚀刻出平均深度为 400 μm、宽度为 1.0 mm 的双通道蛇形
流场。采用单因素试验分析方法，分别探究加载电压、脉冲频率、占空比及电解时间对蚀刻后流道定域性及
电流效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加载电压为 15 V、脉冲频率为 10 Hz、占空比为 20%、电解时间为 15 min
时，流道定域性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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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electrolytic forming of fuel cell
bipolar plate
XU Zhao, LIANG Bingyan, WANG Meng, WANG Xindong
(School of Metallurgical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 double channel serpentine flow field with an average depth of 400 μm and width of 1.0 mm
was etched on 316L stainless steel substrate by means of template electrolysis. And the effects of loading
voltage, pulse frequency, duty cycle and electrolysis time on the channel locality and current efficiency
after etch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al analysi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loading voltage was 15 V, the pulse frequency was 10 Hz, the duty cycle was 20%, and the
electrolysis time was 15 min, the channel locality was the best.
Key words: electrochemical engineering; bipolar plate; flow channel; electrolytic processing; locality;
curr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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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一种将氢气和氧气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由于其具有能量转换效

率高、环保无污染等优点，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源等方面[1]。随着燃料电池微型化的发展，
金属双极板凭借其致密度高、可塑性强、导电导热性能好等优点，逐渐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2]。目前，
金属双极板的主要成形方法包括：模压成形、冲压成形、光刻成形及电解成形等[3]。与传统机械加工方
法相比，电解加工技术由于其不受材料刚度、强度、韧性的限制，不会产生残余应力，适用于现有的薄
层金属双极板的加工[4~5]。电解加工技术主要是将待蚀刻的工件作为阳极，未保护的金属部分以溶解的形
式去除，从而得到带有所需图案的工件[6]。由于在加工过程中，加载电压、脉冲频率、占空比及电解时
间等因素对加工后阳极工件表面质量影响较大，因此通过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探究阳极工件表面质量
随加工条件的变化规律，从而确定最佳工艺参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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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部分

1.1

材料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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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规格为 60 mm×35 mm、厚度为 1 mm 的 316L 不锈钢（Cr17Ni12Mo2）作为试验材料。试验用电
解液是由质量分数分别为 16%的硝酸钠（AR）、2%的一水柠檬酸（AR）以及质量浓度分别为 4 g/L 的乙
二醇（AR）、0.1 g/L 的无水糖精钠（AR），加去离子水配制成[8]。质量分数为 1%的无水碳酸钠（AR）
溶液作为显影液，质量分数为 25%的氢氧化钠（AR）溶液作为脱模剂，PR3000 感光蚀刻油墨（深圳市
星辉成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作为掩膜剂。
1.2

试验设备
实验室自行搭建的电化学蚀刻装置如图 1 所示。该装置主要由电化学蚀刻系统、循环过滤系统两大

部分构成 [9~11] 。设备主要包括：低频直流脉冲电源（IT6724C），北京新航科技有限公司；磁力循环泵
（MP-6R），温州科威泵业有限公司；东森超声波清洗机（DSZ-1003），深圳市品凰科技有限公司；超声
波清洗机（JP040），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精密电子天平（BSA124S），深圳市怡华新电子有限
公司；涂布试验机（ZY-TB），济南中仪仪器有限公司；晒版机（HJ-3280），东莞市恒锦印刷机械有限公
司；千分表（ACE-G312），东莞市快捷量具仪器有限公司；电子显微镜（B007），深圳超眼科技有限公司。

