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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锂离子电

池富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技术领域。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要点为：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其化学式为Li1.2Mn0.54Ni0.16Co0.1-

xAlxO2-yFy，其中0＜x≤0.05，0＜y≤0.05。本发明

还具体公开了该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采用该方法制备的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表面光滑，颗粒均匀，结构强度

高，振实密度大，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本发

明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由于一次颗粒为

纳米颗粒，较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循环过程中锂

离子的脱嵌，增大电解液与材料的充分接触，提

高材料的容量以及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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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该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化学式为Li1.2Mn0.54Ni0.16Co0.1-xAlxO2-yFy，其中0＜x≤0.05，0＜y≤

0.05。

2.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步骤S1：以可溶性锰盐、可溶性镍盐、可溶性钴盐和可溶性铝盐为原料配制混合金属盐

溶液，其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浓度为1~3mol/L；

步骤S2：配制浓度为1~10mol/L的碱溶液作为沉淀剂，其中碱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或

氢氧化铷中的一种或多种；

步骤S3：配制质量浓度为2%~20%的氨水溶液作为络合剂；

步骤S4：将混合金属盐溶液、沉淀剂和络合剂通过精密计量泵加到惰性气体保护氛围

的反应釜中进行共沉淀反应，控制搅拌速率为200~1000rpm/min并维持混合金属盐溶液的

流速不变，通过调节沉淀剂和络合剂的流速维持反应体系的pH=9~14，控制反应温度为30~
60℃，反应结束后陈化2~16h，将产物洗涤、干燥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

步骤S5：将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与锂源和LiF按照目标产物的化学计量比混合，其中

锂源为碳酸锂或氢氧化锂中的一种或多种，先以1~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300~500℃预

烧结4~8h，再以3~8℃/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700~950℃烧结12~18h，然后随炉冷却，取出筛

分得到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可溶性锰盐为硫酸锰、硝酸锰或氯化锰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可溶性

镍盐为硫酸镍、硝酸镍或氯化镍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可溶性钴盐为硫酸钴、硝酸钴或氯化

钴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可溶性铝盐为硫酸铝、硝酸铝或氯化铝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沉淀剂的摩尔浓度为3~7mol/L。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络合剂的质量浓度为8%~15%。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控制搅拌速率为200~500rpm/min并维持混合金属盐溶液的流速不变，通

过调节沉淀剂和络合剂的流速维持反应体系的pH=10~12，控制反应温度为45~55℃，反应结

束后陈化8~12h。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5中混合方式为湿法混合、干法混合或高速球混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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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离子电池富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阴阳离子共

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显著增强，锂离子电池正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在电动汽

车和储能系统领域。为了追求锂离子电池更广泛的应用，其能量密度必须进一步提高，所以

广大研究者们致力于开发一种新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在众多正极材料中，富锂层状氧

化物材料以其高容量的优势而被人们寄以厚望。传统的正极材料容量一般为100-150mAh/

g，而这种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其容量可达250mAh/g，远远高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但是，随着充放电循环的进行，这种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的可逆容量会快速的衰减，

另外，在室温下，该材料的首次不可逆容量达到20%以上，这无疑减小的锂离子电池的单体

能量密度。为了使用该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来提高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人们积极

寻找手段来改性该材料的循环性能和不可逆容量。

[0003]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是由Li2MnO3和LiMO2（其中M为Mn、Ni或

Co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共同形成的固溶体，其中Li2MnO3为单斜晶系，LiMO2为六方晶系。在首

次循环过程中，充电电压大于4.5V时，Li2MnO3开始活化，大量的Li+从结构中脱出，并有O2释

放；而在首次放电过程中，由于O2不可逆，所以仅有50%左右的Li+能够再次嵌入到结构中，从

而造成该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首效较低。另外，由于锰基化合物中，尖晶石结构为热力学稳

定相，所以随着充放电循环的进行，层状结构逐渐向尖晶石结构转变。

[0004] 基于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首效低、倍率性能差等缺点，人们通常使用包覆、阳/阴

离子掺杂等手段来改善该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从而提高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加快该材

料的商业化进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有效解决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结构内部稳定

性差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该

方法制备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表面光滑，颗粒均匀，结构强度高，振实密度大，表现出优

异的电化学性能。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该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化学式为

Li1.2Mn0.54Ni0.16Co0.1-xAlxO2-yFy，其中0＜x≤0.05，0＜y≤0.05。

[0007] 本发明所述的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具体步骤为：

步骤S1：以可溶性锰盐、可溶性镍盐、可溶性钴盐和可溶性铝盐为原料配制混合金属盐

溶液，其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浓度为1~3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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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2：配制浓度为1~10mol/L的碱溶液作为沉淀剂，其中碱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或

