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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

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先将铈铁复合氧化

物和锂盐、镍盐、锰盐混合后，再进行球磨分散，

然后真空干燥后，得到铈铁复合氧化物包覆镍锰

酸锂材料的前驱体；将前驱体在空气气氛下以

700~1000℃恒温煅烧5~20h，自然冷却得到改性

镍锰酸锂正极材料。通过铈铁复合氧化物包覆在

镍锰酸锂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层，可以有效的

减少电解液与镍锰酸锂接触，降低电解液在正极

表面的氧化分解，从而提高正极材料在电池体系

内的化学稳定性，并提高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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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铈铁复合氧化物和锂盐、镍盐、锰盐混合后，再进行球磨分散，然后真空干燥后，

得到铈铁复合氧化物包覆镍锰酸锂材料的前驱体；所述铈铁复合氧化物的分子式为Ce1-x 

FexO2，式中0.05≤x≤0.2；

（2）将步骤（1）的前驱体在空气气氛下以700~1000℃恒温煅烧5~20h，自然冷却得到改

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锂

盐、镍盐、锰盐中Li、Ni、Mn元素摩尔比为1.05：0.5：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铈

铁复合氧化物和理论合成镍锰酸锂的质量比为（0.01-0.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锂

盐为氢氧化锂、醋酸锂、碳酸锂中的一种或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镍

盐为硝酸镍、醋酸镍、硫酸镍、氯化镍中的一种或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锰

盐为硝酸锰、醋酸锰、硫酸锰、二氯化锰中的一种或两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1）中球磨分散的介质为去离子水、无水乙醇、乙二醇、丙酮、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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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锂电池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作为二次能源，具有比能量高、循环寿命长和放电性能稳定等优点，近

年来随着国家新能源战略下电动汽车的普及和石油价格飞涨等因素，锂离子电池及其相关

领域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当前的锂离子电池体系中仍然存在许多技术问题亟待突破，如能

量密度偏低、成本高、安全性能欠佳等。

[0003] 尖晶石型镍锰酸锂(LiNi0.5Mn1.5O4)是在锰酸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良好的循

环性能，可逆容量为146.7mAh/g，并且有一个高达4.7V的放电平台，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

的高电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然而正极电位高意味着负极区域的还原性增强，这也导致

了镍锰酸锂匹配石墨负极后，其表面SEI膜形成的动力学发生变化，而不能形成有效的SEI

膜隔离电解液和碳材料，导致负极材料的循环性能大大降低。另外，由于镍锰酸锂电池在制

备过程中，环境水分又难以控制，导致电池内部水分含量过高，进而引起连锁电化学反应，

促进电解液分解，并释放出大量的气体。特别是镍锰酸锂电池经过高温储存后，电池内部会

聚集大量的气体，电池的膨胀现象非常明显，严重制约了电池性能的发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过程工艺简

单，无环境污染，成本低廉，得到的产物纯度高，性能稳定，适用于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铈铁复合氧化物和锂盐、镍盐、锰盐混合后，再进行球磨分散，然后真空干燥

后，得到铈铁复合氧化物包覆镍锰酸锂材料的前驱体；

[0008] (2)将步骤(1)的前驱体在空气气氛下以700～1000℃恒温煅烧5～20h，自然冷却

得到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09] 进一步方案，所述锂盐、镍盐、锰盐中Li、Ni、Mn元素摩尔比为1.05：0.5：1.5。

[0010] 进一步方案，所述铈铁复合氧化物的分子式为Ce1-x  FexO2，式中0.05≤x≤0.2。

[0011] 进一步方案，所述铈铁复合氧化物和理论合成镍锰酸锂的质量比为(0.01-0.1)：

1。

[0012] 进一步方案，所述锂盐为氢氧化锂、醋酸锂、碳酸锂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3] 进一步方案，所述镍盐为硝酸镍、醋酸镍、硫酸镍、氯化镍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4] 进一步方案，所述锰盐为硝酸锰、醋酸锰、硫酸锰、二氯化锰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5] 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1)中球磨分散的介质为去离子水、无水乙醇、乙二醇、丙

酮、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6] 本专利通过铈铁复合氧化物Ce1-xFexO2(0.05≤x≤0.2)包覆在镍锰酸锂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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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保护层，可以有效的减少电解液与镍锰酸锂接触，降低电解液在正极表面的氧化分

解，从而提高正极材料在电池体系内的化学稳定性，并提高循环性能。

[0017] 另外，本发明制备过程中，前驱体是通过球磨介质球磨分散，再通过高温煅烧得到

Ce1-xFexO2(0.05≤x≤0.2)包覆镍锰酸锂材料，其过程简单易控；且包覆的Ce1-xFexO2具有立

方萤石结构，其化学性能优异，并可以有效的减少电解液与正极材料接触，从而降低电解液

在正极表面的氧化分解，提高了正极材料在电池体系中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1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材料的SEM图谱；

[0019] 图2为实施例1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材料0.5C倍率的充放电曲线图；