图1
Fig. 1

1.3

电化学蚀刻装置连接图

Connection diagram of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device

试验内容

1.3.1

试验基本流程

1）将 316L 不锈钢的一面在 800 目砂纸上打磨 30 s，除去表面氧化膜。再用丙酮擦拭，超声水洗 5 min，
烘干后称重，并在涂布机上预涂一层 100 μm 左右的感光油墨，放入 80℃烘箱中固化 100 min 后取出。
然后将印有流道图案的菲林胶片紧贴油墨一侧，在晒版机曝光 40 s 后取出，用带有显影液的毛刷除去油
墨表面未固化的部分，水洗干净后放入 150℃烘箱中继续固化 2 h，制得带有流道镂空图案的阳极工件，
并测量其流道的平均初始宽度。
2）将制备好的阳极工件装入电化学蚀刻槽中，以铅板作为阴极，保持阴阳极间距为 15 mm，注入配
制好的电解液，打开循环泵，待电解液循环 3 min 后，开启脉冲电源。蚀刻结束后，将阳极工件取出，
放入配制好的氢氧化钠溶液中，超声 2 h，去除表面覆盖的感光油墨后，用去离子水冲洗，烘干称重，依
次测量流道的宽度及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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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评价指标

根据电化学蚀刻原理，流道纵向蚀刻速率越大，单位时
间内流道深度的变化量∆h 深越大，越有利于流道的成形。而
随着横向蚀刻速率的提高，流道侧蚀量∆d 宽=d1–d0 增加，使
得蚀刻后流道宽度大于设定值，流道整体定域性下降。因此，
试验中采用蚀刻因子（SK）表示流道定域性程度的大小，
其定义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注：h深 为蚀刻后流道的深度（mm）；d0 为蚀刻前流道的宽度
（mm）；d1 为蚀刻后流道的宽度（mm）

图2

316L 不锈钢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如表 1 所示。电解加
Fig. 2

工过程中，阳极工件表面发生电化学溶解，各元素以对应原
子价态的离子形式进入电解液中。根据法拉第定律，通过阳

蚀刻因子定义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etching factor
definition

极工件蚀刻前后的质量变化，计算出所需要消耗的理论电量。再与实际输出的电量相比可以得出蚀刻过
程中的电流效率[6]。电流效率 η 的计算公式如下：

⎛ ωFe
⎞
ω
ω
ω
× nFe + Cr × nCr + Ni × nNi + Mo × nMo ⎟
ArCr
ArNi
ArMo
⎝ ArFe
⎠

( m0 − m1 ) × F × ⎜
η=
=

4 997.19 × ( m0 − m1 )

∫ Idt

∫ Idt

× 100%

× 100%，

其中，m0 为蚀刻前不锈钢质量（g）；m1 为蚀刻后不锈钢质量（g）；F 为法拉第常数 96 485 C/mol；
ωi 为 316L 不锈钢中各元素质量分数（%），i 为 Fe、Cr、Ni、Mo；Ari 为各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ni 为
各元素发生电化学溶解时的转移电子数；I 为蚀刻过程的电流强度（A）；t 为电解时间（min）。
表1
Tab. 1

Main components and contents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相对原子质量 Ar

元素

1.3.3

316L 不锈钢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
转移电子数 n

质量分数/%

Fe

55.85

3

69

Cr

52.01

3

17

Ni

58.69

2

12

Mo

95.95

4

2

试验方法

为研究加载电压 U、脉冲频率 f、占空比 D 及电解时间 t 对 316L 不锈钢双极板电化学蚀刻后流道的
蚀刻因子 SK 以及电流效率 η 的影响，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对单因素条件下不同试验水平进行研究，
其试验因素水平表如表 2 所示。
表2
Tab. 2
水平

