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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采用水热法制备出锰酸锂前

驱体、焦锆酸铈(Ce2Zr2O7)前驱体，球磨或超声混

合，煅烧后制得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材料；

该方法制得的Ce2Zr2O7材料均匀包覆在锰酸锂表

面，其包覆层有效降低锰酸锂与电解液的直接接

触，降低电解液侵蚀和锰的溶解；Ce2Zr2O7材料表

面包覆层化学稳定性好，在反复的充放电过程

中，可有效的保持锰酸锂的结构稳定，提升锰酸

锂的倍率和循环性能；改性后的层状锰酸锂材料

的制备方法，工艺过程简单，易于生产，在锂离子

电池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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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包括水热法制备锰酸锂前驱体，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采用水热法制备焦锆酸铈Ce2Zr2O7前驱体；

(2)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1-0.1)称取锰酸锂前驱体和焦锆酸铈前驱体，以无水

乙醇为分散剂进行球磨或超声混合处理，于100-130℃干燥制得干燥料；

(3)将步骤(2)得到的干燥料置于保护气氛下，升温至600-800℃煅烧5-15h后得到

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水热法制备锰

酸锂前驱体的步骤为：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2.5-5)：1称取锂源、三氧化二锰置于高压反

应釜中，按20-5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40-220℃下恒温10-40h，自然

冷却，过滤洗涤3-10次后，于100-150℃干燥后得到锰酸锂前驱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水热法

制备焦锆酸铈前驱体的步骤为：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铈源、锆源完全溶解在去离

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8-11，搅拌反应1-3h，转移至高压反

应釜中，于180-220℃下恒温反应10-2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3-10次后，于100-130℃干燥

后得到焦锆酸铈前驱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锰酸

锂前驱体中的锂源为硝酸锂、氢氧化锂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的铈源为硝酸铈、硝酸铈铵、硫酸铈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的锆源为四氯化锆、硝酸锆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的保护气氛为高纯氮气或高纯氩气或高纯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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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池材料制备改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改

性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21世纪，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由于空

间技术、移动通讯、导弹、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高性能无污染化学电源

的需求急剧增长。锂离子电池属于清洁能源领域，具有安全性好、循环性好、寿命长、无毒无

污染等优点，使其成为动力电池的首选。锰酸锂因其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低廉、安全性能好

等优势，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着的关注。层状锰酸锂的理论比容量为285mAh/g，是一种非常有

应用前景的锂离子正极材料。

[0003] 从层状锰酸锂合成方法上看，高温固相法、溶胶‐凝胶法、水热法是合成层状锰酸

锂的主要方法，其中高温固相法由于工艺过程简单，反应条件易于控制，成为目前工业生产

的主要方法；溶胶‐凝胶法是将需要的原料分别分散到溶剂中形成低粘度的溶液，可以在很

短的时间内获得分子水平的均匀性；形成凝胶时，可以使反应物达到分子级水平的混合，合

成出的产品粒径均匀；水热法一般是以水为溶剂，通过反应器加热，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提供

常压下无法提供的特殊物理化学环境，使前驱物反应得到充分，形成未结晶相，煅烧后形成

成品锰酸锂正极材料。

[0004] 但由于在锰酸锂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LiMnO2易向类尖晶石结构的Li2Mn2O4相转

变，导致其容量的迅速衰减，锰酸锂正极材料中锰在电解液中的溶解等问题，一直限制了锰

酸锂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特提供一种锂离子正极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

法，该改性方法使Ce2Zr2O7包覆在锰酸锂表面，提升锰酸锂材料的倍率性能和循环性能。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1、一种层状锰酸锂材料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2.5‐5)：1称取锂源、三氧化

二锰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20‐5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40‐220℃下恒

温10‐4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3‐10次后，于100‐15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09] (2)焦锆酸铈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铈源、锆源完

全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8‐11，搅拌反应1‐3h，

转移至高压反应釜中，于180‐220℃下恒温反应10‐2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3‐10次后，于

100‐13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B；

[0010]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1‐0.1)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

料B，以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球磨或超声混合处理，于100‐130℃干燥制得干燥料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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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保护气氛下，升温至600‐800℃煅烧5‐15h后得

到焦锆酸铈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12] 2、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1)中的锂源为硝酸锂、氢氧化锂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0013] 3、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2)中的铈源为硝酸铈、硝酸铈铵、硫酸铈的一种或其混

合物，所述步骤(2)中的锆源为四氯化锆、硝酸锆的一种或其混合物。

[0014] 4、进一步方案，所述步骤(4)中的保护气氛为高纯氮气、高纯氩气、高纯氦气。

[0015] 本发明层状锰酸锂的改性方法，其有益效果表现在：

[0016] (1)采用水热法合成层状锰酸锂前驱体，该方法已形成锰酸锂相，使锰酸锂结构趋

于稳定；采用水热法合成焦锆酸铈Ce2Zr2O7前驱体，该方法已形成Ce2Zr2O7相，使Ce2Zr2O7材

料结构趋于稳定；

[0017] (2)将焦锆酸铈Ce2Zr2O7和锰酸锂前驱体均匀混合，再进行煅烧步骤，使得焦锆酸

铈Ce2Zr2O7材料包覆锰酸锂更加均匀；

[0018] (3)焦锆酸铈Ce2Zr2O7材料均匀包覆在锰酸锂表面，包覆层的形成有效降低了锰酸

锂与电解液的直接接触，降低了电解液侵蚀和锰的溶解；

[0019] (4)改性后层状锰酸锂材料，其焦锆酸铈Ce2Zr2O7材料表面包覆层化学稳定性好，

在反复的充放电过程中，可有效的保持锰酸锂的结构稳定，提升锰酸锂的倍率和循环性能；

[0020] (5)改性后的层状锰酸锂材料的制备方法，工艺过程简单，易于试验，在锂离子电

池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0021] 具体效果对比实例，可见附图所示，附图1本发明技术方案与对比实施例制备的锰

