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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为
V2O5@C，
利用原位合成的方法负载钒基纳米粒子进入MIL-100的孔道里，
在高温惰性气体800
ºC煅烧会促使MIL-100衍生的大体积碳材料与剥离成纳米片状的碳材料和钒基纳米材料的
复合物，
在空气气氛下煅烧得到微纳结构的V2O5@C；
合成步骤包括：
1）首先合成草酸氧钒：
取V2O5加入到80 mL的水中，
然后加入草酸二水合物；
把上述水溶
液转移至蒸发皿中在60-100 °
C条件下搅拌直至完全干燥，
然后放入真空烘箱60 °
C过夜干
燥；
2）合成V@M-1前驱体：
取九水合硝酸铁Fe(NO3) 3·9H2O与上述制备好的草酸氧钒加入到
水中溶解，
搅拌直至完全溶解；
另取均苯三酸加入溶液中过夜搅拌；
其中混合液中九水合硝
酸铁Fe(NO3) 3·9H2O、
草酸氧钒、
均苯三酸摩尔比为(3-5)：
4：
(2-5)；
九水合硝酸铁和水的用
量比为(3-5) mmol：
(3-5) mL；
最后把溶液转移至水热反应釜中，
在130-160 °
C的条件下加
热24 h，
然后自然冷却到室温；
产物依次用水、
DMF和甲醇各洗涤两次；
放入鼓风干燥箱70 °
C过夜干燥，
得到的产物命名为V@M-1；
3）制备V2O5@C：
将0 .5-2 .0 g V@M-1放入瓷舟然后转移至管式炉中，
以5 °
C/min速率升
温至800 °
C，
保持2 h，
让其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产物V2O3/VC/Fe/FeC3@C，
产物命名为V@M1-800；
把V@M-1-800放入VHCl:VH2O=1:1的40mL盐酸溶液中放置2 h，
再用蒸馏水洗涤2次，
过
夜干燥得到V2O3/VC@C，
产物命名为V@M-1-800-HCL；
把V@M-1-800-HCL放入马弗炉中以10 °
C/min速率加热至320-400 °
C，
保温2 h得到产物V2O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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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功能性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和钒基纳米材
料复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制备方法以及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能源和环境问题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随着化石燃料的减少，
以
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因此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目前研究者们的努力的方向。1992年
日本索尼公司研究出碳负极以后，
他们将碳负极和LiCoO2正极组装在一起第一次成功制备
了锂离子电池。
因为它具有能量密度高，
循环稳定好，
低的自放电 ，
无记忆效应，
环境友好等
优点，
该锂离子电池目前在市场上仍占主导地位。
随着电动汽车和大规模的能量储存系统
的变革发展对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极材料是目前锂离子电池大规模应
用的瓶颈之一。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Goodenough课题组
申请的钴酸锂、镍酸锂和锰酸锂的专利奠定了正极材料的研究基础。虽然LiCoO 2成为一种
很成功的正极材料，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正极材料来替代LiCoO 2 ，
因为相对于
-1
其他的过渡金属而言Co价格昂贵，
虽然LiCoO2的理论容量为274mAh g 但是当充电的电压
升高脱出更多的锂离子时LiCoO2结构很不稳定导致容量的衰减，
因此LiCoO2实际的容量仅
为理论容量的50％。
因此寻求容量高、
能量密度高、
循环寿命长、
安全、
快速充放电的正极材
料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0003] 金属钒具有多种氧化态化合物，
包括V2O5、
VO2、
V13O6、
Li3V2 (PO4) 3、
LiVOPO4和一些钒
酸盐类。钒基正极材料具有比容量高，
价格低廉，
合成方法简单，
资源丰富等优点。在众多的
钒的化合物中，
V2O5具有最高的比容量、低的密度、低的分子量、
可调的嵌入锂离子数目、
资
源丰富，
这些优点使V2O5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备受关注。
[0004] 金属-有机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 ，
是一类由金属离子和有机配
体通过配位键相连接形成的具有三维框架的多孔晶体材料。
由于MOFs具有周期性的多孔以
及有机成分的配体，
因此利用MOFs作为前驱体衍生功能性纳米材料，
近年来，
受到广泛的关
注。在众多和MOFs有关的领域中，
利用MOFs作为前驱体和模板通过高温煅烧得到多孔碳材
料、多孔金属化合物和碳材料与金属化合物的复合材料，
应用于能量储存与转化已成为当
前的热门领域。
[0005] 由于合成MOFs的成本较高，
即使有大量MOFs被报道，
可用于前驱体的MOFs也仅限
于ZIF-8，
ZIF-67，
MIL-88、
100、
101，
HKUST-1，
PBA，
UIO-66等。
由于MOFs具有多孔性质，
以及
和纳米材料好的相容性，
因此利用MOFs负载纳米材料，
然后以此作为前驱体衍生种类多样
的纳米材料将很大程度上推动能量储存与转化领域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目前V2O5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由于其较差的循环稳定性和
低的比容量，
很难提供高的能量密度应用于实际生产的问题。提供一种以MOFs为载体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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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s和V2O5的前驱体的复合材料及其衍生物V2O5@C的方法，
并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选用MIL-100为载体通过原位水热合成方法制备了MIL-100包覆V2O5的前驱
体(即V@M-1) ，
然后经过煅烧、酸化等处理得到V2O5@C。V2O5@C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其中碳
的 含 量 为 5 .5 2 ％ 。其 中 正 交 型 的 V 2 O 5 具 有 层 状 结 构 。空 间 群 为 P m m n ，晶 胞 参 数 为 ：
α＝γ＝β＝90 °,

