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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制备技术

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掺杂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

法。本发明的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

制备方法，配制含有掺杂元素钴液，采用EDTA作

为络合剂，在一定pH与温度下进行合成，同时使

掺杂元素均匀、充分沉淀，最终得到掺杂均匀的

高致密球形羟基氧化钴，再通过离心、煅烧得到

掺杂四氧化三钴。通过该方法制备得到的掺铝镁

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粒径均匀、致密性好、掺杂

元素沉淀完全、分布均匀，工艺稳定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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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钴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1～2  mol/

L；称取一定量的掺杂元素铝、镁、镍、锰盐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使得溶液中的Al/Co、Mg/

Co、Ni/Co、Mn/Co金属质量比范围为0.5～1.2%、0.14～0.34%、0.11～0.28%，0.2～0.6%；然

后在该溶液中加入络合剂EDTA，并混合均匀制得混合钴液，络合剂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

为0.15～0.3%；配制5～12  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5，然后向反应釜中同时泵入

步骤一配制的混合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80～120  L/h压缩空气，在60～80℃合成温度下

进行合成反应，搅拌转速由330  r/min或360r/min逐渐降至290  r/min，合成过程的pH控制

为10；合成过程中，每隔3～6h打开溢流口放出部分物料，该物料沉降后抽取上清液，然后剩

余物料返回反应釜，期间反应釜投料不停，重复上述操作至物料中达到10～12kg金属钴后

分出一半物料待下次作为原料继续合成，然后持续投料，重复上述步骤至目标粒径为3μm～

17μm，湿法合成得到羟基氧化钴；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10～

30  min后再次固液分离，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烘干，烘干温度

90～110℃；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筛网目数80～200；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结束后进行

过筛包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一中配制的钴液为硫酸钴溶液，使用的掺杂元素铝、镁、镍、锰分别为十八水硫酸铝、

七水硫酸镁、六水硫酸镍、一水硫酸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三中洗涤用热纯水的水温为60～7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四中煅烧过程中的低温区温度400℃～600℃，高温区温度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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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掺杂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3C领域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各种高端智能设备的飞速发展，对电池的轻薄化

和高容量化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需要提高材料的压实密度，另一方面也对钴酸锂的克比

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元素对于钴酸锂的结构起到不同的作用：Mg元素是较早被用

来进行掺杂改善研究的元素。Tukamoto等指出在钴酸锂中掺杂微量，二价元素Mg可以在不

改变晶体结构的前提下，使材料的电导率提高，同时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材料仍然保持单

一相结构；

[0003] Thirunakaran等认为如果Mg占据Co位，对提高材料的电压和循环性能都有明显的

改善。Al元素的掺杂于其具有以下优势而备受重视：1)Al3+与Co3+有着非常接近的离子半

径以及相同的价态；2)化合价单一，能够稳定结构；3)提高正极材料的充电电压；4)提高材

料的热稳定性；5)Al-O键强度高于C-O键，且目前掺铝四氧化三钴占据着主要掺杂市场。Ni

元素的作用在于提高增加材料的体积能量密度，但镍含量高(即高镍)的三元材料也会导致

锂镍混排，从而造成锂的析出。Mn元素的作用在于降低材料成本、提高材料安全性和结构稳

定性。通过铝镁镍锰为主的多元素混合掺杂，可以从不同方面对钴酸锂材料的性能进行改

善，可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0004] 传统的固相掺杂的方法通常是将Li2CO3、Co3O4与掺杂元素的氧化物或无机盐混

合，然后高温煅烧得到掺杂型钴酸锂材料。但是固相掺杂容易造成掺杂元素的局部富集，出

现相分离，会弱化材料性能。目前，工业上较为常用的掺杂办法是以共沉淀方法制备掺杂的

四氧化三钴，再进行固相煅烧得到钴酸锂。但是，现有的化学湿法掺杂四氧化三钴，在掺杂

多种元素时各掺杂元素容易发生聚集，特别是掺铝中容易出现铝片等掺杂元素聚集的问

题，同时也存在掺杂元素沉淀不完全，产物中掺杂元素含量不稳定等问题。当掺杂多种元素

时，若各掺杂元素含量的搭配不合理，也难以保证掺杂四氧化三钴制备的钴酸锂及其电池

具有较好的电性能，在电池比容量和循环保持率两方面无法做到保持平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同时掺杂铝、镁、镍、锰四种元

素，且掺杂元素均匀分布，各元素不发生聚集，掺杂量稳定的高致密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

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07]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钴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1～

2mol/L；称取一定量的掺杂元素铝、镁、镍、锰盐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使得溶液中的Al/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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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Co、Ni/Co、Mn/Co金属质量比范围为0.5～1.2％、0.14～0.34％、0.11～0.28％，0.2～

