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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锂电池，
属于钛酸锂电 池制备技术领域。本发明的石墨
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 )在石墨烯薄膜表面沉积锂盐，
得改性石墨烯薄
膜；
2)将步骤1 )所得改性石墨烯薄膜置于钛源溶
液中于60～80℃条件下反应1～6h，
得石墨烯-钛
酸锂前驱体；
3 )将步骤2 )所得的石墨烯-钛酸锂
前驱体于600～900℃煅烧6～12h，
即得。本发明
的制备方法，
原料简单，
容易操作，
在石墨烯上沉
积的锂盐与二氧化钛反应生成钛酸锂，
可以使石
墨烯与钛酸锂之间的结合力更强，
提高锂离子的
传输速率及倍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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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在石墨烯薄膜表面沉积锂盐，
得改性石墨烯薄膜；
步骤1）中的锂盐为草酸二氟硼酸
锂、
四氟硼酸锂、
双草酸硼酸锂中的一种；
2）将步骤1）所得改性石墨烯薄膜置于钛源溶液中于60~ 80℃条件下反应1~6h，
得石墨
烯-钛酸锂前驱体；
步骤2）中的钛源溶液为浓度为1~5mol/L的二氧化钛的乙醇溶液；
3）将步骤2）所得的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于600~900℃煅烧6~12h，
即得。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
的沉积为电化学沉积；
所述电化学沉积为以0 .05~0 .2mol/L的锂盐为溶质，
碳酸二甲酯为溶
剂进行沉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
沉积锂盐后用碳酸二甲酯清洗。
4 .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其特征在于，
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钛酸锂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得。
5 .一种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其特征在于，
由包括以下步骤的制备方法制得：
以权
利要求4所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为工作电极，
以金属锂为对电极组装成电池并进行
充电 ，
以在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表面沉积锂，
得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的电 压为
1 .0V~2 .8V，
充电倍率为0 .1C。
7 .一种锂电池，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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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补锂石墨烯-钛
酸锂薄膜、锂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
膜、
锂电池，
属于钛酸锂电池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钛酸锂电池因其独特的优点而应用于快充电池、
大倍率电池及超低温锂离子电
池，
上述优点包括：
1)钛酸锂是一种零应变材料，
在满充与满放时体积几乎不发生变化，
可
避免在循环过程中体积变化造成的容量衰减，
因此以钛酸锂作为阳极活性物质的锂离子电
池，
比以石墨、锡硅合金作为阳极活性物质的锂离子电池具有更长的循环寿命；
2)钛酸锂相
对于锂的电位约为1 .55V，
远大于析锂电位，
因此不会出现像石墨那样因析锂而造成的安全
问题；
3)以钛酸锂作为阳极活性物质的锂离子电池相对于以石墨作为阳极活性物质的锂离
子电池具有更好的安全性能和低温性能，
且能够进行大倍率的充电和放电。而钛酸锂所用
电解液的溶质为六氟磷酸锂，
溶剂为乙烯碳酸酯、二甲基碳酸酯和乙基甲基碳酸酯的多元
混合物，
但是其存在在大倍率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的含量不足的缺陷，
造成其锂离子的传
输数量偏少，
倍率性能偏差，
同时其在高温储存时锂离子电池胀气，
影响其使用性能。现有
技术中有通过补锂技术提高锂离子的数量。
[0003] 申请公布号为CN106159236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快速充电钛酸锂复合负
极极片，
主要通过钛酸锂极片补锂提高钛酸锂极片中锂离子含量，
并提高其钛酸锂快速充
电能力，
但是由于补锂层在钛酸锂电芯中分布不均匀，
造成其大倍率充放电过程热量分布
不均匀，
造成安全性能隐患，
同时补锂化合物导电性偏差，
造成锂离子及其电子传输速率偏
差，
影响其倍率性能的进一步发挥。
[0004] 申请公布号为CN103219168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Li4Ti5O12/石墨烯复合电
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该Li4Ti5O12/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由以下几种原料通过原位固相法
合成：
碳包覆的二氧化钛、石墨烯，
以及锂源，
其中锂与钛的摩尔比为0 .8～0 .88:1；
所述石
墨烯占钛酸锂/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总重量的 1 .0％～15％。但是该专利公开的Li4Ti5O12/
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制备的电池的首次放电容量及首次效率仍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该制备方法得
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导电性能高、
离子传输率快且倍率性能优异。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0007]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为锂离子电池充放
电过程中提供充足的锂离子，
从而提高其循环性能。
[0008] 本发明的第四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锂电池，
该锂电池倍率性能优异且循环性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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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在石墨烯薄膜表面沉积锂盐，
得改性石墨烯薄膜；
[0012] 2)将步骤1)所得改性石墨烯薄膜置于钛源溶液中于60～80℃条件下反应 1～6h，
得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
[0013] 3)将步骤2)所得的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于600～900℃煅烧6～12h，
