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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合成硅纳米纤维材料制

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隔膜法钼原位催化电化学

可控合成的硅纳米纤维的系统，该系统在惰性气

体保护氛围下，在钼原位催化下电化学还原法将

二氧化硅或硅酸盐合成硅纳米纤维。采用陶瓷隔

膜电解槽，以金属电极钼为阳极，石墨电极为阴

极；以MClx(M＝Li、Na、K、Mg、Ca)为熔盐电解质，

硅酸盐或二氧化硅为前驱体；利用阳极电化学溶

解的微量钼离子在阴极沉积为钼纳米颗粒作为

催化剂，通过调控电解的电压、温度和时间可控

合成硅纳米纤维，所制备的硅纳米纤维直径为

10‑50nm，长度超过500nm，纯度大于85％。本发明

的硅纳米纤维制备系统具有工艺简单、产率高、

产物纯度高、生产成本低和易于产业化生产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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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系统

采用隔膜电解槽，以金属钼为阳极，石墨为阴极，金属氯化物为熔盐电解质，二氧化硅或硅

酸盐为硅源，采用恒电压电解，使阳极经电化学反应溶解的钼离子通过隔膜在阴极预沉积

为钼纳米颗粒作为催化剂，继续催化电解硅源在阴极得到产物硅纳米纤维；

其中，所述隔膜为多孔陶瓷隔膜，其组成为aAl2O3·bCaO·cSiO2·dMgO，a＝0 .92-

0.96，b+c+d＝0.04-0.08，a+b+c+d＝1.0，孔隙率为35-40％，孔径为0.2-2.0μ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恒电压电解条件为，预沉积催化剂钼的初始电压U1＝1.5-2.5V，电解时间t1＝

1-15min；电沉积硅纳米纤维的电压U2＝1.8-3.0V，电解时间t2＝1-25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金属氯化物为MClx，其中M为Li、Na、K、Mg、Ca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硅酸盐为NySiO3，其中N为Li、Na、K、Mg、Ca的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硅源在熔盐电解质中的含量为0.5-5.0wt％。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恒电压电解的反应温度为700-10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阳极金属钼为钼丝、钼板或钼棒；所述的阴极石墨为石墨棒、石墨板或由石

墨粉末压制。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阴极和阳极的电极间距为1-5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产物经稀盐酸和去离子水洗涤干燥，得到直径10nm-50nm的硅纳米纤维。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硅纳米纤维中硅占比为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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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合成硅纳米纤维材料制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催化可控合成

硅纳米纤维的工艺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硅纳米纤维(SiNWs)是一种典型的一维半导体纳米材料，在纳米电子器件、生化传

感器、锂离子电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硅材料因其极高的比容量有望替代锂离子电

池石墨负极成为下一代负极材料；但硅在充放电过程存在体积膨胀严重和导电性差等问

题。将硅材料纳米化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合成不同微结构的硅纳米材料，可以有效平衡循环

过程中的体积膨胀应力，并缩短锂离子在活性材料中的扩散距离，一定程度提高材料的电

子导电性。其中，硅纳米纤维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可以有效减小循环过程中径向体积变

化，并在其轴向为锂离子提供快速传输通道，显示出稳定的循环稳定性和高可逆比容量，近

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

[0003] 批量和高效的制备硅纳米纤维是实现硅纳米纤维基负极材料应用的重要技术基

础，也是当前硅负极材料产业化面临的重要难题。目前，大规模的硅纳米纤维主要由SiH4/

SiCl4通过化学气相沉积(CVD)方法在催化剂的辅助下制备。然而，金属线大规模生产的困

难和有毒气体原料的使用限制了化学气相沉积法的大规模应用。其他制备硅纳米纤维的方

法有化学气相沉积、热蒸发、激光烧蚀等，但这些制备方法中有成本高、工艺复杂、氢化物毒

性大、化学污染较严重及生长温度高等缺点。与这些方法相比，熔盐电解法制备硅纳米纤维

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可以选择地球资源丰富、无毒、易获取的SiO2和CaSiO3等硅酸盐作为原

