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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

料及其应用，该改性浆料由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

液和聚合物基材制备而成，聚合物基材与氟化石

墨纳米片分散液的重量体积比为30‑70mg：1ml，

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浓度为1‑2mg/ml；此

外，将该改性浆料均匀涂布在商用隔膜的一面，

真空干燥，即可得到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本发

明将该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应用于锂金属电池

组装时，可在锂金属电极表面原位形成一层氟化

石墨/聚偏氟乙烯保护层，有利于抑制锂枝晶的

生长并有效稳定锂金属负极，其亲锂性和机械性

能更佳，且界面电阻更低，而且还能提高锂金属

电池的循环寿命，制备简单，适合锂金属电池隔

膜的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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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其特征在于，由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和聚合物基

材制备而成，所述聚合物基材为分子量（1.0‑1 .2）×106的聚偏氟乙烯聚合物，所述锂金属

电池隔膜改性浆料用于在锂金属电极表面原位形成一层氟化石墨/聚偏氟乙烯保护层；所

述聚合物基材与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重量体积比为45‑55  mg：1  ml，所述氟化石墨纳

米片分散液的浓度为1.4‑1.85  mg/ml；

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为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所述氟化石

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氟化石墨与N‑甲基吡咯烷酮混合

后，加热搅拌，超声剥离，离心分离并自然沉降后，取上层溶液；所述离心分离的转速和时间

分别为2500‑3200  rpm和25‑40  min；所述自然沉降为常温避光沉降，沉降时间为14‑18  d；

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

所述氟化石墨与N‑甲基吡咯烷酮按重量体积比为1  g：60‑90  ml混合；所述加热搅拌的

温度和时间分别为80  ℃和5‑6  h；所述超声剥离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15‑25  ℃和24‑40  h。

2.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涂布锂金属电池隔膜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

将所述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均匀涂布在商用隔膜的一面，真空干燥，即得成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50‑75  ℃和9‑15  h；

和/或，所述商用隔膜的厚度、平均孔径和空隙范围分别为12‑20 μm、0.1‑0.2 μm和40‑

60  %。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商用隔膜为商用聚丙烯隔膜。

5.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

6.一种锂金属电池，包括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正极材

料和负极材料之间的权利要求5所述的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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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金属电池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及

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设备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可充电电池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循环寿命

等指标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基于锂离子拓扑插层原理的锂离子电池技术的

更新速度已逐渐落后于社会发展，如何进一步提升可充电电池的性能指标对于人类生产生

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众多可充电电池负极材料中，锂金属凭借其电化学电位低和密度

小等优点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0003] 然而，锂金属电极在电池循环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体积膨胀和锂枝晶生长不可控制

等问题，成为锂金属电池难以商业化的瓶颈。在众多抑制锂枝晶生长以稳定锂金属负极的

方法之中，隔膜改性技术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突出优势。

[0004] 因此，合理选择隔膜改性材料并简便廉价的合成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成为锂金属

电池商业化的一个关键。

[0005] 鉴于此，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该浆料由氟化石墨纳米片分

散液和聚合物基材制备而成，所述聚合物基材与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重量体积比为

30‑70mg：1ml，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浓度为1‑2mg/ml。

[0007] 具体地，上述聚合物基材的介电常数相对较高，可作为锂金属负极表面人工SEI的

修饰材料，将高度活泼的锂金属与有机电解液分隔，有效阻止了电池循环过程中电解液对

锂金属负极的有害腐蚀，此外，聚合物基材的分子网络也为抑制锂枝晶的生长提供了基础

的机械性能；另一方面，氟化石墨纳米片的均匀引入可结构提升聚合物的机械强度，增强聚

合物基材对锂枝晶生长的抑制作用，同时，氟化石墨与锂金属反应可进一步原位生成LiF和

石墨纳米片，原位改善原始SEI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锂离子传输通道和锂金属形核位点，

并提升了聚合物基材和锂金属负极的表面结合强度。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聚合物基材与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重量体积比为

45‑55mg：1ml。

[0009] 具体地，采用上述体积比，可得到黏度和流动性适中的浆料，从而有利于对其在隔

膜的机械涂布和上浆。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的浓度为1‑2mg/ml。

[0011] 具体地，选用该浓度的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能有效增强聚合物基材的机械强

