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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化学储能材料及其制备领域，

公开了一种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将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混合均匀，置于

管式炉中，在惰性气氛下经过共热反应即可制得

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该材料中，小分子硫在物

理约束和化学键合的作用下牢牢地被束缚于导

电聚合物分子间，使得多硫化物的溶解引起的

“穿梭效应”得到有效控制，聚合物优良的导电性

也有效修饰了小硫分子的电子导电能力。该材料

与碳酸酯基电解液相容性良好，并可获得较优异

的电化学性能，本发明所制备的硫化聚吡咯锂硫

电池正极材料展现了优异的可逆性和循环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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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将升华硫和导电

聚合物混合均匀，置于管式炉中，在惰性气氛下经过共热反应即可制得硫化聚合物复合材

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惰性气氛下经过

共热反应具体步骤为：管式炉的升温速度为2~20  ℃/min，反应温度为150~400  ℃，反应时

间为2~20  h。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升华硫和导电聚合

物的质量比为1:2  ~  20:1。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聚合物为

聚苯胺、聚吡咯、聚(3,4-乙烯二氧噻吩)、聚喹啉中的任一种或几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升华硫和导电聚合

物的混合采用球磨法，球磨时间为1~12  h。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球磨时加入溶

剂，溶剂为水、乙醇、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任一种。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方法制备得到的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在锂硫电池正极材料中的应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锂硫电池的电解液为碳酸酯基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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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化学储能材料及其制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面对新能源技术的蓬勃发展，电能储存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已然成为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锂离子电池因其工作电压高、能量密度大(重量轻)、无记忆效应、循环寿

命长以及无污染等优点，成为各类电子产品的首选电源。但是，在传统的锂离子电池体系

中，正极材料容量较低（LiFePO4和LiCoO2理论比容量分别为170  mAh/g、274  mAh/g），制约了

其在智能设备及电动车辆中的应用发展。为此，人们将目光转向新型二次电池体系以期获

得更高的能量密度。锂硫电池是由金属锂作为负极、单质硫作为正极构建的锂/硫电池体

系。在理论上，其能量密度高达2600  Wh/kg，是传统锂离子电池的3~5倍。同时，相比于常见

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LiCoO2、LiMnO2和LiFePO4等)，硫具有来源广泛、成本低、高安全性、

对环境友好等特点，是一种应用前景广阔的正极材料。正因如此，锂硫电池备受关注，成为

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0003] 与锂离子电池工作方式不同，锂硫电池放电过程对应两个放电区域。在高放电区

域(2.4~2.1  V)，环形S8分子还原生成S42-，与此同时生成易溶于电解质溶液的长链多硫化

物(Li2Sn，n  =  4~8)；低放电区域（约1.5~2.1V）对应可溶性的Li2S4转变成不溶性的Li2S的反

应。锂硫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形成的长链多硫化物，易溶于电解液中，会随着电解液在电池

正负极之间发生穿梭往复，造成活性物质的不可逆损失，导致电池充放电效率降低、循环稳

定性变差。研究显示，将硫与氧化物、多孔碳、石墨烯等基质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附、

固定、限制硫基材料，使多硫化物的溶解行为得到抑制，从而降低“穿梭效应”的影响。但是，

含有S8分子的复合正极在充放电过程中需遵循“固-液-固”的反应机制，多硫化物作为反应

机制中很关键的中间产物，其形成和溶解不可避免，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穿梭效应”。与

环状S8分子不同，小分子硫（S2-4）在放电时，可以通过“固-固”反应机制，直接生成产物Li2S，

由于S2-4和Li2S都难溶于电解质溶液，因此可以完全避免“穿梭效应”。

[0004] 为了提高硫正极的电导率、阻止硫分子间发生聚集以及缓解单质硫在充放电过程

中的体积效应，通常将小分子硫引入导电基质中制备复合正极材料。其中，研究最多的导电

基质是以蔗糖、金属有机骨架、酚醛树脂、聚偏二氟乙烯等为碳源所制备的微孔碳。微孔碳

与硫复合后，其良好的导电性可弥补硫的电绝缘的缺点，丰富的孔结构可容纳硫颗粒及其

放电产物、阻碍硫的聚集，吸附性又能抑制多硫化物的溶解，高比表面积可提供较大的电极

反应场所，降低电化学极化，因此可获得较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但是多数硫/碳复合材料的

制备过程较为繁复，且主要通过物理吸附作用来限制硫及硫化物的行为。除了微孔碳，导电

聚合物也是一类备受关注的导电基质。Zhang  Kailong等（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6,  4(17):151-158）在其报道的文献中，以硫粉和苯胺为原料，经过苯胺