即得。
[0014] 步骤1)中的锂盐为草酸二氟硼酸锂、
四氟硼酸锂、
双草酸硼酸锂中的一种。
[0015] 步骤1)中的石墨烯薄膜面积为4cm×4cm。
所述石墨烯薄膜为市售商品。可购自于
南京先丰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0016] 步骤1)中的沉积为电化学沉积；
所述电化学沉积为以0 .05～0 .2mol/L的锂盐为溶
质，
碳酸二甲酯为溶剂进行沉积。
[0017] 所述电化学沉积为恒定电压沉积、
恒定电流沉积、
脉冲电压沉积、
循环伏安法沉积
中的任意一种。
[0018] 上述电化学沉积为以石墨烯薄膜为工作电极，
以铂电极为对电极进行沉积。
[0019] 本发明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利用电沉积法在导电率高、
稳定性好
的石墨烯薄膜表面沉积锂盐，
并与钛源进行混合、
高温反应，
得到的石墨烯 -钛酸锂复合材
料具有稳定性强、
膨胀率低、
循环性能佳。
[0020] 步骤1)中沉积锂盐后用碳酸二甲酯清洗。
由于锂盐过量会造成安全隐患将对材料
的结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采用碳酸二甲酯将表面多余的锂盐清洗掉。
[0021] 步骤2)中的钛源溶液为浓度为1～5mol/L的二氧化钛的乙醇溶液。
[0022] 步骤3)中的煅烧在空气气氛中进行即可。
[0023] 一种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采用上述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制
得。石墨烯是一种导电能力强、力学强度高、
比表面积大的碳材料，
与钛酸锂之间互相掺杂
可以提高材料的导电率和散热性能。
[0024] 本发明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中石墨烯薄膜与钛酸锂的质量比为1～5：100。
[0025] 一种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由包括以下步骤的制备方法制得：
[0026] 以上述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为工作电极，
以金属锂为对电极组装成电池并进
行充电 ，
以在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表面沉积锂，
得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通过对石
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进行补锂，
可以进一步提高锂离子的传输速率、倍率性能及能量密
度。
[0027] 所述充电的电压为1 .0V～2 .8V，
充电倍率为0 .1C。
[0028] 所述充电时间为6～48h。
[0029] 一种锂电池，
包括上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30] 本发明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原料简单，
容易操作，
利用石墨烯
导电率高、力学强度大、
比表面积高的特性提高电子的传输速率，
同时，
在石墨烯上沉积的
锂盐与二氧化钛反应生成钛酸锂，
可以使石墨烯与钛酸锂之间的结合力更强，
提高锂离子
的传输速率及倍率性能。
[0031] 本发明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对上述所得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进行二次
补锂而得，
进一步提高了材料的首次充放电效率及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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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发明的锂电池，
包括上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该锂电池首次放电容量高，
循环性能及倍率性能优异。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实施例1中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述实施例及对比例中用到的产品：
[0035] 石墨烯薄膜型号7440-44-0，
面积4cm×4cm，
厚度几十微米到几百微米，
南京先丰
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0036] 钛酸锂型号：
LTO-2，
深圳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以石墨烯薄膜为工作电极，
铂电极为对电极，
以0 .1mol/L的草酸二氟硼酸锂为
溶质，
碳酸二甲酯为溶剂，
并采用电循环伏安法进行电沉积，
扫描速度为 0 .5mV/s，
电压范
围-2V-2V，
扫描三周，
沉积完成后，
采用碳酸二甲酯清洗，
得改性石墨烯薄膜；
[0040] 2)将二氧化钛加入到100mL无水乙醇中，
配成浓度为3mol/L的二氧化钛溶液，
然后
置于放入70℃的恒温水槽中；
将步骤1)制得的改性石墨烯薄膜放入二氧化钛溶液中于70℃
水浴条件下反应3h，
得到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
[0041] 3)将步骤2)所得的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复合材料于空气气氛中在800℃煅烧8h
即得。
[0042]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采用上述方法制得。其中石墨烯薄膜与钛酸
锂的质量比为3：
100。
[0043] 本实施例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由包括以下步骤的制备方法制得：
[0044] 以上述得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为工作电极，
以锂片为对电极组装成完整
的电池并进行充电 ，
电压范围1 .0V～2 .8V，
充电倍率为0 .1C，
充电时间为 24h，
在石墨烯-钛
酸锂复合材料表面沉积锂，
得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45] 本实施例的锂电池，
包括正极和负极，
正极为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负极为锂
片。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以石墨烯薄膜为工作电极，
铂电极为对电极，
以0 .05mol/L的四氟硼酸锂为溶
质，
碳酸二甲酯为溶剂，
并采用恒压法(电压：
2V，
时间5min)进行电沉积，
沉积完成后，
采用
碳酸二甲酯清洗得到改性石墨烯薄膜；
[0049] 2)将二氧化钛加入到100mL无水乙醇中，
配成浓度为1mol/L的二氧化钛溶液，
然后
放入60℃的恒温水槽中；
将步骤1)制得的改性石墨烯薄膜放入二氧化钛溶液中，
在60℃水
浴条件下反应6h，
得到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
[0050] 3)将步骤2)得到的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置于空气气氛中，
并在600℃煅烧12h即
得。
5