试验因素水平表
Test factor level table
因素

加载电压 U/V

脉冲频率 f/Hz

1

5

0.01

占空比 D/%
20

电解时间 t/min
5

2

10

0.1

40

10

3

15

1

60

15

4

20

10

80

20

5

25

100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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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电压对流道定域性及电流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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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采用低频直流脉冲电源，设置脉冲频率为 1 Hz，占空比为 50%，加载电压分别为 5，
10，15，20，25 V，加工时间为 10 min，其他试验条件保持一致。
图 3a 反映了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及蚀刻因子随加载电压的变化趋势。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随加载电
压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当加载电压低于 15 V 时，流道蚀刻因子随加载电压的增大而不断增加，并且在
15 V 时达到最大，此后蚀刻因子随加载电压的增大而急剧减小。分析其原因为：随着加载电压的不断提
高，流道表面的电流密度随之增加，由于材料的蚀刻速率与电流密度成正比，因而在电解液流速不充分
的情况下，电解产物不能及时扩散到溶液本体中，从而富集在流道表面，阻碍了电解反应的进行，造成
阳极极化加剧，对电流效率的提高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加载电压的进一步提高
而不断加剧，因此当加载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电流效率将保持一个较平稳状态。图 3b 反映了不同加
载电压条件下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横向平均蚀刻速率总大于纵向平均
蚀刻速率，并且当电压大于 15 V 时，流道横向平均蚀刻速率较纵向平均蚀刻速率增速明显。经过计算发
现，当加载电压由 5 V 升高到 15 V 时，流道的蚀刻因子在不断提高，定域性不断加强，并且在 15 V 时
达到最高水平，此后蚀刻因子随着加载电压的升高而急剧下降。

图3
Fig. 3

2.2

加载电压 U 对电流效率 η 及蚀刻因子 SK（a）、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b）的影响

Effects of loading voltage U on the current efficiency η and etching factor SK (a),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average
etching rate of the flow channel (b)

脉冲频率对流道定域性及电流效率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采用恒电量法，控制总电量为 5 490 C，电流大小为 3 A，占空比为 50%，脉冲频率分

别为 0.01，0.1，1，10，100 Hz，实际加工时间为 30.5 min，其他试验条件保持一致。
图 4 反映了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及蚀刻因子随脉冲频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蚀刻过程中电流效
率随脉冲频率的提高而不断减小。当脉冲频率小于 10 Hz 时，流道蚀刻因子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
在 10 Hz 时达到最高水平，之后随着脉冲频率的进一步提高，蚀刻因子反而下降。图 5 为直流电解加工
与脉冲频率为 1 Hz 时的脉冲电解加工后流道表面形貌的对比图，可以看出，经脉冲电源电解加工后的流
道表面质量较直流电解加工后的流道表面质量有了较大提高，表面缺陷大大减少，有利于后续表面改性
工序的进行。

第13 卷 第1 期
2020 年 3 月

徐

招等：燃料电池双极板电解成形试验研究

102

分析其原因为：由于采用的是低频直流脉冲电
源，其响应速度有限。随着脉冲频率的不断提高，
电压反复升降次数增多，加之阳极工件的溶解反应
需在一定电压条件下进行，因此会造成部分电量的
损失增加，使得电流效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脉
冲电源的脉冲效应能够有效改善加工间隙内物质的
传质速率及电导率分布，有利于流道表面电解产物
的扩散，减少局部腐蚀现象的发生；并且脉冲效应
会随着脉冲频率的增加得到增强，从而提高阳极工
件的集中蚀除能力，改善流道的表面质量及定域性。
由于低频脉冲具有较好的非线性特性，因此当脉冲
频率高于几十赫兹时，非线性特性将逐渐消失，流

图4

脉冲频率 f 对电流效率 η 及蚀刻因子 SK 影响

Fig. 4 Effects of pulse frequency f on current efficiency η and
etching factor SK

道的定域性反而降低。

图5
Fig. 5

2.3

直流电解加工（a）与脉冲电解加工（b）后流道表面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s of the flow channel surface after DC electrolytic machining (a) and pulse
electrolytic machining (b)

占空比对流道定域性及电流效率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采用恒电量法，控制总电量为 5 490 C，电流大小为 3 A，脉冲频率为 1 Hz，占空比分