0.6％；然后在该溶液中加入络合剂EDTA，并混合均匀，络合剂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为

0.15～0.3％；配制5～12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0008]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12，然后向反应釜中同

时泵入步骤一配制的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80～120L/h压缩空气，在60～80℃合成温度

和200～400r/min的搅拌转速下进行合成反应，合成过程的pH控制为10～12；合成过程中，

每隔3～6h打开溢流口放出部分物料，该物料沉降后抽取上清液，然后剩余物料返回反应

釜，期间反应釜投料不停，重复上述操作至物料中达到10～12kg金属钴后分出一半物料待

下次作为原料继续合成，然后持续投料，重复上述步骤至目标粒径为3μm～17μm，湿法合成

得到羟基氧化钴；

[0009]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

10～30min后再次固液分离，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烘干，烘干温

度90～110℃；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筛网目数80～200；

[0010]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结束后

进行过筛包装。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一中配制的钴液为硫酸钴溶液，使用的掺杂元素铝、镁、镍、锰

分别为十八水硫酸铝、七水硫酸镁、六水硫酸镍、一水硫酸锰。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二中搅拌转速由360r/min逐渐降至290r/min，或者搅拌转速

由330r/min逐渐降低至290r/min。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三中洗涤用热纯水的水温为60～70℃。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四中煅烧过程中的低温区温度400℃～600℃，高温区温度700

～800℃。

[0015] 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四氧化三钴的TD达到2.5～3.1g/cm3，掺杂元素铝镁镍锰元素

完全进入四氧化三钴晶格；Al元素占比为0.4～0.8％、Mg元素占比0.1～0.2％、Ni元素占比

0.08～0.2％、Mn元素占比0.2～0.4％。

[0016] 本发明在制备过程中通过搅拌转速的梯度变化，控制颗粒表面的一次颗粒晶面生

长方向与快慢，在达到目标粒径之前，始终保持釜内颗粒以一定速度的粒度增长，避免产生

新的晶核；同时控制pH的梯度变化，高pH(11～12)开釜，提高反应速率，瞬间爆发大量晶核，

后续合成pH降低至10～12，进入晶核生长阶段。本发明通过控制pH和搅拌强度从而控制合

成反应速率以及一次粒子的分散度，使合成得到的羟基氧化钴中掺杂元素均匀分布，避免

各掺杂元素发生聚集，解决传统掺铝中出现的铝片等掺杂元素聚集的问题；并解决了掺杂

元素沉淀不完全，产物中掺杂元素含量不稳定等问题。

[0017] 本发明通过优化掺杂元素含量搭配，确保掺铝镁镍锰四氧化三钴制备的钴酸锂及

其电池具有较好的电性能，在电池高比容量和高循环保持率两方面保持平衡。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掺铝镁镍锰球形四氧化三钴的制备方法，生产得到的四氧化三钴球形度好，振实密

度大，掺杂元素分布均匀，且全部进入四氧化三钴晶格。半电池测试结果优异，1C倍率下首

周放电比容量179mAh/g，在3.0V～4.6V区间循环50次后容量保持率达到96.2％，相比单独

掺铝0.9％产品首周放电比容量182mAh/g，循环50次后容量保持率为92.8％，在首周比容量

相近的情况下(一般规律而言，总掺杂元素量越高，电池放电比容量会下降)，高电压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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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得产品SEM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所得产品SEM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所得产品SEM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4中所得产品SEM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所得产品XRD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4中所得产品XRD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硫酸钴溶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

1.7mol/L；每升钴液称取掺杂元素十八水硫酸铝10g、七水硫酸镁2g、六水硫酸镍0.8g、一水

硫酸锰1.03g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然后在钴液中加入络合剂EDTA，并混合均匀，络合剂

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为0.19％；配制9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0026]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5，然后向反应釜中同时

泵入步骤一配制的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压缩空气，在78℃合成温度和360r/min的搅拌

转速下进行合成反应，通入压缩空气100L/h，合成过程的pH控制为10～12；合成过程中，每

隔3～6h打开溢流口放出部分物料，该物料沉降后抽取上清液，然后剩余物料返回反应釜，

物料钴金属量达到11kg分出一半物料待下次作为原料继续合成，然后持续投料，重复上述

步骤至目标粒径为8.5μm，湿法合成得到羟基氧化钴；

[0027]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

20min后再次固液分离，洗涤水温为70℃；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

烘干，烘干温度105℃；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

[0028]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过程中

的低温区温度400℃～450℃，高温区温度750～800℃；煅烧结束后进行过筛包装。得到的四

氧化三钴D50为8.4μm，TD为2.62g/cm3，Co、Mg、Al、Ni、Mn元素含量分别是71.96％、0.14％、

0.60％、0.13％、0.27％。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硫酸钴溶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

