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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在纯相三

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表面

包覆一层氧化铁包覆层，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

分子式为xFe2O3-LiNi1/3Co1/3Mn1/3O2。还公开了上

述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采用共沉

淀-高温固相法先制备出纯相三元正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接着将柠檬酸铁溶于去离子

水中，再将三元正极材料加入澄清的柠檬酸铁水

溶液中，充分混合均匀、烘干，然后将所得固体产

物研磨，在空气气氛下进行高温煅烧，最后冷却

至室温，得到氧化铁包覆的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本发明相比于未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表现

出更好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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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在纯相三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

3Co1/3Mn1/3O2表面包覆一层氧化铁包覆层，其中纯相三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3Co1/

3Mn1/3O2和氧化铁包覆层的质量比为1：0.01～0.03，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分子式为

xFe2O3-LiNi1/3Co1/3Mn1/3O2,x＝0.01、0.02或者0.03；

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称取二水乙酸锂、四水乙酸镍、四水乙酸钴、四水乙酸锰和草酸，所述的二水乙酸锂、

四水乙酸镍、四水乙酸钴、四水乙酸锰和草酸的摩尔比为1.05:1/3:1/3:1/3:1；

2)一个制备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的步骤，将四水乙酸镍、四水乙酸钴和

四水乙酸锰混合于第一个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磁力搅拌直到完全溶解，同时，将草酸置于

另一个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超声震荡直至完全溶解，然后将草酸溶液加入到第一个容器

中形成白色乳浊液，将白色乳浊液在60℃保温8-10h，并不断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均匀直至

反应完全，然后将白色乳浊液过滤、洗涤，并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得到白色黏状沉淀物质；

3)将白色黏状物质在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3Mn1/3C2O4，将白色

固体研磨,与二水乙酸锂混合均匀并研磨得到白色粉末，将白色粉末放到管式炉在空气氛

围中进行煅烧，控制升温速率为3℃/min升温至400～500℃，保温5h随即升温至750～950℃

保温12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使用研钵研磨1.5～2h，即得到纯相LiNi1/

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

4)将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研磨，并称取一定质量的上述合成的纯相三

元正极材料，按上述包覆质量百分比得出所需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所需柠檬

酸铁的质量，称取不同包覆质量百分比下氧化铁对应的柠檬酸铁于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

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加入其中，60

℃恒温保温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再将混合溶液升高至80℃温度使其溶液挥发，并将其放入

烘箱烘干、研磨,接着控制升温速度为3℃/min，升温至900～1000℃在空气气氛下保温5h，

随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经研磨后得到氧化铁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用的C2H3O2Li·2H2O可

用LiOH·H2O或Li2CO3替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用的C4H6MnO4·4H2O可

用MnCO3或MnCl2·6H2O替代。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用的C4H6CoO4·4H2O可

用CoCl2·6H2O替代。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用的C4H6NiO4·4H2O可

用CoCl2·6H2O代替。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用的草酸可用酒石酸

或丁二酮肟代替。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用的空气可用

氧气代替。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768628 B

2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化学领域，涉及一种锂电池，具体来说是一种锂离子电池的正极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市场中最常用的化学储能装置，也是目前商业化的二次电池中

能量密度最好的化学电源。且其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各种便携式

电子设备(电脑，平板和手机等等)，并且在电动汽车和智能电网等大型储能装置上有广阔

的应用空间。

[0003]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是LiCoO2，但是LiCoO2价格昂贵，且Co金属

有一定的毒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LiCoO2电池在电动汽车和大规模储能等领域的应用。

目前，在众多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里，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综合了LiCoO2，

LiNiO2，LiMnO2三种层状材料的优点，具有容量高，循环性能好，安全和低成本等优点。其一

经问世便很快的商业化。但其仍有电子导电性不好、循环性能差和倍率性能不佳等问题，限

制了其进一步大规模的应用。

[0004] 针对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电子导电性不好、循环性能差和倍率性能不

佳等缺点，目前对其进行改性的研究也很多。而表面包覆对三元正极材料的循环性能和倍

率性能的提升有很好的效果。各种氧化物和氟化物等已广泛的应用于包覆三元正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并且在改善三元材料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等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其

仍有电子导电性不好和循环性能差等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的这种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要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三元

LiNi1/3Co1/3Mn1/3O2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差和倍率性能不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在纯相三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

