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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超级电容器制备领域，具体为一

种以芹菜为原料制备超级电容器电极的方法。本

发明首先把芹菜茎用去离子水洗干净，然后将其

放在真空冷冻干燥机中冻干，随后将干燥后的芹

菜在惰性保护气中高温碳化，以所得石墨化多孔

碳为电极，在其中填充凝胶电解质并在两个电极

中间涂覆凝胶电解质进而组装得到超级电容器。

该方法利用低成本的生物质材料芹菜为原料，为

充分发挥其生物细胞结构优势，首先通过冷冻干

燥保护其原有结构，再通过碳化制备具有多级孔

径分布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将其用于超级电容

器电极，实现了超级电容器电极原材料的可循环

再生、低成本化，其制备工艺简便，且所得超级电

容器性能优良，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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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芹菜为原料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将芹菜用去离子水洗干净，切成小条；

(2)用液氮将小条状的芹菜快速冻结；

(3)将冻住的芹菜放在真空冷冻干燥机里，在冷阱温度为-40～-60℃，压强为1～10Pa

的条件下冻干24～72h，室温前期为5～15℃，后期为25～30℃，最后4h用红外灯照射样品，

使样品温度达到30～35℃，样品冻干后使干燥箱体内气压还原至大气压，取出样品；

(4)将冻干后的芹菜放在管式炉中，在Ar(20～1000sccm)的保护气氛中，炉子按2～15

℃/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600～1000℃，恒温0.2～5h，待炉温冷却至室温后将样品取出，即

得多级孔径分布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

(5)将所制备的多孔碳材料用玛瑙研钵研成粉末，然后按多孔碳:乙炔黑:聚四氟乙烯

(PTFE)粘结剂＝16:3:1的质量比将其在研钵中混合研磨均匀后，再均匀涂于不锈钢网集流

体上，从而得到超级电容器电极；

(6)在1mol/L的H2SO4水溶液中，以所得石墨化多孔碳为工作电极、Ag/AgCl为参比电极、

Pt丝为对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对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

2.将权利要求1中步骤(1)-(5)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作为电极，在其内部填充聚乙烯

醇/磷酸凝胶电解质，并在两个相同电极中间均匀涂布一层聚乙烯醇/磷酸凝胶状电解质，

组装得到超级电容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其特征在于原材料芹菜的纤维化程度比较高，且含有大

量水分和养分输送通道，而且所含元素种类丰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极材料，其特征在于比表面积达155～1700m2/g，孔径分布多

级化，含有N，P，S等掺杂元素，以及一些含氧官能团。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以芹菜为原料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组成电容器的

电极在电流密度为1A/g时，比容量可达350F/g，在电流密度为10A/g下循环长达10万次后，

比容量仍能保持在60％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以芹菜为原料的超级电容器，其特征在于功率密度高达

16.0kW/kg时，能量密度仍能达到16.3Wh/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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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芹菜为电极原料制备超级电容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超级电容器制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以芹菜为原料制备超级电容器电

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超级电容器因其大容量、高功率密度和良好的循环稳定性而在储能领域占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然而，超级电容器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电极材料是否具有大的比表面积、

高的导电性、良好的稳定性和强的反应活性。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金属化合物(如RuO2，

Fe3O4或MoS2)[1-2]、导电聚合物[3]、碳纳米材料(如碳纳米管[4]，石墨烯[5]，多孔碳[6])及其复

合物[7]作为电极材料，其原料通常不可再生，制备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0003] 生物质具有成本低、环保、可再生的优点，且含有大量的水分和养料输送通道，因

此可用作多孔碳的前驱体[8]。目前已有一些使用生物质作为前驱体制备电极材料的研究，

他们通常是直接将其高温碳化[9]，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生物质组成成分的流失和部分原始

结构的破坏，无法充分发挥生物质的组成和结构优势。  Sun、Liu等通过一步热解柚子皮获

得蜂窝状硬碳，将其用于钠离子电池，电流密度在30mA/g时的比容量为430.5mAh/g，且充放

电200次后容量损失仅为5％，储能性能优越，但其电极比表面积仅为82.8m2/g，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10]。为了提高电极的导电性和比容量，一些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对所得碳材料进行活

