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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

Co-S多孔碳材料，通过制备碳化后的酵母细胞多

孔碳，再与硝酸钴、硝酸镍、尿素进行水热反应，

接着进行氧化、硫化制得，所得材料呈核壳结构，

钴、镍元素以NiCo2S4形式均匀地负载在酵母细

胞多孔碳的表面；所述壳核结构由椭球型的单细

胞真菌酵母通过碳化形成，碳化后的酵母细胞呈

空心的碳球结构。其制备方法包括：1）酵母细胞

多孔碳的制备；2）酵母细胞多孔碳吸附钴镍金属

离子；3）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

的硫化。用于超级电容器作为超级电容器的应

用，在-0 .2-0 .5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

为1 A/g时，比电容为700-800 F/g。具有以下优

点：对人体没有伤害；解决酵母细胞金属盐溶液

的耐受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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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其特征在于：通过制备碳化后的酵母

细胞多孔碳，再与硝酸钴、硝酸镍、尿素进行水热反应，接着进行氧化、硫化制得，所得材料

呈核壳结构，钴、镍元素以NiCo2S4形式均匀地负载在酵母细胞多孔碳的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壳核结构由椭球型的单细胞真菌酵母通过碳化形成，碳化后的酵母细胞呈空心的碳球结

构。

3.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酵母细胞多孔碳的制备，制备一定浓度的葡萄糖溶液，加入酵母粉，在一定条件

下预处理酵母细胞后，洗涤、干燥，得到预处理的酵母细胞，然后以一定比例，将预处理的酵

母细胞分散于的戊二醛水溶液中超声5-15min，使酵母细胞分散均匀后，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水热反应，反应完毕后，将所得沉淀进行洗涤、干燥，最后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碳化处理，即可

得到酵母细胞多孔碳；

步骤2）酵母细胞多孔碳吸附钴镍金属离子，以一定比例关系，将步骤1所得酵母细胞多

孔碳、硝酸钴、硝酸镍、尿素加入到水溶液中混合搅拌均匀，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水热反应，最

后在一定条件下煅烧，即可得到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

步骤3）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硫化，将步骤2中的已吸附钴镍金属

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置于水溶液中，按一定物质的量之比，加入九水合硫化钠，在一定

条件下进行水热反应，最后进行抽滤、洗涤、干燥，即可得到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

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葡萄糖溶液的浓度为

0.02-0.03g/mL；步骤1）所述预处理酵母细胞的条件为，以水浴温度为30-50℃，水浴时间为

20-50min进行水浴；步骤1）所述水热时的水溶液需满足酵母细胞的浓度为0.01-0.03g/mL，

戊二醛水溶液的浓度为2%-4%，水热反应的温度为150-250℃，水热反应的时间为4-6h；步骤

1）所述碳化处理的条件是先在空气气氛下以200-400℃的温度煅烧1-3h，再在氮气条件下，

以700-900℃的温度煅烧1-3h。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酵母细胞多孔碳的质量

与六水硝酸钴、六水硝酸镍质量之和的比值为1：2，六水硝酸钴、六水硝酸镍与尿素的物质

的量比为10：5：18；步骤2）所述水热反应的温度为150-250℃，水热反应的时间为4-6h；步骤

2）所述煅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以200-400℃的温度煅烧1-3h。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的加入的九水合硫化钠与

六水硝酸镍、六水硝酸钴的物质的量之比为4：1：2；步骤3）所述水热反应的条件为，以150-

250℃的温度，水热反应5-7h。

7.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作为超级电容器的应

用，其特征在于：在-0.2-0.5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为1  A/g时，比电容为700-800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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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超级电容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

孔碳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研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先进电动汽车和大型能源系统需求的激增，储能/转换及其对境的影

响已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两大课题。在这方面，需要新的和可持续的能源储存/转换技术，

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全球能源需环求。然而，与可再生资源密切相关的清洁和可持续能源技

术面临若干挑战。这些挑战，如低可靠性和高成本，阻碍了它们的商业应用。然而，超级电容

器具有功率高、周期长、维护成本低等优点，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前景的能量转换装置。