3Co1/3Mn1/3O2表面包覆一层氧化铁包覆层，其中纯相三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3Co1/

3Mn1/3O2和氧化铁包覆层的质量比为1：0.01～0.03，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分子式为

xFe2O3-LiNi1/3Co1/3Mn1/3O2,x＝0.01、0.02或者0.03。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称取二水乙酸锂、四水乙酸镍、四水乙酸钴、四水乙酸锰和草酸，所述的二水乙

酸锂、四水乙酸镍、四水乙酸钴、四水乙酸锰和草酸的摩尔比为1.05:1/3:1/3:1/3:1；

[0009] 2)一个制备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的步骤，将四水乙酸镍、四水乙

酸钴和四水乙酸锰混合于第一个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磁力搅拌直到完全溶解，同时，将草

酸置于另一个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超声震荡直至完全溶解，然后将草酸溶液加入到第一

个容器中形成白色乳浊液，将白色乳浊液在60℃保温8-10h，并不断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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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直至反应完全，然后将白色乳浊液过滤、洗涤，并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得到白色黏状沉淀

物质；

[0010] 3)将白色黏状物质在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3Mn1/3C2O4，将

白色固体研磨,与二水乙酸锂混合均匀并研磨得到白色粉末，将白色粉末放到管式炉在空

气氛围中进行煅烧，控制升温速率为3℃/min升温至400～500℃，保温5h随即升温至750～

950℃保温12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使用研钵研磨1.5～2h，即得到纯相

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

[0011] 4)将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研磨，并称取一定质量的上述合成的纯

相三元正极材料，按上述包覆质量百分比得出所需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所需

柠檬酸铁的质量，称取不同包覆质量百分比下氧化铁对应的柠檬酸铁于容器中，加入去离

子水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纯相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料加入其

中，60℃恒温保温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再将混合溶液升高至80℃温度使其溶液挥发，并将其

放入烘箱烘干、研磨,接着控制升温速度为3℃/min，升温至900～1000℃在空气气氛下保温

5h，随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经研磨后得到氧化铁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

[0012] 进一步的，所用的C2H3O2Li·2H2O可用LiOH·H2O或Li2CO3替代。

[0013] 进一步的，所用的C4H6MnO4·4H2O可用MnCO3或MnCl2·6H2O替代。

[0014] 进一步的，所用的C4H6CoO4·4H2O可用CoCl2·6H2O替代。

[0015] 进一步的，所用的C4H6NiO4·4H2O可用CoCl2·6H2O代替。

[0016] 进一步的，所用的草酸可用酒石酸或丁二酮肟代替。

[0017] 进一步的，步骤3)所用的空气可用氧气代替。

[0018] 本发明的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是在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材料表

面包覆一层氧化铁包覆层。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是共沉淀-高温固相法，先合成纯相三元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即先按一定摩尔配比将镍钴锰的乙酸盐溶解于容器中，再将

与之对应量的草酸溶液加入其中。在密闭环境中将其恒温搅拌以致充分反应，再将其过滤

并反复洗涤，并放入鼓风干燥箱中烘干。将烘干后的固体研磨称量并加入与之对应量的乙

酸锂混匀并充分研磨。再将其转移至管式炉高温煅烧并冷却至室温得到纯相三元正极材

料。将纯相三元正极材料研磨加入与之有一定量配比的柠檬酸铁溶液，一定温度恒温保温

搅拌使其充分混合，再将混合溶液升高温度使其溶液挥发，并将其放入烘箱烘干、研磨高温

煅烧得到氧化铁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

[0019] 本发明是在纯相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表面包覆一层氧化铁包覆层，形

成的分子式为xFe2O3-LiNi1/3Co1/3Mn1/3O2(x＝1wt％,2wt％和3wt％) ,该包覆后的三元正极

材料在0.1C下进行充放电，充放电电压范围为3.0-4.8V，最大放电容量达到193.5mAh/g。并

且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容量保持率。

[0020] 本发明利用金属氧化物制备氧化铁包覆的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是解

决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循环性能差和倍率性能不佳的简单而有效地方

法。

[0021] 本发明由于LiNi1/3Co1/3Mn1/3O2材料表面被包覆上一层均匀的氧化铁包覆层，该氧

化铁包覆层可以避免电解液与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的直接接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电解液与电极材料之间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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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和目前已有的技术相比，其技术进步是比较显著的。本发明是在三元正极