化和氮掺杂等方面的研究[11-12]。其中，活化是提高材料比表面积进而提高其比容量的一种

有效方法，例如，Thomas  E.Rufford等利用ZnCl2对咖啡渣进行活化，比表面积有所提高，但

所使用活化剂ZnCl2具有腐蚀性和毒性，不够环保[11b]，亟待发展更为环保、高效的方法实现

高性能电极材料的制备。

[0004] 本发明提出首先采用冷冻干燥技术保护生物质原始组成和结构，再通过高温碳化

技术制备石墨化多孔碳纳米材料，从而使生物质的优势得到充分保留和发挥。冷冻干燥起

源于生物医学领域，冻干过程中的热损失低于其他干燥方法，且所得材料具有高孔隙率，近

年来已被用于制备多孔材料，如多孔陶瓷[13]，气凝胶[14]，石墨烯[15]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0005]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见以生物质为原料，通过真空冷冻干燥结合碳化方

法，而未采取其他活化、掺杂等复杂方法，即可得到如此性能优良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

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以芹菜为原料制

备超级电容器电极的方法，该制备方法中原料可再生、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无污染、可规

模化生产。

[0007] 本发明以纤维化程度高、元素组成多样、细胞组成中水分含量高、且含有大量水分

和养分输送通道的芹菜为原料，首先经过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保护其原有细胞壁骨架结构不

坍塌，再通过高温碳化制备比表面积大、具有多级孔径分布的多孔碳材料，将所得多孔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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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导电剂乙炔黑及粘结剂PTFE混合均匀涂在不锈钢网集流体上，真空干燥后得到电极，

然后在其中填充聚乙烯醇/磷酸凝胶电解质，并在两个相同电极中间均匀涂布一层聚乙烯

醇/磷酸凝胶状电解质进而组装得到超级电容器。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以芹菜为原料制备超级电容器电极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芹菜用去离子水洗干净，切成小条；

[0010] (2)用液氮将小条状的芹菜快速冻结；

[0011] (3)将冻住的芹菜放在真空冷冻干燥机里在冷阱温度为-40～-60℃，压强为1～

10Pa的条件下冻干24～72h，室温前期为5～15℃，后期为25～30℃，最后4h用红外灯照射样

品，使样品温度达到30～35℃，样品冻干后使干燥机内气压还原至大气压，取出样品；

[0012] (4)将冻干后的芹菜放在管式炉中，在Ar(20～1000sccm)的保护气氛中，炉子按2

～15℃/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600～1000℃，恒温0.2～5h，待炉温冷却至室温后将样品取

出，即得多级孔径分布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

[0013] (5)将所制备的多孔碳材料用玛瑙研钵研成粉末，然后按质量比为多孔碳: 乙炔

黑:聚四氟乙烯(PTFE)粘结剂＝16:3:1的比例将其在研钵中混合研磨均匀后涂于不锈钢网

集流体上，从而得到超级电容器电极；

[0014] (6)在1mol/L的H2SO4水溶液中，以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为工作电极、Ag/AgCl为

参比电极、Pt丝为对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对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

[0015] (7)将两个相同的由步骤(1)-(5)所得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电极内部填充聚乙烯

