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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

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及使用水滑石正极材料

的氯离子电池。本发明采用共沉淀法制备氯离子

插层的水滑石为正极材料；金属锂片为负极材

料；1-丁基-1-甲基哌啶鎓氯化物离子液体为电

解液，构建了以水滑石基电极材料为正极的氯离

子电池电极体系。本发明将水滑石二维层状材料

作为氯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充分利用了其阴离子

可插层性的优点，层与层间的连接依靠静电相互

作用力，克服了之前氯氧化物作为正极材料，充

电前后体积变化较大，结构不稳定的缺点；利用

水滑石层板金属元素的可调变性，可制备出多种

氯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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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共沉淀法制备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材料：将可溶二价金属盐和可溶三价金属盐

溶于去离子水配制成混合盐溶液，其中二价金属离子M1的浓度为0.1～1mol/L，M1和三价金

属离子M2的摩尔浓度比为1～3；将氯化钠溶解于去CO2去离子水中，配成浓度为0.1～1mol/L

的溶液；将混合盐溶液与氯化钠溶液混合搅拌，两种溶液用量体积比为1:0.5～1，用氢氧化

钠溶液调节其pH值在7～11范围内，于80～130℃晶化12～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

洗涤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

2)制备正极材料：将步骤1)得到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与导电剂和粘合剂进行混合，其

中，水滑石纳米片材料占总质量的50～80％，涂覆于集流体上，于90～130℃环境下真空干

燥24～48h后得到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二价金属离子M1为Ni2+、Co2+、Ti2+、Cr2+、In2+或Zn2+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三

价金属离子M2为Fe3+、Mn3+、Ti3+、Cr3+、In3+或Co3+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与导电剂和粘合剂的质量比为6～8:3～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粘合剂通过将聚偏氟乙烯与溶剂N-甲基吡咯烷酮以3％～6％质量比混合得到。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电剂是乙炔黑。

6.一种氯离子电池，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4制备的水滑石正极材料，金属锂片为

负极材料，1-丁基-1-甲基哌啶鎓氯化物离子液体为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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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及使用水

滑石正极材料的氯离子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滑石应用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提供了一种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

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及使用水滑石正极材料的氯离子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在环境危机与能源短缺的双重压力下，高安全性、高性价比及高容量的电化学能

源存储与转换器件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锂离子电池以其各项优异的性能，在

各类电子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着广泛且成熟的市场。于此同时，钠离子电池、铝离子

电池等基于阳离子作为传质离子的二次电池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近年来，一些以阴离子为

传质离子的氟离子电池和氯离子电池研究相继被报道。2014年，专利CN104241711A公开了

一种氯离子电池，其电池反应方程式可表示如下：

其中Mc为正极金属，Ma为负极，m或者n为氯离子的数目。

[0003] 含过渡金属(如Co、Ni、Fe和Mn等)的水滑石类层状材料，具较高的比表面积和电化

学活性，且对环境友好，合成方法简便，利用层间阴离子的可调变和可插层性，是一类很有

发展前景的氯离子电池材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将含过渡金属的LDHs类二维层状材料用作氯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利用其

电化学活性，结构和组成的可调控性，制备出一类高比容量、高安全性，高效率的氯离子电

池。

[0005] 一种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共沉淀法制备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材料：将可溶二价金属盐和可溶三价金

属盐溶于去离子水配制成混合盐溶液，其中二价金属离子M1的浓度为0.1～1mol/L，M1和三

价金属离子M2的摩尔浓度比为1～3；将氯化钠溶解于去CO2去离子水中，配成浓度为0.1～

1mol/L的溶液；将混合盐溶液与氯化钠溶液混合搅拌，两种溶液用量体积比为1:0.5～1，用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其pH值在7～11范围内，于80～130℃晶化12～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去

离子水洗涤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

[0007] 2)制备正极材料：将步骤1)得到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与导电剂和粘合剂进行混

合，其中，水滑石纳米片材料占总质量的50～80％，涂覆于集流体上，于90～130℃环境下真

空干燥24～48h后得到用于氯离子电池的水滑石正极材料。

[0008]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的二价金属离子M1为Ni2+、Co2+、Ti2+、Cr2+、In2+或Zn2+中的任

意一种或几种，三价金属离子M2为Fe3+、Mn3+、Ti3+、Cr3+、In3+或Co3+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0009] 优选的，所述粘结剂通过将聚偏氟乙烯与溶剂N-甲基吡咯烷酮以3％～6％质量比

混合得到。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水滑石纳米片材料与导电剂和粘合剂的质量比为6～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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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所述导电剂是乙炔黑。

[0012] 一种氯离子电池，使用上述方法制备的水滑石正极材料，金属锂片为负极材料，1-

丁基-1-甲基哌啶鎓氯化物离子液体为电解液。

[0013] 在298K条件下，测试上述两电极氯离子电池体系的充放电行为、循环稳定性和循

环伏安等电化学性能。采用X射线衍射，扫描电镜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研究水滑石正极在充

放电前后的相转变行为。

[0014] 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通过共沉淀法制备含过渡金属的水滑石类层状材料，作为氯离子电池的正