聚合过程制备得到具有核壳结构的复合材料S@PANI。该材料在醚基电解液（1,3-二氧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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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乙二醇二甲醚(DME)基二(三氟甲基磺酸)亚胺锂(LiTFSI)电解液）中，初始容量高达

1198  mAh/g，0.2  C下循环100次后，比容量为584  mAh/g。Qian  Weiwei等（Electrochimica 

Acta ,  2017 ,  235:32–41）首先将吡咯原位聚合于氧化石墨烯表面形成GO/PPy，而后在90 

℃油浴条件下与硫复合，同时将氧化石墨烯还原后得到rGO/PPy/S三元复合材料。该材料在

1  C下初始容量为991  mAh/g，4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63%，同时库伦效率降至约87%。

Dong  Zimin等（RSC  Advances ,  2013,  3:24914-24917）首先使用模版法制备了中空聚吡

咯，而后将聚吡咯与硫粉混合后共热得到S@H-PPy复合材料，在醚基电解液中，0.5  C时首次

容量为1426  mAh/g，循环100次后，容量衰减至620  mAh/g，库伦效率仅为89  %。Feng  Wu等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11,  115:6057–6063）以噻吩和硫粉为原料，采用

原位聚合的方式制得S-PTh复合材料，在醚基电解液中，100  mA/g的电流密度下，首次可逆

容量为1119  mAh/g，8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74  %。在已经报道的关于导电聚合物修饰硫

正极的文献中，硫元素多数以大分子硫（S8）形式存在，且主要采用醚基电解液，部分材料仍

需要石墨烯等碳类导电基质的配合才能获得较理想的电化学性能。另外，聚合物主要通过

物理包覆或物理吸附作用将分子硫限制在其导电结构中，由于结构稳定性不足，从而导致

容量衰减现象严重。研究显示，将物理负载和化学固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是稳定硫及硫化

物的更有效的手段。例如，Du  Huiping等报道的硫化石墨炔（Small,  2017,  13:1702277），

小分子硫均匀地分散在石墨炔中，并且与石墨炔之间形成C-S键。Wang  Jiulin等通过硫与

聚丙烯腈共热反应得到的复合正极材料，聚丙烯腈脱氢形成杂环化合物，硫元素则均匀地

分布于杂环结构中，S与N之间可能存在化学键作用。Wei  Shuya等（J.  Am .  Chem .  Soc ., 

2015,  137:12143-12152）报道的硫/聚丙烯腈复合材料中，小分子硫通过物理约束和共价

键作用被限制在正极结构中。在物理约束与化学键合的双重作用下，小分子硫与载体之间

能够形成更紧密的联系，从而能够更好地避免多硫化物的溶解与“穿梭效应”。

[0005] 电解质溶液对电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锂硫电池中，被研究和应用最多的

电解液为醚基电解液，即1,3-二氧戊环(DOL)/乙二醇二甲醚(DME)基二(三氟甲基磺酸)亚

胺锂(LiTFSI)电解液。使用该电解液时虽然可以获得较高的比容量，但循环稳定性较差。除

此之外，醚类溶剂由于闪点和沸点较低易引发安全问题。碳酸酯基电解液（乙烯碳酸酯

（EC）/碳酸二甲酯（DMC）基六氟磷酸锂（LiPF6））是商用锂离子电池中最常见的电解液，与醚

基电解液相比，具有商业化程度高、性能稳定、价格便宜、安全性高等优势。由于S8分子及其

复合物作为正极时，放电过程中产生的长链多硫化锂会和碳酸酯基电解液发生亲核加成或

者取代反应导致容量大幅度衰减，使得碳酸酯基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受到阻碍。当

以短链硫分子（S2-4）及其复合物作为正极时，“固-固”反应机制避免了长链多硫化锂的形

成，因此彻底解决了多硫化锂溶解及其与碳酸酯溶剂反应的问题，使锂硫电池在碳酸酯基

电解液中实现优异且稳定的电化学性能。因此，人们迫切需要探索研究那些基于小分子硫

的并且能够在碳酸酯基电解液中获得优良电化学性能的复合正极材料。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备简单、原料廉价、设备成本低、电化学性能优异、适

合大规模生产的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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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混合均匀，置于管式炉中，在惰性气氛下经过共

热反应即可制得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

[0008] 优选的，在惰性气氛下经过共热反应具体步骤为：管式炉的升温速度为2~20  ℃/

min，反应温度为150~400  ℃，反应时间为2~20  h。共热反应过程发生的反应历程包括：升华

硫（S8）分子受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与聚合物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

体网络结构，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孔隙间。

[0009] 优选的，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的质量比为1:2  ~  20:1。