醇/磷酸凝胶状电解质，并在两电极中间均匀涂布一层聚乙烯醇/磷酸凝胶状电解质，组装

得到超级电容器。

[0016] 本发明的冷冻干燥过程中，冷冻干燥时间为24～100h，环境温度为5～35℃，第一

阶段为升华阶段，冰大量升华，此时样品的温度不宜低于最低共熔点，以防样品中产生僵块

或样品外观上的缺损，故在前20h环境温度通常控制在  5～15℃；后24h为样品的再干燥阶

段，此时所除去的水分为结合水分，如果不对样品进行加热或热量不足，则在水分升华时会

吸收样品本身的热量而使样品的温度降低，致使样品的蒸气压降低，引起升华速度的降低，

整个干燥的时间就会延长，生产率下降；如果对样品加热过多，样品的升华速率固然会提

高，但在抵消了样品升华所吸收的热量之后，多余的热量会使冻结样品本身的温度上升，使

样品可能出现局部甚至全部熔化，引起样品的干缩起泡现象，整个冷冻干燥过程就会失败，

故在保证样品质量的前提下，在此阶段内应适当提高环境温度至  25～30℃，以利于水分的

蒸发；在最后4h将环境温度升高至30～35℃进一步加速结合水的升华并加深冻干效果，直

至样品温度与环境温度重合达到干燥为止。因此本发明发现，48h为最佳冻干时间。

[0017] 本发明的碳化过程中，碳化温度为600～1000℃，碳化时间为0.2～5h，随着碳化温

度或碳化时间的增加，石墨化程度增强，电极材料的导电性和稳定性也随之增强，但部分孔

结构被破坏程度加深，比表面积减小，比容量下降。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发明发现，800

℃为最佳碳化温度，1h为最佳碳化时间。

[0018] 本发明所制备的超级电容器中，冷冻干燥后的芹菜在800℃碳化1h后得到的多孔

碳材料的比容量在1A/g时，可达到300F/g，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分别可达26 .6Wh/kg和

0.801kW/kg，值得一提的是，在20A/g的电流密度下，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分别可以达到

16.3Wh/kg和16.0kW/kg，是商用碳基超级电容器  (功率密度为7～8kW/kg)的两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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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本发明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氮气吸脱附测试清楚

地表征了由芹菜制备的多孔碳材料的结构独特性。图1(a，b和c)  展示了多孔碳的场发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SEM)照片。如图1a所示，在碳化温度为700℃时，样品中没有三维互相连通的

孔，这种现象应该归因于碳化温度太低，无法形成许多纳米级的孔；当碳化温度升高为800

℃时，如图1b所示，样品中含有大量大小不一、互相连通的孔；然而，进一步将碳化温度升高

为  900℃时，如图1c所示，碳材料中的一些小孔被破坏而形成大的网络。进一步用透射电子

显微镜(TEM)表征碳化温度为800℃的样品，如图1d所示，可以看出样品中有大量的微孔和

介孔。

[0020] 多孔碳材料的氮气吸脱附等温线如图2a所示，不同碳化温度下所得样品的 

Brunauer-Emmett-Teller(BET)比表面积为155～1700m2/g。对于碳化温度为  800℃的样

品，其比表面积为523m2/g，总孔容为0.639cm3/g，微孔体积为0.039  cm3/g，平均孔径为

3.32nm。使用非局部密度泛函理论(DFT)得到的孔径分布在图2b中给出，可以看出该样品的

孔结构主要为微孔和介孔，比表面积较大，且有利于离子在充放电时的嵌入与脱出。

[0021] 本发明还通过粉末X射线衍射(XRD)法对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的结构进行了表征。如

图3a所示，在多孔碳材料的XRD图中观察到以2θ＝24.3°为中心的宽衍射峰，通过谢乐公式

可以计算层间距为0.366nm，其代表石墨烯的(002)晶面间距，另外，还可以观察到位于2θ＝

42.3°的峰，对应d(100)≈0.213nm。可以看出所得石墨化多孔碳中的层间隙都大于H+的直径

(dH+≈0.056nm)，因此有利于  H+的嵌入和脱出[17]。

[0022] 本发明采用拉曼光谱分析进一步研究了三维多级孔径分布的多孔碳结构，结果如

图3b所示。无序石墨(sp2)的拉曼光谱显示出两种非常尖锐的模式，D波段约为1358cm-1，G波

段约为1583cm-1。另一方面，2418cm-1附近的宽带属于  G*带，说明材料中存在少数层石墨烯

叠加结构[18]。此外，在1096cm-1处有一个C(芳香族)-S峰，表明该材料制备过程中有效地保

护了原料中的硫元素，所得石墨化多孔碳中存在硫掺杂结构，该结构在石墨化结构中可以

作为结构缺陷有效增加储能活性位点[19]。另外，对不同碳化温度下所得的样品进行石墨化

程度表征，可以得到ID/IG(700)<ID/IG(800)<ID/IG(900)，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石墨化程度

