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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本发明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

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此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

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合：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65-

75：3-6:1-2，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固态电池用的

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按照质量

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

300-450r/min，球磨时间为16-22h，最后得到粒

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优点是：本发明富锂锰

基复合正极材料应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

规模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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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

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65-75:3-6:1-2；所述无机材料粉体包括锂

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磨机对其进行球磨，

球磨转速为300-450r/min，球磨时间为16-22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

比进行混合：76-85:1-4:10-13:4-7，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

用真空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4-17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60-170μ

m，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20-135℃，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0-108℃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燥，

干燥时间为18-27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2.7-3.2mg/cm3，分切得到富

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锂箔

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混合：85:

1:1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混合：82:

2:1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混合：79:

3:12: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混合：76:

4:13: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4，LiPF6，LiAs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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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锂电领域，涉及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还

涉及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结构包括正极、电解质、负极，全部由固态材料组成，与传统

电解液锂离子电池相比具有的优势有：(l)无任何液体成分，完全消除了电解液腐蚀和泄露

的安全隐患，热稳定性更高；(2)由于固体电解质的固态特性，使得固态电池具有优良的的

机械加工性能，可以根据要求制作形状；(3)电化学稳定窗口宽(可达5V以上)，可以匹配高

电压电极材料；(4)固体电解质一般是单离子导体，几乎不存在副反应，使用寿命更长；(5)

有望采用金属锂作为负极，大大提高电池的比容量；(6)由于电池内部不产生内压，安全性

能更高。目前全固态锂离子电池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l)电池材料的性能上难以满足实

际应用的要求，其中电解质隔膜的电导率低；电化学稳定性较低；(2)金属锂电极的安全性

尚未真正解决；(3)正负极与电解质膜的界面阻抗过大，影响电池的功率特性。

[0003] 当前已开发的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其正极材料多采用LiCoO2，LiNiO2，LiMn2O4，

V2O5等，但存在以下问题：1.目前商用正极材料克容量发挥不高(110-150mAh/g)，均局限于

实验室小型全固态电池，且制备工艺多采用磁控溅射、脉冲激光沉积(PLD)、静电放电(ESD)

涂覆技术等方法加工制备为薄膜正极，对设备及生产环境要求苛刻，不具备大规模批量生

产应用的基础。全固态锂离子电池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电极材料与固态电解质相匹配以降低

其界面阻抗并保证界面的稳定性，要解决该问题，除需要研究开发新型的固态电解质和对

界面采取一些特殊手段(如在界面加缓冲物质降低界面阻抗)以外，还亟需开发新型的正极

材料，以大幅提升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电化学性能。富锂锰基正极材料xLi2MnO3﹒(1-x)

LiMO2(M＝Ni，Co，Mn)是一种过渡金属以锰为主并掺杂了其它元素的锂锰基复合氧化物，由

Li2MnO3和LiMO2两种成分按不同比例复合而成，结构类似于α-NaFeO2层状结构。目前商业

化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微观形貌为类球形，具有良好的循环性能及高温性能，加工性能良

好且可以通过添加无机材料粉体提升其充电截止电压以提升其容量发挥，可作为全固态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为大规模批量生产提供一种可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由本发明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搭配锂负极制作的固态电池具有较高容

量发挥，且本发明公开的制备方法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此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

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

电剂：无机材料粉体＝65-75：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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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0008] 所述无极材料粉体包括锂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0009]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

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300-450r/min，球磨时

间为16-22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0010]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

质量比进行混合：76-85：:1-4:10-13:4-7，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

液中，用真空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0011]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4-17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60-

170μm，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20-135℃，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0-108℃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

燥，干燥时间为18-27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2.7-3.2mg/cm3，分切得到

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0012]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

锂箔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将得到的固态锂离子电池在60℃、0.1C充放电，

充放电截止电压4.6V-2.5V的条件下进行充放电循环测试。

[0013] 优选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

混合：85:1:10:4。

[0014] 优选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

混合：82:2:11:5。

[0015] 优选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

混合：79:3:12:6。

[0016] 优选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质量比进行

混合：76:4:13:7。

[0017] 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  4，LiPF6，LiAsF6。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应

