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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所述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包括一种

钒基硼酸盐化合物及其碳包覆复合材料，本发明

提供了这两种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及作为锂/钠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所述钒基硼酸盐

具有V3BO6的化学分子式，属于正交晶系，晶胞参

数a=9.7~9.9Å，b=8.3~8.5Å，c=4.3~4.5Å，α=β=

γ=90o，Z=4。所述钒基硼酸盐的制备方法是以钒

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混合后研磨或球

磨，最后在还原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

得到。该钒基硼酸盐经过颗粒表面碳包覆后，产

物V3BO6/C作为锂/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电化

学性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充放电比容量远高

于传统的石墨类负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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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钒基硼酸盐化合物，其特征在于：化学式为V3BO6,  具有正交结构，  属于正交晶

系，晶胞参数a=9.7~9.9  Å，  b=8.3~8.5  Å，  c=  4.3~4.5  Å， α=β=γ=90o，  Z=4；所述的钒基

硼酸盐V3BO6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混合研磨：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  = 

3:0.5~3:3，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2）烧结反应：将步骤（1）得到的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

得到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

2.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制备步

骤：

（1）混合研磨：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  = 

3:0.5~3:3，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2）烧结反应：将步骤（1）得到的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

得到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钒的化合物包括钒盐或钒的氧化

物，所述硼的化合物包括硼酸、氧化硼或五硼酸铵；所述钒盐选自偏钒酸铵、硫酸氧钒、草酸

氧钒、乙酰丙酮氧钒或乙酰丙酮钒，所述钒的氧化物选自五氧化二钒、二氧化钒或三氧化二

钒。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还原性气氛是指Ar-H2混合气气

氛、N2-H2混合气气氛、氢气气氛或氨气气氛。

5.一种包含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基硼酸盐化合物的碳包覆钒基硼酸盐复合材料，其特

征在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基硼酸盐V3BO6的颗粒表面以及颗粒与颗粒之间包覆导电碳，化

学构成表示为V3BO6/C。

6.权利要求5所述的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1）~（4）任一项制备方法：

（1）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3，然

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

惰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得到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

（2）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3，然

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

惰性气氛下200~450℃烧结2~10h，然后研磨或球磨，得到中间体混合物；将中间体混合物在

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得到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

（3）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3，混

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
1000℃烧结4~72h，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

复合材料；

（4）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3，混

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
1000℃烧结4~72h，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中间体混合物；将中间体混

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200~800℃烧结2~10h，得到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159237 B

2



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钒的化合物包括钒盐或钒的氧化

物，所述硼的化合物包括硼酸、氧化硼或五硼酸铵；所述钒盐选自偏钒酸铵、硫酸氧钒、草酸

氧钒、乙酰丙酮氧钒或乙酰丙酮钒，所述钒的氧化物选自五氧化二钒、二氧化钒或三氧化二

钒。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还原性气氛是指Ar-H2混合气气

氛、N2-H2混合气气氛、氢气气氛或氨气气氛；所述惰性气氛是指Ar、N2、CO2或He气氛。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碳材料选自碳水化合物、导电

炭黑、纳米碳管或石墨烯，所述碳水化合物包括葡萄糖、蔗糖、柠檬酸、纤维素和淀粉中的一

种以上；含碳材料的加入量为前驱体混合物与含碳材料质量之和的0.01wt%~30wt%。

10.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基硼酸盐V3BO6化

合物、权利要求5所述的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或者由权利要求2所述制备方

法或权利要求6中所述任一项制备方法所制备的最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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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的钒基硼酸

盐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是目前最先进的储能电池，具有比能量高、循环寿命长、安全性好、无

记忆效应等优点，自1991年商品化至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便携式的电子产品（例如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无人机、平衡车、电动汽车和智能电网储能等领域。各种电子