材料LiNi1/3Co1/3Mn1/3O2表面包覆了一层均匀的氧化铁包覆层，由于LiNi1/3Co1/3Mn1/3O2材料

表面氧化铁包覆层的存在，使得得到的三元正极锂离子电池材料具有好的结构稳定性能，

其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相对于纯相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有明显的提升。最终得

到一种具有较高充放电容量、优异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的锂离子电池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以及实施例1、

实施例2、实施例3和实施例4所得到的氧化铁包覆的LiNi1/3Co1/3Mn1/3O2三元材料的XRD图。

[0024] 图2是实施例1所得到的氧化铁包覆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的TEM图。

[0025] 图3是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以及实施例1、

实施例2和实施例3所得到的氧化铁包覆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在0.1C下的首次充放

电曲线图。

[0026] 图4是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以及实施例1、

实施例2和实施例3所得到的氧化铁包覆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在0.1C下的循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但并不限制本发明。

[0028] 电池体系的装配：

[0029] a、将本发明所得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做为原料制备正极极片：

[0030] 即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PVDF、乙炔黑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PVDF：乙炔黑的

质量比为8:1:1的比例混合，以N-甲基吡硌烷酮(NMP)为溶剂，通过球磨搅拌制成均匀浆料，

涂布在铝箔上，于100℃恒温烘箱中真空烘干备用；

[0031] b、以锂片材料作为负极极片

[0032] c、采用上述的正、负极片，用含1M  LiPF6/(EC(碳酸乙烯酯)+DMC(碳酸二甲酯)+

EMC(碳酸甲基乙基酯)，其中EC：DMC：EMC体积比为1：1：1的有机溶液作为电解液，装配成纽

扣电池。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即在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表面包覆一层氧

化铁包覆层，当纯相三元正极材料与包覆的氧化铁质量比为1：0.02，即得到氧化铁包覆量

为百分之二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

[0035] 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共沉淀-高温固相法制备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37] 称取1.74188g  C4H6NiO4·4H2O、1.74356g  C4H6NiO4·4H2O和1.71563g  C4H6MnO4·

4H2O于容器中，加入4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混匀，接着称取2.64747g草酸于另

一容器加3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将草酸溶液缓慢加入镍钴锰混合的乙酸盐溶

液中，接着将容器封口使其在60℃水浴保温9h形成乳白色浊液。然后将白色浊液过滤洗涤

得到白色黏状物质，并放于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3Mn1/3C2O4。将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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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研磨称量计算得出摩尔数，并称取与之对应量的二水乙酸锂(按摩尔比C2H3O2Li·

2H2O：Ni1/3Co1/3Mn1/3C2O4＝1.05:1)，将两者混匀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

min升温至500℃在空气氛围下保温5h，紧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保温12h然后

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38] 上述所用的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酸

的用量，按摩尔比计算，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

酸为1.05:1/3:1/3:1/3:1，其中多加5％过量锂是弥补高温煅烧下锂挥发的损失。

[0039] (2)、称取一定量的上述(1)中合成的纯相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按包覆质

量2％得出所需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出所需柠檬酸铁的质量，称取包覆2％氧

化铁对应的柠檬酸铁置于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三

元纯相正极材料加入其中，在磁力搅拌60℃保温4h使其充分混匀，再将温度调到80℃使水

分挥发，然后将剩余物质放入烘箱中烘干后研磨，接着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

min，升温至900℃在空气气氛下保温5h，随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经研磨后得

到2wt％Fe2O3-LiNi1/3Co1/3Mn1/3O2。

[0040] 实施例2

[0041]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即在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表面包覆一层氧

化铁包覆层，当纯相三元正极材料与包覆的氧化铁质量比为1：0.01，即得到氧化铁包覆量

为1％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

[0042] 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共沉淀-高温固相法制备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44] 称取1 .74188g的C4H6NiO4·4H2O、1 .74356g的C4H6NiO4·4H2O和1 .71563g的

C4H6MnO4·4H2O于容器中，加入4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混匀，接着称取2.64747g

草酸于另一容器中加3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将草酸溶液缓慢加入镍钴锰混合

的乙酸盐溶液中，接着将容器封口使其在60℃水浴保温9h形成乳白色浊液。然后将白色浊

液过滤、洗涤得到白色黏状物质，并放于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

3Mn1/3C2O4。将白色固体研磨称量计算得出摩尔数，并称取与之对应量的二水乙酸锂(按摩尔

比C2H3O2Li·2H2O：Ni1/3Co1/3Mn1/3C2O4＝1.05:1)，将两者混匀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