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浆料涂布的极片表面的SEM；

[0020] 图2为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制备的扣电交流阻抗图；

[0021] 图3为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制备的扣电循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3] 实施例一：

[0024] 参见附图1-4所示，本发明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此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

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65：3:1。

[0025]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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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无极材料粉体包括锂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0027]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

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300r/min，球磨时间为

22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0028]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

质量比进行混合：85:1:10:4，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用真空

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0029]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4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60μm，

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20℃，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0℃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

18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2.7mg/cm3，分切得到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0030]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

锂箔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将得到的固态锂离子电池在60℃、0.1C充放电，

充放电截止电压4.6V的条件下进行充放电循环测试，结果显示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84mAh/

g，循环40周后，容量保持率为104％。

[0031] 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  4，LiPF6，LiAsF6。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应

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0033] 实施例二：

[0034] 参见附图1-4所示，本发明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此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

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68：4:1。

[0035]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0036] 所述无极材料粉体包括锂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0037]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

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350r/min，球磨时间为

20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0038]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

质量比进行混合：82:2:11:5，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用真空

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0039]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5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63μm，

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25℃，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3℃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

21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2.8mg/cm3，分切得到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0040]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

锂箔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将得到的固态锂离子电池在60℃、0.1C充放电，

充放电截止电压4V的条件下进行充放电循环测试，结果显示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80mAh/g，

循环40周后，容量保持率为100％。

[0041] 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  4，LiPF6，LiAsF6。

[004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应

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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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实施例三：

[0044] 参见附图1-4所示，本发明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此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

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72:5:2。

[0045]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0046] 所述无极材料粉体包括锂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0047]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

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400r/min，球磨时间为

18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0048]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

质量比进行混合：76:3:12:6，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用真空

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0049]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4-17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66μ

m，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30℃，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5℃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时间

为24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3mg/cm3，分切得到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0050]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

锂箔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将得到的固态锂离子电池在60℃、0.1C充放电，

充放电截止电压3.4V的条件下进行充放电循环测试，结果显示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70mAh/

g，循环40周后，容量保持率为100％。

[0051] 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  4，LiPF6，LiAsF6。

[005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应

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0053] 实施例四：

[0054] 参见附图1-4所示，本发明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此富锂锰基

复合正极材料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按照以下质量百分比进行混

合：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导电剂：无机材料粉体＝75:6:2。

[0055] 所述导电剂包括Surpe-P，乙炔黑，KS-6，CNT，石墨烯。

[0056] 所述无极材料粉体包括锂镧锆氧、锂镧钛氧、氧化铝、氧化锆。

[0057] 一种固态电池用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将富锂锰基复合

正极材料按照质量比混合后使用行星球对其进行球磨，球磨转速为450r/min，球磨时间为

16h，最后得到粒径为9μm正极材料粉末；

[0058] 步骤二：将球磨后的正极材料粉末同聚偏氟乙烯、聚氧化乙烯以及锂盐按照如下

质量比进行混合：76:4:13:7，混合后的材料分散于1.5倍的N-甲基吡咯烷酮溶液中，用真空

行星搅拌机充分搅拌得到正极浆料；

[0059] 步骤三：采用涂布机将正极浆料涂布在厚度为17μm的铝箔上，涂布厚度为170μm，

涂布机的烘干温度为135℃，收卷后的极片再在108℃的真空烤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

27h，对干燥后的电极片进行辊压，压实控制在3.2mg/cm3，分切得到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

[0060] 步骤四：将得到的富锂锰基复合正极片与聚氧化乙烯基锂离子导体固体电解质和

锂箔进行叠片、组装得到固态锂离子电池，将得到的固态锂离子电池在60℃、0.1C充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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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放电截止电压2.5V的条件下进行充放电循环测试，结果显示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75mAh/

g，循环40周后，容量保持率为100％。

[0061] 所述锂盐包括LiTFSI，LiClO4，LiBF  4，LiPF6，LiAsF6。

[006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技术效果是：本发明富锂锰基复合正极材料应

用于固态电池领域，可实现大规模批量生产。

[0063]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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