[0003] 对于超级电容器来说，比电容高、绿色环保可再生以及性能问题是研究人员关注

的要点。其中，基于高分子导电聚合物的超级电容器有较高的比电容，但存在稳定性能差、

原料有毒有污染和聚合条件苛刻的技术问题，如聚吡咯需要在冰浴的条件下才能聚合。

[0004] 针对稳定性能差的技术问题，将高分子导电聚合物进行碳化，是提高材料稳定性

的有效方法。但是，碳化又会产生新的技术问题，就是导致比电容大幅度降低。针对这一新

技术问题，引入过渡金属硫化物提高复合材料的比电容是有效方法。

[0005] 另外，针对原料有毒有污染和聚合条件苛刻的技术问题，采用生物质作基底碳材

料，可以充分利用此类材料原料无毒，且本身是具有特定形貌的高分子化合物，无需要进行

聚合处理，可以直接碳化使用。

[0006] 因此，结合上述两种方法，将金属硫化物与生物质碳材料结合用于超级电容器可

以有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现有技术Yu等人（《Improving  electrochemical  activity  of 

activated  carbon  derived  from  popcorn  by  NiCo2S4  nanoparticle  coating》Applied 

Surface  Science,  463 ,  1001-1010.  doi:10.1016/j.apsusc.2018.09.037）以爆米花作

为生物质碳源，负载了NiCo2S4纳米粒子，比电容达到了605.2  F/g。该工作中的基底碳材料

采用的是爆米花，相比于石墨烯、碳纳米管等的制备过程来说更加的绿色环保。其次NiCo2S4

属于过渡金属硫化物，用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具有丰富的价态转变包括Co2+/  Co3+以及

Ni2+/Ni3+，采用这种办法性能提升百分之五十左右。NiCo2S4在碱性电解液中的工作原理如

下：

CoS+OH-1=CoSOH-1+e-1

CoSOH-1+OH-1=CoSO+H2O+e-1

NiS+OH-1=NiSOH+e-1

但是该技术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爆米花本身不具备特定微观形貌，碳化后的材料也

没有特定的形貌；且在高温碳化过程中，结构易受破坏，产生团聚现象使得NiCo2S4纳米粒子

在表面的附着量减少从而导致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仅为605.2  F/g，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0007] 基于上述原因，采用一种本身具有特定形貌结构，同时在制备过程能保持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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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结构的基底材料，可以较好的解决形貌保持不佳的问题。现有技术雷佳.（《基于微生物富

集制备菌丝基掺杂的碳材料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D].西南科技大学,2018.），以真菌孢子

萌发形成的菌丝为生物质碳源,在真菌生长过程中微生物富集杂原子前驱体,为掺杂生物

质碳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真菌对甘氨酸螯合亚铁的生物富集方法制备Fe/N共

掺杂的碳纤维，最高比电容为211  Fg-1。该工作采用的是活的真菌孢子源材料，在培养过程

中可以对金属进行吸附。这种方法可以较好的保持真菌孢子的原始形貌，但所得材料的比

电容极低。经过发明人分析发现，由于培养基中金属盐的浓度过大会导致细胞壁表面发生

渗透作用，而使形貌发生萎缩，导致真菌孢子对金属粒子的吸附效果极差，导致比电容低。

[0008] 因此，以生物质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时，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选择具有适

于超级电容器的微观形貌，且碳化过程可以有效维持该形貌的生物质，作为超级电容器的

原料，在解决上述问题时，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大部分微生物的金属耐受性弱，活菌对金属离子的吸附效果不佳；

2）许多微生物对人体伤害大，例如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等。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用于超级电容

器。

[0010]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1、首先利用酵母细胞作为自模板原理，将酵母细胞进行碳化，再碳化过程中保持球形