设备功能的日益强大以及电动汽车高续航里程的需求，锂离子电池的体积和质量能量密度

面临巨大的挑战。锂离子电池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系统，其能量密度、高低温、

快速充放电等性能既取决于电池结构的设计，更取决于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等关

键材料。随着电池结构的不断优化，籍此来提高电池性能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目前提高电

池性能的关键在于电池材料。其中，电池的能量密度取决于正负材料的能量密度，因此开发

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新型正负极材料尤为重要。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充放电倍率等性能

虽然比不上锂离子电池，但钠资源比锂资源丰富，可以大幅度降低电池成本，所以钠离子电

池被认为是锂离子电池的廉价替代品，可用于大规模的智能电网储能领域。但与锂离子电

池相比，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选择空间很小，目前还缺少高比容量的负极材料，因此开发

高比能量的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也是迫在眉睫。

[0003] 碳材料（例如石墨，硬碳等）是一类常见的锂/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但它们的比容

量较低（~300mAh/g）、压实密度较小，从而导致负极的能量密度偏低。过渡金属氧化物型负

极材料虽然比容量较高，但对锂金属的氧化还原电势偏高（>1V），从而使全电池的输出电压

大幅减低。除了碳材料和金属氧化物之外，热稳定性更好的聚阴离子型电极材料也受到了

广泛关注，其中硼酸根BO33-的摩尔质量只有58.8g/mol，远小于其它聚阴离子基团，因此可

以实现更高的比容量。此外，硼原子与氧原子配对的基团可以形成岛状、环状、链状、层状、

骨架状络阴离子，并与绝大多数的金属阳离子结合形成几种、甚至几十种硼酸盐，多种多样

的晶体结构给金属硼酸盐带来丰富的物理化学性能。如果结合钒元素的多电子反应，钒基

硼酸盐负极材料有望实现较高的比容量，从而进一步提高锂/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另一

方面，寻找嵌锂电位比碳负极稍高、安全性能可靠的新型锂/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已成为电

池领域的研究热点。硼元素较小的电负性导致聚阴离子的诱导效应减小，使硼酸盐体系负

极材料具有适中但不至于过高的嵌锂电位，从而同时保证了电池的安全性和输出电压。

[0004] 因为上述原因，过渡金属硼酸盐近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例如FeBO3、Fe3BO6、

Cr3BO6、VBO3、Co2B2O5、Co3B2O6等硼酸盐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其中，以

VBO3的放电对锂电位最低（~0.4V），Co2B2O5的首次放电比容量最高（1048mAh/g），其次是VBO3

（910mAh/g），可见钒基硼酸盐VBO3在过渡金属硼酸盐家族中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是最有

应用前景的一种负极材料。本专利在VBO3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钒基硼酸盐——V3BO6，

这种化合物从未被相关文献和专利报道，而且与VBO3相比钒元素含量更高，得益于钒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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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反应，V3BO6的理论比容量将更高。此外，V3BO6与Fe3BO6的晶体结构相似，根据文献报道

Fe3BO6的嵌锂电位（1.2V）比FeBO3（1.6V）更低，可以预测V3BO6的嵌锂电位将低于VBO3的

0.4V。综合这两方面的分析，V3BO6的能量密度比VBO3更高，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负极材

料。基于这一考虑，本发明专利首次给出了V3BO6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及其作为锂/钠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锂/钠离子电池技术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进一步提高锂/钠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的性能，提供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

[0006]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钒基硼酸盐化合物，具有V3BO6的化学分子式，属

于正交晶系，晶胞参数a=9.7~9.9  Å，  b=8.3~8.5  Å，  c=  4.3~4.5  Å， α=β=γ=90o，  Z=4。

[000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包含上述钒基硼酸盐化合物的碳包覆钒基硼酸

盐复合材料，为上述的钒基硼酸盐V3BO6的颗粒表面以及颗粒与颗粒之间包覆导电碳，其化

学构成可表示为V3BO6/C。

[0009]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0010] 一种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混合研磨：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

