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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

膨胀石墨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

(1)主要由膨胀石墨分散、(2)锡盐和结构导向剂

混合溶液的配制、(3)锡盐和结构导向剂混合溶

液的滴加、(4)回流、(5)硼氢化钠碱性溶液还原、

(6)过滤洗涤、(7)中温煅烧，制得的氧化锡的膨

胀石墨负极材料具备特殊的形貌结构，具备优异

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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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膨胀石墨和氧化

锡，所述氧化锡呈十字针状分布在膨胀石墨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锡与膨胀石墨的理论质量比

为1:20～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极材料的密度为0 .164～

0.518g/cm3，比表面积为100～230m2/g。

4.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10min～2h，得到膨胀石墨悬浊液；

S2，配制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溶解；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缓慢滴加到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0.5～2h，冷却至室温；

S5，在S4处理后的悬浊液中滴加过量的硼氢化钠碱性溶液，搅拌2～5h，制得含锡氧化

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洗涤液的pH呈中性；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300～500

℃，保温1～3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导向剂为离子型聚电解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导向剂为聚乙二烯基二甲基

氯化铵、聚苯乙烯磺酸钾或聚苯乙烯磺酸钠。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石墨的质量浓度为5～20g/

L。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锡盐溶液的浓度为0.1～1mol/

L，所述结构导向剂与Sn的质量比5～20:1。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硼氢化钠碱性溶液的使用量为：

硼氢化钠与Sn的摩尔比大于等于0.25：1；碱金属氢氧化物与Sn的摩尔比为2～4:1。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最终制得的负极材料中，氧化锡与

膨胀石墨的理论质量比为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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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负极材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

负极材料，以及这种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频频告急，能源问题是人类跨入  21世纪

面对的严峻的问题，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显得至关重要。锂离子电池与传统的二

次电池相比，具有工作电压高、比能量大、放电电压平稳、循环寿命长、以及无环境污染等突

出优点，已经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以及便携式测量仪器等小型轻量化电子装

置。同时也是未来混合动力汽车和纯动力汽车的首选电源。

[0003] 负极材料是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目前商品化使用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主要是炭类负极材料。它具有高比容量(200～400mAh/g)、低电极电位(＜  1.0VvsLi+/Li)、

高循环效率(＞95％)以及长循环寿命等优点。炭类负极材料中有中间相碳微球(MCMB)、石

墨以及无定形碳，其中，石墨材料理论嵌锂容量高、导电性好、具有良好的层状结构，是近年

来锂电池研究的重点之一。石墨材料可以分为人造石墨和天然石墨两种，天然石墨具有比

表面积大、比容量高、首次效率高等优点，但是在充、放电过程中容易造成溶剂的共插入，从

而导致它的循环性能差。人造石墨相对于天然石墨的石墨化度较低，但是其具有倍率性能

好、与电解液兼容性好并且循环稳定性能好的优点，因此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0004] 但由于现有技术的限制，当前的人造石墨并不能大幅提高锂电池能量密度。为了

提高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锡基、硅基以及过渡金属因具备较高的理论容量，成为负极材料研

究的主流。然而，这些材料在嵌锂/脱锂过程中体积膨胀收缩变化明显，材料的内应力大，在

反复充放电后材料易发生破裂，从集流体上脱落，活性物质的含量下降，从而导致材料的循

环性能变差。寻找一款高效、稳定的新型电极材料，成为当前锂电池负极材料领域继续解决

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锂电池负极材料能量密度不够高，充放电循环

性能差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锂电池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负极材料

具备特殊的形貌，即膨胀石墨表面负载的氧化锡具备十字针状结构。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膨胀石墨和氧

化锡，所述氧化锡呈十字针状分布在膨胀石墨表面。

[0008]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氧化锡与膨胀石墨的理论质量比为  1:20～1:

5。

[0009]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负极材料的密度为0.164～0.518g/cm3，比表面

积为100～230m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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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11]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10min～2h，得到膨胀石墨悬浊液；

[0012] S2，配制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溶解；

[0013]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缓慢滴加到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0014]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0.5～2h，冷却至室温；

[0015] S5，在S4处理后的悬浊液中滴加过量的硼氢化钠碱性溶液，搅拌2～5h，制得含锡

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16]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17]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300

～500℃，保温1～3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18]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结构导向剂为离子型聚电解质。

[0019]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结构导向剂为聚乙二烯基二甲基氯化铵、聚苯

乙烯磺酸钾或聚苯乙烯磺酸钠。

[0020]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膨胀石墨的质量浓度为5～20g/L。

[0021]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含锡盐溶液的浓度为0.1～1mol/L，所述结构导

向剂与Sn的质量比5～20:1。

[0022] 作为本发明改性的技术方案，所述硼氢化钠碱性溶液的使用量为：硼氢化钠与Sn

的摩尔比大于等于0.25：1；碱金属氢氧化物与Sn的摩尔比为2～4:1。

[0023]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最终制得的负极材料中，氧化锡与膨胀石墨的理论

质量比为1:20～1:5。

[0024] 有益效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锂电池负极材料，其具备特殊的形貌结构，且具有

