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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通过一步溶剂热法，以无

水乙醇为溶剂，制备出具有绣球结构的α-氢氧

化镍钴电极材料，然后将其作为正极材料，制备

超级电容器并测试其电化学性能。本发明提供的

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

成本低、环境友好、效率高，适用于工业放大生

产。由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制备的超级电

容器具有高的比容量、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卓越的

循环稳定性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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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厚度为10～200  nm的纳米片相互

扭曲、交叉缠绕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米球组成的，分子式为α-NixCo1-x(OH)2，且0.2≤x≤

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厚度为30  nm的

纳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米球组成的，分子式为α-Ni0.278Co0.722(OH)2。

3.一种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电极材料的合成 以质量份数计，将尿素0.5～2份、六水合硝酸镍0.1～0.3份、六水合

硝酸钴0.2～1.4份和无水乙醇10～18份加入密闭反应釜内，然后搅拌均匀，在90～120℃的

温度下恒温反应8～24  h，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浑浊液；

电极材料成品的制备  先将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浑浊液冷却至室温，然后再经

过分离、清洗、干燥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成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材

料成品的制备的步骤包括：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浑浊液冷却至室温之后分成上层清

液和下层沉淀物两层，先将所述上层清液倒出，再用去离子水清洗所述下层沉淀物并进行

离心分离处理，然后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3～5次，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

湿电极材料；将所述α-氢氧化镍钴湿电极材料置于60℃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8～12  h，得到

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成品。

5.一种超级电容器，其包括电解液、正极、负极和位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无纺布隔膜，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液为浓度是1  mol/L～6  mol/L  KOH水溶液；所述负极包括活性炭、负

极粘合剂和负极集流体，且在所述负极中，所述活性炭和所述负极粘合剂的质量比（7～9）：

1，所述负极中的所述活性炭负载量为16～21  mg/cm2；所述正极包括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

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导电剂、正极粘合剂和正极集流体，且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

料、所述导电剂和所述正极粘合剂质量比为(70-A-B)：(20+A)：(10+B)，其中0≤A≤20，0≤B

≤10，所述正极的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负载量为5～8  mg/cm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剂为乙炔黑、导电石墨、碳

纳米管和石墨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粘合剂和所述负极粘

合剂分别为聚乙烯醇、聚四氟乙烯、聚偏二氟乙烯和羧甲基纤维素钠中的一种或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集流体和所述负极集流体

分别为金属不锈钢、镍、铝的多孔、网状或薄膜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为有机塑

料、不锈钢或其复合材料，所述外壳的形状为扣式、柱状或方形。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5～9任一项所述的超级电容器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正极的制备  由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所述导电剂和所述正极粘合剂质量比为

(70-A-B)：(20+A)：(10+B)，其中0≤A≤20，0≤B≤10，通过分散混合制得正极浆料，将所述

正极浆料涂覆到所述正极集流体上，然后干燥、压片制得所述正极；

负极的制备  由所述活性炭和所述负极粘合剂按质量比（7～9）：1，通过分散混合制得

负极浆料，将所述负极浆料涂覆到所述负极集流体上，然后干燥、压片制得所述负极；

超级电容器的组装  将所述正极、所述负极和所述无纺布隔膜通过叠片的方式复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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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放入容器里，注入所述电解液，石蜡封口，装入外壳，制得所述超级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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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领域，特别涉及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能源匮乏和环境恶化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危机，汽车行业的快

速发展也加速了能源的消耗，同时，其尾气污染物也是城市雾霾和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之

一，因此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是有效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保证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目前市售的电动车面临着续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电池寿命短及不安全等致命

缺点，使得电动汽车的发展受到限制。超级电容器将电池和电容器的优点集于一体，展现出

高容量、快速充放电、长的循环寿命、使用温度范围宽和安全系数高的潜在优点，受到人们

的青睐。但随着电动设备在民用和军用领域里的普及，对于超级电容器动力性能的要求越

来越高，改善其动力性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0003] 电极材料是超级电容器的核心组成部件，其直接决定了超级电容器的储能能力。