Z＝2。每一层是

由VO5四方锥通过共价键相互连接在一起，
层和层之间有微弱的范德华力。
[0009]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所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为V2O5@C，
利用
原位合成的方法负载钒基纳米粒子进入MIL-100的孔道里，
在高温惰性气体800℃煅烧会促
使MIL-100衍生的大体积碳材料与剥离成纳米片状的碳材料和钒基纳米材料的复合物，
在
空气气氛下煅烧得到微纳结构的V2O5@C；
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首先依照现有文献合成草酸氧钒：
取V2O5 (1 .2g ,6 .60mmol)加入到80mL的水中，
然后加入草酸二水合物(2 .4g ,19 .00mmol)。把上述水溶液转移至蒸发皿中在60-100℃条件
下搅拌直至完全干燥，
然后放入真空烘箱60℃过夜干燥。
[0011] 2)合成V@M-1前驱体：
取九水合硝酸铁Fe(NO3) 3·9H2O与上述制备好的草酸氧钒加
入到水中溶解，
搅拌直至完全溶解。另取均苯三酸加入上述溶液中过夜搅拌。最后把上述溶
液转移至水热反应釜中，
在130-160℃的条件下加热24h，
然后自然冷却到室温。产物依次用
水、
DMF和甲醇各洗涤两次。
放入鼓风干燥箱70℃过夜干燥，
得到的产物命名为V@M-1。
[0012] 3)制备V2O5@C：
将0 .5-2 .0gV@M-1放入瓷舟然后转移至管式炉中，
以5℃/min速率升
温至800℃，
保持2h，
让其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产物V2O3/VC/Fe/FeC3@C(产物命名为V@M-1800)。把V@M-1-800放入40mL的盐酸溶液中

