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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类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
掺杂浒苔基层次孔碳材料的方法及其用途，
属于
新能源材料领域。
该氮氧双掺杂浒苔基多孔碳材
料采用活化法制备得到 ，
首先利用一定浓度的
KOH、
NaOH、
H3PO4 、
K2CO3 、
ZnCl2溶液等作为活化剂
与干燥的浒苔混合，
并浸泡一定时间 ，
经干燥后
得到浒苔-活化剂前驱体。然后进一步通过高温
碳化-活化和酸洗等工艺步骤得到氮氧双掺杂多
孔碳材料。
该方法得到的电极材料具有三维开放
结构、
比表面积大、层次孔结构以及丰富的异质
元素掺杂等特点，
可以通过控制工艺条件对其形
貌、
结构等进行调控，
可用于超级电容器、
锂离子
电池电极材料。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以浒苔作为原
材料，
具有来源丰富、
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的优
点，
既是浒苔的高附加值利用，
也有效的降低了
电极材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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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浒苔基层次孔碳材料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1)采用海洋中大型藻类-浒苔作为制备碳材料的前驱体，
从海水中收集浒苔，
并进行
清洗、
干燥；
首先，
将干燥好的浒苔分别与0～6 M的KOH或NaOH或H3PO4或ZnCl2或K2CO3活化剂
溶液浸泡0-48h，
直至活化剂能够充分的吸收分散在浒苔基体上，
控制浒苔与活化剂的质量
用量比为1:0 .1~1:10，
之后将其进行收集并放入40～120℃的烘箱中进行干燥处理，
得到浒
苔-活化剂前驱体；
(2)将前面得到的前驱体置于管式炉中，
在惰性气氛下进行碳化处理，
碳化温度为600
～1200℃，
升温速率为0 .1~10 度/分钟 惰性气体流量为20～300毫升/分钟，
恒温时间为
0 .5～10小时；
由于活化剂的存在，
在碳化的同时进行活化处理；
(3)将碳化/活化后得到的复合物加入到摩尔比为1~6 M的盐酸溶液中，
在20～100℃下
搅拌2～24小时，
反复洗涤多次，
然后经过滤分离、
洗涤、
干燥得到去除杂质后的氮氧双掺杂
层次孔碳材料；
所述方法通过溶液浸渍法引入活化剂到生物质-浒苔中、使活化剂均匀的分布在浒苔
基体中，
并采用一步碳化-活化处理；
所述材料是由氮氧双掺杂层次孔碳材料构成，
这类碳
材料具有三维连续“海绵状”开放结构、
比表面积高、
层次多级孔结构、
孔结构调控的特点。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浒苔基层次孔碳材料的方法，
其特
征在于该材料应用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

