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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

包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00、在搅拌罐中

依次加入溶剂、正极材料和包覆前驱体，并且将

溶剂和包覆前驱体经过搅拌混合均匀；步骤200、

将上述混合物通过喷雾干燥设备进行喷雾干燥，

获得被包覆前驱体包裹的正极材料；步骤300、将

包裹有包覆前驱体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结形

成氧化物外壳，从而获得氧化物包覆的正极材

料；本发明基于喷雾干燥实现了对材料的均匀包

覆以及迅速干燥，使得包覆工艺更简单，包覆效

果更好更均匀，而且包覆后优化了正极材料的界

面，提升钠离子电池的循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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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00、在搅拌罐中依次加入溶剂、正极材料和包覆前驱体，并且将溶剂和包覆前驱

体经过搅拌混合均匀；

步骤200、将上述混合物通过喷雾干燥设备进行喷雾干燥，获得被包覆前驱体包裹的正

极材料；

步骤300、将包裹有包覆前驱体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结形成氧化物外壳，从而获得氧

化物包覆的正极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

材料为层状氧化物材料，其分子式为NaxM1aM2bO2，其中，0.6<x≤1，a>0，b≥0，a+b＝1，M1为

金属元素，包括Li、Mg、Al、Ti、Mn、Fe、Co、Ni、Cu、Zn、Sn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M2为非金属

元素，包括B、F、Si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覆

前驱体为金属盐或其水合物，具体包括：Al、Mg、Ti、Zn、Zr、Nb或La的氧化物、硝酸盐及其水

合物、硫酸盐及其水合物、有机盐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

为水、乙醇、N-甲基吡咯烷酮、丙酮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300中，二次烧结的温度为100-1000℃。

6.一种钠离子二次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钠离子二次电池包括上述权利要求1所述钠

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

7.一种包括上述权利要求6所述的钠离子二次电池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电池

用于电动工具、电动车，以及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调峰、分布电站、后备电源或

通信基站的储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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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及其二次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及其二次

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和锂离子电池一样，钠离子电池的研发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锂离子电池凭

借着能量密度的优势迅速占领了二次电池市场，全世界的研发力量集中在锂离子电池，而

钠离子电池的发展遇到了冷淡期。但是锂离子电池大规模产业化后暴露出了锂资源稀缺、

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从而让科研人员的目光重新投到了钠离子电池。因为钠资源丰度高，且

全球分布均匀。并且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加工工艺一致，所以可以直接采

用锂离子电池的现有设备，进一步节约了钠离子电池的研发成本。钠离子电池被认为是锂

离子电池的有益补充，将在储能领域得到应用。

[0003] 研究表明，正极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对电池的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稳定性

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材料本身的体积形变，导致其在循环过程中的膨胀破裂；另

一方面是材料与电解液的界面，稳定的界面膜有助于电池的稳定工作。在现有技术中，包覆

有助于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在正极材料行业中常规的包覆方法为固相法和液相法。固相法

是将包覆材料和层状材料通过固相法简单混合，该方法经济性好，但是包覆效果不理想；液

相法是将层状材料和包覆物置于液体中搅拌，从而使其包覆均匀，在液相法中往往通过离

心法或过滤法进行后续处理，但是该处理方式存在废液等问题，而且后续的长时间烘干也

带来了经济性不理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方案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

及其二次电池，能有效的解决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100、在搅拌罐中依次加入溶剂、正极材料和包覆前驱体，并且将溶剂和包覆

前驱体经过搅拌混合均匀；

[0007] 步骤200、将上述混合物通过喷雾干燥设备进行喷雾干燥，获得被包覆前驱体包裹

的正极材料；

[0008] 步骤300、将包裹有包覆前驱体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结形成氧化物外壳，从而获

得氧化物包覆的正极材料。

[000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正极材料为层状氧化物材料，其分子式为

NaxM1aM2bO2，其中，0.6<x≤1，a>0，b≥0，a+b＝1，M1为金属元素，包括Li、Mg、Al、Ti、Mn、Fe、

Co、Ni、Cu、Zn、Sn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M2为非金属元素，包括B、F、Si中的一种或几种的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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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包覆前驱体为金属盐或其水合物，具体包

括：Al、Mg、Ti、Zn、Zr、Nb或La的氧化物、硝酸盐及其水合物、硫酸盐及其水合物、有机盐中的

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溶剂为水、乙醇、N-甲基吡咯烷酮、丙酮中

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1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步骤300中，二次烧结的温度为100-1000℃。

[0013]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钠离子二次电池，所述钠离子二次电池包括上述钠离