氢氧化铷中的一种或多种；

步骤S3：配制质量浓度为2%~20%的氨水溶液作为络合剂；

步骤S4：将混合金属盐溶液、沉淀剂和络合剂通过精密计量泵加到惰性气体保护氛围

的反应釜中进行共沉淀反应，控制搅拌速率为200~1000rpm/min并维持混合金属盐溶液的

流速不变，通过调节沉淀剂和络合剂的流速维持反应体系的pH=9~14，控制反应温度为30~
60℃，反应结束后陈化2~16h，将产物洗涤、干燥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

步骤S5：将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与锂源和LiF按照目标产物的化学计量比混合，其中

锂源为碳酸锂或氢氧化锂中的一种或多种，先以1~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300~500℃预

烧结4~8h，再以3~8℃/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700~950℃烧结12~18h，然后随炉冷却，取出筛

分得到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0008]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可溶性锰盐为硫酸锰、硝酸锰或氯化锰中的一种或多种；所

述可溶性镍盐为硫酸镍、硝酸镍或氯化镍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可溶性钴盐为硫酸钴、硝酸

钴或氯化钴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可溶性铝盐为硫酸铝、硝酸铝或氯化铝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优选的，步骤S2中所述沉淀剂的摩尔浓度为3~7mol/L。

[0010] 优选的，步骤S3中所述络合剂的质量浓度为8%~15%。

[0011] 优选的，步骤S4中控制搅拌速率为200~500rpm/min并维持混合金属盐溶液的流速

不变，通过调节沉淀剂和络合剂的流速维持反应体系的pH=10~12，控制反应温度为45~55

℃，反应结束后陈化8~12h。

[0012] 优选的，步骤S5中混合方式为湿法混合、干法混合或高速球混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在使用共沉淀法制备富锂锰基材料前驱体的过程中，通过控制各项工艺参数

制得的前驱体一次颗粒形貌呈纳米片状，增大了材料的比表面积；二次颗粒表面光滑，结构

致密，提高了材料的稳定性；

2、本发明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由于阳离子Al3+的引入，可以稳定材料的内部

结构，随着循环的进行，抑制材料向尖晶石结构转变，降低电压的衰减，提高材料的循环性

能以及倍率性能；阴离子F-的引入，取代了晶格内部部分O的位置，在首次循环过程中减少

了O2的释放，从而提高材料的首效；

3、本发明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由于一次颗粒为纳米颗粒，较大的比表面积有

利于循环过程中锂离子的脱嵌，增大电解液与材料的充分接触，提高材料的容量以及循环

性能；

4、本发明制备富锂层状氧化物材料的整个流程工艺简单，并易于实现大规模自动化工

业生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不同实施例制得富锂层状氧化物的XRD图，其中a为实施例1制备的富

锂层状氧化物Li1 .2Mn0 .54Ni0 .16Co0 .1O2的XRD图，b为实施例6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Li1 .2

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的XRD图；

图2为本发明不同实施例制得富锂层状氧化物的SEM图，其中a为实施例1制备的富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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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氧化物Li1 .2Mn0 .54Ni0 .16Co0 .1O2的SEM图，b为实施例6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Li1 .2Mn0 .54

Ni0.16Co0.07Al0.03O1.97F0.03的SEM图；

图 3中 a 和 b分别为本发明实施例1 和实施例6中 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

Li1.2Mn0.54Ni0.16Co0.1O2和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在0.1C，2.1~4.8V下首次充放

电曲线图；

图 4中 a 和 b分别为本发明实施例1 和实施例6中 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

Li1.2Mn0.54Ni0.16Co0.1O2和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在电压区间为2.1~4.8V，电流

密度为1C时的循环寿命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做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应该将此理解为本

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发明上述内容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

明的范围。

[0016] 实施例1

（1）按照化学计量比Mn:Ni:Co=0.54:0.16:0.1配制硫酸锰、硫酸镍和硫酸钴的混合金

属盐溶液，其中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mol/L；配制浓度为6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配制质量浓

度为12%的氨水溶液；

（2）将上述3种配制的溶液同时加入连续搅拌反应釜中，进料过程中始终保持氮气保护

氛围并维持混合金属盐溶液流速不变，通过调节氢氧化钠溶液和氨水溶液的流速维持反应

体系的pH=11.5，控制反应温度为50℃，搅拌速率为400rpm/min，反应结束后继续搅拌陈化

10h，将反应产物洗涤、干燥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

（3）将得到的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与碳酸锂按照摩尔比Li:Me=1.25:0.8（Me为混合

盐溶液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数，锂源过量5%）在高速混合机中干法混合均匀，置于坩埚中，在

空气气氛炉中煅烧，首先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400℃并保温5h，再以5℃/min的升温

速率升温至900℃并保温15h，最后随炉冷却，取出过筛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

Li1.2Mn0.54Ni0.16Co0.1O2。

[0017]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第（1）步中物料摩尔配比不同，具体如下：

按照化学计量比Mn:Ni:Co:Al=0.54:0.16:0.09:0.01配制硫酸锰、硫酸镍、硫酸钴和硫

酸铝的混合金属盐溶液，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mol/L；配制浓度为6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配