速度为3℃/min升温至500℃在空气氛围下保温5h，紧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

保温12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

材料。

[0045] 上述所用的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酸

的用量，按摩尔比计算，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

酸为1.05:1/3:1/3:1/3:1，其中多加5％过量锂是为了弥补高温煅烧下锂挥发的损失。

[0046] (2)、称取一定量的上述(1)中合成的纯相三元正极材料，按包覆质量1％得出所需

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出所需柠檬酸铁的质量，称取包覆1％氧化铁对应的柠檬

酸铁于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三元纯相正极材料加

入其中，在磁力搅拌60℃保温4h使其充分混匀，再将温度调到80℃使其挥发，将挥发后物质

放入烘箱烘干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min升温至900℃在空气氛围下保

温5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1wt％Fe2O3-LiNi1/3Co1/3Mn1/3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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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实施例3

[0048]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即在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表面包覆一层氧

化铁包覆层，当纯相三元正极材料与包覆的氧化铁质量比为1：0.03时，即得到氧化铁包覆

量为3％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

[0049] 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0] (1)、共沉淀-高温固相法制备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51] 称取1.74188g  C4H6NiO4·4H2O、1.74356g  C4H6NiO4·4H2O和1.71563g  C4H6MnO4·

4H2O于容器中，加入4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混匀，接着称取2.64747g草酸于另

一容器加3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将草酸溶液缓慢加入镍钴锰混合的乙酸盐溶

液中，接着将容器封口使其在60℃水浴保温9h形成乳白色浊液。然后将白色浊液过滤、洗涤

得到白色黏状物质，并放于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3Mn1/3C2O4。将白色

固体研磨称量计算得出摩尔数，并称取与之对应量的二水乙酸锂(按摩尔比C2H3O2Li·

2H2O：Ni1/3Co1/3Mn1/3C2O4＝1.05:1)，将两者混匀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

min升温至500℃在空气氛围下保温5h，紧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保温12h然后

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52] 上述所用的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酸

的用量，按摩尔比计算，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

酸为1.05:1/3:1/3:1/3:1，其中多加5％过量锂是为了弥补高温煅烧下锂挥发的损失。

[0053] (2)、称取一定量的上述(1)中合成的纯相三元正极材料，按包覆质量百分之三得

出所需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所需柠檬酸铁的质量，称取包覆3％氧化铁对应的

柠檬酸铁于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三元纯相材料加

入其中，在磁力搅拌60℃保温4h使其充分混匀，再将温度调到80℃使其挥发，将挥发后物质

放入烘箱烘干、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min升温至900℃在空气氛围下保

温5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3wt％Fe2O3-LiNi1/3Co1/3Mn1/3O2。

[0054] 实施例4

[0055]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即在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表面包覆一层氧化铁

包覆层，当纯相三元材料与包覆的氧化铁质量比为1：0.04，即得到氧化铁包覆量为4％的三

元正极材料。

[0056] 上述的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7] (1)、共沉淀-高温固相法制备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0058] 称取1.74188g  C4H6NiO4·4H2O、1.74356g  C4H6NiO4·4H2O和1.71563g  C4H6MnO4·

4H2O于容器中，加入4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混匀，接着称取2.64747g草酸置于

另一容器加30ml去离子水并磁力搅拌使其溶解。将草酸溶液缓慢加入镍钴锰混合的乙酸盐

溶液中，接着将容器封口使其在60℃水浴保温9h形成乳白色浊液。然后将白色浊液过滤、洗

涤得到白色黏状物质，并放于鼓风干燥箱内80℃烘干得到白色固体Ni1/3Co1/3Mn1/3C2O4。将白

色固体研磨称量计算得出摩尔数，并称取与之对应量的二水乙酸锂(按摩尔比C2H3O2Li·

2H2O：Ni1/3Co1/3Mn1/3C2O4＝1.05:1)，将两者混匀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

min升温至500℃在空气氛围下保温5h，紧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保温12h然后

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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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上述所用的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酸

