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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

极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含钒

溶液加热后调节其pH值，然后加入硫酸铵沉淀

剂，加热搅拌后进行固液分离，得到NH4+-V-O前

驱体化合物；(2)将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

低温干燥、研磨后进行低温热处理；(3)向所得产

物中加入酒精，进行低温水热反应后干燥。本发

明将含钒溶液中的钒沉淀为NH4+-V-O化合物后，

先通过低温热处理，再通过低温水热反应将

NH4+-V-O化合物转换为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既

可以保持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层状结构，又可

以提高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结晶性，进而提高

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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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将含钒溶液加热后调节其pH值，然后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加热搅拌后进行固液分

离，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低温干燥、研磨后进行低温热处理；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进行低温水热反应后，干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含钒溶液中钒的浓度为

25-35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将所述含钒溶液加热至85-

95℃后调节其pH值。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将含钒溶液的pH值调节至

1.8-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硫酸铵沉淀剂按照

(NH4)2SO4/TV为1.6-2.0的加铵盐系数加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拌的温度为80-

90℃；所述加热搅拌的时间为0.5-1.5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温度为90-

110℃；所述低温干燥的时间为10-20小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温度为

300-400℃；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时间为3-5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

溶液的体积比为1.5-2.5：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温度

为115-125℃；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时间为10-15小时；

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温度为110-130℃；所述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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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

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V具有V5+、V4+、V3+、V2+等多价态，按照VnO2n+1和VnO2n-1化学式形式，可形成V2O5，V3O7

和V2O3，V4O7等多种氧化物。其中V2O5具有嵌锂/脱锂层状结构，其层间距约为0.28nm，改性

后，其层间距可达1.18nm，石墨烯也为层状物质(层间距0.34nm)。理论上1mol的V2O5最多嵌

入3mol的Li+，对应的充放电比容量约为440mAh/g，在所有V-O化合物中充放电比容量最高，

嵌锂后，其化学式由V2O5变为LixV2O5，基于上述性质V2O5可以作为锂电池正极材料。

[0003] 传统五氧化二钒的湿法冶金过程中，通常使用铵盐作为沉淀剂，在高浓度含钒溶

液中，通过化学沉淀反应生成NH4+-V-O化合物，然后，通过约为550℃的热处理脱氨晶型变化

为V2O5材料，通常再通过熔炼工序制备出片状五氧化二钒，用于后续钒铁、氮化钒的熔炼制

备。因为目前五氧化二钒系列产品的应用大多集中在火法冶金领域，所以研究的主要关注

点是五氧化二钒产品纯度，对五氧化二钒产品的晶体结构、微观形貌、暴露晶面研究较少，

而如果五氧化二钒材料作为锂电正极材料，那么就必须考虑化学沉淀产物NH4+-V-O高温脱

氨过程中，由于高温和气体逸出而造成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层状结构的失效的问题，但是

如果单一降低热处理温度，则会造成五氧化二钒产品结晶性不足，从而造成其电化学性能

降低。

[0004] 基于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低温热处理技术接续水热处理技术，制备五氧化二钒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既可以避免高温脱氨过程五氧化二钒材料的层状结构被破坏，还可

以避免低温脱氨过程中五氧化二钒材料的结晶性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高温热处理会造成五氧化二钒正极材

料层状结构的失效，单一降低热处理温度，则会降低五氧化二钒产品的结晶性，从而使其电

化学性能降低的问题，提供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方法，该方法

既可以避免高温热处理脱氨过程中五氧化二钒材料层状结构被破坏，还可以避免低温脱氨

过程中造成五氧化二钒材料结晶性降低。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

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含钒溶液加热后调节其pH值，然后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加热搅拌后进行固液

分离，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0008]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低温干燥、研磨后进行低温热处理；

[0009]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进行低温水热反应后，干燥。

[0010] 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含钒溶液中钒的浓度为25-3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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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在步骤(1)中，将所述含钒溶液加热至85-95℃后调节其pH值。

[0012] 优选地，在步骤(1)中，将含钒溶液的pH值调节至1.8-2.2。

[0013] 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硫酸铵沉淀剂按照(NH4)2SO4/TV为1.6-2.0的加铵盐系

数加入。

[0014] 优选地，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拌的温度为80-90℃；所述加热搅拌的时间为

0.5-1.5小时。

[0015]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温度为90-110℃；所述低温干燥的时间为

10-20小时。

[0016] 优选地，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温度为300-400℃；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时

间为3-5小时。

[0017] 优选地，步骤(3)中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体积比为1.5-2.5：1。

