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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

的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负极材料含有氧

化铋，该负极材料为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即由

金属基底上定向生长氧化铋纳米片构成，氧化铋

纳米片垂直均匀密集分布在在金属基底上，呈阵

列状，或由氧化铋粉末与导电添加剂、粘结剂混

合均匀后在金属基底上制膜得到。本发明提供的

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适用的水系电池

体系较广，包括水系锂离子电池、水系钠离子电

池、水系钾离子电池、水系镁离子电池、水系钙离

子电池、水系锶离子电池、水系钡离子电池和水

系铝离子电池等。并且基于此负极材料所得水系

金属离子电池容量大、充放电平台好、电化学可

逆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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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系金属离子电池，所述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组成包括正极、负极和电解质，其

特征在于：所述负极为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其由金属基底上定向生长氧化铋纳米片构成，

所述氧化铋纳米片垂直均匀密集分布在金属基底上，呈阵列状；

所述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的制备方法为：将表面洁净的钛片置于以乙二醇和丙酮作为

混合溶剂配制得到的含铋前驱液中，经水热反应制得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

料；

所述乙二醇和丙酮体积比为1:1-2；

所述含铋前驱液由五水硝酸铋溶于混合溶剂中得到；所述水热反应温度为120-180℃，

反应时间为3-8h；

所述水系金属离子电池为水系锂离子电池或水系钠离子电池中的一种；

所述水系锂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为硫酸锂、氯化锂、硝酸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水溶

液，水溶液pH值为2.0-8.0，阳离子浓度为0.5-10mol/L；

所述水系钠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为硫酸钠、氯化钠、硝酸钠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水溶

液，水溶液pH值为2.0-8.0，阳离子浓度为0.5-10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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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系电池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

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得益于突出的电化学性能，有机电解质锂离子电池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

用。但有机电解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价格相对昂贵，对封装要求较高，还存在锂离子迁移

速率慢以及对环境污染高等固有缺陷。为了解决有机电解质这些问题，加拿大Moli  Energy

公司(专利号W095/20470)提出了以水溶液作为电解质的水系锂离子电池的概念，以最绿色

环保、最安全、最可持续的水为溶剂。在此基础上，复旦大学(专利公开号CN  101154745A)提

供了一种基于碳包覆嵌入化合物LiTi2(PO4)3的核壳结构负极材料的水系锂离子二次电池，

进一步提高了水系锂离子电池的综合性能。

[0003] 现有技术中关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研究一般都围绕锂离子电池进行。然而，一

方面，自然界锂存储量有限，随着与锂相关工业的迅速发展，锂的耗竭迟早会到来；另一方

面，受水溶液较窄的稳定电位窗口限制，即便是较为成熟的水系锂离子电池中，具有优异电

化学性能的负极材料也非常少见，众所周知的NASICON型磷酸钛锂和磷酸钛钠，虽然具有较

好的充放电平台、合适的脱嵌锂电位和较长的循环寿命，其容量却十分有限(<150mAh/g)。

因此，非锂离子电池(如钠离子电池、镁离子电池、铝离子电池等)这类未来可能取代锂离子

电池的新型水系电池体系逐渐显示出重要的科学研究以及工业应用价值。一方面，目前适

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领域的负极材料比较少，而且现有的负极材料一般仅适用于特定的

水系金属离子电池，因此，有必要研究可广泛适用于多种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容量

大、循环寿命长、充放电平台好、适用于多种水系金属离子电池体系的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提供一种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所述负极材料含有氧化铋。

[0007] 按上述方案，所述负极材料为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其由金属基底上定向生长氧

化铋纳米片构成，所述氧化铋纳米片垂直均匀密集分布在在金属基底上，呈阵列状。

[0008] 优选的是，所述金属基底为钛片。

[0009] 优选的是，所述氧化铋纳米片厚度为10-30nm。

[0010] 按上述方案，所述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的制备方法为：将表面洁净的钛片置于以

