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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锂离子

电池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锂电池技术领域。包括

如下步骤：第1步，将氢氧化锂25～45份与水25～

30份、乙醇9～15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

的离子液体12～16份进行改性反应；第2步，将磷

酸铁110～14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30～50wt.%的

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的2～4%的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

应物中，搅拌均匀，得到浆料；第3步，将浆料经过

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本发明提

供的磷酸铁锂材料，其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正极

材料时，具有电容量大、放电效率高、循环放电次

数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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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1步，将氢氧化锂25～45份与水25～30份、乙醇9～15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

的离子液体12～16份进行改性反应；

第2步，将磷酸铁110～14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30～5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

的2～4%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得

到浆料；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

所述的第1步中，反应温度范围是15～35℃；反应时间是1～3h；

所述的第1步中，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醇类溶剂中，加入1～

5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5～10%的咪唑类离子液体，在80～100℃下反应10～20h后，得到

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咪唑类离子液体选自氯化-1-烯丙基-3-甲基咪唑或氯化1-  丁基-3-甲基咪唑或者咪

唑基四氟硼酸盐离子液体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所述的醇类溶剂选自甲醇、乙醇、丙二醇、丁醇或异戊醇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所述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选自油酸、棕榈酸、油酸钠、棕榈酸钾或者油酸三乙醇胺；

所述的第2步中，高速混合是指混合搅拌转速在1000～3000rpm；

所述的第3步中，喷雾干燥温度为140～210℃；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

行，烧结温度为730～820℃，烧结时间为6～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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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锂离子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锂离子电池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锂电池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对电池进行充电时，正极的含锂化合物有锂离子脱出，锂离子经过电解液运动

到负极。负极的炭材料呈层状结构，它有很多微孔，到达负极的锂离子嵌入到碳层的微孔

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容量越高。当对电池进行放电时（即我们使用电池的过程），嵌

在负极碳层中的锂离子脱出，  又运动回正极。回正极的锂离子越多，放电容量越高。我们通

常所说的电池容量指的就是放电容量。在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处于从正极

→负极→正极的运动状态。这就像一把摇椅，摇椅的两端为电池的两极，而锂离子就在摇椅

两端来回运动。所以锂离子电池又叫摇椅式电池。锂离子电池的主要组成包括：1）正极，是

活性物质，主要指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镍酸锂、镍钴锰酸锂等，导电集流体一般使用

厚度在10～20微米的铝箔；（2）隔膜，是一种特殊的塑料膜，可以让锂离子通过，但却是电子

的绝缘体，目前主要有PE和PP两种及其组合。还有一类无机固体隔膜，如氧化铝隔膜涂层就

是一种无机固体隔膜，；（3）负极，是活性物质，主要指石墨、钛酸锂、或近似石墨结构的碳材

料，导电集流体一般使用厚度在7-15微米的铜箔；（4）电解液，一般为有机体系，如溶解有六

氟磷酸锂的碳酸酯类溶剂，另有些聚合物电池使用凝胶状电解液；（5）电池外壳，主要分为

硬壳（钢壳、铝壳、镀镍铁壳等）和软包（铝塑膜）两种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过程分为两个阶

段：恒流充电阶段和恒压电流递减充电阶段。锂离子电池过度充放电会对正负极造成永久

性损坏。过度放电导致负极碳片层结构出现塌陷，而塌陷会造成充电过程中锂离子无法插

入；过度充电使过多的锂离子嵌入负极碳结构，而造成其中部分锂离子再也无法释放出来。

[0003] 由于锂离子电池中负极材料的比容量和性能远高于正极材料,故目前较多的研究

工作主要集中提高正极材料的比容量和充、放电速率上。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常规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集中于层状的过渡金属氧化物LiMO2(M=Co,Ni,  Mn等)与尖晶石型的

LiM2O2(M=Co ,Ni ,Mn等)。LiCoO2是最早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理论比容量高

(274mAh/g)、开路电压大、电化学性能稳定,缺点是资源短缺、价格昂贵且有毒、高温会发生

爆炸。LiNiO2比容量大(275mAh/g)、价格便宜,  缺点是制备工艺复杂、热稳定性差。  LiMn2O4

的资源丰富、价格便宜、无毒，但其比容量较低(148mAh/g)，高温下容量衰减快、寿命差。所

以，以上材料的一系列缺点，严重影响了这些材料的应用性能，而使这些材料仍处于不断研

究和发展的阶段。LiFePO4，它具有优良的电化学性能,理论比容量为170mAh/g，对锂平台电

压为3.4V，成本低廉,环境友好，循环寿命长,高温下安全性好,兼顾了Li2CoO2、LiNiO2、

LiVO2材料的主要优点，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较好地解决了成本、环境、安全问题,受