[0018] 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温度为115-125℃；所述低温水热反应

的时间为10-15小时。

[0019] 优选地，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温度为110-130℃；所述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

[0020] 在本发明中，将含钒溶液中的钒沉淀为NH4+-V-O化合物后，先通过低温热处理，再

通过低温水热反应，将NH4+-V-O化合物转换为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既可以保持五氧化二钒

正极材料的层状结构，又可以提高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结晶性，进而提高五氧化二钒正

极材料的充放电比容量，提高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2]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些范围或

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之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或多个

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23] 目前，在制备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过程中，通常需要通过高温热处理将

NH4+-V-O化合物进行脱氨晶型转换成五氧化二钒材料。但是在高温热处理的过程中，高温会

破坏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层状结构，如果只降低热处理的温度，虽然可以保持五氧化二

钒正极材料的层状结构，但是会降低五氧化二钒的结晶性。基于此，发明人完成了本发明。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温水热制取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25] (1)将含钒溶液加热后调节其pH值，然后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加热搅拌后进行固液

分离，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0026]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低温干燥、研磨后进行低温热处理；

[0027]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转入反应釜中进行低温水热反应后，干燥。

[0028] 在本发明中，先通过硫酸铵沉淀剂将含钒溶液中的钒沉淀为NH4+-V-O前驱体化合

物，然后NH4+-V-O前驱体化合物在低温热处理过程中脱氨，最后将脱氨后的产物进行低温水

热反应。在低温热处理过程中NH4+-V-O化合物脱氨转换为五氧化二钒时可以保持五氧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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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材料的层状结构，低温水热反应可以使五氧化二钒材料具有较好的结晶性，从而增强五

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0029]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所述含钒溶液可以是制备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领域的常

规选择。在步骤(1)中，所述含钒溶液中钒的浓度为25-35g/L；具体地，例如可以为25g/L、

27g/L、29g/L、31g/L、33g/L或35g/L；优选情况下，在步骤(1)中，所述含钒溶液中钒的浓度

为30g/L。

[0030]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1)中，将所述含钒溶液加热至85-95℃后调节其

pH值；具体地，在步骤(1)中，可以将所述含钒溶液加热至85℃、87℃、89℃、91℃、93℃或95

℃；优选情况下，在步骤(1)中，将所述含钒溶液加热至90℃后调节其pH值。

[0031] 在步骤(1)中，在加入硫酸铵沉淀剂之前，将含钒溶液的pH值调节至1.8-2.2；具体

地，在步骤(1)中，可以将含钒溶液的pH值调节至1.8、1.9、2.0、2.1或2.2；优选情况下，在步

骤(1)中，在加入硫酸铵沉淀剂之前，将含钒溶液的pH值调节至2。

[0032]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1)中，所述硫酸铵沉淀剂按照(NH4)2SO4/TV为

1.6-2.0的加铵盐系数加入；具体地，在步骤(1)中，所述硫酸铵沉淀剂可以按照(NH4)2SO4/

TV为1.6、1.7、1.8、1.9或2.0的加铵盐系数加入；优选情况下，在步骤(1)中，所述硫酸铵沉

淀剂按照(NH4)2SO4/TV为1.8的加铵盐系数加入。在本文中，所述TV表示总钒。

[0033]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1)中，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后，通过加热搅拌使含

钒溶液与硫酸铵沉淀剂充分反应，将钒沉淀为NH4+-V-O化合物。

[0034] 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拌的温度为80-90℃；具体地，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

拌的温度可以为80℃、82℃、84℃、86℃、88℃或90℃；优选情况下，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

搅拌的温度为90℃。

[0035] 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拌的时间为0.5-1.5小时；具体地，在步骤(1)中，所述加

热搅拌的时间可以为0.5小时、0.7小时、0.9小时、1.1小时、1.3小时或1.5小时；优选情况

下，在步骤(1)中，所述加热搅拌的时间为1小时。

[0036]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温度为90-110℃；具体地，

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温度可以为90℃、95℃、100℃、105℃或110℃；优选情况下，

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温度为100℃。

[0037]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时间为10-20小时；具体

地，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时间可以为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或20

小时；优选情况下，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干燥的时间为12小时。

[0038]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为了在脱氨过程中不破坏五氧化二钒材料的层状结构，

采用低温热处理进行脱氨晶型转化。

[0039] 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温度为300-400℃；具体地，在步骤(2)中，所述低

温热处理的温度可以为300℃、320℃、340℃、360℃、380℃或400℃；优选情况下，在步骤(2)

中，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温度为350℃。

[0040] 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时间为3-5小时；具体地，在步骤(2)中，所述低温