乙二醇和丙酮作为混合溶剂配制得到的含铋前驱液中，经水热反应制得适用于水系金属离

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0011] 优选的是，所述含铋前驱液中五水硝酸铋浓度为0.03-0.04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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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负极材料由氧化铋粉末与导电添加剂、粘结剂混合均匀后在金

属基底上制膜得到。

[0013] 按上述方案，负极材料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14] 1)制备氧化铋粉末：以乙二醇和丙酮作为混合溶剂配制得到含铋前驱液，含铋前

驱液经水热反应再后处理得到氧化铋粉末；

[0015] 2)将氧化铋粉末、导电添加剂、粘结剂加入溶剂中，充分球磨制得浆料，然后将所

得浆料均匀涂覆在钛片上，烘干后再用压片机压制处理得到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

极材料。

[0016] 优选的是，所述乙二醇和丙酮体积比为1:1-2。

[0017] 按上述方案，所述含铋前驱液由五水硝酸铋溶于混合溶剂中得到；所述水热反应

温度为120-180℃，反应时间为3-8h。

[0018] 按上述方案，所述导电添加剂为炭黑、石墨烯或碳纳米管，粘结剂为聚偏氟乙烯或

聚四氟乙烯，其中氧化铋粉末占负极材料的质量比为60-80％，导电添加剂占负极材料的质

量比为5-20％，粘结剂占负极材料的质量比为5-20％。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水系金属离子电池，所述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组成包括正极、

负极和电解质，所述负极含有上述的负极材料。

[0020] 按上述方案，所述水系金属离子电池包括水系锂离子电池、水系钠离子电池、水系

钾离子电池、水系镁离子电池、水系钙离子电池、水系锶离子电池、水系钡离子电池和水系

铝离子电池中的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混合水系离子电池。

[0021] 按上述方案，所述电解质为可溶性的硫酸盐、硝酸盐和氯化盐的一种或多种的混

合水溶液。

[0022] 优选的是，所述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电解质为硫酸锂、氯化锂、硝酸锂、硫酸钠、氯

化钠、硝酸钠、硫酸钾、氯化钾、硝酸钾、氯化镁、硝酸镁、氯化钙、硝酸钙、氯化锶、硝酸锶、氯

化钡、硝酸钡、硝酸铝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水溶液，水溶液pH值为2.0-8.0，阳离子浓度为

0.5-10mol/L。

[0023] 按上述方案，所述正极由正极材料加入导电剂、粘结剂再均匀涂覆在集流体上得

到。

[0024] 本发明中正极材料为基于氧化还原反应的材料，具体可为可嵌入锂、钠、钾、镁、

钙、锶、钡和铝离子的Mn、Co、Ni、Fe等氧化物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氧化物或导电聚合

物，或者基于氧化还原反应的正极材料。

[0025] 本发明中正负电极的集流体可以是碳材料、金属镍、金属钛、不锈钢箔等或者多孔

网状基底。

[0026] 本发明的新型水系可充电电池电极材料是水系金属离子电池领域的突破，适用于

各种电极的制备工艺，比如涂膜、拉浆和压膜等。

[0027] 本发明制备的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或氧化铋粉末电极，进而制备水系金属离子电

池，所得水系金属离子电池体系的能量密度(78Wh  kg-1)高于目前绝大多数水系金属离子电

池(≤50Wh  kg-1)，且由于氧化铋水系金属离子电池具有良好的充放电平台，电池可拥有稳

定的输出电压。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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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适用的水系电池体系较广，包括水系锂离子电池、水系钠离子电池、水系钾离子电池、

水系镁离子电池、水系钙离子电池、水系锶离子电池、水系钡离子电池和水系铝离子电池

等。并且基于此负极材料所得水系金属离子电池容量大、充放电平台好、电化学可逆性高。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的X射线衍射图谱；

[0030] 图2为实施例1所制备的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图；

[0031] 图3为实施例1所制备的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在18种溶液中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

[0032] 图4为实施例2中由氧化铋粉末制备的负极材料在硝酸钠溶液中的循环以及充放

电曲线图；

[0033] 图5为实施例4所制备的电池的充放电曲线；

[0034] 图6为实施例5所制备的电池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放电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