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LiFePO4的出现被认为是“锂离子电池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0004] CN103441271A公开一种阴、阳离子双掺杂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是镁、氟双掺杂的磷

酸铁锂和碳的复合物，镁离子部分取代磷酸铁锂晶体中的铁离子位置，氟离子部分取代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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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铁锂中磷酸离子位置，其主要成分可以由LiFe1-xMgx(PO4)1-yF3y/C表达，其中0.001≤x≤

0.1，0.001≤y≤0.1，以锂源、亚铁源、磷源、镁源、氟源以及碳源为原料通过高温固相法制

备。CN104659332A公开了一种高倍率磷酸铁锂电池正极，其特征是：电极的集流体主体为具

有三维导电骨架结构的通孔泡沫镍，泡沫镍导电骨架表面涂覆有可电子导电的保护层，集

流体主体是具有三维导电骨架结构的泡沫镍，泡沫镍的孔隙率为50～98%，且通孔率大于

98%，保护层为含有5%～95%导电粒子的pvdf或聚丙烯酸的导电涂层；导电粒子为粒径小于

5um的导电炭黑、石墨和铝粉中的一种。CN102569814A公开了一种作为锂二次电池正极材料

的稀土型磷酸铁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稀土型磷酸铁锂含有100摩尔份数的磷酸铁锂，3.9

～7.8摩尔份数的稀土合金及1.1～2.2摩尔份数的醋酸纤维素。所述稀土型磷酸铁锂的制

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铁源化合物、锂源化合物、磷源化合物和稀土材料放入混粉机混

粉，在混粉过程中将溶解在丙酮中的醋酸纤维素逐步喷附在混粉中，使醋酸纤维素均匀粘

在四种材料的混合料颗粒上，然后干燥；将干燥好的混合料颗粒放入有惰性气体保护的气

氛炉预烧；将预烧后的粉体放入有惰性气体保护的气氛炉中保温处理，制得稀土型锂磷酸

铁锂。

[0005] 但是上述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存在着多次循环放电后电容量损失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磷酸铁锂材料，采用了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与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静电自组装原理，制备了材料包覆均匀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其应用

于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时，具有电容量大、放电效率高的优点。

[0007] 技术方案是：

[0008]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第1步，将氢氧化锂25～45份与水25～30份、乙醇9～15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

接枝的离子液体12～16份进行改性反应；

[0010] 第2步，将磷酸铁110～14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30～5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

重量的2～4%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

匀，得到浆料；

[0011]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

[0012] 所述的第1步中，反应温度范围是15～35℃；反应时间是1～3h。

[0013] 所述的第1步中，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醇类溶剂中，加入1

～5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5～10%的咪唑类离子液体，在80～100℃下反应10～20h后，得

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0014] 咪唑类离子液体选自氯化-1-烯丙基-3-甲基咪唑或氯化1-  丁基-3-甲基咪唑或

者咪唑基四氟硼酸盐离子液体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15] 所述的醇类溶剂选自甲醇、乙醇、丙二醇、丁醇或异戊醇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16] 所述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选自脂肪酸类和它们的盐，如油酸，棕榈酸，油酸钠，棕

榈酸钾，和油酸三乙醇胺；含羟基所酸类和它们的盐，如羟基乙酸，羟基乙酸钾，乳酸和乳酸

钾；更优选是羟基乙酸。

[0017] 所述的第2步中，高速混合是指混合搅拌转速在1000～30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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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的第3步中，喷雾干燥温度为140～210℃；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

下进行，烧结温度为730～820℃，烧结时间为6～14h。

[0019] 由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0020] 包含有上述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

[0021] 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提供的磷酸铁锂材料，其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时，具有电容量大、

放电效率高、循环放电次数多的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

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

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试

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24] 本文使用的词语“包括”、“包含”、“具有”或其任何其他变体意欲涵盖非排它性的

包括。例如，包括列出要素的工艺、方法、物品或设  备不必受限于那些要素，而是可以包括

其他没有明确列出或属于这种  工艺、方法、物品或设备固有的要素。

[0025] 以范围形式表达的值应当以灵活的方式理解为不仅包括明确列举出的作为范围

限值的数值，而且还包括涵盖在该范围内的所有单个数值或子区间，犹如每个数值和子区

间被明确列举出。例如，“大约0.1%至约5%”的浓度范围应当理解为不仅包括明确列举出的

约0.1%至约5%的浓度，还包括有所指范围内的单个浓度（如，1%、2%、3%和4%）和子区间（例

如，0.1%至0.5%、1%至2.2%、3.3%至4.4%）。本发明中的百分比在无特殊说明情况下是指重量

百分比。

[0026] 本发明所提供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第1步，将氢氧化锂25～45份与水25～30份、乙醇9～15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

接枝的离子液体12～16份进行改性反应；

[0028] 第2步，将磷酸铁110～14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30～5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

