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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超级电容器的生物质

多孔碳限域负载硫化物电极材料制备方法，该生

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硫化物电极材料是将过渡

金属的可溶性盐通过负压蒸发的模式吸附到生

物质多孔碳的孔道内，随后将上述多孔碳浸入到

含硫溶液中，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硫化物种晶，

再将孔道内沉积有金属硫化物种晶的多孔碳材

料再次置入到可溶性金属盐溶液中，加入硫源，

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本发

明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硫化物电极材料应用

在超级电容器，能有效加快电子传输和离子扩

散，电流密度为1  A  g‑1时，其比电容可达809  F 

g‑1，远高于双电层的多孔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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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制

备方法以油茶果壳为原料制取生物质多孔碳，通过在生物质多孔碳的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

硫化物种晶，然后借助种晶诱导生长，制得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

料；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制备生物质多孔碳

将油茶果壳、碳酸钙按2∶1的质量比混合进行球磨，所得的细粉在N2氛围中高温碳化；用

酸洗净去除碳化产物中的杂质后水洗至中性，其后再进行烘干；将烘干的碳化产物和活化

剂充分混合后在管式炉中活化，活化后再经酸洗后进行烘干，得到生物质多孔碳；所述的碳

化产物和活化剂的质量比为1∶1.5-9；

步骤2：生物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

将生物质多孔碳加入到10wt％-30wt％的过渡金属盐的溶液中，并在100℃下旋转蒸

发，随后再将上述负载过渡金属盐的生物质多孔碳浸入到10wt％-30wt％的含硫化合物溶

液中，其后经快速过滤收集，得到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的生物质多孔碳；

步骤3：制备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

将上述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的生物质多孔碳、过渡金属盐和含硫化合物按10-15∶

8-14∶1的质量比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中，在180-220℃温度下回流1-3h，产物经离心分

离后分别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清洗3次，再经真空干燥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

物材料；

所述的活化剂为氢氧化钾/氯化钾、氢氧化钠/氯化钠、氢氧化钾/氯化钠、氢氧化钠/氯

化钾双组分中的一种；过渡金属盐为镍、钴或锰的硝酸、乙酸或乙酰丙酮盐中的一种；含硫

化合物为L-半胱氨酸、CS2或硫脲中的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化的工艺过程为：在真空条件或氮气或者氩气环境中，以5℃/min速率

升温至650℃，保温30min，然后继续升温至900-1300℃保温2-10h，然后自然冷却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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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超级电容器的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

材料制备方法，具体属于新能源电极材料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目前，环境和能源问题日益严峻，传统燃油汽车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引起

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担忧。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新型储能器

件，具有比传统电容器高得多的能量密度和比锂电池大得多的功率密度，集高能量密度、高

安全性、长寿命等优点于一身。这些突出的特性使得超级电容器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希望的

新型绿色能源。

[0003] 超级电容器的性能与电极材料、电解液及其使用的隔膜有关，而电极材料是其中

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储能机理的不同，超电容电极材料主要分为双电层电容和法拉第赝电

容两类。双电层电容的原理是基于材料表面可逆的静电吸附过程，使得电荷吸附在高导电

和高比表面积的活性物质表面进行储能。双电层电容具备快速的能量储存和释放能力，因

而拥有较高的功率密度；同时可以实现上百万次的充放电循环。双电层电极材料主要为多

孔碳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介孔碳、活性炭等等。其中，基于其来源广泛，原料价格低

廉、比表面积高等优点，生物质料多孔碳是一种理想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由于多孔碳材

料本身特征的限制，如高孔隙率使得堆积密度不高，比电容并不随着比表面积线性增加，以

及发达的微孔孔道不能全部被电解液离子所利用等，单纯的多孔碳材料仍难在比电容上有

突破性的提高。目前所报道的生物质多孔碳材料的比电容值通常介于200～300F  g-1，由其

组装的超级电容器比能量一般在5～10Wh  kg-1，比传统电池(例如：铅酸电池35～45Wh  kg
-1、镍氢电池50～80Wh  kg-1、锂离子电池170～200Wh  kg-1)的能量密度小很多。低能量密度

造成了每瓦时能量的价格高，不利于大规模储能应用。

[0004] 相比双电层型的多孔碳材料，法拉第赝电容型电极材料常常由于其表面发生了一

系列快速、可逆的电子转换反应，通过电解液中吸附的离子的表面氧化还原反应来实现，通

常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其比电容高达2000-3000F  g-1。最近的研究表明，过渡金属硫化物

以其独特的物理化学，如导电率、机械和热稳定性以及可循环性成为非常有前景的超级电

容器电极的备选材料。然而，由于自身较低的导电率以及氧化还原过程中材料可能存在的

体积变化，单纯的过渡金属硫化物仍面临电容保持率低、循环寿命差的问题，这都严重限制

了过渡金属硫化物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为了提升过渡金属硫化物作为电极材料的电化