[0010] 优选的，所述导电聚合物为聚苯胺、聚吡咯、聚(3,4-乙烯二氧噻吩)、聚喹啉中的

任一种或几种。

[0011] 优选的，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混合采用球磨法实施，球磨时间为1~12  h。

[0012] 进一步优选的，在球磨时加入溶剂（溶剂的加入量与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总重量

的液固比为1~10mL:1g），溶剂为水、乙醇、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任一种。

[0013]   本发明中以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为原料，采用一步共热反应制备得到硫化聚合

物复合材料。所述复合材料中，硫元素分布均匀，且主要以小分子硫（Sn，1  ≤  n  ≤  4）形态

存在。所述复合材料中，小分子硫在物理约束和化学键合的作用下牢牢地被束缚于聚合物

分子形成的层隙和孔隙间。所述复合材料呈现颗粒状，粒径在1  nm~1 μm之间，所述复合材

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为5  %  ~  95  %之间。

[0014]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前述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应用方法，所述复合材料可作为正

极应用于以乙烯碳酸酯（EC）/碳酸二甲酯（DMC）基六氟磷酸锂（LiPF6）作为电解液（碳酸酯

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突出优势：（1）本发明以升华硫和导电聚合物为

原料，采用一步共热法合成目标产物，合成方法简单易行，不需要任何添加剂，不需要使用

昂贵的仪器，也没有繁琐的实验步骤。所使用的原料丰富，且廉价易得，产物收率高，整个实

验过程效率高，可控性强，成本低廉，简单环保，适合工业化生产。

[0016] （2）本发明的合成过程中，升华硫（S8）受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

子硫与聚合物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内，

如此，小分子硫在物理约束和化学键合的作用下被牢牢地束缚于聚合物分子形成的层隙和

孔隙间，形成的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体积更小，从而极大的提高其比表面积，进一步提高其

电化学性能。这样的结构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因多硫化物溶解而引起的“穿梭效应”，而且能

够缓解硫在充放电过程中引起的体积效应。另外，小分子硫在导电聚合物分子间均匀分布

的结构也可以有效改善其电子导电能力。

[0017] （3）本发明所制备复合材料作为锂硫电池正极时，采用“固-固”反应机制，避免了

长链多硫化锂的形成，因此彻底解决了多硫化锂溶解及其与碳酸酯溶剂反应的问题，使锂

硫电池在碳酸酯基电解液中实现优异且稳定的电化学性能。

[0018] （4）在碳酸酯基电解液中，本发明所制备的硫化聚吡咯锂硫电池正极材料展现了

优异的可逆性和循环稳定性，在倍率为0.5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772  mAh/g，100次循环后，

容量保持在745  mAh/g。当倍率为1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628  mAh/g，经过500次循环后，容

量仍可稳定在624  mAh/g，与首次可逆容量相比，几乎没有容量损失，库伦效率接近100  %，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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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得的硫化聚苯胺的SEM 图；

图2为本发明采用实施例1得到的硫化聚苯胺组装成锂硫电池在0.5  C倍率下的循环性

能；

图3为本发明采用实施例1得到的硫化聚苯胺组装成锂硫电池在1  C倍率下的循环性

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调整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1] 锂硫电池的组装与测试方法如下：

将以下实施例制备的硫化聚合物复合材料与Super-P和NaCMC按照8:1:1的质量比在去

离子水中混合均匀。将所得浆料涂敷在铝箔上，放入烘箱中在60~80  ℃烘干，使硫的负载量

为1.0~2.0  mg/cm2。再用直径12~16mm的冲头冲成极片，转移至充满氩气的手套箱中。以金

属锂片为对电极，Celgard  2400为隔膜，1  mol/L六氟磷酸锂的碳酸乙烯酯与碳酸二甲酯

（体积比1:1）混合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CR2016扣式电池，在LAND电池测试系统（武汉金诺

电子有限公司提供）上进行恒流充放电性能测试，充放电截止电压相对于Li/Li+为1~3  V。

[0022] 实施例1

一种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升华硫和聚苯胺以质量比6:1混

合球磨1小时后得到混合物（球磨时加入乙醇，乙醇的加入量与升华硫和聚苯胺总重量的液

固比为1mL:1g）。将该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Ar气气氛下，以5  ℃/min的速度升温至320

℃，并在320  ℃下反应10  h，得到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

[0023] 共热处理过程中，升华硫（S8）分子受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

与聚苯胺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

孔隙间，所制备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的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0024] 该复合材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为60%。复合材料呈颗粒状，平均粒径约为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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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所制备材料作为正极用于以1  mol/L六氟磷酸锂的碳酸乙烯酯与碳酸二甲酯

（体积比1:1）混合溶液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时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在倍率为0.5  C