酸锂材料不同倍率及循环性能比较图。对比实施例具体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的：(1)层状锰

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2.5：1称取氢氧化锂、三氧化二锰置于高压反应

釜中，按2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40℃下恒温1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

3次后，于10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2)将步骤(1)得到的干燥料A置于高纯氮气保护气氛

下，升温至600℃煅烧5h后得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22] 本发明技术方案中材料在0.1、0.2、0.5、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分别为180.12、

172.40、164.54、159.61mAh/g，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95.60％；而对比实施例

制备的材料在0.1、0 .2、0 .5、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分别为167 .26、156 .78、149 .12、

141.05mAh/g，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92.7％。本实施例1制备的Ce2Zr2O7包覆的

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无论是相同倍率的比容量，还是1C倍率的循环性能有明显优于对比实

施例。

附图说明：

[0023] 附图1是本发明方式与对比实施例制备的锰酸锂材料不同倍率及循环性能比较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2.5：1称取氢氧化锂、三氧化

二锰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2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40℃下恒温10h，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7093725 B

4



自然冷却，过滤洗涤3次后，于10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26] (2)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硝酸铈、四氯化锆完全

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8，搅拌反应1h，转移至高

压反应釜中，于180℃下恒温反应1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3次后，于100℃干燥后得到干燥

料B；

[0027]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1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料B，以

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球磨混合处理，于100℃干燥制得干燥料C；

[0028]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高纯氮气保护气氛下，升温至600℃煅烧5h后得

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29] 实施例2

[0030]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3：1称取硝酸锂、三氧化二锰

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25％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60℃下恒温15h，自然

冷却，过滤洗涤5次后，于11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31] (2)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硝酸铈铵、硝酸锆完全

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9，搅拌反应1.5h，转移至

高压反应釜中，于190℃下恒温反应12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4次后，于105℃干燥后得到干

燥料B；

[0032]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3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料B，以

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球磨混合处理，于100℃干燥制得干燥料C；

[0033]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高纯氩气保护气氛下，升温至650℃煅烧7h后得

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34] 本实施例中0.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82.46mAh/g，0.2C、0.5C、1C倍率首次放

电比容量分别为174 .68、166 .82、162 .21mAh/g，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

96.47％。

[0035] 实施例3

[0036]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3.5：1称取氢氧化锂、三氧化

二锰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3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170℃下恒温20h，

自然冷却，过滤洗涤7次后，于12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37] (2)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硫酸铈、四氯化锆完全

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9，搅拌反应2h，转移至高

压反应釜中，于200℃下恒温反应15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6次后，于115℃干燥后得到干燥

料B；

[0038]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5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料B，以

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超声混合处理，于120℃干燥制得干燥料C；

[0039]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高纯氩气保护气氛下，升温至700℃煅烧10h后

得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40] 本实施例中0.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83.45mAh/g，0.2、0.5、1C倍率首次放电

比容量分别为175.12、167.21、152.68mAh/g，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96.72％。

[0041]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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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4：1称取硝酸锂、三氧化二锰

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4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200℃下恒温30h，自然

冷却，过滤洗涤8次后，于13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43] (2)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硝酸铈、硝酸锆完全溶

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10，搅拌反应2.5h，转移至

高压反应釜中，于200℃下恒温反应15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7次后，于120℃干燥后得到干

燥料B；

[0044]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07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料B，以

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超声混合处理，于120℃干燥制得干燥料C；

[0045]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高纯氦气保护气氛下，升温至750℃煅烧5‐15h

后得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46] 本实施例中0.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78.95mAh/g，0.2、0.5、1C倍率首次放电

比容量分别为171.02、158.42、150.48mAh/g，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96.12％。

[0047] 实施例5

[0048] (1)层状锰酸锂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Li：Mn摩尔比为5：1称取氢氧化锂、三氧化二

锰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按50％的固含量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后，在220℃下恒温40h，自

然冷却，过滤洗涤10次后，于150℃干燥后得到干燥料A；

[0049] (2)Ce2Zr2O7前驱体的制备：按元素Ce：Zr摩尔比为1：1称取硝酸铈、硝酸锆完全溶

解在去离子水中配成混合溶液，滴加氨水，控制混合溶液pH值在11，搅拌反应3h，转移至高

压反应釜中，于220℃下恒温反应20h，自然冷却，过滤洗涤10次后，于130℃干燥后得到干燥

料B；

[0050] (3)按元素Li：Ce摩尔比为1：0.1称取步骤(1)的干燥料A和步骤(2)的干燥料B，以

无水乙醇为分散剂进行球磨混合处理，于130℃干燥制得干燥料C；

[0051] (4)将步骤(3)得到的干燥料C置于高纯氦气保护气氛下，升温至800℃煅烧15h后

得到Ce2Zr2O7包覆的层状锰酸锂正极材料。

[0052] 本实施例中0.1C倍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178.21mAh/g，0.2、0.5、1C倍率首次放电

比容量分别为169.89、161.92mAh/g、150.46，1C倍率下循环50次的容量保持率为94.96％。

[0053]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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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偏离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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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