氢氧化镍具有高的理论比容量、高的氧化还原活性、廉价、环境友好等优点，是比较理想的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目前合成较多的氢氧化镍大致分为两类：β-Ni(OH)2和α-Ni(OH)2。由

于β-Ni(OH)2的容量较小，难以满足目前超级电容器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方向便转向了具

有更大比容量的α-Ni(OH)2。但α-Ni(OH)2在碱性溶液中不稳定，如何提高其稳定性便成为了

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α-Ni(OH)2作为电极材料的不足，提供一种比表

面大、比容量高且性能稳定的α-氢氧化镍钴作为电极材料。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在超级电容器的应用。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它是由厚度为10～200  nm的纳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

状微米球组成的，分子式为α-NixCo1-x(OH)2，且0.2≤x≤0.4。

[0009] 基于上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它是由厚度为30  nm的纳米片复合而成的

绣球状微米球组成的，分子式为α-Ni0.278Co0.722(OH)2。

[0010] 基于上述，一种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1] 电极材料的合成 以质量份数计，将尿素0.5～2份、六水合硝酸镍0.1～0.3份、六

水合硝酸钴0.2～1.4份和无水乙醇10～18份加入密闭反应釜内，然后搅拌均匀，在90～120

℃的温度下恒温反应8～24  h，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浑浊液；

[0012] 电极材料成品的制备  先将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浑浊液冷却至室温，然后

再经过分离、清洗、干燥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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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基于上述，所述电极材料成品的制备的步骤包括：所述电极材料浑浊液冷却至室

温之后分成上层清液和下层沉淀物两层，先将所述上层清液倒出，再用去离子水清洗所述

下层沉淀物并进行离心分离处理，然后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3～5次，得到

所述α-氢氧化镍钴湿电极材料；将所述α-氢氧化镍钴湿电极材料置于60℃的真空干燥箱中

干燥8～12  h，得到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成品。

[0014] 基于上述，一种超级电容器，其包括电解液、正极、负极和位于正极和负极之间的

无纺布隔膜，它是二元结构，所述电解液为浓度是1  mol/L～6  mol/L  KOH水溶液；所述负极

包括活性炭、负极粘合剂和负极集流体，且在所述负极中，所述活性炭和所述负极粘合剂的

质量比（7～9）：1，所述负极中的所述活性炭负载量为16～21  mg/cm2；所述正极包括权利要

求1或2所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导电剂、正极粘合剂和正极集流体，且所述α-氢氧化

镍钴电极材料、所述导电剂和所述正极粘合剂质量比为(70-A-B)：(20+A)：(10+B)，其中0≤

A≤20，0≤B≤10，所述正极的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负载量为5～8  mg/cm2。

[0015] 基于上述，所述导电剂为乙炔黑、导电石墨、碳纳米管和石墨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基于上述，所述正极粘合剂和所述负极粘合剂分别为聚乙烯醇、聚四氟乙烯、聚偏

二氟乙烯和羧甲基纤维素钠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基于上述，所述正极集流体和所述负极集流体分别为金属不锈钢、镍、铝的多孔、

网状或薄膜材料。

[0018] 基于上述，所述超级电容器还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为有机塑料、不锈钢或其复合材

料的一种，所述外壳的形状为扣式、柱状或方形。

[0019] 基于上述，一种所述超级电容器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正极的制备  由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所述导电剂和所述正极粘合剂质量

比为(70-A-B)：(20+A)：(10+B)，其中0≤A≤20，0≤B≤10，通过分散混合制得正极浆料，将

所述正极浆料涂覆到所述正极集流体上，然后干燥、压片制得所述正极；

[0021] 负极的制备  由所述活性炭和所述负极粘合剂按质量比（7～9）：1，通过分散混合

制得负极浆料，将所述负极浆料涂覆到所述负极集流体上，然后干燥、压片制得所述负极；

[0022] 超级电容器的组装  将所述正极、所述负极和所述无纺布隔膜通过叠片的方式复

合在一起，放入容器里，注入所述电解液，石蜡封口，装入所述外壳，制得所述超级电容器。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是以尿素、无水乙醇、六水