结构；

2、将酵母细胞碳化后在与金属盐溶液进行复合，这一方法可解决酵母细胞不耐金属盐

溶液的问题；

3、此外，为了克服在实验或是生产过程中，实验原材料对人体的伤害，特别是一些生物

质原料，例如大肠杆菌会导致人体肠道平衡破坏等，需要选择一种对人体没有伤害的生物

质。

[0011]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通过制备碳化后的酵母细胞多孔碳，再

与硝酸钴、硝酸镍、尿素进行水热反应，接着进行氧化、硫化制得，所得材料呈核壳结构，钴、

镍元素以NiCo2S4形式均匀地负载在酵母细胞多孔碳的表面，所述壳核结构由椭球型的单细

胞真菌酵母通过碳化形成，碳化后的酵母细胞呈空心的碳球结构。

[0012] 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酵母细胞多孔碳的制备，制备浓度为0.02-0.03g/mL的葡萄糖溶液，加入酵母

粉，在以水浴温度为30-50℃，水浴时间为20-50min进行水浴的条件下预处理酵母细胞后，

洗涤、干燥，得到预处理的酵母细胞，然后以一定比例，将预处理的酵母细胞分散于的戊二

醛水溶液中，配制成酵母细胞的浓度为0.01-0.03g/mL，戊二醛水溶液的浓度为2%-4%的溶

液，超声5-15min，使酵母细胞分散均匀后，在温度为150-250℃条件下，水热反应4-6h，反应

完毕后，将所得沉淀进行洗涤、干燥，最后，先在空气气氛下，以200-400℃的温度煅烧1-3h，

再在氮气条件下，以700-900℃的温度煅烧1-3h，经过上述碳化处理，即可得到酵母细胞多

孔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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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酵母细胞多孔碳吸附钴镍金属离子，以满足酵母细胞多孔碳的质量与六水硝酸

钴、六水硝酸镍质量之和的比值为1：2，六水硝酸钴、六水硝酸镍与尿素的物质的量比为10：

5：18的比例关系，将步骤1所得酵母细胞多孔碳、硝酸钴、硝酸镍、尿素加入到水溶液中混合

搅拌均匀，在150-250℃条件下，水热反应4-6h，最后，在空气条件下，以200-400℃的温度煅

烧1-3h，即可得到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

步骤3）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硫化，将步骤2中的已吸附钴镍金属

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置于水溶液中，按九水合硫化钠与六水硝酸镍、六水硝酸钴的物质

的量之比为4：1：2，加入九水合硫化钠，在150-250℃条件下，水热反应5-7h，最后进行抽滤、

洗涤、干燥，即可得到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

[0013] 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作为超级电容器的

应用，在-0.2-0.5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为1  A/g时，比电容为700-800  F/g。

[0014] 本发明经SEM、XRD、CV、GCD、EIS等检测可知：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

点：

1）酵母细胞食品级的生物质材料，对人体没有伤害；

2）酵母细胞利用自身的球状结构，在碳化以后保持结构不变，这种球形结构利于在表

面负载其他的物质，同时碳化之后也可解决酵母细胞金属盐溶液的耐受性问题；

3）过渡金属硫化物具有较高的表电容，但是其导电性差，然而，酵母细胞碳化后，它的

细胞壁具有丰富的蛋白质，这就给碳材料掺杂了N，可增强材料的导电性能。

[0015] 因此，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优良的电容性能以及可持续发展性能，提高

了复合电极材料的电容性能，在生物质与过度金属硫化物结合用于超级电容器领域具有开

辟了新的研究前景。

[0016] 附图说明：

图1为实施例1中未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的SEM的图；

图2为实施例1中经碳处理的酵母细胞CY  SEM的图；

图3为实施例1中CY-Co-Ni-S 的SEM图；

图4为实施例1中CY-Co-Ni-S 的SEM-mapping图；

图5为实施例1中CY-Co-Ni-S 的XRD图；

图6为实施例1、对比例2、对比例3中CY-Co-Ni-S 的EIS图；

图7为实施例1中CY-Co-Ni-S 的在5  m  Vs-1时的CV曲线；

图8为实施例1中CY-Co-Ni-S 的在1  Ag-1时的GCD曲线；

图9为对比例1中Y-Co-Ni-S 的在1  Ag-1时的GCD曲线；

图10为对比例2中CY-Co-S 的在1  Ag-1时的GCD曲线；

图11为对比例3中CY-Ni-S 的在1  Ag-1时的GCD曲线；

图12为对比例1中Y-Co-Ni-S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通过实施例，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内容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是对

