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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锂硫电池本身具有理论能量密度高,比容量高,硫正极材料廉价易得,性能稳定且对环境友
好等特点,在电动汽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锂硫电池成为近些年来电池领域研究的热门之一。
然而由于多硫化物溶解导致的穿梭效应,以及锂负极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产生的锂枝晶问题,极大限制
了锂硫电池的商业化应用。本文主要介绍了锂硫电池电解液和固态电解质方向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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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its high theoretical energy density, high specific capacity, low cost and easy to obtain
sulfur positive material, stable performance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lithium-sulfur battery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refore, lithium-sulfur batte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research field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due to the shuttle effect caused by polysulfide dissolution and the
lithium dendrite problem generated in the charge-discharge cycle of lithium cathode,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lithium-sulfur battery is greatly limited.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lectrolyte and solid state electrolyte of lithium-sulfur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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