度，并对提升聚合物基材与锂金属之间的亲和性有较好效果，无须进一步浓缩，工艺简单，

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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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聚合物基材为海藻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丁

苯橡胶和聚偏氟乙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优选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聚合物基材为分子量(1.0‑1 .2)×106的聚偏氟

乙烯聚合物。

[0014] 再进一步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为氟化石墨纳米片

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

[0015] 详细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N‑甲基吡咯烷酮分子可插入氟化石墨层间，从而可大

大提高对氟化石墨的机械剥离效率；同时，N‑甲基吡咯烷酮(NMP)作为锂离子电池体系常用

的浆料混合溶剂，可充分溶解聚偏氟乙烯，便于实现氟化石墨和聚偏氟乙烯的均匀混合。

[0016] 优选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采用

如下方法制备：将氟化石墨与N‑甲基吡咯烷酮混合后，加热搅拌，超声剥离，离心分离并自

然沉降后，取上层溶液。

[0017] 具体地，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所述氟

化石墨与N‑甲基吡咯烷酮按重量体积比为1g：60‑90ml混合。

[0018] 具体地，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所述加

热搅拌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70‑90℃和3‑7h，优选为80℃和5‑6h。

[0019] 具体地，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超

声剥离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15‑25℃和24‑40h。

[0020] 具体地，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所述离

心分离的转速和时间分别为2500‑3200rpm和25‑40min。

[0021] 具体地，在所述氟化石墨纳米片的N‑甲基吡咯烷酮分散液的制备过程中，所述自

然沉降为常温避光沉降，沉降时间为7‑20d，优选为14‑18d。

[0022]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利用上述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涂布锂金属电池

隔膜的方法，包括：

[0023] 将所述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均匀涂布在商用隔膜的一面，真空干燥，即得成

品。

[002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真空干燥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50‑75℃和9‑15h。

[0025]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商用隔膜的厚度、平均孔径和空隙范围分别为12‑20μm、

0.1‑0.2μm和40‑60％。

[0026] 优选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商用隔膜为商用聚丙烯隔膜。

[0027] 本发明又一方面还提供了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

[0028] 本发明再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锂金属电池，包括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还包括上

述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所述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设置在所述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之间。

[0029] 本发明的优点：

[0030] (1)本发明通过将由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和聚合物基材制备而成的锂金属电池

隔膜改性浆料涂布在商用隔膜上制得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在应用于锂金属电池组装时，

可在锂金属电极表面原位形成一层氟化石墨/聚偏氟乙烯保护层，有利于抑制锂枝晶的生

长并有效稳定锂金属负极；

[0031] (2)本发明所提供的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与纯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相比，亲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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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械性能更佳，且界面电阻更低，而且还能提高锂金属电池的循环寿命；

[0032] (3)本发明所提供的锂金属电池改性隔膜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设备要求低，原料

易得且价廉，适合锂金属电池隔膜的规模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GFNs)的XRD谱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GFNs)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0035] 图3为本发明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对比例1

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在万能试验机下的机械性能测试曲线；

[0036] 图4为本发明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对比例1

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在纳米压痕仪下的机械性能测试曲线；

[0037] 图5为本发明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对比例1所

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未经改性的原始隔膜组装的锂金属纽扣电池的循环测试图；

[0038] 图6为本发明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组装的锂金

属纽扣电池在不同循环次数情况下的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其中，6a、6b和6c分别为循环

10圈、20圈和30圈后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6d为循环30圈后锂金属负极的截面SEM照片)；

[0039] 图7为本发明对比例1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组装的锂金属纽扣电池在不

同循环次数情况下的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其中，7a、7b和7c分别为循环10圈、20圈和30圈

后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7d为循环30圈后锂金属负极的截面SEM照片)；

[0040] 图8为本发明未经改性的原始隔膜组装的锂金属纽扣电池在不同循环次数情况下

的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其中，8a、8b和8c分别为循环10圈、20圈和30圈后锂金属负极的

SEM照片，8d为循环30圈后锂金属负极的截面SEM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42]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0043] 若未特别指明，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的实验试剂和材料等均可市售获得。

