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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的制备方法，
具体是将碳酸锂、
五氧化二钒及六
次甲基四胺分别溶解于装有去离子水的容器中，
搅拌30min后使其充分溶解；
将得到的混合溶液
转移到水热釜内衬中添加去离子水至其体积的
80%，
于120℃~180℃鼓风烘箱中反应5~30h，
自然
冷却至室温得到反应液；
在快速搅拌前述得到的
反应液的同时 ，
向其中缓慢加入硝酸银溶液，
得
到中间产物 ，
将该中间产物于60 ~ 85℃油浴10 ~
20h，
之后再在60~ 85℃烘箱烘干，
研磨至粉末呈
棕色，
于氮气或氩气保护气氛中450~ 650℃下煅
烧5~10h得到Li3VO4/Ag复合材料。本发明将该材
料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上，
显示了较好的
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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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Li3VO4/Ag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其制备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1）将碳酸锂、五氧化二钒及六次甲基四胺分别溶解于装有去离子水的容器中 ，
搅拌
30min后使其充分溶解，
得到混合溶液；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合溶液转移到水热釜内衬中并添加去离子水至其体积的
80%，
于120℃~180℃鼓风烘箱中反应5~30h，
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反应液；
（3）快速搅拌步骤（2）中得到的反应液，
并向其中缓慢加入硝酸银溶液，
得到中间产物，
其中，
锂，
钒及六次甲基四胺的摩尔比为1-5：
1：
4-8；
（4）将该中间产物于60~85℃油浴10~20h后，
再在65℃烘箱中烘干，
研磨至粉末呈棕色，
于氮气或氩气保护气氛中450~650℃下煅烧5~10h得到Li3VO4/Ag锂离子电池复合负极材料，
其中，
Li3VO4/Ag中Ag含量占比为Li3VO4 质量的1-15%。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Li3VO4/Ag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碳酸锂可以替换为氢氧化锂，
或者乙酸锂，
五氧化二钒可以替换为偏钒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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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Li3VO4/Ag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特别涉及Li3VO4/Ag复合负极材料，
属
于电化学电源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近年来，
随着锂离子电池体系的迅猛发展，
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由便携式电子设
备领域逐步拓展到电动汽车及大规模储能工程等领域，
这无疑对锂离子电池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在电池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目前，
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是
石墨类碳材料、Li4Ti5O12 ，
但二者在能量密度、安全性能上、循环寿命等方面已经很难满足
目前市场需求。
发展兼具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能、
长循环寿命以及环境友好特点的新型高
性能锂离子电池体系是未来必由之路。正极材料种类相对丰富，
而且发展较为成熟，
负极材
料体系较为单一，
负极材料的研发对于发展新型高性能锂离子电池体系至关重要。
[0003] Li3VO4是一种新型嵌入/脱嵌型负极材料，
其嵌锂电位集中在0 .5~1 .0 V，
其充、
放
+
-1
电机理为：
xLi +Li3VO4+xe ↔ Li3+xVO（
。与商业化的石墨（372 mAh g ）相比 ，
具有较
4 x≤3）
-1
-1
高的理论容量容量（592 mAh g ）和安全的放电平台，
相比于Li4Ti5O12（175 mAh g ）有更高
的容量和较低的放电平台，
实现了安全性能和能量密度的统一，
极具研究与实用价值。然
而，
Li3VO4导电性差，
导致Li3VO4电极在充放电过程中产生较大的极化，
首次库伦效率较低，
电化学性能不理想。因此本专利通过引入银单质对Li3VO4进行掺杂，
提高Li3VO4的导电性，
进而改善Li3VO4的电化学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涉及一种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该负极材料是Li3VO4/Ag复合材料，
该材料为颗粒状。具体制备方法，
步骤如下：
将碳酸锂、
五氧化二钒及六次甲基四胺分别溶
解于装有去离子水的容器中，
搅拌30min后使其充分溶解，
得到混合溶液；
将此混合溶液转
移到水热釜内衬中并添加去离子水至其体积的80%，
于120℃~180℃鼓风烘箱中反应5~30h，
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反应液；
然后快速搅拌上述得到的反应液，
并向其中缓慢加入硝酸银
溶液，
持续搅拌得到中间产物，
将该中间产物于60~85℃油浴10~20h，
之后再在60~85℃烘箱
烘5~20h后，
于氮气或氩气保护气氛中450~650℃下煅烧5~10h得到Li3VO4/Ag复合材料，
即，
复合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0005] 上述的锂、
钒及六次甲基四胺的摩尔比为3：
1：
5，
所述的Li3VO4/Ag中银含量占比为
理论Li3VO4 质量的1-15%。
[0006] 所述的碳酸锂可以替换为氢氧化锂，
或者乙酸锂，
五氧化二钒还可以替换为偏矾
酸铵。
[0007] 其原理就是利用水热反应制备出中间 相产物 ，
利用含有有机物的溶液环境使
AgNO3分解为中间相并且与Li3VO4中间相溶液均匀混合，
然后通过高温氮气烧结使两种中间
相产物逐渐发生固相反应。在此过程中，
既能有效抑制Li3VO4颗粒的生长，
又能在Li3VO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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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Ag，
最终得到尺寸均匀的Li3VO4/Ag复合材料。