能量密度高、充放电循环性能好等优点。原因分析如下：

[0026] 1 .膨胀石墨具有丰富的孔隙结构，吸附性强，导电性能良好，本身电阻率低，而且

由于插入物与石墨层的相互作用而呈现出原有石墨及插层物质不具备的新性能。膨胀石墨

具有比一般石墨更好的导热性和导电性。在膨胀石墨材料中，有选择性的掺入某些金属，将

改变石墨微观结构和电子状态，增强石墨类材料的导电性，使电子更均匀的分布在石墨颗

粒的表面，减小极化，从而改善其大电流充放电性能。

[0027] 2.在含锡盐溶液中添加结构导向剂，使得锡离子与膨胀石墨作用时能够更好地与

膨胀石墨片层相结合，阻止了锡离子在膨胀石墨片层的团聚；中温煅烧时，能够引导氧化锡

晶体在膨胀石墨表面进行有序生长。

[0028] 3.氧化锡在锂电池负极材料中具备较高的理论容量，当氧化锡以特殊形貌稳固附

着在膨胀石墨表面，在嵌锂/脱锂过程中，膨胀石墨缓冲了氧化锡材料的体积收缩变化，故

在反复充放电后，氧化锡与膨胀石墨组成的负极材料不会发生破裂，不易从集流体上脱落，

从而显著提高了负极材料的充放电循环性能。没有接到导向剂引导的氧化锡，将会在膨胀

石墨表面发生团聚，附着不牢固，从而导致制得的氧化锡/膨胀石墨材料作为锂电负极，初

始容量高，但反复充放电后电化学性能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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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4.氧化锡与膨胀石墨的质量比过低，膨胀石墨的体积能量密度提升不多，氧化锡

与膨胀石墨的质量比过高，则氧化锡在膨胀石墨表面附着不牢固，多次充放电后其电化学

性能显著下降。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实施例5制得的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的SEM图；

[0031] 图2为实施例9制得的氧化锡/膨胀石墨复合材料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清楚明了地理解本发明，现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和说明书

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10min，得到5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35] S2：配制0.1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5:1；

[0036]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66.4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1min内滴加完毕；

[0037]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0.5h，冷却至室温；

[0038] S5：将62.7mg硼氢化钠和531.2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2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39]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40]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300

℃，保温3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41] 实施例2

[0042]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30min，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43] S2：配制0.3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0:1；

[0044]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22.1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1min内滴加完毕；

[0045]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046] S5：将75.3mg硼氢化钠和796.8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S4处理后的

悬浊液中，搅拌3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47]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48]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49] 实施例3

[0050]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1h，得到15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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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5:1；

[0052]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13.3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30s内滴加完毕；

[0053]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5h，冷却至室温；

[0054] S5：将75.3mg硼氢化钠和1062.4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55]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56]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500

℃，保温1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57] 实施例4

[0058]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2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59] S2：配制1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基

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20:1；

[0060]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6.6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30s内滴加完毕；

[0061]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2h，冷却至室温；

[0062] S5：将62.7mg硼氢化钠和796.8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5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63]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64]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65] 实施例5

[0066]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67]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0:1；

[0068]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13.3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30s内滴加完毕；

[0069]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070] S5：将62.7mg硼氢化钠和796.8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71]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72]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73] 实施例6

[0074]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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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0:1；

[0076]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33.2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1min内滴加完毕；

[0077]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078] S5：将156.7mg硼氢化钠和1992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79]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80]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81] 实施例7

[0082]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83]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乙二烯

基二甲基氯化铵，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0:1；

[0084]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5.3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30s内滴加完毕；

[0085]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086] S5：将25.1mg硼氢化钠和318.7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S4处理后的

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87]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88]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89] 实施例8

[0090]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0091]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然后在含锡盐溶液中加入结构导向剂聚苯乙烯

磺酸钾，溶解；所述结构导向剂的添加量与锡的质量比为10:1；

[0092] S3：将含有结构导向剂的含锡盐溶液13.3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

30s内滴加完毕；

[0093]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094] S5：将62.7mg硼氢化钠和796.8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095]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096]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

[0097] 实施例9

[0098] S1：将膨胀石墨浸入水中，搅拌2h，得到10g/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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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S2：配制0.5mol/L的含锡盐溶液；

[0100] S3：将含锡盐溶液13.3mL缓慢滴加到1L的膨胀石墨悬浊液中，30s内滴加完毕；

[0101] S4：将S3处理后的膨胀石墨悬浊液加热回流1h，冷却至室温；

[0102] S5：将62.7mg硼氢化钠和796.8mg氢氧化钠溶于10mL水中，然后滴加到  S4处理后

的悬浊液中，搅拌4h，制得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

[0103] S6：过滤洗涤S5制得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直至滤液的  pH至为中

性；

[0104] S7：将S6处理的含锡氧化物与膨胀石墨的复合材料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加热至400

℃，保温2h，制得氧化锡/膨胀石墨复合材料。

[0105] 将实施例1‑8制得的负载十字针状氧化锡的膨胀石墨负极材料与实施例9  制得的

氧化锡/膨胀石墨复合材料组装成对锂半电池，测得各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如下：

[0106] 表1实施例1‑9制得的材料的密度、初始容量及循环50次和300次后的容量

[0107]

[0108]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制。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只要是在本发明实施例基础上做出的

常识性的改动方案，都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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