热处理的时间可以为3小时、3.5小时、4小时、4.5小时或5小时；优选情况下，在步骤(2)中，

所述低温热处理的时间为4小时。

[0041]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步骤(3)中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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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2.5：1；具体地，步骤(3)中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体积比可以为1.5：

1、1.7：1、1.9：1、2.1：1、2.3：1或2.5：1；优选情况下，步骤(3)中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

含钒溶液的体积比为2：1。

[0042]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采用低温热处理使NH4+-V-O化合物脱氨转换为五氧化二

钒后，虽然五氧化二钒材料的层状结构可以保持，但是五氧化二钒材料的结晶性会降低，所

以，本发明在进行低温热处理后，进一步采用低温水热反应提高五氧化二钒材料的结晶性。

低温水热反应的装置可以是本领域的常规选择，优选地，在反应釜中进行低温水热反应。

[0043] 在步骤(3)中，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温度为115-125℃；具体地，所述低温水热反应

的温度可以为115℃、117℃、119℃、121℃、123℃或125℃；优选情况下，在步骤(3)中，所述

低温水热反应的温度为120℃。

[0044] 在步骤(3)中，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时间为10-15小时；具体地，在步骤(3)中，所述

低温水热反应的时间可以为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或20小时；优选情况

下，在步骤(3)中，所述低温水热反应的时间为12小时。

[0045]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温度为110-130℃；具体地，在步

骤(3)中，所述干燥温度可以为110℃、115℃、120℃、125℃或130℃；优选情况下，在步骤(3)

中，所述干燥温度为120℃。

[0046] 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中，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时间为11-13小时；具体地，在步

骤(3)中，所述干燥时间可以为11小时、11.5小时、12小时、12.5小时或13小时；优选情况下，

在步骤(3)中，所述干燥时间为12小时。

[0047] 在本发明中，将含钒溶液中的钒沉淀为NH4+-V-O化合物后，先通过低温热处理，再

通过低温水热反应，将NH4+-V-O化合物转换为五氧化二钒，既可以保持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

的层状结构，又可以提高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结晶性，进而提高五氧化二钒正极材料的

电化学性能。

[0048]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此。

[0049] 实施例1

[0050] (1)将钒的浓度为30g/L的含钒溶液加热至90℃后调节其pH值至2，然后按照(NH4)

2SO4/TV为1.8的加铵盐系数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在90℃下加热搅拌1小时后进行固液分离，

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0051]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在100℃下低温干燥12小时，研磨后在

400℃下低温热处理4小时；

[0052]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且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

体积比为2：1，在120℃下进行低温水热反应12小时后，在120℃下干燥12小时，得到五氧化

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

[0053] 实施例2

[0054] (1)将钒的浓度为35g/L的含钒溶液加热至85℃后调节其pH值至1.8，然后按照

(NH4)2SO4/TV为2.0的加铵盐系数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在80℃下加热搅拌1.5小时后进行固

液分离，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0055]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在90℃下低温干燥20小时，研磨后在

350℃下低温热处理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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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且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

体积比为2.5：1，在115℃下进行低温水热反应15小时后，在110℃下干燥13小时，得到五氧

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

[0057] 实施例3

[0058] (1)将钒的浓度为25g/L的含钒溶液加热至95℃后调节其pH值至2.2，然后按照

(NH4)2SO4/TV为1.6的加铵盐系数加入硫酸铵沉淀剂，在85℃下加热搅拌0.5小时后进行固

液分离，得到NH4+-V-O前驱体化合物；

[0059] (2)将步骤(1)中所得NH4+-V-O前驱体化合物在110℃下低温干燥10小时，研磨后在

300℃下低温热处理3小时；

[0060] (3)向步骤(2)中所得产物中加入酒精，且加入的酒精与步骤(1)中的含钒溶液的

体积比为1.5：1，在125℃下进行低温水热反应10小时后，在130℃下干燥11小时，得到五氧

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

[0061] 对比例1

[0062]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备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不同的是，在步骤(2)

中，研磨后在500℃下进行热处理。

[0063] 对比例2

[0064]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备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不同的是，在步骤(3)

中，不进行低温水热反应。

[0065] 测试例

[0066] 测试实施例1-3和对比例1-2中制备的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充放电比容

量，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67] 表1

[0068] 实施例编号 充放电比容量(mAh/g)

实施例1 375

实施例2 366

实施例3 372

对比例1 321

对比例2 293

[0069] 通过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制备的五氧化二钒锂电池正极

材料的充放电比容量明显提高，电化学性能较好。

[007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发明的技

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包括各个技术特征以任何其

它的合适方式进行组合，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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