CN 107785559 B

说

明

[0051]

书

4/6 页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采用上述方法制得。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
酸锂复合材料中石墨烯薄膜与钛酸锂的质量比为1：
100。
[0052] 本实施例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由包括以下步骤的制备方法制得：
[0053] 以上述得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为工作电极，
以锂片为对电极组装成完整
的电池并进行充电 ，
电压范围1 .0V～2 .8V，
充电倍率为0 .1C，
充电时间为 6h，
使石墨烯-钛
酸锂复合材料二次补锂，
最后得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54] 本实施例的锂电池，
包括正极和负极，
正极为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 ，
负极为
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55] 实施例3
[0056]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以石墨烯薄膜为工作电极，
铂电极为对电极，
以0 .2mol/L的草酸二氟硼酸锂为
溶质，
碳酸二甲酯为溶剂，
并采用恒流法(电流密度5mA/cm2)进行电沉积，
沉积完成后，
采用
碳酸二甲酯清洗，
得改性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0058] 2)将二氧化钛加入到100mL无水乙醇中，
配成浓度为5mol/L的二氧化钛溶液，
然后
放入80℃的恒温水槽中；
将步骤1)制得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放入二氧化钛溶液中，
在
80℃水浴条件下反应1h，
得到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
[0059] 3)将步骤2)所得的石墨烯-钛酸锂前驱体置于空气气氛中，
并在900℃煅烧6h即
得。
[0060] 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采用上述方法制得。本实施例的石墨烯-钛
酸锂复合材料中石墨烯薄膜与钛酸锂的质量比为5：
100。
[0061] 本实施例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由包括以下步骤的制备方法制得：
[0062] 以上述得到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为工作电极，
以锂片为对电极组装成完整
的电池并进行充电 ，
电压范围1 .0V～2 .8V，
充电倍率为0 .1C，
充电时间为 48h，
使石墨烯-钛
酸锂复合材料二次补锂，
最后得到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63] 本实施例的锂电池，
包括正极和负极，
正极为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 ，
负极为
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
[0064] 对比例
[0065] 将10g石墨烯添加到90g的钛酸锂材料中，
通过三维混料机混合均匀，
得到石墨烯/
钛酸锂复合材料。
[0066] 实验例1
[0067] 对实施例1中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进行SEM测试，
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
知，
材料表面颗粒分布均匀、
致密。
[0068] 实验例2
[0069]
扣式电池的制作与性能测试：
[0070] 分别以实施例1-3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和对比例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材料
作为正极，
以锂片为负极，
celegard2400为隔膜，
电解液溶质为1mol/L的 LiPF6 ，
溶剂为碳
酸乙烯酯(EC)和碳酸二乙酯(DMC)的混合溶液(二者体积比为1：
1)，
在氧气和水含量均低于
0 .1ppm的手套箱中组装成为扣式电池，
之后将扣式电池装到蓝电测试仪上，
以0 .1C的倍率
充放电 ，
电压范围为1 .0V～ 2 .8V，
循环3周后停止，
得到的充放电数据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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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采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材料制得的扣式电池性能比较