一步详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6] 下列实施例中的试剂和材料，若无特殊说明，均从商业途径获得。

[0037] 实施例1

[0038] 制备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将0.6g的五水硝酸铋、6mL乙二醇、

12mL丙酮搅拌30分钟作为含铋前驱液，将清洗过的厚度为50μm的钛片放入含铋前驱液中，

并置于20mL聚四氟乙烯内胆，然后将内胆装入水热反应釜密封，在160℃条件下水热反应5

小时，随后停止加热冷却至室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冲洗样品表面残留溶液，在钛片集流体

表面生长一层氧化铋薄膜，即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氧化铋薄膜的X射线衍

射图谱见图1，负极材料表面氧化铋薄膜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见图2，可见所得负极材料

为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其由钛片上定向生长氧化铋纳米片构成，氧化铋纳米片厚度为10-

12nm，所述氧化铋纳米片垂直均匀密集分布在在金属基底上，呈阵列状。

[0039] 测试本实施例所制备的负极材料在不同水系溶液中的氧化还原可逆性：

[0040] 1.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0.5mol/L的硫酸锂溶液，pH值为7 .08。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放电容量为

320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48mAh/g。

[0041] 2.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0.5mol/L的硫酸钠溶液，pH值为7.16。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22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78mAh/g。

[0042] 3.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0.5mol/L的硫酸钾溶液，pH值为6.90。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23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32mAh/g。

[0043] 4.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锂溶液，pH值为7 .03。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183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34mA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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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5.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钠溶液，pH值为7 .06。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2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57mAh/g。

[0045] 6.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钾溶液，pH值为6 .91。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42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48mAh/g。

[0046] 7.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锂溶液，pH值为7 .41。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21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78mAh/g。

[0047] 8.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钠溶液，pH值为7 .26。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235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55mAh/g。

[0048] 9.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

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钾溶液，pH值为7 .10。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17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86mAh/g。

[0049] 10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镁溶液，pH值为7.03。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223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28mAh/g。

[0050] 11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镁溶液，pH值为6.62。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8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56mAh/g。

[0051] 12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钙溶液，pH值为7.52。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21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356mAh/g。

[0052] 13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钙溶液，pH值为7.23。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188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87mAh/g。

[0053] 14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锶溶液，pH值为7.00。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10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06mAh/g。

[0054] 15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锶溶液，pH值为7.41。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177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64mAh/g。

[0055] 16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氯化钡溶液，pH值为7.27。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331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165mAh/g。

[0056] 17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饱和硝酸钡溶液，pH值为7 .46。在1mV/s的扫速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

194mAh/g。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放电容量为258mA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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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18 .以负极材料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

极，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铝溶液，pH值为2.58。在0.5A/g的充放电电流密度下，氧化铋的

放电容量为171mAh/g。

[0058] 上述18种溶液的pH值，循环伏安法测试以及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的放电容量见表1，

各种溶液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见图3，说明本实施例制备的负极材料适用于水系锂离子电

池、水系钠离子电池、水系钾离子电池、水系镁离子电池、水系钙离子电池、水系锶离子电

池、水系钡离子电池和水系铝离子电池，具有较高的容量，良好的充放电平台。

[0059] 表1不同溶液的pH值以及负极材料在不同电解液中的循环伏安法(CV)容量和恒电

流充放电法(CD)容量

[0060]

[0061] 实施例2

[0062] 制备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

[0063] 1)制备氧化铋粉末：将0.6g五水硝酸铋、6mL乙二醇、12mL丙酮搅拌30分钟后置于

20mL聚四氟乙烯内胆中，然后将内胆装入水热反应釜中密封，在160℃条件下水热反应5小

时，随后停止加热冷却至室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在离心机搅拌清洗样品，烘干，得到纳米