子电池的正极材料。

[0014]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包括上述二次电池的用途，所述二次电池用于电

动工具、电动车，以及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调峰、分布电站、后备电源或通信基

站的储能设备。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结合了电池涂布过程中的搅拌功能和喷雾干燥的功能，实现了对材料的均

匀包覆以及迅速干燥，使得包覆工艺更简单，包覆效果更好更均匀，更符合工业化生产，而

且包覆后优化了正极材料的界面，提升钠离子电池的循环稳定性，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包覆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可以用于钠离子二次电池，具有循环性能优异，倍率性能优异，安全性

能好的特点，不仅可以用于电动工具和电动汽车的电源，还可以用于太阳能发电、风力发

电、智能电网调峰、分布电站、后备电源或通信基站的大规模储能设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实施例1中包覆材料1的扫描电镜照片；

[0019] 图3为实施例2中包覆材料2的扫描电镜照片；

[0020] 图4为实施例3中包覆材料3的扫描电镜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包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步骤100、在搅拌罐中依次加入溶剂、正极材料和包覆前驱体，并且将溶剂和包覆

前驱体经过搅拌混合均匀。

[0024] 所述溶剂为水、乙醇、N-甲基吡咯烷酮、丙酮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其中，溶剂优

选为水。

[0025] 所述正极材料为层状氧化物材料，其分子式为NaxM1aM2bO2，其中，0.6<x≤1，a>0，b

≥0，a+b＝1，M1为金属元素，包括Li、Mg、Al、Ti、Mn、Fe、Co、Ni、Cu、Zn、Sn中的一种或几种的

组合；M2为非金属元素，包括B、F、Si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26] 所述包覆前驱体为金属盐或其水合物，具体包括：Al、Mg、Ti、Zn、Zr、Nb或La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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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硝酸盐及其水合物、硫酸盐及其水合物、有机盐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27] 步骤200、将上述混合物通过喷雾干燥设备进行喷雾干燥，获得被包覆前驱体包裹

的正极材料，其中，所述包覆层占总质量的百分比为0.05％-20％。

[0028] 喷雾干燥设备的工作原理：空气经过过滤和加热，进入干燥器顶部空气分配器，热

空气呈螺旋状均匀地进入干燥室，混合均匀地料液经塔体顶部的高速离心雾化器，旋转喷

雾成极细微的雾状液珠，与热空气流接触，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可干燥为成品，干燥后的固状

物成品连续地由干燥塔底部和旋风分离器中输出，废气由引风机排空。

[0029] 由于混合料液经雾化后表面积大大增加，在热风气流中，瞬间就可蒸发95％-98％

的水分，完成干燥时间仅需数秒钟，因此该设备应用在本发明中具有干燥速度快、特别适用

于热敏性物料的干燥，而且干燥后的产品具有良好的均匀度和流动性，产品纯度高，混合的

质量好，所有产品为球状或者近球状的颗粒，粒度均匀，另外还可以根据物料的特性，使用

热风干燥或者冷风造粒，对物料的适应性强。

[0030] 另外，由于是将空气或水蒸气通过高速从喷嘴喷出，靠摩擦力使料液分离成细小

雾滴，让其与热空气完全接触来形成热交换，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对粘性较大的物料效果

很好。

[0031] 步骤300、将包裹有包覆前驱体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结形成氧化物外壳，其中烧

结温度为100-1000度，从而获得氧化物包覆的正极材料。

[003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含钠离子正极材料的二次电池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将制备好的钠离子正极材料的活性物质与导电炭黑、聚偏氟乙烯粘结剂按照7：2：

1的质量比混合，并加入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直至在常温干燥的环境中研磨形成浆料；

[0034] 将制备好的浆料均匀涂覆于集流体的铝箔上，在初次烘干后裁成直径为12mm的圆

形极片；

[0035] 将圆形极片在真空条件下以120℃的温度干燥12小时后随即转移到手套箱中备

用。

[0036]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钠离子二次电池，所述钠离子二次电池包括上述钠离

子电池的正极材料。

[0037]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包括上述二次电池的用途，所述二次电池用于电

动工具、电动车，以及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调峰、分布电站、后备电源或通信基

站的储能设备。

[0038] 实施例1：

[0039] 基于上述的包覆方法，首先，选取得正极材料为Na0.9Cu0.22Fe0.30Mn0.48O2，记为原材

料1，其颗粒尺度D50为10μm。包覆前驱体为硝酸铝，溶剂为水。然后，在搅拌罐中放入适量

水，逐步加入100kg正极材料和1kg包覆前驱体，进行充分搅拌分散，并利用喷雾干燥设备进

行快速干燥，收集得到前驱体包覆的正极材料。最后，将所收集得到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