制质量浓度为12%的氨水溶液。

[0018] 最终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9Al0.01O2。

[0019]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第（1）步中物料摩尔配比不同，具体如下：

按照化学计量比Mn:Ni:Co:Al=0.54:0.16:0.07:0.03配制硫酸锰、硫酸镍、硫酸钴和硫

酸铝的混合金属盐溶液，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mol/L；配制浓度为6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配

制质量浓度为12%的氨水溶液。

[0020] 最终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2。

[0021]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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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第（1）步中物料摩尔配比不同，具体如下：

按照化学计量比Mn:Ni:Co:Al=0.54:0.16:0.05:0.05配制硫酸锰、硫酸镍、硫酸钴和硫

酸铝的混合金属盐溶液，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mol/L；配制浓度为6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配

制质量浓度为12%的氨水溶液。

[0022] 最终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5Al0.05O2。

[0023] 实施例5

（1）按照化学计量比Mn:Ni:Co:Al=0.54:0.16:0.07:0.03配制硫酸锰、硫酸镍、硫酸钴

和硫酸铝的混合金属盐溶液，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mol/L；配制浓度为6mol/L的氢氧化钠溶

液；配制质量浓度为12%的氨水溶液；

（2）将上述3种配制的溶液同时加入连续搅拌反应釜中，进料过程中始终保持氮气保护

氛围并维持混合盐溶液流速不变，通过调节氢氧化钠溶液和氨水溶液的流速维持反应体系

的pH=11.5，控制反应温度为50℃，搅拌速率为400rpm/min，反应结束后继续搅拌陈化10h，

将反应产物洗涤、干燥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

（3）将碳酸锂与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以及LiF按照摩尔比Li:Me:LiF=1.24:0.8:0.01

（Me为混合盐溶液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数，锂源过量5%）在高速混合机中干法混合均匀，置于

坩埚中，在空气气氛炉中煅烧，首先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400℃并保温5h，再以5℃/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并保温15h，最后随炉冷却，取出过筛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

材料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9F0.01。

[0024] 实施例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第（3）步中物料摩尔配比不同，具体如下：

将碳酸锂与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以及LiF按照摩尔比Li:Me:LiF=1.22:0.8:0.03（Me

为混合盐溶液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数，锂源过量5%）。

[0025] 最终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

[0026] 实施例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第（3）步中物料摩尔配比不同，具体如下：

将碳酸锂与富锂层状氧化物前驱体以及LiF按照摩尔比Li:Me:LiF=1.2:0.8:0.05（Me

为混合盐溶液中金属离子总摩尔数，锂源过量5%）。

[0027] 最终得到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5F0.05。

[0028] 应用实施例

将各个实施例得到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分别与导电剂碳黑、粘结剂PVDF按照质

量比8:1:1研磨均匀，再加入适量NMP调成浆料，均匀涂在预处理后的铝箔上，在鼓风干燥箱

中80℃干燥1h，再在真空干燥箱中110℃干燥12h；之后用裁片机制作成圆形正极片。以该极

片为正极，金属锂片为负极，1mol/L的LiPF6（EC:DMC=1:1）为电解液，在充满氩气的手套箱

内装配2032型扣式电池。在电压区间为2.1~4.8V内，测试该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0029] 图1所示的XRD图可以看出两种材料均具有α-NaFeO2层状结构，衍射峰尖锐，分裂

明显，无其他明显杂质峰；图b在20~22°之间Li2MnO3的特征峰明显，说明通过阴阳离子共掺

杂改性可以稳定材料的内部结构，增强材料的稳定性。

[0030] 图2所示的SEM图可以看出两种材料一次颗粒形貌均呈纳米片状结构，二次颗粒表

面光滑，结构致密；由图中（b）可以看出，通过阴阳离子共掺杂后的一次颗粒明显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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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3所示的首次充放电曲线可以看出，实施例1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

Li1.2Mn0.54Ni0.16Co0.1O2（曲线a）在2.1~4.8V下，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31mAh/g，首次库伦效率

为78.3%；实施例6制备的富锂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曲

线b）在2.1~4.8V下，首次放电比容量为261.5mAh/g，首次库伦效率为83.7%，首次库伦效率

显著提高。

[0032] 图 4 所 示 的 在电 压 区 间 为 2 .1 ~ 4 . 8 V ，电 流 密 度 为 1 C 时 两 种 材 料

Li1.2Mn0.54Ni0.16Co0.1O2（曲线a）和Li1.2Mn0.54Ni0.16Co0.07Al0.03O1.97F0.03（曲线b）的循环寿命曲

线图。由图可以看出，经过阴阳离子共掺杂改性后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备的锂离子电

池在经过50个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9.5%，优于未掺杂改性的96.9%。

[0033] 以上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及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范围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均落入

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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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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