2

CN 106744784 B

说

明

书

1/4 页

一种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浒苔基层次孔碳材料的方
法及其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新能源材料领域，
提供了一类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浒苔基层
次孔碳材料的方法及其在超级电容器、
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等方面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高性能、
低成本碳材料的制备一直成为制约能量存储进步的瓶颈。现如今，
考虑到
商业成本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利用生物质前驱体制备碳材料已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比如
椰壳、木材、稻谷壳、核桃壳、香蕉皮、
纤维素等被用来制备多孔碳材料，
并将其用作超级电
容器和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
[0003] 超级电容器，
又称双电层电容器或电化学电容器，
具有功率密度高、可逆性好、循
环寿命长等特点，
在移动通讯、
电动汽车、
国防科技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电极材料
是超级电容器最重要的部分，
电极材料主要有碳材料、
贵金属氧化物、
导电高分子聚合物等
三类。金属氧化物和导电聚合物的由于循环寿命较短等缺点，
限制了其在超级电容器方面
的应用。而碳电极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的电化学稳定性，
高电导性和循环寿命长等优点，
已经
成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
开放的形貌结构、
连续的孔道结构以
及合理的孔径分布能够有效地保证电解液离子的快速输运、大量累积，
从而实现较高的电
容值以及优异的倍率性能。此外，
对碳材料进行异质杂质原子掺杂掺杂，
可以获得一定量的
氧化还原赝电容，
进一步提高碳材料的电容值。
[0004] 锂离子电池具有工作电压高、
质量轻、
自放电小及无环境污染等突出优点，
成为移
动电话、摄像机等电子装置小型轻量化的理想电源，
也是未来汽车高能动力电池的首选电
源。近几年，
对锂离子电池的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电极材料是锂离子
电池性能提高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最常用的负极材料为石墨类负极材料，
但其墨理论容量
（372 mAh g-1）偏低、
倍率性能较差等因素，
限制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性能的提高。值得一提
的是，
石墨电极的层间距较小，
将无法实现锂离子的快速有效插入与脱嵌。
因此设计和制备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碳负极材料是满足电池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
实现对碳材料比表
面积、
孔结构、
石墨化程度、
元素掺杂与修饰等方面的多功能组合与调控是提高了锂离子电
池的比容量、
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的有效途径。
[0005] 为了进一步提高多孔碳材料的性能，
通过浸渍-活化法能够制备出含有大量层次
孔结构、
异质元素掺杂的多孔材料，
非常适合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用电极材料。近年
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
水体富营养化等原因，
造成海洋大型海藻浒苔绿潮暴发。大量浒苔
漂浮聚集到岸边，
阻塞航道，
同时破坏海洋生态系统，
严重威胁沿海渔业、
旅游业发展。本发
明采用浒苔作为原材料制备新型碳材料，
能实现浒苔的资源化，
将为它的污染防治开辟蹊
径。制备得到的碳材料具有三维开放结构、层次孔孔道、大比表面积以及丰富的氮氧官能
团，
因此有利于提高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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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三维开放结构、
高比表面积、
同时具有高容量和优异倍
率性能的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
提供一种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多孔碳材料的
方法。该氮氧双掺杂碳材料采用价廉的浒苔作为原材料，
具有比表面积高、孔径分布可调、
高的元素掺杂量等特点，
其作为作为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具有良好的电化学
性能，
且整个制备工艺简单可控、
条件温和，
成本相对低廉。
[0007]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首先采用浒苔为原料，
采用浸渍-活化
方法制备而成。将干燥的浒苔浸入到含有一定浓度的KOH、
NaOH、
H3PO4、
K2CO3、
ZnCl2等活化剂
溶液中，
浸渍一段时间直到活化剂充分浸入到浒苔细胞中；
经干燥后将得到的浒苔-活化剂
复合物置于管式炉中，
在碳化的同时完成活化处理；
将碳化-活化后得到的复合物加入到盐
酸溶液中，
反复洗涤多次，
然后经过滤分离、洗涤、干燥得到去除杂质后的氮氧双掺杂浒苔
基碳材料。
[0008] 本发明的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电极性能的评价，
以本领域众所周知
的方法进行，
将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制成电极，
采用循环伏安、
充放电和阻抗的方法进
行测试。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10]
(1) 本发明利用海洋中的污染物浒苔作为原材料，
既起到了节约资源的作用同
时又保护了自然环境。
并且，
该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易行，
节约成本。
[0011]
(2) 本发明采用浸渍-活化法制备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
使得氮氧掺杂碳材
料具有三维开放结构、
层次孔结构、
开放的孔道结构和大比表面积，
这有利于电荷的积累和
电解液的传输，
是取得优异电化学性能的前提。
[0012]
(3) 本发明方法获得的电极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具有大