时，首次可逆容量为705  mAh/g，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在692  mAh/g，容量保持率为98%（图

2）。当倍率为1  C时，经过500次循环后，容量仍可稳定在575  mAh/g，与首次可逆容量相比，

仅0.02％的容量损失，几乎没有容量损失，库伦效率接近100  %（图3）。

[0025] 实施例2

一种硫化聚吡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升华硫和聚吡咯以质量比20:1

混合球磨1小时后得到混合物（球磨时加入N-N-二甲基甲酰，N-N-二甲基甲酰的加入量与升

华硫和聚吡咯总重量的液固比为1mL:1g），将该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气氛下，以20

℃/min的速度升温至150℃，并在150℃下反应2  h，得到硫化聚吡咯复合材料。所制备的硫

化聚吡咯复合材料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0026] 热处理过程中，升华硫（S8）分子受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与

聚吡咯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孔

隙间。该复合材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约为95%。复合材料呈颗粒状，平均粒径约为50nm。

[0027] 所制备硫化聚吡咯复合材料作为正极用于以1  mol/L六氟磷酸锂的碳酸乙烯酯与

碳酸二甲酯（体积比1:1）混合溶液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时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在

倍率为0.5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772  mAh/g，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在745  mAh/g。当倍率

为1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628  mAh/g，经过500次循环后，容量仍可稳定在624  mAh/g，与首

次可逆容量相比，几乎没有容量损失，库伦效率接近100  %。本实施例中制备的硫化聚吡咯

复合材料与实施例1中的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相比，聚吡咯与小分子硫的结合力更为稳固，

复合材料体积更小，从而极大的提高其比表面积，进一步提高其电化学性能。

[0028] 实施例3

一种硫化聚(3,4-乙烯二氧噻吩)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升华硫和聚(3,

4-乙烯二氧噻吩)以质量比6:1混合球磨12小时后得到混合物（球磨时加入N-甲基吡咯烷

酮，N-甲基吡咯烷酮的加入量与升华硫和聚(3,4-乙烯二氧噻吩)总重量的液固比为5mL:

1g），将该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气氛下，以2  ℃/min的速度升温至280  ℃，并在280 

℃下反应12  h，得到硫化聚(3,4-乙烯二氧噻吩)复合材料。热处理过程中，升华硫（S8）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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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与聚噻吩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

构，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孔隙间。该复合材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

约为39  %。复合材料呈颗粒状，平均粒径约为100  nm。所制备硫化聚(3,4-乙烯二氧噻吩)复

合材料可作为正极用于以1  mol/L六氟磷酸锂的碳酸乙烯酯与碳酸二甲酯（体积比1:1）混

合溶液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在倍率为0.5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510  mAh/g，100次循环

后，容量保持在500  mAh/g。

[0029] 实施例4

一种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升华硫和聚苯胺以质量比1:20

混合球磨3小时后得到混合物（球磨时加入水，水的加入量与升华硫和聚苯胺总重量的液固

比为2mL:1g），将该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Ar气气氛下，以5  ℃/min的速度升温至150  ℃，

并在150  ℃下反应20  h，得到硫化聚苯胺复合材料。热处理过程中，升华硫（S8）分子受热开

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与聚苯胺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剩余

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孔隙间。该复合材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约为5%。

复合材料呈颗粒状，平均粒径约为1 μm。所制备材料可作为正极用于以1  mol/L六氟磷酸锂

的碳酸乙烯酯与碳酸二甲酯（体积比1:1）混合溶液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在倍率为0.5  C

时，首次可逆容量为640  mAh/g，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在598  mAh/g。

[0030] 实施例5

一种硫化聚喹啉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升华硫和聚苯胺以质量比10:1

混合球磨6小时后得到混合物（球磨时加入乙醇，乙醇的加入量与升华硫和聚喹啉总重量的

液固比为1mL:1g），将该混合物置于管式炉中，在氮气气氛下，以5  ℃/min的速度升温至400 

℃，并在400  ℃下反应10  h，得到硫化聚喹啉复合材料。热处理过程中，升华硫（S8）分子受

热开环断裂为小分子硫（S2-4），部分小分子硫与聚喹啉分子反应、交联形成立体网络结构，

剩余小分子硫则扩散、嵌入网络结构的层隙与孔隙间。该复合材料中，硫元素所占比重约为

54  %。复合材料呈颗粒状，平均粒径约为500nm。所制备材料作为正极用于以1  mol/L六氟磷

酸锂的碳酸乙烯酯与碳酸二甲酯（体积比1:1）混合溶液为电解液的锂硫电池中，在倍率为

0.5  C时，首次可逆容量为611  mAh/g，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在601  mA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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