[0008] 本发明所涉及的Li3VO4/Ag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材料及性能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
特点：
[0009] 1）合成工艺简单，
易于操作，
重复性好；
[0010] 2）所制备的Li3VO4/Ag复合材料颗粒尺寸均匀，
Ag以单质形式存在；
[0011] 3）本发明所制得的Li3VO4/Ag复合材料用作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具有较高的容量、
较低的充、
放电平台和良好的循环性能。
[0012] 附图说明：
[0013] 图1实施例1所制备样品的XRD图谱。
[0014] 图2实施例1所制备样品的背散射SEM图。
[0015] 图3实施例1所制备样品的前三次的充、
放电曲线图（a）、
循环性能图（b）。
[0016] 图4实施例2所制备样品的循环性能图。
[0017] 图5实施例3所制备样品的循环性能图。
[0018]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0020] 材料合成步骤如下：
[0021] 1）将碳酸锂和五氧化二钒按照摩尔比1：
3分别称取1mmol和3mmol溶解于装有10ml
去离子水的A、
B烧杯中，
并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2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22] 2）称取5mmol六次甲基四胺溶解于装有10ml去离子水的C烧杯中，
将步骤1）中B、C
烧杯中溶液转移至A烧杯中，
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40min得到颜色均匀的溶液；
[0023] 3）将步骤2）中得到的颜色均匀溶液转移到50ml水热釜内衬中并添加去离子水至
其体积的80%，
于120℃鼓风烘箱中反应24h，
自然冷却至室温；
[0024] 4）向步骤3）中得到的产物中缓慢加入理论银含量为Li3VO4 质量5%的硝酸银溶液；
[0025] 5）将步骤4）反应得到的中间产物于70℃油浴20h后，
再在65℃烘箱中烘干得到棕
色粉末，
于氮气保护气氛中550℃下煅烧结5h得到Li3VO4/Ag复合材料。
[0026] 将所制备的Li 3 VO 4 复合材料样品进行XRD 测试 ，
如图1所示。图中位于16 .3 o 、
22 .8o 、32 .9 °
、58 .6o 、
分别与Li3VO4的（100）
（011）
（200）
（320）晶面对应，
测试结果表明，
所
制备的样品为Li3VO4 ，
对应于XRD 卡片JCPDS，
no .38-1247。所制备样品的形貌经由背散射
SEM分析，
如图2所示，
所制备的样品呈颗粒状，
银颗粒均匀分散。将实施例1所得的材料按如
下方法制成电池：
将制得的Li3VO4/Ag样品与乙炔黑和聚偏氟乙烯按重量比为8:1:1的比例
混合，
以N-甲级吡咯烷酮为溶剂制成浆料，
涂覆在10μm厚度的铜箔上，
在60℃下干燥后，
裁
剪成14mm的圆片，
在120℃下真空干燥12h。
以金属锂箔为对电极，
Celgard 2400为隔膜，
1 M
LiPF6/DMC: EC=1: 1溶液为电解液，
在氩气保护的手套箱中组装成CR2025型电池。
电池组
装完后静置8h，
再用CT2001A电池测试系统进行恒流充放电测试，
测试电压为3~0 .02V。
图3
为所制备的Li 3 VO 4 /Ag作为锂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显示的首次充、放电比容量分别为412、
535 .4mAh/g，
19次循环之后充、
放电比容量分别为350、
352mAh/g，
显示了很好的循环稳定性
能。
[0027] 实施例2
[0028] 材料合成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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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碳酸锂和五氧化二钒按照摩尔比1：
3分别称取1mmol和3mmol溶解于装有10ml
去离子水的A、
B烧杯中，
并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2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30] 2）称取5mmol六次甲基四胺溶解于装有10ml去离子水的C烧杯中，
将步骤1）中B、C
烧杯中溶液转移至A烧杯中，
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40min得到颜色均匀的溶液；
[0031] 3）将步骤2）中得到的颜色均匀溶液转移到50ml水热釜内衬中并添加去离子水至
其体积的80%，
于120℃鼓风烘箱中反应24h，
自然冷却至室温；
[0032] 4）向步骤3）中得到的产物中缓慢加入理论银含量为Li3VO4 质量5%的硝酸银溶液；
[0033] 5）将步骤4）反应得到的中间产物于70℃油浴20h后，
再在65℃烘箱中烘干得到棕
色粉末，
于氮气保护气氛中500℃下煅烧结5h得到Li3VO4/Ag复合材料。
[0034] 将实施例2所得的材料按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成电池。
图4为所制备的Li3VO4/Ag
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显示的首次充、
放电比容量分别为506、612 .5mAh/g，
19次循环之
后充、
放电比容量分别为461 .9、
464 .4mAh/g，
显示了很好的循环稳定性能。
[0035] 实施例3
[0036] 材料合成步骤如下：
[0037] 1) 将碳酸锂和五氧化二钒按照摩尔比1 ：
3分别称取1mmol和3mmol溶解于装有
10ml蒸馏水的A、
B烧杯中，
并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20min使其充分溶解；
[0038] 2) 称取5mmol六次甲基四胺溶解于装有10ml蒸馏水的C烧杯中，
将步骤1）中B、
C烧
杯中溶液转移至A烧杯中，
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40min得到颜色均匀的溶液；
[0039] 3) 将步骤2）中得到的颜色均匀溶液转移到50ml水热釜内衬中至80%体积，
于120
℃鼓风烘箱中反应24h，
自然冷却至室温；
[0040] 4) 向步骤3）中得到的产物中加入理论银含量为5%的硝酸银；
[0041] 5）将步骤4）反应得到的中间产物于70℃油浴20h后，
再在65℃烘箱中烘10h，
于氮
气保护气氛中600℃下煅烧结5h得到Li3VO4与银单质的复合材料。
[0042] 将实施例3所得的材料按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成电池。
图5为所制备的Li3VO4/Ag
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显示的首次充、
放电比容量分别为447 .1、618 .9mAh/g，
19次循环
之后充、
放电比容量分别为444 .2、
445mAh/g，
显示了很好的循环稳定性能。

5

CN 107623111 B

说

明

书

图1

图2

6

附

图

1/2 页

CN 107623111 B

说

明

书

图3

图4

图5

7

附

图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