的用量，按摩尔比计算，C2H3O2Li·2H2O：C4H6NiO4·4H2O：C4H6CoO4·4H2O：C4H6MnO4·4H2O：草

酸为1.05:1/3:1/3:1/3:1，其中多加5％过量锂是弥补高温煅烧下锂挥发的损失。

[0060] (2)、称取一定量的上述(1)中合成的纯相三元正极材料，按包覆质量百分之四得

出所需氧化铁质量，根据元素追踪法换算出所需柠檬酸铁的质量，称取包覆4％氧化铁对应

的柠檬酸铁于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在磁力搅拌下使其溶解，将先前称好的三元纯相正极

材料加入其中，在磁力搅拌60℃保温4h使其充分混匀，再将温度调到80℃使其挥发，将挥发

后物质放入烘箱烘干研磨，进行高温煅烧，控制升温速度为3℃/min升温至900℃在空气氛

围下保温5h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得到黑色粉末，研磨后得到4wt％Fe2O3-LiNi1/3Co1/3Mn1/

3O2。

[0061] 采用Bruker公司型号为D8ADVANCE型的X射线衍射仪对上述实施例1(1)中所得到

的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Fe2O3-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实施例2得到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3得到的3wt％

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和实施例4中得到的4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

材料分别进行测试，所得到的XRD图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合成的所有样品都有相同

的衍射峰，与标准PDF卡片对比，所有样品都具有单晶相六面体α-NaFeO2结构，属于R  3-m空

间群。而实施例4中得到的4％氧化铁包覆三元材料的样品有氧化铁的衍射峰出现，而与其

它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三元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

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

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的衍射峰中均没有氧化铁的

衍射峰出现。说明当在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表面包覆少量的氧化铁并不会影响

材料的晶体结构。

[0062] 用FEI  TecnaiG2  20型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实施例1所得的2％氧化铁包覆的三元正

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进行透射电镜测试，所得的TEM图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所

合成的材料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包覆层，根据投放的原料和成分分析，可以断定材料表面的

薄薄的包覆层是氧化铁包覆层，同时从图中也可以看出氧化铁包覆层有6-8nm，均匀地附着

在正极材料的表面。而氧化铁包覆层的存在能够阻止电解液与正极材料的直接接触，抑制

了电解液与正极材料之间副反应的发生，使得电极材料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因此，本发

明最终得到了具有很好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的电极材料。

[0063] 将上述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未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

2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分别装配成纽扣电

池，然后用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LAND电池测试仪器控制恒温25℃的条件下以

0.1C倍率进行充放电测试，充放电电压范围为3.0-4.8V，其充放电结果如图3所示，图3中展

示的是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未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Fe2O3-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和

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组装成电池后在0.1C下的首次充

放电曲线。从图3中可以看出,实施例1所得的纯相未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

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Fe2O3-LiNi1/3Co1/3M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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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2正极材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它们首次放电比容

量分别为187mAh/g、187.7mAh/g、192.5mAh/g和189.2mAh/g；可见实例1、实例2和实例3中氧

化铁包覆后的三元正极材料的首次充放电曲线相对于实例1(1)中的纯相三元材料而言在

充放电容量和充放电电压平台上并没有大的变化。

[0064] 图4展示的是实施例1(1)中所得到的纯相未包覆的LiNi1/3Co1/3Mn1/3O2三元正极材

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1wt％

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

材料组装成电池后在0.1C下3.0-4.8V电压下的循环图。从图4中可以看出，随着循环次数的

增加，容量均有所衰减。而实施例1(1)中得到的纯相未包覆的三元正极材料容量衰减得最

为厉害，而实施例1中得到的2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

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的容量衰减则大大的降低。同时也可以看出实施例1所得到的纯相未包覆的三元

正极材料，实施例2中得到的1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实施例1中得到的

2wt％Fe2O3-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和实施例3中得到的3wt％Fe2O3-LiNi1/3Co1/3Mn1/3O2

正极材料在100个循环后分别还有116.7mAh/g、154.7mAh/g、166.8mAh/g和151.8mAh/g的比

容量。分别对应着63.5％、81.8％、86.7％和80.9％的容量保持率。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氧化

铁包覆可以得到循环性能好的三元正极材料。而当氧化铁的包覆量为2％时，即2wt％Fe2O3-

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有最好的循环性能。

[0065]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一种三元正极锂离子电池材料即2％氧化铁包覆的三元材料

(2wt％Fe2O3-LiNi1/3Co1/3Mn1/3O2)，具有较高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

[0066] 以上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构思下的基本说明，而依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作的任

何等效变换，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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