2mol/L；每升钴液称取掺杂元素十八水硫酸铝11.8g、七水硫酸镁2.36g、六水硫酸镍0.89g、

一水硫酸锰1.2g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然后在钴液中加入络合剂EDTA，并混合均匀，络合剂

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为0.3％；配制5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0031]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5，然后向反应釜中同时

泵入步骤一配制的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压缩空气，在78℃合成温度下进行合成反应，搅

拌转速由360r/min逐渐降至290r/min，通入压缩空气80～100L/h，合成过程的pH控制为10

～12；合成过程中，每隔3～6h打开溢流口放出部分物料，该物料沉降后抽取上清液，然后剩

余物料返回反应釜，物料金属钴达到11.3kg分出一半物料待下次作为原料继续合成，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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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料，重复上述步骤至目标粒径为8.6μm，湿法合成得到羟基氧化钴；

[0032]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

20min后再次固液分离，洗涤水温为70℃；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

烘干，烘干温度100℃；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

[0033]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过程中

的低温区温度500℃，高温区温度780℃；煅烧结束后进行过筛包装。得到的四氧化三钴D50

为8.9μm，TD为2.62g/cm3，Co、Mg、Al、Ni、Mn元素含量分别是71 .89％、0.14％、0.60％、

0.13％、0.24％。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硫酸钴溶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

1 .7mol/L；每升钴液称取掺杂元素十八水硫酸铝12 .5g、七水硫酸镁1 .9g、六水硫酸镍

0.75g、一水硫酸锰1g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然后在钴液中加入络合剂

EDTA，并混合均匀，络合剂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为0.15％；配制12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

用；

[0036]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5，然后向反应釜中同时

泵入步骤一配制的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压缩空气，在62℃合成温度下进行合成反应，搅

拌转速为380r/min，通入压缩空气90L/h，合成过程的pH控制为10～12；合成过程中，阶段性

抽去反应釜内的部分上清液，重复上述步骤至目标粒径为3.7μm，湿法合成得到羟基氧化

钴；

[0037]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

20min后再次固液分离，洗涤水温为70℃；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

烘干，烘干温度90℃；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

[0038]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过程中

的低温区温度400℃，高温区温度600～750℃；煅烧结束后进行过筛包装。得到的四氧化三

钴D50为3 .61μm，TD为2 .74g/cm3，Co、Mg、Al、Ni、Mn元素含量分别是71 .56％、0.13％、

0.75％、0.12％、0.25％。

[0039] 实施例4

[0040] 一、配制溶液：取自于萃取工序产出的硫酸钴溶液，使用热纯水将其稀释至浓度为

1.7mol/L；每升钴液称取掺杂元素十八水硫酸铝8g、七水硫酸镁2g、六水硫酸镍0.7g、一水

硫酸锰1.03g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加入在配制的钴液中，然后在钴液中加入络合剂EDTA，并

混合均匀，络合剂EDTA与Co离子的摩尔比为0.25％；配制10mol/L氢氧化钠溶液备用；

[0041] 二、湿法合成：预先在反应釜内加入热纯水，调整pH为11.5，然后向反应釜中同时

泵入步骤一配制的钴液、氢氧化钠溶液以及压缩空气，在68℃合成温度下进行合成反应，搅

拌转速330r/min逐渐降低至290r/min，通入压缩空气90～110L/h，合成过程的pH控制为10

～12；合成过程中，阶段性抽去反应釜内的部分上清液，物料钴金属量达到11kg后分出一半

物料待下次作为原料继续合成，然后持续投料，重复上述步骤至目标粒径为16.2μm，湿法合

成得到羟基氧化钴；

[0042] 三、将步骤二中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入离心机进行固液分离，然后用热纯水洗涤

20min后再次固液分离，洗涤水温为70℃；再次固液分离后的羟基氧化钴滤饼装入烘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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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烘干温度110℃；烘干后物料进行过筛；

[0043] 四、步骤三得到的羟基氧化钴通过回转窑进行煅烧得到四氧化三钴，煅烧过程中

的低温区温度500～600℃，高温区温度800℃；煅烧结束后进行过筛包装。得到的四氧化三

钴D50为15 .42μm，TD为3 .0g/cm3，Co、Mg、Al、Ni、Mn元素含量分别是71 .94％、0.13％、

0.48％、0.11％、0.26％。

[0044] 通过XRD图可以看到峰强和峰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掺杂元素离子全部进

入钴酸锂晶格内部，没有改变其晶体结构，也未聚集形成新相；通过SEM图颗粒表面也可以

观察到，没有形成特殊的掺杂元素聚集物，(如以掺铝碳酸钴为前驱体制备的掺铝四氧化三

钴SEM图表面会出现弯曲薄片状的铝化合物聚集物)；通过上清液中掺杂元素的测量，以及

分析掺杂产品中掺杂元素的含量，掺杂元素的沉淀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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