[0020] 图3为实施例1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材料0.5C倍率的50周循环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1)按Li：Ni：Mn元素摩尔比1.05:0 .5:1 .5称取碳酸锂、醋酸镍和醋酸锰，再根据

Ce0.95Fe0.05O2和LiNi0.5Mn1.5O4理论合成质量比为0.01：1称取Ce0.95Fe0.05O2，将Ce0.95Fe0.05O2

和碳酸锂、醋酸镍、醋酸锰混合后，加入去离子水进行球磨分散，得到Ce0 .95Fe0 .05O2包覆

LiNi0.5Mn1.5O4材料的前驱体。

[0023] (2)将步骤(1)的前驱体真空干燥后在空气气氛下700℃恒温煅烧20h，再自然冷却

得到Ce0.95Fe0.05O2包覆LiNi0.5Mn1.5O4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24] 结合附图，以实施例1说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的改性镍锰酸锂材料物相表征和电

化学性能：

[0025] 图1为实施例1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材料的SEM图谱，从图1中可以看出Ce1-xFexO2颗

粒均匀的包覆镍锰酸锂表面，有利于提高镍锰酸锂在充放电过程保持结构稳定性，提高循

环性能。

[0026] 实施例1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所制成的锂电池池，其0.5C充放电曲线图

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0.5C倍率下，容量在130.3mAh/g。0.5C倍率的50周循环曲线如图

3，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0.5C倍率下，在经历了50周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仍维持在98.08％，说

明经过Ce0.95Fe0.05O2包覆镍锰酸锂材料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

[0027] 实施例2

[0028] (1)按镍锰酸锂的Li：Ni：Mn元素摩尔比1.05:0.5:1.5称取氢氧化锂、硫酸镍和硫

酸锰，再根据Ce0 .9Fe0 .1O2和LiNi0 .5Mn1 .5O4理论合成质量比为0.05：1称取Ce0 .9Fe0 .1O2，将

Ce0 .9Fe0 .1O2和氢氧化锂、硫酸镍和硫酸锰混合后，加入无水乙醇进行球磨分散，得到

Ce0.9Fe0.1O2包覆LiNi0.5Mn1.5O4材料的前驱体。

[0029] (2)将步骤(1)的前驱体真空干燥后在空气气氛下800℃恒温煅烧15h，再自然冷却

得到Ce0.9Fe0.1O2包覆LiNi0.5Mn1.5O4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30] 实施例2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在经历了50周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

98.21％。

[0031]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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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1)按镍锰酸锂的Li：Ni：Mn元素摩尔比1.05:0.5:1.5称取醋酸锂、硝酸镍和硝酸

锰，再根据Ce0 .9Fe0 .1O2和LiNi0 .5Mn1 .5O4理论合成质量比为0.07：1称取Ce0 .9Fe0 .1O2，将

Ce0.9Fe0.1O2和醋酸锂、硝酸镍和硝酸锰混合后，加入乙二醇进行球磨分散，得到Ce0.9Fe0.1O2

包覆LiNi0.5Mn1.5O4材料的前驱体。

[0033] (2)将步骤(1)的前驱体真空干燥后在空气气氛下900℃恒温煅烧10h，再自然冷却

得到Ce0.9Fe0.1O2包覆LiNi0.5Mn1.5O4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34] 实施例3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在经历了50周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

98.34％。

[0035] 实施例4

[0036] (1)按镍锰酸锂的Li：Ni：Mn元素摩尔比1.05:0.5:1.5称取氢氧化锂、氯化镍和二

氯化锰，再根据Ce0.85Fe0.15O2和LiNi0.5Mn1.5O4理论合成质量比为0.09：1，称取Ce0.85Fe0.15O2，

将Ce0 .85Fe0 .15O2和氢氧化锂、氯化镍和二氯化锰混合后加入丙酮进行球磨分散，得到

Ce0.85Fe0.15O2包覆LiNi0.5Mn1.5O4材料的前驱体。

[0037] (2)将步骤(1)的前驱体真空干燥后在空气气氛下900℃恒温煅烧15h，再自然冷却

得到Ce0.85Fe0.15O2包覆LiNi0.5Mn1.5O4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38] 实施例4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在经历了50周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

98.15％。

[0039] 实施例5

[0040] (1)按镍锰酸锂的Li：Ni：Mn元素摩尔比1.05:0.5:1.5称取碳酸锂、硫酸镍和硫酸

锰，再根据Ce0 .8Fe0 .2O2和LiNi0 .5Mn1 .5O4理论合成质量比为0.1：1，称取Ce0 .8Fe0 .2O2，将

Ce0 .8Fe0 .2O2和碳酸锂、醋酸镍、醋酸锰混合后加入二甲基甲酰胺进行球磨分散，得到

Ce0.8Fe0.2O2包覆LiNi0.5Mn1.5O4材料的前驱体。

[0041] (2)将步骤(1)的前驱体真空干燥后在空气气氛下1000℃恒温煅烧5h，再自然冷却

得到Ce0.8Fe0.2O2包覆LiNi0.5Mn1.5O4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

[0042] 实施例5合成的改性镍锰酸锂正极材料在经历了50周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

97.56％。

[0043]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的

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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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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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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