重量的2～4%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

匀，得到浆料；

[0029]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

[0030] 其中，首先通过氢氧化锂与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反应，使硅烷偶联剂接枝

的离子液体对氢氧化锂浆料进行阳离子化改性，再通将磷酸铁配制成含有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浆料，经过搅拌之后，使颗粒物带电荷性，将两个步骤得到的浆料进行静电自组装，实

现材料的充分吸附和混合，烧结生成固态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0031] 第1步中，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醇类溶剂中，加入1～5wt%

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5～10%的咪唑类离子液体，在80～100℃下反应10～20h后，得到硅烷

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咪唑类离子液体选自氯化-1-烯丙基-3-甲基咪唑或氯化1- 

丁基-3-甲基咪唑或者咪唑基四氟硼酸盐离子液体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所述的醇类溶

剂选自甲醇、乙醇、丙二醇、丁醇或异戊醇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该步骤的作用是氢氧化

锂浆料带有正电荷，经过混合之后，更有利于使磷酸铁与锂源分散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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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第2步中，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目的是使磷酸铁浆料带有负电荷性，上述步骤

中所合适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包括，例如，脂肪酸类和它们的盐，如油酸，棕榈酸，油酸钠，

棕榈酸钾，和油酸三乙醇胺；含羟基所酸类和它们的盐，如羟基乙酸，羟基乙酸钾，乳酸和乳

酸钾；聚氧化烯烷基醚乙酸类和它们的盐，如聚氧化烯三癸基醚乙酸及其钠盐；羧基-多取

代的芳族化合物的盐，如偏苯三酸钾和均苯四酸钾；烷基苯磺酸类和它们的盐，如十二烷基

苯磺酸及其钠盐；聚氧化烯基烷基醚磺酸和它们的盐，如聚氧化乙烯2-乙基己基醚磺酸及

其钾盐；高级脂肪酸酰胺磺酸和它们的盐，如硬脂酰甲基牛磺酸及其钠盐，月桂酰甲基牛磺

酸及其钠盐，肉豆蔻酰甲基牛磺酸及其钠盐和棕榈酰甲基牛磺酸及其钠盐；N-酰基肌氨酸

类和它们的盐，如月桂酰肌氨酸及其钠盐；烷基膦酸和它们的盐，如辛基膦酸酯及其钾盐；

芳族膦酸和它们的盐，如苯基膦酸酯及其钾盐；烷基膦酸烷基膦酸酯和它们的盐，如2-乙基

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及其钾盐；含氮烷基膦酸和它们的盐，如氨基乙基膦酸及其二乙醇

胺盐；烷基硫酸酯和它们的盐，如2-乙基己硫酸酯及其钠盐；聚氧化烯硫酸酯类和它们的

盐，如聚氧化乙烯2-乙基己基醚硫酸酯及其钠盐；烷基磷酸酯类和它们的盐，如基丁二酸盐

类，如二-2-乙基己基磺基丁二酸钠和二辛基磺基丁二酸钠；以及长链N-酰基谷氨酸盐，如

N-月桂酰谷氨酸一钠和N-硬脂酰-L-谷氨酸二钠。出于提高电池电容量性质的考虑，优选采

用油酸。

[0033] 第3步是使得到的材料经过高温烧结反应，进而生成固态的磷酸铁锂材料。

[0034] 本发明中所述的百分比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都是指质量百分比。

[0035] 实施例1

[0036] 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7] 第1步，将氢氧化锂25份与水25份、乙醇9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

体的溶液12份进行改性反应，反应温度范围是15℃；反应时间是1h；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

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乙醇中，加入1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5wt%的氯化-1-烯丙基-3-甲

基咪唑离子液体，在80℃下反应10h后，得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0038] 第2步，将磷酸铁11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3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的2%

的羟基乙酸，搅拌转速在1000rpm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

得到浆料；

[0039]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喷雾干燥温度为140℃；

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行，烧结温度为730℃，烧结时间为6h。

[0040] 实施例2

[0041] 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第1步，将氢氧化锂45份与水30份、乙醇15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

液体的溶液16份进行改性反应，反应温度范围是35℃；反应时间是3h；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

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乙醇中，加入5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10%的氯化-1-烯丙基-3-

甲基咪唑离子液体，在100℃下反应20h后，得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0043] 第2步，将磷酸铁14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5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的4%

的羟基乙酸，搅拌转速在3000rpm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

得到浆料；

[0044]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喷雾干燥温度为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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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行，烧结温度为820℃，烧结时间为14h。

[0045] 实施例3

[0046] 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第1步，将氢氧化锂30份与水28份、乙醇12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

液体的溶液13份进行改性反应，反应温度范围是20℃；反应时间是2h；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

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乙醇中，加入2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8%的氯化-1-烯丙基-3-甲