也随之增加。

[0023] 如前所述，生物质中含有除碳元素外的多种掺杂元素，为研究制备过程中掺杂元

素的保留情况，本发明进一步用元素分析表征了所得石墨化多孔碳的元素组成。结果表明，

样品中含有一些杂元素(N，S，P等)，同时含有一定量的氧元素，与碳和氢反应产生的气体

CO2和H2O蒸气可以进一步活化样品，使样品产生更多的孔隙(表1)。

[0024] 为得到具有良好储能性能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本发明探索了不同碳化温度对所得

石墨化多孔碳电极材料储能性能的影响。图4a为不同碳化温度所得石墨化多孔碳电极在

10mV/s扫速下的循环伏安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碳化温度由  700℃升高至900℃的过程中，

循环伏安曲线越来越接近矩形，电极极化现象减弱，这是由于随着碳化温度的升高，生物质

中的含氧基团分解更彻底，且石墨化程度增加所致，与图3b分析结果一致。另外，从该循环

伏安图还可以看出，同样在10mV/s的扫速下，800℃对应曲线包围的面积最大，初步推断在

一定电流密度范围内800℃的样品比容量比较高，这是由于碳化温度从700℃升高至  800℃

过程中，部分含氧基团被分解可以在原有结构上形成一部分新孔，从而有效提高材料的比

表面积，同时石墨化程度增加，有利于其储能性能的充分发挥；但当碳化温度进一步升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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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温度过高导致生物质中含氧基团被分解的同时大量含有N，S，O元素的化合物也被分

解，且其有效孔结构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介孔扩大形成大孔网络，同时在其生物质细胞壁

上形成新的极小的微孔，虽对比表面积有所贡献，但无法储存电荷，故其储能有效比表面积

降低，从而使其比容量降低。

[0025] 本发明对不同碳化温度下所得的石墨化多孔碳在1A/g的电流密度下进行了恒流

充放电测试，测试曲线如图4b所示。由该图计算可得，碳化温度由700℃增加为800℃时，放

电比容量由280F/g增加为350F/g，而当碳化温度进一步从800℃增加为900℃时，其比容量

反而从350F/g降低为168F/g，与以上循环伏安测试分析的结果一致，有效证明了随碳化温

度的升高，有机基团逐步分解，石墨化程度增加，但当温度太高时，有效孔结构会遭到一定

破坏，且一些掺杂元素也被分解。

[0026] 为系统表征不同碳化温度的样品的倍率性能，本发明对各温度所得石墨化多孔碳

电极在1、2、5、10、20A/g下分别进行了恒流充放电测试，如图4c所示，可以看出，在1A/g的电

流密度下进行恒流充放电，800℃所得样品的比容量明显高于700℃和900℃，随着电流密度

逐渐增大为20A/g，700℃的样品比容量降低最为明显，降为140F/g，800℃的降低为184F/g，

而900℃的样品随着电流密度由1A/g增加至20A/g，比容量仅仅从168F/g降低至120F/g，倍

率性能最稳定，进一步说明随着碳化温度的升高，石墨化程度增加，高倍率性能得到优化。

为进一步表征石墨化多孔碳电极的储能机制，本发明在0.01～100000Hz 的频率范围内对

电极进行了电化学阻抗谱(EIS)测试。如图4d所示，低频区域的直线几乎垂直于横坐标轴，

这表明电极主要以电容器的形式存储能量。同时从横轴截距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电

极的内阻减小，进一步说明电极的导电性增强，即石墨化程度提高，故选择800℃为最佳碳

化温度。

[0027] 在优化碳化温度的基础上，本发明还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碳化时间对电极比容量的

