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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公开了一

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材料的化学式为Li 1 .2 -

xMn0 .6Ni0 .2MxO2，M为Mg、Al、Zn、Y、Li或Ce，0<x<

0.1。制备步骤是将过渡金属的前驱体加硝酸盐，

在箱式炉或烘箱中进行100～400℃预处理，所得

粉体和锂盐和熔融盐混合，在700～1000℃热处

理，水洗干燥再在300～600℃条件下回烧制得。

该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容量

衰减较慢，并且倍率性能较佳。当电压窗口为2～

4.8V，电流密度为200mA/g时，经过250次充放电

之后，材料的容量保持率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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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该正极材料的化学式为

Li1.2-xMn0.6Ni0.2MxO2，M为Mg、Al、Zn、Y、Li或Ce，0<x<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将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与硝酸盐混合，在箱式炉或烘箱中进行100～400℃预处

理；反应结束后水洗除去杂质，进行干燥；将干燥所得前驱体A与锂盐以及熔融盐混匀，在

700～1000℃进行热处理，反应结束后随炉冷却；将所得样品水洗除去杂质，烘干后得粉体；

将粉体在300～600℃条件下回烧，结束后即制得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为

Mn0.75Ni0.25CO3或Mn0.75Ni0.25(OH)2；所述硝酸盐为M(NO3)y，M为Mg、Al、Zn、Y、Li或Ce。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锂盐为乙酸锂、碳酸锂和氢氧化

锂中的一种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熔融盐为氯化钠和氯化钾。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和锂盐

的摩尔比为1：(1～1.1)；所述熔融盐，与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和锂盐总和的摩尔比为

4：1。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的时间为12～24h。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处理的时间为8～16h。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回烧的时间为3～5h。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领域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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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  氧化物

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具有使用寿命长、比能量较大、充放电的效率比较高和安全性 能较强

等优点，在手机、手提电脑和摄像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锂离子电  池生产的核心技术是

正极材料，富锂层状材料已经成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候  选正极材料。目前来说，富锂层状

氧化物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循环稳定  性差，寿命短，因此严重阻碍了其商业化的应

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  供一种

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

[000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  材料的

制备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对商业化的Mn0.75Ni0.25CO3或Mn0.75Ni0.25(OH)2前驱体进行简单的硝

酸盐预处理，在前驱体表面均匀包覆氧化物，随后利用  熔融盐法高温煅烧，在材料表面进

行元素的微量、均匀掺杂。该处理方法成  功地对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表面进行修饰改性，

使得材料结构更加稳定，保  持电池在长循环过程中的稳定性；同时，表面包覆的氧化物避

免了材料活性  物质的裸露，减少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而造成的结构破坏与抑制电化学阻

值 的增加。该制备方法克服了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容量衰减快、循环稳定性差 的缺点，并

且处理过程具有工艺简单，易于控制、重复性好等优点，具有较 大的商业化前景。

[0005]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  材料的

应用。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该正极材料的化学式为  Li1 .2-

xMn0.6Ni0.2MxO2，M为Mg、Al、Zn、Y、Li或Ce，0<x<0.1。

[0008] 上述的一种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操作

步骤：

[0009] 将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与硝酸盐混合，在箱式炉或烘箱中进行  100～400℃

预处理；反应结束后水洗除去杂质，进行干燥；将干燥所得前驱体  A与锂盐以及熔融盐混

匀，在700～1000℃进行热处理，反应结束后随炉冷却；  将所得样品水洗除去杂质，烘干后

得粉体；将粉体在300～600℃条件下回烧，  结束后即制得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

极材料。

[0010] 优选的，所述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为Mn0.75Ni0.25CO3或  Mn0.75Ni0.25(OH)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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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为M(NO3)y，M为Mg、Al、Zn、Y、Li或Ce。

[0011] 优选的，所述锂盐为乙酸锂、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中的一种以上。

[0012] 优选的，所述熔融盐为氯化钠和氯化钾。

[0013] 优选的，所述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和锂盐的摩尔比为1：(1～1.1)；  所述熔融

盐，与过渡金属的碳酸盐前驱体和锂盐总和的摩尔比为4：1。

[0014] 优选的，所述预处理的时间为12～24h。

[0015] 优选的，所述热处理的时间为8～16h。

[0016] 优选的，所述回烧的时间为3～5h。

[0017] 上述的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领域中的应  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克服了以往材料循环  稳定性

差的缺点。当电压窗口为2.0-4.8V、电流密度为200mA/g时，该类正极  材料最高容量可以达

到229mAh/g，250次循环之后容量保持率高至90％，即使  在4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仍有

79％。

[0020] (2)本发明首次尝试在前驱体加硝酸盐，先形成均匀的氧化物薄层，随  后在高温

煅烧条件下进行元素的均匀掺杂。其中，表面包覆的氧化物避免了  材料活性物质的裸露，

减少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而造成的结构破坏与抑制电  化学阻值的增加。掺杂的元素稳定

了材料的结构，避免锂离子脱嵌过程中整  体结构发生畸变。在这种双重作用下，达到抑制

容量衰减的效果，使得材料  表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0021] (3)本发明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用硝酸盐预处理前驱  体的方

法，均匀掺杂化学元素，不但提高了结构稳定性，还提高了离子电导  率，使得材料具有优异

的倍率性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施例1中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的X-射线衍射图谱。

[0023] 图2为实施例1中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的SEM照片。

[0024] 图3为用实施例1的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作为正极在室温下200mAg-1时的首

次充放电曲线。

[0025] 图4为用实施例1的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作为正极在室温下200mAg-1时容量

稳定性曲线。

[0026] 图5为用实施例1的Li1 .19Mn0.6Ni0.2Al0.01O2粉体作为正极在室温下的倍率  性能曲

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内容，但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 限制。