=  3:0.5~3:3，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0012] （2）烧结反应：将步骤（1）的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

得到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钒的化合物包括钒盐或钒的氧化物，所述硼的化合物包括硼酸

（H3BO3）、氧化硼（B2O3）或五硼酸铵（NH4B5O8）。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钒盐优选偏钒酸铵（NH4VO3）、硫酸氧钒（VOSO4）、草酸氧钒

（VOC2O4）、乙酰丙酮氧钒（C10H14O5V）或乙酰丙酮钒（C15H21O6V）。

[0015] 更进一步地，所述钒的氧化物优选五氧化二钒（V2O5）、二氧化钒（VO2）或三氧化二

钒（V2O3）。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还原性气氛优选Ar-H2混合气气氛、N2-H2混合气气氛、氢气气氛或

氨气气氛。

[0017] 一种包含上述钒基硼酸盐化合物的碳包覆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1）~（4）任一项制备方法：

[0018] （1）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  3:0.5~
3:3，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

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得到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C复合材料；

[0019] （2）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  3:0.5~
3:3，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

气氛或惰性气氛下200~450℃烧结2~10h，再次研磨或球磨，得到中间体混合物；将中间体混

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1000℃烧结4~72h，得到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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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

[0020] （3）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

3，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

~1000℃烧结4~72h，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

V3BO6/C复合材料；

[0021] （4）以钒的化合物、硼的化合物为原料，按照钒和硼元素的摩尔比为V：B=3:0.5~3:

3，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前驱体混合物；将前驱体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500

~1000℃烧结4~72h，然后加入含碳材料，混合后研磨或球磨，得到中间体混合物；将中间体

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或惰性气氛下200~800℃烧结2~10h，得到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C

复合材料。

[0022] 进一步地，所述钒的化合物包括钒盐或钒的氧化物、所述硼的化合物包括硼酸

（H3BO3）、氧化硼（B2O3）或五硼酸铵（NH4B5O8）。

[0023] 更进一步地，所述钒盐优选偏钒酸铵（NH4VO3）、硫酸氧钒（VOSO4）、草酸氧钒

（VOC2O4）、乙酰丙酮氧钒（C10H14O5V）或乙酰丙酮钒（C15H21O6V）。

[0024] 更进一步地，所述钒的氧化物优选五氧化二钒（V2O5）、二氧化钒（VO2）或三氧化二

钒（V2O3）。

[0025] 进一步地，所述含碳材料优选碳水化合物、乙炔黑、导电炭黑、纳米碳管或石墨烯，

所述碳水化合物包括葡萄糖、蔗糖、柠檬酸、纤维素和淀粉中的一种以上。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含碳材料的加入量为前驱体混合物与含碳材料质量之和的

0.01wt%~30wt%。

[0027] 进一步地，所述还原性气氛优选Ar-H2混合气气氛、N2-H2混合气气氛、氢气气氛或

氨气气氛。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惰性气氛优选Ar、N2、CO2或He气氛。

[0029] 一种钒基硼酸盐负极材料，包括所述的钒基硼酸盐V3BO6化合物、碳包覆钒基硼酸

盐V3BO6/C复合材料，或由上述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最终产物。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

明具有如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0] （1）钒基硼酸盐V3BO6的聚阴离子基团BO6与磷酸根基团相比分子量较小，结合钒元

素的多电子反应，从而使V3BO6负极材料的充放电质量比容量比石墨等传统的锂/钠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要高；

[0031]  （2）本发明的钒基硼酸盐V3BO6的合成温度和充放电平均电压比VBO3等一般的过

渡金属硼酸盐低，因此能够减少工业化生产时的能耗，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作为负极材料能

提高全电池的输出电压，提高锂/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

[0032] （3）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比目前常用的石墨负极材料略高的嵌锂电位，能够