料；其次，可以在低温(一般为650-900℃)条件下大规模制备；第三，通过简单地调节电解条

件，可使熔盐电解制备的硅纳米材料的形貌易于调整。

[0004] 熔盐电解法制备硅纳米纤维，通常以钼、镍或石墨为阳极，以钼、镍和二氧化硅粉

末压实电极为阴极，在无隔膜电极装置中，通过调控电压和温度等参数制备硅纳米纤维。尽

管在氮气或氩气气氛保护下电解生长硅纳米纤维，但阳极反应为析氧反应，析出的氧气会

影响阴极硅纳米纤维的生长状况，降低纳米纤维的纯度，并降低纳米纤维的长度。采用催化

剂压实二氧化硅电极，大量大颗粒的催化剂使得硅纳米纤维生长不易控制，难以获得高纯

度的硅纳米纤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问题的不足，提出一种钼原位催化电化学生成可

控的硅纳米纤维的系统，该系统采用一种耐氯化物熔盐的陶瓷隔膜材料，采用隔膜法避免

了阳极氧气对阴极生长硅纳米纤维的影响；在氯化物熔融盐中电解生成钼催化剂，这种原

位生长的钼催化剂，晶粒尺寸和生长速率可控，再经过电化学还原氯化物熔融盐中溶解的

硅酸盐合成硅纳米纤维。因此，本发明熔盐法合成硅纳米纤维具有原位催化、可控生长硅纳

米纤维、获取超长硅纳米纤维和产物纯度高等特点，同时具有工艺简单、转化效率高、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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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低，并且易于产业化等特点，是一种具有开发应用前景的硅纳米纤维制备技术。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所述的系统采用隔膜电

解槽，以金属钼为阳极，石墨为阴极，金属氯化物为熔盐电解质，二氧化硅或硅酸盐为硅源，

惰性气氛下采用恒电压电解，使阳极经电化学反应溶解的钼离子通过隔膜在阴极预沉积为

钼纳米颗粒作为催化剂，继续催化电解硅源在阴极得到产物硅纳米纤维；

[0008] 其中，所述隔膜为多孔陶瓷隔膜，具有耐高温耐熔盐腐蚀性能，其组成为aAl2O3·

bCaO·cSiO2·dMgO，a＝0.92-0 .96，b+c+d＝0.04-0 .08，  a+b+c+d＝1 .0，孔隙率为35-

40％，孔径为0.2-2.0μm；具有阻隔阳极析氧产物，获取超长硅纳米纤维，并提高硅纳米纤维

纯度的作用。

[0009] 优选的，所述恒电压电解条件为，预沉积催化剂钼的初始电压  U1＝1.5-2.5V，电

解时间t1＝1-15min；电沉积硅纳米纤维的电压U2＝1.8-3.0V，电解时间t2＝1-25h；通过调

控U1、U2的数值和t1:t2＝1:(20-500)的比值调控硅纳米纤维的生长速度和长度。

[0010] 优选的，所述金属氯化物为MClx，其中M为Li、Na、K、Mg、Ca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

合，所述硅酸盐为NySiO3，其中N为Li、Na、K、  Mg、Ca的任意一种。

[0011] 优选的，所述硅源在熔盐电解质中的含量为0.5-5.0wt％。

[0012] 优选的，所述恒电压电解的反应温度为700-1000℃。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阳极金属钼为钼丝、钼板或钼棒；所述的阴极石墨为石墨棒、石墨

板或由石墨粉末压制，阴极和阳极的电极间距为1-5cm。

[0014] 优选的，所述产物经稀盐酸和去离子水洗涤干燥，得到直径10nm-50nm 的硅纳米

纤维，硅纳米纤维中硅占比为85％-98％，硅化钼占比为0.1-2％。

[0015] 优选的，所述惰性气氛为不与反应物和生成物以及电解质反应的气体，选自氦气、

氮气和氩气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0016]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其反应原

理是阳极的金属钼经电解成为钼离子后进入熔盐电解质中并通过隔膜，在阴极预沉积为钼

纳米颗粒后作为催化剂，催化电解熔盐电解质中含有的硅源，在阴极处逐渐沉积为硅纳米

纤维。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本发明主要针对目前锂离子电

池领域的硅基负极材料，特别是硅纳米纤维的合成困难、产物纯度低和不易工业化的特点，

提出一种隔膜法原位电催化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系统。该系统改进文献报道的熔盐

法电解制备硅纳米纤维方法中，采用催化剂和二氧化硅压实电极、以及无隔膜法电解生长

硅纳米纤维导致纯度低、长径比不易控制和阳极产物氧气影响硅纳米纤维组成和结构等缺

点；通过原位生长钼催化剂，调控电位和电解时间等参数合成高纯硅纳米纤维，同时通过调

控电解过程中的电解电压和电解时间，可实现对硅纳米纤维的生长速度和长度的调控。本

发明适宜在常压下进行，直接得到硅纳米纤维，工艺简单、转化率高、生产成本低，易于产业

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一种惰性气体保护氛围下钼原位催化电化学生成可控的  Si纳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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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反应体系的示意图；