别为 20%，40%，60%，80%，100%，实际加工时间为 30.5 min，其他试验条件保持一致。
图 6a 反映了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及蚀刻因子随占空比的变化趋势。可知，当占空比由 20%提高到
80%时，蚀刻过程中的电流效率不断增加，蚀刻因子急剧降低。进一步提高占空比到 100%时，电流效率
反而下降，蚀刻因子小幅度提高。这是由于占空比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加载电压变化带来
的电量损失，当占空比达到 100%时，此时即为直流电源，流道表面电解产物不断富集，加上电解液流
速不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流道表面产生浓差极化，电流效率下降。图 6b 为蚀刻过程中流道横向与纵向
平均蚀刻速率随占空比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当占空比由 20%提高至 60%时，流道横向平均蚀刻速率
较纵向平均蚀刻速率增长的速率更快，使得流道定域性在这一区间内急剧减小，此后二者几乎保持一个
定值，流道定域性达到最低水平。因此，减小蚀刻过程的占空比有利于提高蚀刻后流道整体的定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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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空比 D 对电流效率 η 及蚀刻因子 SK（a）、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b）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f duty cycle D on the current efficiency η and etching factor SK (a),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average etching rate of
the flow channel (b)

2.4

电解时间对流道定域性及电流效率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采用低频直流脉冲电源，控制电流大小为 3 A，脉冲频率为 1 Hz，占空比为 50%，实

际加工时间分别为 5，10，15，20，25 min，其他试验条件保持一致。
图 7a 反映了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及蚀刻因子随电解时间的变化趋势。可知，当电解时间为 5～25 min
时，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随电解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减小，而蚀刻因子先不断增大后急剧减小，并在 15 min
时达到最大，流道定域性最佳。其原因为在电解过程初期，溶液中电解产物浓度较低，加上流道深度较
浅，因而流道表面电解产物能够及时扩散到溶液本体中，阳极极化效应较小，对电流效率影响不大。但
随着电解时间的进一步增加，流道表面电解产物浓度不断增加，阳极极化加剧，电流效率急剧减小。图 7b
为不同电解时间条件下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
刻速率均随电解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并且当电解时间小于 15 min 时，流道横向平均蚀刻速率减小幅
度远大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使得流道的定域性在 15 min 时达到最大，说明减小电解时间有利于提高流
道整体的定域性。

图7
Fig. 7

电解时间 t 对电流效率 η 及蚀刻因子 SK（a）、流道横向与纵向平均蚀刻速率（b）的影响

Effects of electrolysis time t on the current efficiency η and etching factor SK (a),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average
etching rate of the flow channe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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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过程中还发现，在 25 min 时，用毛刷刷去流道表面覆盖的电解产物，再相应延长电解时间至
30～35 min，也能够有效提高流道整体的定域性以及减缓电流效率的衰减速率，这一点由图 7a 中可以看
出。并且，随着流道表面电解产物的去除，在较短时间内，流道纵向平均蚀刻速率得到了部分提高，使
得流道整体定域性得到改善。由此可知，及时去除流道表面的电解产物，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
图 8 为不同电解时间下流道表面的扫描电镜图，可以看出，当电解时间控制在 15 min 以内时，流道
表面十分光滑，缺陷相对较少；但随着电解时间的不断增加，流道表面开始变得粗糙，缺陷增多。即使
在 25 min 时去除表面电解产物后，流道的表面形貌并没有较大改善。因此，尽量缩短电解时间，有利于
提高流道表面的光洁度，便于后续流道表面改性工艺的进行。

图8
Fig. 8

3

不同电解时间下流道表面扫描电镜图

SEM images of the flow channel surface at different electrolysis time

结论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1）蚀刻过程中电流效率随加载电压的升高不断增加，并且当加载电压小于 15 V

时，通过提高加载电压能够有效改善流道整体的定域性，当加载电压控制在 15 V 时，流道质量最佳；
2）脉冲电源的脉冲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流道表面整体质量，并且控制脉冲频率在 10 Hz 左右时流道的定域
性最高，但电流效率会随脉冲频率的增加而不断降低；3）蚀刻过程中占空比的提高会使得流道整体定域
性降低，但是电流效率会有所提高，当占空比为 20%时，流道定域性最好；4）随着电解时间的不断增
加，电流效率会不断降低，并且缩短电解加工所需时间，有助于提高流道整体定域性以及流道表面质量，
减少表面缺陷的生成，将电解时间控制在 15 min 内有利于流道定域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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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采用单因素试验分析方法，分析了蚀刻后流道表面质量及电流效率随电解加工条件变化的
客观规律，为今后金属双极板电解加工成形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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