合硝酸镍和六水合硝酸为原料通过一步溶剂热法制备的，该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环境友

好、效率高，更易于工业放大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常温下尿素在无

水乙醇中只能部分溶解，恒温加热时，溶解于无水乙醇的尿素分解出氢氧根与六水合硝酸

镍和六水合硝酸钴反应生成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随着所述反应进行，所述无水乙醇中

的尿素不再处于饱和状态，未溶解的尿素不断溶解于无水乙醇中，直至尿素完全溶解于无

水乙醇，因此，在制备所述电极材料的过程中，氢氧根是影响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

生成速度的重要因素；在本发明中，氢氧根是连续匀速产生的，从而使得生成的α-氢氧化镍

钴电极材料是由纳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米球组成的。

[0024] 另外，由于本发明提供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是由纳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

米球组成的，绣球状形貌可以提供不同大小的微纳米空腔，有效增大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

料的比表面积，使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比表面积高达296  m2  g-1，有利于提高α-氢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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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电极材料的有效利用率。所以由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为正极材料制备的超级电

容器具有较高的比容量、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卓越的循环稳定性，具有实现快充快放的特性。

在0.2  Ag-1的电流密度下，超级电容器比容量高达137  F  g-1，当电流密度增加到20  A  g-1

时，超级电容器比容量几乎没有衰减，仍高达136  F  g-1，在5  A  g-1的电流密度下循环10000

圈的容量保持率为90.4  %，库伦效率几乎接近100%。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扫描电镜照片，其中：a为放大至2 

μm的扫描电镜图片、b为放大至1 μm的扫描电镜图片、c为放大至200  nm的扫描电镜图片。

[0026]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X射线衍射谱。

[0027] 图3为实施例1制备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能谱谱附图。

[0028] 图4为实施例1制备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氮气吸脱附曲线。

[0029] 图5为实施例4制备的超级电容器在不同放电倍率下的放电曲线，其中插图为放电

电流密度从5  A  g-1增大到20  A  g-1放电曲线局部放大图。

[0030] 图6为实施例4制备的超级电容器在不同放电倍率下的比容量曲线。

[0031] 图7为实施例4制备的超级电容器在5  A  g-1下的稳定性和库伦效率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如下：

[0035] 将1.0000  g尿素、0.1454  g六水合硝酸镍和0.2910  g六水合硝酸钴依次30  mL的

聚四氟乙烯反应釜内胆，再加入16  ml无水乙醇，磁力搅拌10  min，使各原料在溶液里面分

散均匀。

[0036] 将所述装有反应原料的聚四氟乙烯内胆置入不锈钢反应釜外胆中，在温度为100

℃的恒温鼓风干燥箱中反应12  h。

[0037]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上清液倒出，将下层沉淀用去离子水冲入50  mL离心管

中，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3次，将得到的湿电极材料置于60℃的真空干燥箱

里干燥12  h，得到图1所示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

[0038] 图1为本实施例得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扫描电镜，表明所述α-氢氧化镍

钴电极材料的基本组成为直径为10 μm左右的绣球状微米球，这些微米球是由厚度为30  nm

左右的纳米片复合而成；图2为本实施例得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XRD图谱，该图谱

与α-Ni(OH)2图谱相似，由于钴离子的加入使得XRD中所有衍射峰发生了位移，证明所述氢

氧化镍钴电极材料为α相；图3为本实施例得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能谱图，根据能

谱数据可得到材料中Ni和Co的原子比为27.8：72.2，则所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分子