[0019] 图2是实施例1产物的XRD表征图；

[0020] 图3是实施例1产物的SEM表征图；

[0021] 图4是实施例2产物的SEM表征图。

[0022] 图1中，1-石英玻璃反应器，2-熔融盐电解质，3-电解槽(氧化铝)，  4-进气口，5-出

气口，6-螺旋式金属阳极钼，7-石墨阴极，8-隔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参照图1，如图1是一种钼原位催化电化学生成可控的硅纳米纤维的系统，阳极为

螺旋式钼电极7，阴极为石墨电极6，隔膜8成分为  0 .94Al2O3·0 .02CaO·0 .03SiO2·

0 .01MgO，孔径尺寸为0.8-1 .0μm，孔隙率为38％，熔融盐电解质为CaCl2，前驱体硅源为

2.0wt％CaSiO3，电解温度为900℃，电极间距2cm。将电解质CaCl2和前驱体CaSiO3在流动性

氩气的保护氛围下，以5℃/min加热至900℃，保温1h后，初始电压U1＝2V 条件下预电解t1＝

10min。然后在阴极和阳极之间施加U2＝2.2V恒定电压电解，电解时间t2＝4h。电解结束后将

阴极处得到的产物经稀盐酸和去离子水洗涤干燥。产物SEM表征结果如图3，表明所得硅纳

米纤维直径约为27nm，长度大于500nm，硅纳米纤维占比约为92％。XRD表征结果如图2所示，

主要产物为硅，含有少量的硅化钼催化剂。

[0026] 实施例2-8

[0027]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将实施例中1中的熔融盐电解质CaCl2调整组分，更换为NaCl

+CaCl2(摩尔比1:1)，使熔盐的熔点降低，电解温度降至  800℃，其余参数与实施例1保持一

致。电解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洗涤干燥。在阴极处得到的电解产物经过如图4的SEM表征发

现，所得产物为直径约为15nm的硅纳米纤维。

[0028] 将实施例1中的电解质的熔盐组分调整后，电解温度随之改变。其他工艺参数同实

施例1，结果如表1所示。

[0029] 表1熔盐组分对合成硅纳米纤维的影响

[0030]

[0031]

[0032] 调整熔盐电解质的组分可以有效降低电解温度，由于硅源在不同熔盐组分中的溶

解度不同，同时也改变了产物的纯度以及产量，多组分熔盐体系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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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下降。

[0033] 实施例9-14

[0034]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改变实施例中1中的电解时间t1和t2，电压U1和U2，电解结束

后将得到的产物洗涤干燥，采用SEM表征产物的形貌，计算电流效率和硅纳米纤维占比，结

果如表2所示。

[0035] 表2电解时间和电解电压对和恒硅纳米纤维的影响

[0036] 实施例 t1/min t2/h U1/V U2/V 直径/nm 电流效率/％ 纯度/％ 

9 1 1 1.5 1.8 12 24 94 

10 15 25 2.5 3.0 48 45 21 

11 10 4 2.0 2.5 28 93 92 

12 10 10 2.0 2.2 35 88 86 

13 5 4 1.8 2.4 29 91 93 

14 5 15 2.2 2.6 36 82 92 

[0037] 表2结果表示电解时间t2越长，硅纳米纤维的尺寸越粗大，纳米纤维纯度也降低，

电流效率降低；在低于熔盐组分的最低分解电压时，电解电压U2越大所得硅纳米纤维越粗

大，t2和U2是调控硅纳米纤维的尺寸和长度的主要因素；t1和U1主要影响硅纳米纤维生长催

化剂的成核速率和密度分布，也是影响电流效率的关键因素。

[0038] 实施例15-21

[0039]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将实施例1中的隔膜材料  aAl2O3·bCaO·cSiO2·dMgO的成

分进行调整，孔隙率和孔径保持基本不变，按实施例1的方法电解结束后将得到的产物洗涤

干燥，分析SEM表征结果，并考查隔膜使用寿命，结果如表3所示。

[0040] 表3隔膜对熔盐电解合成硅纳米纤维的影响

[0041]

[0042] 实验结果表明，无隔膜也可以生长硅纳米纤维，但纯度低，粒径粗大，不能获得长

的硅纳米纤维，隔膜组成主要影响隔膜在熔盐中的使用寿命，不影响硅纳米纤维相貌和组

成。

[0043]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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