结，烧结温度为700度，时间为8小时，其中，硝酸铝在正极材料表面分解为三氧化二铝，即得

到了氧化铝包覆的正极材料，记为包覆材料1。

[0040] 按照上述二次电池的制备方法制备二次电池，其中，将上述制备得到的原材料1和

包覆材料1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活性物质进行钠离子电池的制备。

[0041] 另外，在上述中，本发明模拟电池的装配在Ar气氛的手套箱内进行，以金属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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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极，以玻璃纤维作为隔膜，以1mol/L  NaPF6的碳酸乙烯酯(EC)/碳酸二甲酯(DMC)(体积

比为1︰1)溶液作为电解液，装配成CR2032扣式电池。使用恒流充放电模式，在0.5C电流密度

下进行充放电测试。测试条件为：放电截至电压为2.5V，充电截至电压为4.05V。

[0042] 实施例2：

[0043] 基于上述包覆方法，首先，选取得正极材料为Na1.0Ni0.22Cu0.11Fe0.33Mn0.33O2，记为原

材料2，其颗粒尺度D50为10μm，包覆前驱体为草酸镁，溶剂为水。然后，在搅拌罐中放入适量

水，逐步加入100kg正极材料和2kg包覆前驱体，进行充分搅拌分散，并利用喷雾干燥设备进

行快速干燥，收集得到前驱体包覆的正极材料。最后，将所收集得到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

结，烧结温度为900度，时间为6小时，其中，草酸镁在材料表面分解为氧化镁，即得到了氧化

镁包覆的正极材料，记为包覆材料2。

[0044] 按照上述二次电池的制备方法制备二次电池，其中，将上述制备得到的原材料2和

包覆材料2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活性物质进行钠离子电池的制备。

[0045] 在本实施例中，将其装配成CR2032扣式电池，使用恒流充放电模式，在0.5C电流密

度下进行充放电测试。测试条件为：放电截至电压为2.0V，充电截至电压为4.0V。

[0046] 实施例3：

[0047] 基于上述包覆方法，首先，选取得正极材料为Na1.0Ni0.33Fe0.33Mn0.33O2，记为原材料

3，其颗粒尺度D50为10μm，包覆前驱体为TiO2，溶剂为水。然后，在搅拌罐中放入适量水，逐

步加入100kg正极材料和0.5kg包覆前驱体，进行充分搅拌分散，并利用喷雾干燥设备进行

快速干燥，收集得到前驱体包覆的正极材料。最后，将所收集得到的正极材料进行二次烧

结，烧结温度为300度，时间为12小时，即得到了氧化钛包覆的正极材料，记为包覆材料3。

[0048] 按照上述二次电池的制备方法制备二次电池，其中，将上述制备得到的原材料2和

包覆材料2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活性物质进行钠离子电池的制备。

[0049] 在本实施例中，将其装配成CR2032扣式电池，使用恒流充放电模式，在0.5C电流密

度下进行充放电测试。测试条件为：放电截至电压为2.0V，充电截至电压为4.0V。

[0050] 其中，图2至图4分别是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中包覆材料的扫描电子

显微镜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本发明实施例的包覆过后，材料表面有明显的包覆物，

包覆效果均匀全面。

[0051] 原材料1、2、3和包覆材料1、2、3的电化学结果总结为下表：

[0052]

材料 标记 包覆物 包覆量 100周保持率

Na0.9Cu0.22Fe0.3Mn0.48O2 原材料1 无 无 92.2％

Na0.9Cu0.22Fe0.3Mn0.48O2 包覆材料1 Al2O3 1％ 95.6％

NaNi0.22Cu0.11Fe0.33Mn0.33O2 原材料2 无 无 91.4％

NaNi0.22Cu0.11Fe0.33Mn0.33O2 包覆材料2 MgO 2％ 96.1％

Na1.0Ni0.33Fe0.33Mn0.33O2 原材料3 无 无 89.3％

Na1.0Ni0.33Fe0.33Mn0.33O2 包覆材料3 TiO2 0.5％ 93.9％

[0053] 从表中可以看出，相比较于原材料1，包覆材料1在循环100周后的容量保持率为

95.6％，提高了3.4％；原材料2的保持率为91.4％，包覆材料2则提高了4.7％，容量保持率

为96.1％；原材料3经过包覆后，100周容量保持率提升到了93.9％，提升了4.6％。经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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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材料的表面得到优化，循环性能均得到提升。

[0054]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中提供的包覆结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通过使用

喷雾干燥来包覆正极材料，使得包覆工艺更简单，包覆效果更好更均匀，更符合工业化生

产，另外包覆后优化了正极材料的界面，提升钠离子电池的循环稳定性，该钠离子电池可以

应用于低速电动车的动力电池或者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调峰、分布电站、后备

电源或通信基站等大规模储能系统。

[005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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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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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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