学性能，研究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将过渡金属硫化物尺度微纳化并将其负载在导电多

孔碳材料基体表面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办法。例如，将纳米过渡金属硫化物负载到层状前体

法制备的石墨烯表面，或制备过渡金属硫化物/介孔碳复合材料，或将碳嵌入到多孔的过渡

金属硫化物中等。这些办法虽然能有效提升过渡金属硫化物的电化学性能，但由于石墨烯、

介孔碳较高的价格以及大多数过渡金属硫化物未能和导电基体有很好的接触，导致所制备

的过渡金属硫化物/多孔碳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仍难以满足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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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专利克服以上不足，将具有高赝电容的过渡金属硫化物限域负载在生物质多孔碳

的孔道内制备纳米复合电极材料将能有效提高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

[0005] 油茶果壳是一种农林废弃物，自身也具有发达的网络结构，是制备分级多孔碳材

料的良好原料。目前尚无以油茶果壳为初始原料制备多孔碳材料并在其孔道内负载过渡金

属硫化物的相关专利报道。同样没有关于采用油茶果壳为初始原料制备多孔碳材料并在其

孔道内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专利报道和文献报道。本发明将茶

油产业中大量产生的废弃物油茶果壳制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可用做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得

到的材料表现出较高的比电容性能。本发明充分利用了农林废弃物，将大大促进油茶产业

的快速与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制备出的材料在超级电容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多孔碳材料及其复合材料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以廉

价的油茶果壳为原料制备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的方法，即通过在油茶

果壳派生的多孔碳的孔道内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将多孔碳材料的双电层电容和过渡

金属硫化物的赝电容有机的结合起来，制备出性能优异的超电容电极材料。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本发明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制备方法，以油茶果壳为

原料制取生物质多孔碳，通过在生物质多孔碳的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然后借

助种晶诱导生长，制得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料；

[0009] 具体步骤如下：

[0010] 步骤1：制备生物质多孔碳

[0011] 将油茶果壳、碳酸钙按2∶1的质量比混合进行球磨，所得的细粉在N2氛围中高温碳

化；用酸洗净去除碳化产物中的杂质后水洗至中性，其后再进行烘干；将烘干的碳化产物和

活化剂充分混合后在管式炉中活化，活化后再经酸洗后进行烘干，得到生物质多孔碳；所述

的碳化产物和活化剂的质量比为1∶1.5-9；

[0012] 步骤2：生物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

[0013] 将生物质多孔碳加入到10wt％-30wt％的过渡金属盐的溶液中，并在100℃下旋转

蒸发，随后再将上述负载过渡金属盐的生物质多孔碳浸入到10wt％-30wt％的含硫化合物

溶液中，其后经快速过滤收集，得到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的生物质多孔碳；

[0014] 步骤3：制备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

[0015] 将上述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的生物质多孔碳、过渡金属盐和含硫化合物按

10-15∶8-14∶1的质量比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中，在180-220℃温度下回流1-3h，产物经

离心分离后分别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清洗3次，再经真空干燥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

属硫化物材料；

[0016] 所述的活化剂为氢氧化钾/氯化钾、氢氧化钠/氯化钠、氢氧化钾/氯化钠、氢氧化

钠/氯化钾双组分中的一种；过渡金属盐为镍、钴或锰的硝酸、乙酸或乙酰丙酮盐中的一种；

含硫化合物为L-半胱氨酸、CS2或硫脲中的一种。

[0017] 所述活化的工艺过程为：在真空条件或氮气或者氩气环境中，以5℃/min速率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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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50℃，保温30min，然后继续升温至900-1300℃保温2-10h，然后自然冷却室温。

[0018] 本发明过渡金属硫化物包括Ni7S6、Ni3S4、Ni3S2、NiS、CoS、MnS。

[0019]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果壳是油茶外表果壳，是一种具有发达的网络结构的能制备分级多孔碳

材料的良好原料。以廉价的油茶果壳为原料制备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电极材

料，具有分级多孔结构的碳材料并以此分级多孔碳材料作为载体在其孔道内限域生长金属

硫化物，将多孔碳材料的双电层电容和过渡金属硫化物的赝电容有机的结合起来，制备出

性能优异的超电容电极材料。

[0021] 2、本发明电极材料的特殊的微结构将有效加快电子传输和离子扩散，有效改善材

料的超电容性能，在电流密度为1A  g-1时，其比电容可达809F  g-1，远高于双电层的多孔碳

材料。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多孔碳限域负载NiS电极材料的SEM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多孔碳限域负载NiS电极材料的充放电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阐述。但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5] 实施例1