本发明的限定。

[0018]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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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酵母细胞多孔碳的制备，制备0.024g/mL的葡萄糖溶液，加入酵母粉，在37℃的

水浴中保温30min预处理酵母细胞后，洗涤、干燥，得到预处理的酵母细胞，然后以将浓度为

0.017g/mL预处理的酵母细胞分散于3%的戊二醛水溶液中超声10min，使酵母细胞分散均匀

后，在180℃下进行水热反应5h，反应完毕后，将所得沉淀进行洗涤、干燥，最后先在空气气

氛下以300℃的温度煅烧2h，再在氮气条件下，以800℃的温度煅烧2h，即可得到酵母细胞多

孔碳；

步骤2）酵母细胞多孔碳吸附钴镍金属离子，以一定比例关系，将步骤1所得酵母细胞多

孔碳称量0.5g，硝酸钴、硝酸镍、尿素分别称量2.5mmol、1.25mmol、4.5mmol加入到水溶液中

混合搅拌均匀，在180℃下反应5h，最后在空气中300℃煅烧1-3h，即可得到已吸附钴镍金属

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

步骤3）已吸附钴镍金属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硫化，将步骤2中的已吸附钴镍金属

离子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置于水溶液中，加入5mmol九水合硫化钠，在180℃下进行水热反应

6h，最后进行抽滤、洗涤、干燥，即可得到酵母细胞的负载Ni-Co-S多孔碳材料。

[0019] 为了证明酵母细胞的初始结构为球形，经碳化处理之后保持球形结构，对预处理

的酵母细胞以及CY进行SEM表征，测试结果分别如图1、2所示，从图1、2中可以明显看出CY依

旧为球形结构，这有利于NiCo2S4分布在表面；

为了证明在CY的表面成功负载金属钴镍，对CY-Co-Ni-S进行了SEM表征，如图3所示。图

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原本光滑的表面附着上了一层，形成了核壳结构，原本光滑的表面

变得十分粗糙。

[0020] 同时，图4的CY-Co-Ni-S的SEM-mapping图也进一步证实了CY的表面成功的附着了

C、Co、Ni、S元素。

[0021] 为了证明CY表面负载的物质是NiCo2S4,对CY-Co-Ni-S复合材料进行了XRD测试，如

图5所示。通过对XRD图进行分析可知，（220）、（311）、（400）、（511）、（440）、（444）晶面都是

NiCo2S4所对应的晶面。

[0022] NiCo2S4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测试，具体方法为：称取

0.008  g  NiCo2S4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复合材料、0.001  g乙炔黑和0.001  g聚四氟乙烯微

粉，置于小玛瑙碾钵中，加入0.5  mL乙醇进行研磨；以5  kPa的压力将研磨后的样品与1  mm

厚的泡沫镍集流体压制，在空气中、室温下干燥，裁切成2  cm×2  cm，制得超级电容器电极，

测试其电化学性能。

[0023] 检测结果如下：

如图7所示，为了证明CY-Co-Ni-S复合材料的倍率性能，进行了CV测试。在5mVs-1时出

现氧化还原反峰，说明CY-Co-Ni-S具有较好的倍率性能。

[0024] 从图8  CY-Co-Ni-S的GCD曲线也可以出，CY-Co-Ni-S具有较长的放电时间，放电时

间为411s，比电容为747F/g。证明了CY-Co-Ni-S具有较高的电容性能。

[0025] 为了研究碳化后的酵母细胞作为基底碳材料以及未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作为

基地碳材料对超级电容器的影响，通过对比例1制备了不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多孔碳负