影响(如图5所示)。由图5a可以看出，随着碳化时间由30min延长至120  min，所得石墨化多

孔碳电极在10mV/s下的循环伏安曲线形状相似，均接近矩形，但碳化60min所得电极的曲线

包围面积最大，说明其在一定充放电速率下的比容量最大。将不同碳化时间所得样品在1A/

g电流密度下充放电得如图5b  所示曲线，可以明显看出碳化时间为60min所得样品的比容

量最大，为350F/g，  30min和120min所得电极的比容量分别为221F/g和294F/g，这是由于当

碳化时间为30min时，时间过短，导致生物质样品中含氧基团分解不完全，未形成大量的连

通孔，故比容量较低，随着碳化时间延长至60min，含氧基团逐渐被分解，在原生物质细胞壁

上产生大量连通孔，有效比表面积增加，比容量提升至  350F/g；而当碳化时间进一步延长

至120min时，由于过长时间的碳化使有机质被过度分解，导致部分孔结构被破坏，故比容量

下降。

[0028] 同样，为进一步表征不同碳化时间所得石墨化多孔碳电极的倍率性能，本发明在

1、2、5、10、20A/g的电流密度下对电极进行充放电，所得放电比容量如图5c所示，可以看出

当电流密度在5A/g以上时，其不同碳化时间所得材料的比容量随电流密度增加而减小的程

度近似，说明在同样的碳化温度下其主体孔结构的石墨化程度相近，但当电流密度低于5A/

g时，尤其随着电流密度由1A/g  增加为2A/g，碳化30min比60min的样品比容量减少更小，进

一步证明随着碳化时间延长，样品结构中含氧基团分解，在生物质细胞壁上形成一部分较

小的连通孔扩大了比表面积，但由于孔较小，当电流密度较大时，电解液中的离子无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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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进入该孔，导致只有电流密度较小时才可以有效提高比容量；然而，120  min所得样品

随着电流密度由1A/g增加至5A/g比容量减小最为剧烈，这是由于当碳化时间过长时，不仅

原有孔结构遭到破坏，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更小的孔，故在较小的电流密度1A/g下，新形成的

较小的孔在比容量中的贡献比例更大，故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比容量下降更为明显。进一

步对其进行电化学阻抗谱  (EIS)测试，如图5d所示，低频区域的直线与横坐标轴接近垂直，

这表明电极主要以电容器的形式存储能量。基于以上结论，本发明选择60min为最佳碳化时

间。

[0029] 综合以上数据，本发明选取碳化温度800℃、碳化时间60min作为制备石墨化多孔

碳电极材料的主要实验参数，对所得样品在扫描速率为10、20、50和  100mV/s时分别进行了

循环伏安测试，如图6a所示，所得循环伏安图均为矩形形状，说明电极材料以双电层电容储

能为主。如图6b所示，电流密度范围为1～20  A/g的恒电流充放电测试，所有曲线均为对称

三角形，进一步证明电极主要通过双电层电容存储能量。由恒流充放电测试结果计算得该

样品在1A/g下的放电比容量为350F/g，将电流密度增加至20A/g时，容量仍可达到184F/g，

进一步计算其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该样品在功率密度为0.4kW/kg时，能量密度可达31.1 

Wh/kg。

[0030] 本发明在以上三电极体系中测试所得石墨化多孔碳电极电化学性能的基础上，通

过在电极中填充聚乙烯醇/磷酸凝胶电解质制备全固态电极，并在两个电极间涂覆凝胶电

解质组装得到全固态对称超级电容器。如图7所示为所得超级电容器的电化学储能测试结

果，在图7a所示的循环伏安图中，当扫描速率由10  mV/s增加至100mV/s时，循环伏安曲线保

持典型的矩形形状，这表明该超级电容器以双电层电容储能为主，且超级电容器高倍率性

能良好，内部电阻较低。对其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如图7b所示，当电流密度从1A/g增加

至20A/g时，充放电曲线的对称三角形形状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持，进一步说明其以双电层电

容储能为主，且倍率性能良好，经计算得电流密度为1A/g时，电极的比容量为299  F/g，能量

密度为26.6Wh/kg，相应的功率密度为0.801kW/kg。值得一提的是，在20A/g的电流密度下，

功率密度高达16.0kW/kg，同时其能量密度保持在16.3  Wh/kg，高于商用碳基超级电容器

(功率密度为7～8kW/kg)[16]。进一步对其进行交流阻抗谱测试，如图7c所示，在高频范围内

没有明显的半圆，低频区域的直线接近垂直于横坐标轴，进一步表明该器件的电容储能机

理。本发明还对该超级电容器在电流密度为10A/g下进行长效循环性能测试，如图7d所示，

在10 万次循环后，比容量仍能保持60.6％。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发展了一种以芹菜为原料，通过冷冻干燥法和高温碳化法制备