放置2h，
再用蒸馏水洗涤2次，
过

夜干燥得到V2O3/VC@C(产物命名为V@M-1-800-HCL)。把V@M-1-800-HCL放入马弗炉中以10
℃/min速率加热至320-400℃，
保温2h得到产物V2O5@C。
[0013] 其中所述混合液中九水合硝酸铁Fe(NO 3) 3·9H 2O、
草酸氧钒、均苯三酸摩尔比为
(3-5)：
4：
(2-5)；
九水合硝酸铁和水的用量比为(3-5)mmol：
(3-5)mL。
[0014]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5]
第一次利用MIL-100作为载体制备了V@M-1大体积块状的复合材料，
通过高温煅烧
V@M-1和酸洗得到纳米片状的V@M-1-800-HCL。(第一次实现了大体积MOFs衍生物的剥离。
)
在空气的氛围下煅烧V@M-1-800-HCL得到由超小纳米粒子组成的纳米片和纳米棒状的V2O5@
C微纳结构。碳材料的包覆有利于提高材料的导电性进而提高倍率性能，
而且碳材料的包覆
避免V2O5和电解液的直接接触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小V2O5在电解液中的溶解促进循环的稳定
性；
V2O5@C这种微纳结构很好的保留MOFs的整体形貌有利于锂离子脱嵌时维持电极材料的
完整性，
延长循环寿命；
高的比表面积有利于增加电解液和活性材料的接触面积，
从而增加
储锂位点，
提高比容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前驱体、
中间产物及活性材料的X-射线粉末衍射图，
其中，(a)为V@M-1，(b)
为V@M-1-800，
(c)为V@M-1-800-HCL，
(d)为V2O5@C。
[0017] 图2为V@M-1，
V@M-1-800-HCL和V2O5@C场发射扫电子显微镜照片。其中，
(a)为V@M-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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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发射扫电子显微镜照片。(b)为V@M-1-800-HCL场发射扫电子显微镜照片。(c)为V2O5@C
场发射扫电子显微镜照片。
[0018] 图3为V2O 5@C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其中，(a)为V2O5@C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b)为V2O5@C高倍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0019] 图4为V2O5@C的电化学性能的表征。
其中，(a)为电流密度为100mAg-1时的充放电曲
线图。(b)为V2O5@C的倍率性能图。(c)为电流密度为1000mAg-1时的循环性能图。
[0020] 图5为V2O5@C电极材料循环100周之后的形貌表征。
其中，(a)为场发射电子显微镜
照片。(b)为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一、
V2O5@C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合成方法，
具体合成如下：
[0022] 实施例1：
[0023] 1)首先按照现有文献合成草酸氧钒：
取(1 .2g ,6 .60mmol)的V2O 5 加入到80mL的水
中，
然后加入(2 .4g ,19 .00mmol)的草酸二水合物。把上述水溶液转移至250mL的蒸发皿中在
60℃条件下搅拌直至完全干燥，
然后放入真空烘箱60℃过夜干燥。
[0024] 2)合成V@M-1前驱体：
取Fe(NO3) 3·9H2O(1 .62g ,4 .00mmol)加入到4mL的水中溶解，
再将上述制备好的草酸氧钒(1 .0g ,4 .00mmol)加入到上述溶液中搅拌直至完全溶解。另取
均苯三酸(420mg ,2 .00mmol)加入上述溶液中过夜搅拌。最后把上述溶液转移至水热反应釜
中，
在130℃的条件下加热24h，
然后自然冷却到室温。产物依次用水、DMF和甲醇各洗涤两
次。
放入鼓风干燥箱70℃过夜干燥，
得到的产物命名为V@M-1。
[0025] 3)制备V2O5@C：
将0 .5g的V@M-1放入瓷舟然后转移至管式炉中，
通氮气30min，
在N2
流动的条件下以5℃/min升温至800℃保温两个小时，
得到产物V@M-1-800。把V@M-1-800放
入40mL的盐酸溶液中

放置2h，
再用蒸馏水洗涤2次，
70℃过夜干燥得到V2O3/

VC@C(产物命名为V@M-1-800-HCL)。把V@M-1-800-HCL放入马弗炉中以10℃/min速率加热至
320℃，
保温2h得到产物V2O5@C。
[0026] 实施例2：
[0027] 1)首先按照文献合成草酸氧钒：
取(0 .6g ,3 .30mmol)的V2O5 加入到40mL的水中，
然
后加入(1 .2g ,9 .5mmol)的草酸二水合物。把上述水溶液转移至250mL的蒸发皿中在80℃条
件下搅拌直至完全干燥，
然后放入真空烘箱60℃过夜干燥。
[0028] 2)合成V@M-1前驱体：
取Fe(NO3) 3·9H2O(2 .02g ,5 .00mmol)加入到5mL的水中溶解，
再将上述制备好的草酸氧钒(1 .0g ,4 .0mmol)加入到上述溶液中搅拌直至完全溶解。另取均
苯三酸(840mg ,4 .00mmol)加入上述溶液中过夜搅拌。最后把上述溶液转移至水热反应釜
中，
在140℃的条件下加热24h，
然后自然冷却到室温。产物依次用水、DMF和甲醇各洗涤两
次。
放入鼓风干燥箱70℃过夜干燥，
得到的产物命名为V@M-1。
[0029] 3)制备V2O5@C：
将1 .0g的V@M-1放入瓷舟然后转移至管式炉中，
通氮气30min，
在N2
流动的条件以5℃/min升温至800℃保温两个小时，
得到产物V@M-1-800。把V@M-1-800放入
40mL的盐酸溶液中