基咪唑离子液体，在90℃下反应15h后，得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0048] 第2步，将磷酸铁12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4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的3%

的羟基乙酸，搅拌转速在2000rpm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

得到浆料；

[0049]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喷雾干燥温度为170℃；

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行，烧结温度为750℃，烧结时间为10h。

[0050] 对照例1

[0051] 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离子液体溶液未经过硅烷偶联剂改性。

[0052] 第1步，将氢氧化锂30份与水28份、乙醇12份混合，再加入离子液体的溶液13份进

行改性反应，反应温度范围是20℃；反应时间是2h；离子液体的溶液的制备方法是：在乙醇

中，加入8%的氯化-1-烯丙基-3-甲基咪唑离子液体，搅拌均匀。

[0053] 第2步，将磷酸铁12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40wt.%的水溶液，再加入磷酸铁重量的3%

的羟基乙酸，搅拌转速在2000rpm高速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

得到浆料；

[0054]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喷雾干燥温度为170℃；

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行，烧结温度为750℃，烧结时间为10h。

[0055] 对照例2

[0056] 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在第2步中未加入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羟基乙酸。

[0057] 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8] 第1步，将氢氧化锂30份与水28份、乙醇12份混合，再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

液体的溶液13份进行改性反应，反应温度范围是20℃；反应时间是2h；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

子液体的制备方法是：在乙醇中，加入2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和8%的氯化-1-烯丙基-3-甲

基咪唑离子液体，在90℃下反应15h后，得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离子液体的溶液。

[0059] 第2步，将磷酸铁120份配制为固含量为40wt.%的水溶液，搅拌转速在2000rpm高速

混合后，缓慢滴加第1步得到的反应物中，搅拌均匀，得到浆料；

[0060] 第3步，将浆料经过喷雾干燥、烧结后得到磷酸铁锂材料，喷雾干燥温度为170℃；

所述烧结的条件为在惰性气体气氛下进行，烧结温度为750℃，烧结时间为10h。

[0061] 对照例3

[0062] CN103441271A中的阴、阳离子双掺杂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0063] 对照例4

[0064] CN102569814A中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0065] 测试性能

[0066] 1、测试电池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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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1）正极片的制备：将实施例和对照例制备的磷酸铁锂材料分别作为正极活性材

料，将正极材料、乙炔黑和PVDF以重量比为100：4：5溶于N-甲基吡咯烷酮中，搅拌均匀后涂

敷在铝箔上，烘烤，温度为100±5℃，使用压片机碾压到一定的厚度，滚切成正极片；

[0068] （2）负极片的制备：将石墨、乙炔黑和PVDF以重量比为100：3：6溶于N-甲基吡咯烷

酮中，搅拌均匀后涂敷在铜箔上，烘烤，温度为100±5℃，使用压片机碾压到一定的厚度，滚

切成负极片；

[0069] （3）将上述正、负极片与聚丙烯隔膜卷绕成方形锂离子电池电芯，收置于电池壳中

并进行焊接，随后注入1.0mol/L的  LiPF6/EC+EMC+DMC(其中，EC、EMC和DMC质量比为1：1：1)

电解液，密封，制成测试电池。

[0070] 2.1、比容量测试：

[0071] 在室温下，将测试电池搁置5min，先以0.8mA恒流充电，截至电压3.8V，在3.8V恒压

充电，截至电流0.1mA，搁置5min，以0.8mA恒流放电，限制电压2.5V。计算其比容量，结果见

下表。

[0072] 2.2、循环性能测试

[0073] 在室温下，将测试电池先以0.8mA恒流充电，限制电压3.8V，在3.8V恒压充电，截至

电流0.1mA，搁置5min，以0.8mA恒流放电。重复500次，计算500次容量保持率，结果见下表。

[0074]   2.5～3.8V比容量1(mAh/g) 2.5～3.8V比容量2(mAh/g) 2.5～3.8V比容量3(mAh/g) 200次容量保持率(%) 放电效率(%)

实施例1 166 167 168 96.5 98

实施例2 167 166 168 96.2 97

实施例3 168 167 169 97.5 99

对照例1 152 151 153 93.5 96

对照例2 150 152 152 92.8 95

对照例3 156 157 157 93.6 95

对照例4 152 153 152 92.4 94

[0075] 本发明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制得的磷酸铁锂材料制作的比容量大，并且具有较长的

循环放电寿命；实施例3相对于对照例1来说，通过对氢氧化锂浆料进行离子液体改性，可以

有效地使材料之间通过静电自组装实现更好的混合，制备得到的正极材料具有较高的循环

放电电量保持性；而实施例3相对于对照例2，通过采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对磷酸铁浆料搅

拌处理，可以提高浆料的电负性，有利于静电自组装的过程。上述的材料的200次循环放电

后的容量保持率都优于现有技术中的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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