高性能超级电容器电极的方法。该方法采用具有低成本、环保、可再生等优势的生物质为原

料，并首先利用冷冻干燥法有效保护其生物细胞结构优势，再通过优化碳化温度和时间，制

备出具有多级孔径分布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将其用于超级电容器电极，表现出优良的储

能性能，在1A/g下比容量高达350F/g，且在功率密度高达16kW/kg的情况下，能量密度仍能

达到16.3Wh/kg。由此，本发明制备了具有优良储能性能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并实现了

超级电容器电极原材料的可循环再生、低成本化，其制备工艺简便，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32] 图1为在(a)700℃,(b)800℃,(c)900℃碳化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的扫描电子显

微镜照片，(d)为800℃碳化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照片。

[0033] 图2为不同碳化温度下所得石墨化多孔材料的(a)N2吸脱附曲线图，(b)孔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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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

[0034] 图3为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的(a)的XRD图,(b)拉曼光谱图。

[0035] 表1为石墨化多孔碳材料所含元素的种类及含量。

[0036] 图4为不同碳化温度下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a)在扫描速率为10mV/s时的循环

伏安图，(b)在电流密度为1A/g时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c)不同电流密度下充放电的比容

量变化图，(d)频率在0.01～100000Hz之间的电化学阻抗谱。

[0037] 图5为不同碳化时间下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的(a)扫描速率为10mV/s时的循环

伏安图，(b)电流密度为1A/g时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c)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比容量变化图，

(d)频率在0.01～100000Hz之间的电化学阻抗谱。

[0038] 图6为800℃碳化所得石墨化多孔碳电极材料的(a)不同扫描速率下的循环伏安

图，(b)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

[0039] 图7为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料制备的对称超级电容器的(a)不同扫描速率下的循

环伏安曲线，(b)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c)频率在0.01～100000  Hz之间超

级电容器的电化学阻抗谱，(d)超级电容器器件在10A/g下的长效循环性能图，C0和C分别代

表循环前后的比容量。

[0040] 图8为摘要附图，是本发明内容的简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首先将芹菜用去离子水洗干净，切成小条；然后用液氮将小条状的芹菜快速冻结；

再将冻住的芹菜放在真空冷冻干燥机里在冷阱温度为-40～-60℃，压强为  0.5～10Pa的条

件下冻干24～72h，室温前期为5～15℃，后期为25～30℃，最后  4h用红外灯照射样品，使样

品温度达到30～35℃，样品冻干后使干燥箱内气压还原至大气压，取出样品；随后将冻干后

的芹菜放在管式炉中，在Ar(20～1000  sccm)的保护气氛中，炉子按2～15℃/min的升温速

率加热至600～1000℃，恒温0.2～5h，待炉子冷却至室温后将样品取出，即得多级孔径分布

的石墨化多孔碳材料；再将所制备的多孔碳材料用玛瑙研钵研成粉末，然后按多孔碳:乙炔

黑:  聚四氟乙烯(PTFE)粘结剂＝16:3:1的质量比将其在研钵中混合研磨均匀涂于不锈钢

网集流体上，从而得到超级电容器电极；在1mol/L的H2SO4水溶液中，以所得石墨化多孔碳材

料为工作电极、Ag/AgCl为参比电极、Pt丝为对电极构成三电极体系，对所得石墨化多孔碳

材料电极进行超级电容器的电化学性能测试；

[0042] 包含PVA/H3PO4凝胶电解质的配制方法如下，先将1g  PVA在9g去离子水中溶胀过

夜，再加热至90℃，搅拌2h至溶解，冷却至室温后加入1g浓磷酸溶液(H3PO4质量分数为

85wt％)，搅拌均匀。将上面得到的电极内部填充聚乙烯醇/磷酸凝胶电解质，并在两个相同

电极中间均匀涂布一层凝胶状电解质，组装得到超级电容器。

[0043] 电极的电化学阻抗谱(EIS)测试在开路电压下进行，交流电振幅为5mV，频率范围

为0.01～100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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