式为α-Ni0 .278Co0 .722(OH)2；图4为本实施例得到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氮气吸脱附曲

线，计算出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比表面积高达296  m2  g-1。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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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将1.0000  g尿素、0.1334  g六水合硝酸镍和0.3120  g六水合硝酸钴依次30  mL的

聚四氟乙烯反应釜内胆，再加入16  ml无水乙醇，磁力搅拌10  min，使各原料在溶液里面分

散均匀。

[0042] 将所述装有反应原料的聚四氟乙烯内胆置入不锈钢反应釜外胆中，在温度为120

℃的恒温鼓风干燥箱中反应8  h。

[0043]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上清液倒出，将下层沉淀用去离子水冲入50  mL离心管

中，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3次，将得到的湿电极材料置于60℃的真空干燥箱

里干燥8  h，得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是由厚度为10  nm的纳

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米球组成，其分子式为α-Ni0.235Co0.765(OH)2，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

材料的比表面积为290  m2  g-1。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如下：

[0046] 将0.8523  g尿素、0.2134  g六水合硝酸镍和0.2520  g六水合硝酸钴依次30  mL的

聚四氟乙烯反应釜内胆，再加入12  ml无水乙醇，磁力搅拌10  min，使各原料在溶液里面分

散均匀。

[0047] 将所述装有反应原料的聚四氟乙烯内胆置入不锈钢反应釜外胆中，在温度为90℃

的恒温鼓风干燥箱中反应24  h。

[0048]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上清液倒出，将下层沉淀用去离子水冲入50  mL离心管

中，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离心洗涤5次，将得到的湿电极材料置于60℃的真空干燥箱

里干燥12  h，得到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是由厚度为90  nm的纳

米片复合而成的绣球状微米球组成，其分子式为α-Ni0.396Co0.604(OH)2，该α-氢氧化镍钴电极

材料的比表面积为273  m2  g-1。

[0049] 实施例4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超级电容器，其制备步骤如下：

[0051] 正极的制备  由所述实施例1制得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碳纳米管、乙炔黑和

聚四氟乙烯按质量比为6：2：1：1称取后置入10  mL的烧杯中通过分散混合制浆，涂覆于铝制

薄膜上，然后干燥、压片等步骤制得正极，正极的α-氢氧化镍钴电极材料负载量为7  mg/

cm2；

[0052] 负极的制备 由商业活性炭和PVDF按质量比9：1称取后置入10  mL的烧杯中，通过

分散混合制浆，涂覆于铝制薄膜上，然后干燥、压片等步骤制得负极，负极的活性炭负载量

为21  mg/cm2；

[0053] 超级电容器的组装  将制得的正极、负极和无纺布隔膜通过叠片的方式复合在一

起，放入容器里，注入适量的2  mol  L-1的KOH水溶液，然后通过石蜡封口后，装入方形的不锈

钢外壳内，制得超级电容器。

[0054] 所述超级电容器在放电电流密度由0.2  A  g-1增大至20  A  g-1的放电曲线请参见

图5，放电曲线上很明显的出现了两个放电电压平台，充分证明了该超级电容器的储能机制

主要来自于可逆氧化还原反应。这两个放电平台分别对应一下两个可逆反应：

[0055] Ni(OH)2  +  OH-  ↔  NiOOH  +  H2O  +  e-

[0056] Co(OH)2  +  OH-  ↔  CoOOH  +  H2O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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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请参见图6，所述超级电容器在不同放电倍率下的比容量曲线，随着放电电流密度

由0.2  A  g-1增大至20  A  g-1，所述超级电容器的比容量几乎没有衰减。请参见图7，所述超

级电容器在5  A  g-1下的稳定性和库伦效率曲线，所述超级电容器在5  A  g-1的电流密度下

循环了10000圈，在循环过程中，所述超级电容器的库伦效率一直接近于100  %，经过10000

圈循环后，所述超级电容器的容量保持率高达90.4  %。

[0058]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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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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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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