[0044] 若未具体指明，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

规手段。

[0045] 实施例1

[004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其制备方法如下：

[0047] 取1g氟化石墨加入到80mL的N‑甲基吡咯烷酮中，随后在水浴锅中升温至80℃，保

温搅拌3‑7h；然后，将该混合液取出冷却至室温，之后将混合液置于超声机中常温超声30h，

制得母液，再将母液于离心机中以3000rpm的转速离心30min；最后将离心后的溶液于避光

处静置14‑18d，取上层溶液即得。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其制备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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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S1、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的制备，具体包括，称取50mg聚偏氟乙烯粉末，加入

到1mL实施例1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分散液中，充分搅拌至浆料透明无聚偏氟乙烯粉

末，即可；

[0051] S2、将步骤S1所制得的锂金属电池隔膜改性浆料均匀涂布于聚丙烯隔膜表面，随

后，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60℃下真空干燥12h，冷却后取出备用。

[0052] 对比例1

[0053] 本发明对比例提供了一种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其制备方法如下：

[0054] S1、称取50mg聚偏氟乙烯粉末，加入到1mL  N‑甲基吡咯烷酮中，随后充分搅拌至浆

料透明无聚偏氟乙烯粉末，即可；

[0055] S2、将步骤S1所制得的浆料均匀涂布于聚丙烯隔膜表面，随后，置于真空干燥箱

中，在60℃下真空干燥12h，冷却后取出备用。

[0056] 结果测试

[0057] 图1和图2分别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GFNs)的XRD谱图和透

射电子显微镜照片。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θ＝13°出现的(001)特征峰，表明剥离后的氟化

石墨纳米片仍保留了较高的氟元素含量，而在2θ＝26°出现的(002)特征峰表明氟化石墨纳

米片类石墨烯的层状堆叠方式；从图2可以看出，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厚度均一，且由于

高氟元素含量导致原子排列无序。

[0058] 此外，分别通过万能试验机和纳米压痕仪检测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

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对比例1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的机械性能，具体方法如下：

[0059] 分别将实验例2和对比例1中的浆料倒入聚四氟乙烯模具中，置于真空干燥箱中，

在60℃中下真空干燥12h，制成薄膜，随后分别用万能试验机和纳米压痕仪进行测试，结果

如图3‑4所示。

[0060] 图3横坐标表示拉伸长度，纵坐标表示应力；图4横坐标表示位移，纵坐标表示载

荷。结果表明，氟化石墨纳米片的加入使材料的机械性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抗拉升强度和

抗压缩强度大大提高。

[0061] 此外，检测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对比例1所制

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未经改性的原始隔膜电化学测试性能。

[0062] 具体实验方法如下：电化学性能测试采用CR2032型纽扣电池，分别以实验例2所制

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对比例1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未经

改性的原始隔膜为隔膜，磷酸铁锂为正极，锂金属为负极，电解液采用醚基型电池电解液。

电池循环过程通过电池测试仪(Land  CT3001A)控制。

[0063] 实验结果如附图5所示；图中，GFNs/PVDF@PP表示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复

合材料改性的隔膜，PVDF@PP表示聚偏氟乙烯改性的隔膜，PP表示未经处理的隔膜；图5横坐

标表示循环圈数，左侧纵左边表示放电质量比容量，右侧纵坐标表示库伦效率。

[0064] 结果表明，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改性的隔膜较聚偏氟乙烯改性

的隔膜和原始隔膜，使锂金属电池的循环寿命得到了大大提升，同时库伦效率得到了提高。

[0065] 图6、图7和图8分别为本发明实验例2所制备的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改性

隔膜、对比例1所制备的聚偏氟乙烯改性隔膜和未经改性的原始隔膜组装的锂金属纽扣电

池在不同循环次数情况下的锂金属负极的SEM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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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对比分析图6‑8可以看出，采用氟化石墨纳米片/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改性的隔膜

可在电池循环过程中在锂金属负极表面生成一层保护层，机械抑制负极表面锂枝晶的生长

并保护锂金属负极进一步遭受有机电解液的腐蚀；采用聚偏氟乙烯改性的隔膜虽可在负极

表面生成一层PVDF保护层，但是由于PVDF材料亲锂性不佳、机械强度较低，单一PVDF保护层

在有限的循环圈数内即发生破碎失效；而原始锂金属负极由于没有任何保护层，表面生成

了大量锂枝晶，且表面锂金属沉积层容易从集流体脱落进而形成死锂。

[0067] 最后，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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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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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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