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  常规手段。除非特别

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 规试剂、方法和设备。

[0028] 实施例1：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19Mn0.6Ni0.2Al0.01O2的制备

[0029] (1)称取0.9270g的过渡金属碳酸盐前驱体(Mn0 .75Ni0 .25CO3)，加入0.1020g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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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3·9H2O，充分混匀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350℃反应12h，反应结束  后过滤烘干，制

得处理后的前驱体A；

[0030] (2)将前驱体A与0.4655g锂盐(Li2CO3)混合，加入4g氯化钠和2g氯化  钾，充分研磨

装入坩埚，于箱式炉中850℃反应12h，并随炉冷却，水洗烘干  制得粉体；

[0031] (3)将粉体研磨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400℃反应3h，并随炉冷却，  制得

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即为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

[0032] 图1为本实施例中Li1 .19Mn0.6Ni0.2Al0.01O2粉体的X-射线衍射图谱。从图1可  知，合

成的粉体是O3型富锂氧化物，为Li2MnO3和三元层状材料的混合相。图  2为本实施例中

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的SEM照片。从图2可知，合成的正 极材料粉体为组装微米球。

[0033] 采用扣式电池进行测试，将上述制得的Li1 .19Mn0.6Ni0.2Al0.01O2粉体与导电  碳黑、

粘结剂聚偏氟乙烯(PVDF)按质量比8:1:1做成电极，金属锂片为对极，  1mol·L-1LiPF6/EC+

DMC+EMC(EC:DMC:EMC的体积比1:1:1)为电解液，  聚丙烯材料为隔膜，电池测试系统为

LAND，充放电电压窗口为2.0～4.8V，  充放电电流密度分别选取200mAg-1，该材料作为锂离

子电池的正极时表现出 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图3为用本实施例Li1 .19Mn0.6Ni0.2Al0.01O2粉体

作为正极在室  温下200mAg-1时的首次充放电曲线。从图3可知，在200mAg-1的充放电电流密 

度下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29mAhg-1；图4为用实施例1的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作为正极

在室温下200mAg-1时容量稳定性曲线。从图4可知，经过250次  充放电之后，材料的容量保持

率仍为90％。图5为用本实施例Li1.19Mn0.6Ni0.2Al0.01O2粉体作为正极时在室温下的倍率性能

曲线。从图5可知， 当充电倍率为5C时，最高容量仍能达到155mAh/g。

[0034] 实施例2：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17Mn0.6Ni0.2Mg0.03O2的制备

[0035] (1)称取0.9270g的过渡金属碳酸盐前驱体(Mn0 .75Ni0 .25CO3)，加入0.0885g  Mg

(NO3)2·6H2O，充分混匀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350℃反应12h，反应结束  后过滤烘干，制

得处理后的前驱体A；

[0036] (2)将前驱体A与0.4655g锂盐(Li2CO3)混合，加入4g氯化钠和2g氯化  钾，充分研磨

装入坩埚，于箱式炉中850℃反应12h，并随炉冷却，水洗烘干  制得粉体；

[0037] (3)将粉体研磨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400℃反应3h，并随炉冷却，  制得

Li1.17Mn0.6Ni0.2Mg0.03O2粉体，即为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 料。

[0038] 采用扣式电池进行测试，将上述制得的Li1 .17Mn0.6Ni0.2Mg0.03O2粉体与导电  碳黑、

粘结剂聚偏氟乙烯(PVDF)按质量比8:1:1做成电极，金属锂片为对极，  1mol·L-1LiPF6/EC+

DMC+EMC(EC:DMC:EMC的体积比1：1：1)为电解液，  聚丙烯材料为隔膜，电池测试系统为

LAND，充放电电压窗口为2.0～4.8V，  充放电电流密度为200mAg-1，该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

的正极时表现出良好的 电化学性能。扣式电池测试结果显示：在200mAg-1电流密度下的充

放电电流  密度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26mAhg-1；经过3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它们的放电 比容

量衰减缓慢，保持率为95％。

[0039] 实施例3：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197Mn0.6Ni0.2Y0.003O2的制备

[0040] (1)称取0.9270g的过渡金属碳酸盐前驱体(Mn0 .75Ni0 .25CO3)，加入0.0118g  Y

(NO3)3·6H2O，充分混匀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350℃反应12h，反应结束  后过滤烘干，制

得处理后的前驱体A；

[0041] (2)将前驱体A与0.4655g锂盐(Li2CO3)混合，加入4g氯化钠和2g氯化  钾，充分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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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坩埚，于箱式炉中850℃反应12h，并随炉冷却，水洗烘干  制得粉体；

[0042] (3)将粉体研磨装入坩埚中，于箱式炉中400℃反应3h，并随炉冷却，  制得

Li1.197Mn0.6Ni0.2Y0.003O2粉体，即为表层梯度掺杂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 料。

[0043] 采用扣式电池进行测试，将上述制得的Li1.197Mn0.6Ni0.2Y0.003O2粉体与导电  碳黑、

粘结剂聚偏氟乙烯(PVDF)按质量比8:1:1做成电极，金属锂片为对极，  1mol·L-1LiPF6/EC+

DMC+EMC(EC:DMC:EMC的体积比1：1：1)为电解液，  聚丙烯材料为隔膜，电池测试系统为

LAND，充放电电压窗口为2.0～4.8V，  充放电电流密度为200mAg-1，该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

的正极时表现出良好的电  化学性能。扣式电池测试结果显示：在200mAg-1电流密度下的充

放电电流密  度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15mAhg-1；经过3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它们的放电比  容

量衰减缓慢，保持率为94％。

[004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  施例

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  替代、组合、简

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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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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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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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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