载的NiCo2S4材料,记为Y-C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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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对比例1

一种不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多孔碳负载的NiCo2S4材料的制备方法，未特别说明的

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酵母细胞多孔碳经预处理后，未经实施例1所述步骤1

中洗涤酵母的操作，直接称量1g步骤1中经预处理的酵母细胞与金属钴镍进行复合，记为Y-

Co-Ni-S。

[0027] 为了证明不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多孔碳负载的NiCo2S4不是核壳结构，对Y-Co-

Ni-S进行SEM形貌表征，如图12所示。通过图12发现，NiCo2O4形成连续的团聚物与不经碳化

处理的酵母细胞多孔碳无规则的结合在一起，再与图3对比，证实了Y-Co-Ni-S并不是核壳

结构。

[0028] 对Y-Co-Ni-S进行电化学测试，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检测结果如图9所示，在-

0.1-0.45V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为1  A/g时，比电容分别为265F/g。

[0029] 因此，在相同电流密度下，CY-Co-Ni-S电极材料的放电时间明显高于其Y-Co-Ni-S

电极材料，其比电容提高了2.8倍左右，表明酵母细胞在经过碳化处理之后，保持了原来细

胞的球形结构，再与金属钴镍进行复合可与较好地提升材料的电化学性能，证明了CY-Co-

Ni-S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超级电容性能。

[0030] 通过对比例1，可以发现未经碳化处理的酵母细胞与钴镍离子复合后电容性能低

于CY-Co-Ni-S的，Y-Co-Ni-S的比电容仅为265F/g，证明了酵母细胞经碳化以后再与钴镍复

合是提高复合材料比电容的一个有效方式。

[0031] 为了证明NiCo2S4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材料的性能要优于单金属钴硫化以后的

性能，通过对比例2和3分别制备了单金属硫化钴、硫化镍负载酵母细胞多孔碳材料。

[0032] 对比例2

一种单金属硫化钴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制备方法，未特别说明的步骤与实施例1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2中加入2.5  mmol的六水硝酸钴，不加六水硝酸镍。对比例2

的样品记为CY-Co-S。

[0033] 将得到的CY-Co-S复合材料进行电化学测试，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检测结果

如图10所示，在-0.1-0.45  V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为1  A/g时，比电容分别为190 

F/g，而CY-Co-Ni-S复合材料的比电容为747  F/g，是CY-Co-S的  3.9倍，证明了双金属钴镍

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电化学性能显著优于单金属钴负载。

[0034] 对比例3

一种单金属硫化钴负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制备方法，未特别说明的步骤与实施例1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步骤2中加入1.25  mmol的六水硝酸镍，不加六水硝酸钴。对比例2

的样品记为CY-Ni-S。

[0035] 将得到的CY-Ni-S复合材料进行电化学测试，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检测结果

如图11所示，在-0.1-0.45  V范围内充放电，在放电电流密度为1  A/g时，比电容分别为538 

F/g。CY-Co-Ni-S复合材料的比电容为747  F/g，是CY-Ni-S的1.38倍，证明了双金属钴镍负

载的酵母细胞多孔碳的电化学性能显著优于单金属镍负载。

[0036] 通过对比例2、3发现，将CY-Ni-S和CY-Co-S的比电容相加后（比电容为728F/g），与

实施例1  CY-Co-Ni-S的比电容（747F/g）进行比较可知，实施例1CY-Co-Ni-S的比电容仍大

于单金属硫化钴负载的效果，因此，可以证明双金属的加入对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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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协同作用。

[0037] 为了研究CY-Co-Ni-S、CY-Co-S、CY-Ni-S三个样品的电子传输阻力大小，对实施例

1，对比例2、3的样品进行交流阻抗测试，结果如图6所示。在图6中可以在低频区CY-Co-Ni-S

的斜率较大，说明有较好的电容性能，在高频区曲线半圆较小，说明在这三个样品中CY-Co-

Ni-S的电子传输阻力小。

[0038] 因此，所得复合材料只有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工艺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其的电化学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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