放置2h，
再用蒸馏水洗涤2次，
70℃过夜干燥得到V2O 3 /

VC@C(产物命名为V@M-1-800-HCL)。把V@M-1-800-HCL放入马弗炉中以10℃/min速率加热至
350℃，
保温2h得到产物V2O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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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M-1，
V@M-1-800，
V@M-1-800-HCL和V2O5@C的表征：
[0031] 我们对前驱体V@M-1，
中间产物V@M-1-800和V@M-1-800-HCL以及V2O5@C电极材料进
行了X-射线粉末衍射的表征(Rigaku D/Max-2500X射线衍射仪，
Cu靶)。
[0032] 图1(a)，
(b)，
(c)和(d)分别对应V@M-1，
V@M-1-800，
V@M-1-800-HCL和V2O5@C的X-射
线粉末衍射表征图谱。
图1(a)除了MIL-100的衍射峰之外没有出现其他的杂峰表明V2O5的前
驱体负载进入MIL-100的孔道里面。
图1(b)，
(c)和(d)实验的图谱峰和相应物质的标准卡片
一一对应，
表明物相纯度很高没有其他的杂质。
[0033] 我们对V@M-1，
V@M-1-800-HCL和V2O5@C进行了形貌表征。
图2(a)为V@M-1，
的场发射
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图2(b)和(c)为V@M-1-800-HCL的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从图
中可知前驱体V@M-1为大体积无规则块状形貌，
经过800℃煅烧2h经过盐酸溶液洗涤之后变
成了很薄纳米片状形貌的V@M-1-800-HCL，
然后在空气气氛下高温煅烧，
衍生为由超小纳米
颗粒组成的V2O5@C微纳结构。
图3(a)和(b)为V2O5@C透射电镜照片，
从图中可以看出V2O5@C纳
米棒状或者纳米片状结构。
[0034] 三、
V2O5@C电极片的制备：
[0035] V2O5@C，
科琴黑和聚偏氟乙烯，
按照质量比为7:2:1混合，
然后加入一定量的N-甲基
吡咯烷酮，
研磨直至成均匀糊状料浆。然后把上述料浆均匀的涂布在铝片上，
放入真空烘箱
80℃过夜干燥。然后把上述干燥好的铝片，用裁片机裁成的圆片状电极片，
放入手套箱待
用。
[0036] 四、
锂离子电池组装：
[0037] 在手套箱水和氧的浓度值低于0 .1ppm的条件下组装半电池。
以上述制备好的铝片
-1
作为工作电极，
锂片作为参比电极，
Celgard 2400作为隔膜，
1mol L 的LiPF6溶液(由碳酸
乙烯酯和碳酸二甲酯按体积比为1:1组成)作为电解液，
组装半电池。
[0038] 五、
电化学性能的测试
[0039] 恒电流充放电测试在蓝电测试系统(带有恒温恒湿箱，
温度设定在25℃)执行，
电
压范围设置为2 .3-4 .0V。
[0040] 图4(a)为V2O5@C在电压窗口为2 .3-4 .0V(vs Li+/Li)电流密度为100mAg-1的充放电
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第2、
3、
4圈和20圈的充放电曲线几乎完全重合，
这表明V2O5@C具
有好的循环稳定性。第一圈的放电容量为135 .1mAh g-1 ，
小于第二圈的放电容量，
这可能是
-1
由于不完全的嵌锂所导致的。第二周的放电容量达到188 .8mAhg 。第二十周的放电容量为
188 .7mAh g-1 ，
容量几乎没有衰减。说明该材料在电压窗口为2 .3-4 .0V的范围内相当稳定。
图4(b) V 2 O 5 @C在不同电 流密度下的倍率性能。在电 流密度依次为200、400、800、1000和
2000mAg-1时，
放电比容量依次为180 .1、
177 .1、
165 .5、
157 .8和143 .6mAh g-1。当电流密度回
到200mAg-1时容量回到180 .9mAh g-1。这说明该电极材料具有很好的电化学可逆性。
图4(c)
-1
为电流密度为1000mAg 的循环循环性能图。在循环1000周之后，
容量保持在112mAh g-1。这
相对于第二周的容量141mAh g -1来说，
容量保持率为80％，
1000周平均容量的衰减速率为
0 .02％，
表现出超高的容量保持率。
[0041] 六、
电极材料循环100周之后的形貌表征
[0042] 为了进一步的说明V 2 O 5 @C材料很好的电 化学循环稳定性和可逆性 ，
我 们对在
-1
500mAg 的电流密度下充放循环200周的之后的电极材料进行电镜表征。
图5(a)为场发射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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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电子显微镜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V2O5@C依然是由小尺寸的V2O5组成的纳米片结构。纳米
片与纳米片之间依然有空隙可见。这种整体的微纳结构为锂离子脱嵌时产生的体积变化提
供缓冲空间，
避免了材料的粉化，
维持了电极材料整体的完整性，
保证了长周期的循环寿
命。
图5(b)的透射电镜的照片则可以很明显的看出V2O5@C在充放电后这种微纳结构保持的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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