[0026] 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NiS电极材料制备步骤包括：

[0027] 步骤1、制备生物质多孔碳：将油茶果壳按质量比为2:1加入碳酸钙固体并且球磨

成细粉；将细粉在N2的氛围中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400℃并保温2h，完成碳化；使用

稀盐酸抽滤清洗碳化的果壳细粉并洗至酸碱度为中性；将洗好的细粉放在烘箱中在80℃中

烘干；取1份质量的碳化产物和4.5份质量的氢氧化钾/氯化钾(氢氧化钾/氯化钾的质量比

1:2)，充分混合后在管式炉中进行活化。活化后将多余的杂质用酸洗净，在烘箱中在60℃中

烘干，即得到生物质多孔碳。

[0028] 步骤2、多孔碳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将上述制备的生物质多孔碳材料

加入20wt％的硝酸镍溶液中，将溶液在100℃旋转蒸发，随后将上述多孔碳浸入到20wt％的

L-半胱氨酸溶液中，快速过滤分离收集即可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NiS种晶。

[0029] 步骤3、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的制备：将上述孔道内沉积有NiS种晶的

多孔碳材料、硝酸镍和L-半胱氨酸按照质量比10:12:1的比例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

(DMF)中，形成混合溶液后在180℃回流1h，其后通过离心分离收集的产物分别用无水乙醇

和去离子水清洗3次后，再在80℃真空干燥12h，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NiS电极材料。该材料

在电流密度为1A  g-1时，其比电容可达809F  g-1。

[0030] 实施例2

[0031] 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MnS电极材料制备步骤包括：

[0032] 步骤1、制备生物质多孔碳：将油茶果壳按质量比为2:1加入碳酸钙固体并且球磨

成细粉；将细粉在N2的氛围中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400℃并保温2h，完成碳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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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盐酸抽滤清洗碳化的果壳细粉并洗至酸碱度为中性；将洗好的细粉放在烘箱中在80℃中

烘干；取1份质量的碳化产物和6份质量的活化剂氢氧化钾/氯化钠(氢氧化钾/氯化钾的质

量比1:2)，充分混合后在管式炉中进行活化。活化后将多余的杂质用酸洗净，在烘箱中在60

℃中烘干，即得到生物质多孔碳。

[0033] 步骤2、多孔碳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将上述制备的生物质多孔碳材料

加入30wt％的乙酸锰溶液中，将溶液在100℃旋转蒸发，随后将上述多孔碳浸入到30wt％的

L-半胱氨酸溶液中，快速过滤分离收集即可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MnS种晶。

[0034] 步骤3、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的制备：将上述孔道内沉积有MnS种晶的

多孔碳材料、乙酸锰和L-半胱氨酸按照质量比11.8:12:1的比例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

(DMF)中，形成混合溶液后在220℃回流3h，其后通过离心分离收集的产物分别用无水乙醇

和去离子水清洗3次后，再在80℃真空干燥12h，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MnS电极材料。该材料

在电流密度为1A  g-1时，其比电容可达740F  g-1。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生物质多孔碳限域负载Ni7S6电极材料制备步骤包括：

[0037] 步骤1、制备生物质多孔碳：将油茶果壳按质量比为2:1加入碳酸钙固体并且球磨

成细粉；将细粉在N2的氛围中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400℃并保温2h，完成碳化；使用

稀盐酸抽滤清洗碳化的果壳细粉并洗至酸碱度为中性；将洗好的细粉放在烘箱中在80℃中

烘干；取1份质量的碳化产物和4.5份质量的活化剂氢氧化钾/氯化钠(氢氧化钾/氯化钾的

质量比1:2)，充分混合后在管式炉中进行活化。活化后将多余的杂质用酸洗净，在烘箱中在

60℃中烘干，即得到生物质多孔碳。

[0038] 步骤2、多孔碳孔道内沉积过渡金属硫化物种晶：将上述制备的生物质多孔碳材料

加入20wt％的乙酸镍溶液中，将溶液在100℃旋转蒸发，随后将上述多孔碳浸入到20wt％的

L-半胱氨酸溶液中，快速过滤分离收集即可在多孔碳孔道内沉积Ni7S6种晶。

[0039] 步骤3、多孔碳限域负载过渡金属硫化物的制备：将上述孔道内沉积有Ni7S6种晶的

多孔碳材料、乙酸镍和L-半胱氨酸按照质量比12:12:1的比例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

(DMF)中，形成混合溶液后在200℃回流3h，其后通过离心分离收集的产物分别用无水乙醇

和去离子水清洗3次后，再在80℃真空干燥12h，得到多孔碳限域负载Ni7S6电极材料。该材料

在电流密度为1A  g-1时，其比电容可达785F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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