极材料，充分利用了其阴离子可插层性的优点，层与层间的连接依靠静电相互作用力，克服

了之前氯氧化物作为正极材料，充电前后体积变化较大，结构不稳定的缺点；并且利用水滑

石层板金属元素的可调变性，可制备出多种氯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与负极金属锂片以及

离子液体电解液组成电池体系，为氯离子电池提供了一种制备过程简单，成本低，容量大且

循环稳定性好的正极材料。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实施例1中CoFe(Cl-)-LDH的扫描电镜图。

[0017] 图2为实施例1中CoFe(Cl-)-LDH/C电极材料充放电曲线。

[0018] 图3为实施例2中NiFe(Cl-)-LDH的扫描电镜图。

[0019] 图4为实施例2中NiFe(Cl-)-LDH/C电极材料充放电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其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实施例是以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为前

提进行的具体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限于下属实

施例的描述。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的氯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

[0023] 将可溶性无机盐CoCl2和FeCl3溶解于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盐溶液，其中CoCl2的浓

度为0.5mol/L，CoCl2和FeCl3的摩尔浓度比为3；将氯化钠溶解于去CO2去离子水中，配成浓

度为1mol/L的溶液；将混合盐溶液与氯化钠溶液混合搅拌，两种溶液用量体积比为1:1，用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其pH值在9范围内，于90℃晶化24小时，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

性，干燥后得到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片，即得所述的新型氯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0024] 本实施例的氯离子电池所用正极极片，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

[0025] 1)粘结剂配置：将聚偏氟乙烯与溶剂N-甲基吡咯烷酮以4％质量比混合进行10h以

上的搅拌，直到聚偏氟乙烯白色粉末消失；

[0026] 2)取40mg制备好的水滑石纳米片与导电剂乙炔黑和1)中所制备的粘结剂聚偏氟

乙烯溶液进行混合研磨(三者质量比为6:3:1)，研磨均匀后得到正极浆料，通过刮刀将正极

浆料均匀涂布在不锈钢箔集流体上，涂覆厚度为100μm，于120℃环境下真空干燥24h后，通

过辊压机压实后制得氯离子电池所用正极极片。

[0027] 氯离子电池的组装：取实施例1中的正极极片，裁成直径12mm的圆形极片为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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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高纯金属锂片作为电池负极，玻璃纤维纸(GF/D，Whatman)用作隔膜，0.5M  PPCl14为电

解液组装成纽扣电池。

[0028] 合成的CoFe(Cl-)-LDH的形貌用SEM进行表征，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水滑

石整体呈片状，大小在100nm～200nm左右，如此小尺寸的形貌能够为电化学反应更多的反

应活性位点；CoFe(Cl-)-LDH/C作为正极材料组装的氯离子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如图2所示，

结果表明，CoFe(Cl-)-LDH/C正极材料经过首次放电的活化之后，首次充电容量达到

281.2mAh/g，二次放电容量278.5mAh/g，是目前所见报道中容量最高的氯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

[0029] 实施例2

[0030] 本实施例的氯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

[0031] 将可溶性无机盐NiCl2和FeCl3溶解于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盐溶液，其中NiCl2的浓

度为0.5mol/L，NiCl2和FeCl3的摩尔浓度比为3；将氯化钠溶解于去CO2去离子水中，配成浓

度为1mol/L的溶液；将混合盐溶液与氯化钠溶液混合搅拌，两种溶液用量体积比为1:1，用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其pH值在9范围内，于90℃晶化24小时，反应结束后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

性，干燥后得到氯离子插层的水滑石纳米片，即得所述的新型氯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0032] 本实施例的氯离子电池所用正极极片，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

[0033] 1)粘结剂配置：将聚偏氟乙烯与溶剂N-甲基吡咯烷酮以4％质量比混合进行

[0034] 10h以上的搅拌，直到聚偏氟乙烯白色粉末消失；

[0035] 2)取40mg制备好的水滑石纳米片与导电剂乙炔黑和1)中所制备的粘结剂聚偏氟

乙烯溶液进行混合研磨(三者质量比为6:3:1)，研磨均匀后得到正极浆料，通过刮刀将正极

浆料均匀涂布在不锈钢箔集流体上，涂覆厚度为100μm，于120℃环境下真空干燥24h后，通

过辊压机压实后制得氯离子电池所用正极极片。

[0036] 氯离子电池的组装：取实施例2中的正极极片，裁成直径12mm的圆形极片为正极，

并以高纯金属锂片作为电池负极，玻璃纤维纸(GF/D,Whatman)用作隔膜，0.5M  PPCl14为电

解液组装成纽扣电池。

[0037] 合成的NiFe(Cl-)-LDH的形貌用SEM进行表征，如图3所示，与CoFe(Cl-)-LDH相比，

镍铁水滑石整体呈花状，形貌更加开放，大小在100nm左右；NiFe(Cl-)-LDH/C作为正极材料

组装的氯离子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如图4所示，同样经过首次放电活化后，NiFe(Cl-)-LDH/C

正极材料首次充电容量达到327.9mAh/g，二次放电容量达到226.0mAh/g。

[0038]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是为了阐述本发明的原理和可实施性的示例，本发明并不局

限于此。对于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可以

做出各种变型和改进，这些变型和改进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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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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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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