氧化铋粉末；

[0064] 2)制备负极材料：将纳米氧化铋粉末、炭黑和聚偏氟乙烯(PVDF)以质量比8:1:1的

比例加入到N-甲基吡咯烷酮溶剂中，球磨10小时制得浆料，然后将所得浆料均匀涂覆到8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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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厚的薄钛片上，真空条件下120℃烘10小时，最后用压片机以10MPa压5分钟，每平方厘米

活性材料的质量约为5mg，得到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氧化铋粉末电极)。

[0065] 测试本实施例所得负极材料在硝酸钠溶液中的电化学性能：

[0066] 以上述氧化铋粉末电极作为工作电极，以金属铂片为对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为

参比电极，电解液为1mol/L的硝酸钠溶液，该负极材料的循环性能和充放电曲线如图4所

示，其中A为充放电电流密度为2mA/cm2下的循环图，可知氧化铋的容量为1.45mAh/cm2，经过

50次循环，氧化铋的容量保持率为82％；B为电流密度为6.5mA/cm2下的循环图，可知氧化铋

的容量保持在0.6mAh/cm2，经14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80.5％；C为充放电电流密度分别

为2mA/cm2和6.5mA/cm2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图，说明氧化铋粉末电极充放电平台好，充放电

倍率性能优良。

[0067] 实施例3

[0068] 制备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将0.6g的五水硝酸铋、6mL乙二醇、6mL

丙酮搅拌30分钟作为含铋前驱液，将清洗过的钛片放入含铋前驱液中，并置于20mL聚四氟

乙烯内胆，然后将内胆装入水热反应釜密封，在120℃条件下水热反应8小时，随后停止加热

冷却至室温，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冲洗样品表面残留溶液，在钛片集流体表面生长一层氧化

铋薄膜，即适用于水系金属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负极材料表面氧化铋薄膜的扫描电子显

微镜图像显示，所得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形貌与实施例1所得纳米氧化铋阵列薄膜相似。

[0069] 实施例4

[0070] 基于实施例1制备的负极材料和锰酸锂电极的水系锂离子电池的组装及电化学性

能测试。

[0071] 锰酸锂电极的制备：将锰酸锂粉末、炭黑和PVDF以8:1:1的比例加入到N-甲基吡咯

烷酮溶剂中，球磨10小时制得浆料，将浆料均匀涂抹到8微米厚的薄钛片上，真空条件下120

℃烘10小时，最后用压片机以10MPa压5分钟得到锰酸锂电极。

[0072] 以实施例1所制备的负极材料为负极，上述锰酸锂电极为正极，按照规格裁切搭配

组装成电池，所采用的隔膜为市售镍氢电池隔膜，电解液为混合锂离子溶液(将硫酸锂和氯

化锂溶液以1:2的体积比混合，保持锂离子浓度为1mol/L)，该电池充放电曲线如图5所示，

在0-2.2V的工作区间，充放电电流为172mA/g，全电池的放电容量为78.9mAh/g，放电平台为

1V左右。在充放电电流为250mAh/g的电流密度下，循环50次之后电池的容量保持率为60％。

[0073] 实施例5

[0074] 基于实施例2制备的氧化铋粉末电极和锰酸锂电极的水系锂离子电池的组装及电

化学性能测试。

[0075] 以实施例2制备的氧化铋粉末电极为负极，实施例4制备的锰酸锂电极为正极，按

照规格裁切搭配组装成电池，所采用的隔膜为市售镍氢电池隔膜，电解液为混合锂离子溶

液(将硫酸锂和氯化锂溶液以1:2的体积比混合，保持锂离子浓度为1mol/L)，电池在不同电

流密度下的放电曲线如图6所示，在0-2.2V的工作区间，充放电电流从0.025A/g增大2、5、10

和50倍时，电池的容量分别为0.025A/g条件下容量的90％、74.7％、66.1％和35.75％，当电

流密度增大100倍，从0.025A/g增大到2.5A/g时，容量保持率为26.7％，电池的放电容量为

78.9mAh/g，在充放电电流为250mAh/g的电流密度下，循环100次之后容量保持率为68.3％。

[007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实例，而并非对本发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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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所做的限制。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

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因此所引申

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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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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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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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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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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