有效减少充电时由于电压极化所引起的负极析锂，此外与氧化物负极材料相比结构更稳

定，不容易分解出氧气，从而能够从活性材料层面有效地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

[0033] （4）本发明对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进行颗粒表面碳包覆，进一步改善了材料

的电导率和电化学活性，有效地提高了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0034] （5）本发明利用碳热还原法制备碳包覆的V3BO6负极材料，该方法可以避免或减少

使用昂贵的氢气作为还原性气体，同时由于还原反应发生在原料内部，可以避免由于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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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速率慢而造成的产物反应速度慢、大量生产困难的缺点，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适合产

业化；（6）本发明用固相烧结的方法合成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具有制备方法简单，操

作方便，生产成本低，产物粒径、形貌容易控制的优点，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实施例1、实施例2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及实施例3碳包覆钒基硼酸盐

V3BO6/C负极材料的X射线衍射图谱，以及Cr3BO6标准X射线衍射图谱；

[0036] 图2是实施例1没有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和实施例3经过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

V3BO6/C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充放电曲线；

[0037] 图3是实施例1没有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和实施例3经过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

V3BO6/C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充放电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的一种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步骤如下：（1）混

合研磨：将五氧化二钒（V2O5）和硼酸（H3BO3）按V:  B=3:  1的元素摩尔比称取（V2O5：8.000g，

H3BO3：1.813g），使用行星式球磨机球磨5h，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0041] （2）烧结反应：将步骤（1）得到的粉末状前驱体混合物在氢气气氛下，900℃下烧结

12h，得到产物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

[0042] 产物的XRD图谱见图1中(a)，由图可知，利用该固相烧结的方法，合成出了纯相的

钒基硼酸盐V3BO6，谱图中不存在杂质峰，产物纯度高。

[0043] 该负极材料在0.1~3.0V(vs.  Li)和0.05~2.5V(vs.  Na)电压范围内，倍率为0.05C

的充放电曲线分别如图2中(a)和图3中(a)所示。

[0044] 实施例2 本实施例的一种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步骤如

下：（1）混合研磨：将钒酸铵（NH4VO3）和氧化硼（B2O3）按V:  B=3:  1 .2的元素摩尔比称取

（NH4VO3：8.000g，B2O3：0.952g），将原料在行星式球磨机中球磨10h，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0045] （2）烧结反应：将步骤（1）得到的粉末状前驱体混合物在N2-H2混合气气氛下，700℃

下烧结20h，得到产物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

[0046] 产物的XRD图谱见图1中(b)，由图可知，该产物中无杂质，为纯相的钒基硼酸盐

V3BO6负极材料。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的一种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C负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步骤

如下：（1）混合研磨：将草酸氧钒（VOC2O4）和五硼酸铵（NH4B5O8）按V:  B=3:  0.9的元素摩尔比

称取（VOC2O4：8.000g，NH4B5O8：0.620g），使用行星式球磨机球磨5h，得到前驱体混合物；

[0049] （2）预处理：将步骤（1）的前驱体混合物在氮气气氛下，500℃预处理7h，随炉冷却

后加入15  wt%柠檬酸（1.293g），再经过球磨，得到粉末状中间产物；

[0050] （3）烧结反应：将步骤（2）的粉末状中间产物在氮气气氛下800℃烧结10h，得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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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C负极材料。

[0051] 产物的XRD图谱见图1中(c)，由图可知，该产物中无杂质，为纯相的钒基硼酸盐

V3BO6/C负极材料。

[0052] 该负极材料在0.1~3.0V(vs.  Li)和0.05~2.5V(vs.  Na)电压范围内，倍率为0.05C

的充放电曲线分别如图2中(b)和图3中(b)所示。由图2、3可知，与实施例1制得的没有经过

碳包覆的钒基硼酸盐V3BO6负极材料相比较，本实施例中经过碳包覆的V3BO6/C负极材料的

充放电比容量和首次循环的库伦效率显著提高。

[005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它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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