[0072]

实施例
首次放电容量(mAH/g)
首次效率(％)
实施例1
172 .5
99 .8
实施例2
171 .6
99 .5
实施例3
170 .8
99 .4
对比例
160 .4
94 .7
[0073] 由表1可以看出，
实施例1-3制备出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在克容量和首次放
电效率方面明显由于对比例，
其原因为，
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具有致密度高、
锂含量大、
电子和离子导电率强的特点，
有利于提高电池的克容量发挥和首次放电效率。
同时补锂石
墨烯-钛酸锂薄膜中含有充足的锂离子，
为充放电过程中提供充足的锂离子，
提高其活性物
质的发挥效率，
从而进一步提高放电容量和首次效率。
[0074] 实验例3
[0075] 软包电池的制作与测试：
[0076] 以实施例1～3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和对比例制备出的石墨烯/钛酸锂复合
材料作为负极材料，
以三元材料LiNi1/3Co1/3Mn1/3O2为正极，
以LiPF6 (溶剂为EC+DEC，
体积比
1：
1，
浓度1 .3mol/L)为电解液，
以celegard2400为隔膜制备出7Ah软包电池C1、
C2、
C3和D。
之
后在以0 .1C倍率进行充电 ，
恒流充电至3 .2V，
排出充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
然后以0 .1C的倍
率放电至1 .0V，
充放电循环2次后将电池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排出，
得钛酸锂电池。
[0077] 1)循环性能测试
[0078] 之后以充放电倍率为2 .0C/2 .0C的倍率进行1000次循环性能测试(测试电压范围：
1 .5V-2 .8V)。
[0079] 表2采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所得材料制得的软包电池的循环性能

[0080]

[0081]

由表2可以看出，
采用实施例1-3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制备出的电池的循环性
能明显优于对比例，
其原因为，
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含有补锂石墨烯材料，
为锂离子电
池充放电过程中提供充足的锂离子，
从而提高其循环性能，
同时电沉积在其表面的钛酸锂
具有致密度高的特性提高其材料的结构稳定性。
[0082] 2)倍率性能
[0083]
测试钛酸锂软包电池的倍率性能，
充放电电压范围1 .5～2 .8V，
温度25± 3 .0℃，
以0 .5C、
1 .0C、
5 .0C、
10 .0C、
20 .C进行充电 ，
以0 .5C进行放电 ，
测试其电池充电过程中的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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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恒流容量/(恒流容量+恒压容量))。
[0084] 表3采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所得材料制得的软包电池的倍率性能

[0085]

[0086]

由表3可知，
由实施例1～3所得的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膜制得的软包电池的倍率
充电性能明显优于对比例，
即充电时间较短，
分析原因在于：
实施例补锂石墨烯-钛酸锂薄
膜中含有充足的锂离子，
为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的传输提供充足的锂离子，
从而提高其材
料的快充性能；
同时极片中含有导电率高的石墨烯，
提高其电子传输速率，
降低其极片的散
热性能及温升，
防止电池中电解液的高温下分解，
提高其电池的结构稳定性，
从而进一步提
高其倍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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