的比容量、
稳定的循环性能和优异的倍率性能。
[0013]
(4)本发明采用的前驱物原材料中含有氮氧原子，
氮氧原子的引入有利于提高其
容量性能，
使得电极材料其比容量明显增加，
并且其稳定性得到较好的保持。
附图说明
[0014] 图1 为实施例1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扫描电镜（SEM）照片。
[0015] 图2 为实施例1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透射电镜（TEM）照片。
[0016] 图3 为得到氮氧双掺杂浒苔碳电极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的比电容量（纵坐标）与
电流密度（横坐标）的关系图，
图中从上至下三条曲线依次对应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0017] 图4 为得到氮氧双掺杂浒苔碳电极材料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的比容量（纵坐标）
与不同电流密度下循环圈数（横坐标）的关系图，
图中从上至下三条曲线依次对应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我们采用以下具体实施例的方式对本发明做出说明，
但并非仅限于实施例。
[0019] 实施例1
[0020] 我们从海水中获取浒苔，
用蒸馏水进行清洗并干燥。取干燥好的浒苔与3M的KOH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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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混合 ,浸泡12h，
然后经过干燥得到浒苔-KOH前驱体复合物，
控制浒苔与KOH的质量比为1:
1。
之后，
将干燥好的复合物放入管式炉中，
紧接着在40 mL min-1的N2气氛下以3 oC min-1的
速度升温至800 oC，
并在该温度下保温1h，
待冷却后可得到碳化样品。将得到的产物用2M的
盐酸清洗12h以上，
从而去除杂质，
然后用去离子水洗涤并抽滤，
之后将样品放入60 oC真空
干燥箱中干燥8h以上，
得到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电极材料。将所得到的氮氧双掺杂浒苔基
碳电极材料与导电炭黑(Super P)和黏结剂（聚偏氟乙烯）以8:1:1的质量比混合搅匀，
用1o
甲基-2-吡咯烷酮溶液混合成泥浆状 , 涂覆在光滑的电极片上，
并将其放入到80 C的烘箱
中干燥，
得到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用电极片。
[0021]
利用透射电镜（TEM）和扫描电镜(SEM)观察碳材料的形貌结构，
通过77 K氮气吸附
测试对多孔碳的质构特征进行表征，
最后用充放电方法测试该电极材料在离子液体（1-乙
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
EMIM BF4）中的电容行为以及在1M六氟磷酸锂电解液中的锂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
测试温度均为室温。
图1展示了该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的扫描电镜图
片，
图2展示了该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片，
展示该碳材料开放的三维结构
以及层次孔结构。
图3展示了该样品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比电容性能
变化，
可以看出其优异的电容性能，
具有较好的容量保持率。
图4展示该样品作为锂离子电
池负极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容量变化，
可以看出容量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而降低。表1中列
出了该电极材料的具体测试结果。
[0022] 实施例2
[0023] 本实施例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仅仅是：
干燥好的浒苔与2M的KOH
溶液混合 ,浸24h，
然后经过干燥得到浒苔-KOH前驱体复合物，
控制浒苔与KOH的质量比为1:
0 .5。该电极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负极在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量的变化同样
反映在图３和图4中。表1中列出了该电极材料具体的测试结果。
[0024] 实施例3
[0025] 本实施例的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仅仅是：
干燥好的浒苔与1M的KOH
溶液混合 ,浸48h，
然后经过干燥得到浒苔-KOH前驱体复合物，
控制浒苔与KOH的质量比为1:
0 .25。该电极材料用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负极在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量的变化同样
反映在图3和图4中。表1中列出了该电极材料具体的测试结果。
[0026]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
本发明的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的比表面积、孔体积较
高，
孔结构中微孔和介孔的比例得到了有效调控。此外，
样品中氧元素含量在11 at%以上，
氮元素含量接近1 at%，
证明成功实现了丰富的氮氧官能团掺杂修饰。在用于超级电容器电
极上，
比电容量由电流密度为1 A g-1下的充放电曲线计算得到；
电容保持率为100 A g-1电
流密度下的比电容相对于1 A g-1下比电容所占的百分比 ，
这一数值越高，
表明电极材料受
电流密度的影响越小，
相应的电化学电容性能越好。可以看出，
本发明制备的氮氧双掺杂浒
苔基碳材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其在离子液体中的比电容值可以高达
201 F g-1以上。在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上，
比容量由电流密度为0 .1 A g-1下循环10圈后的
充放电曲线计算得到。可以看出，
本发明制备的氮氧双掺杂浒苔基碳材料同样是一种比较
理想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其比容量均保持在1000 mAh g-1以上。
[002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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