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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

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木材沿垂直生

长方向切片，制备横切面木材基板；将基板浸入

缓冲混合液中进行脱木素处理，之后冷冻干燥得

到柔性木材基板；将柔性木材基板浸没于碳纳米

管分散液中进行超声波‑水热处理，利用木材分

级多孔结构，木质纤维素上的羟基与酸化多壁碳

纳米管上的羧基形成氢键，从而使碳纳米管自组

装到木材表面及孔道上得到柔性木质导电基板；

将导电基板放入KMnO4和K2SO4混合液中进行还原

反应，最终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

料。本发明方法制备工艺简单，反应条件温和，有

利于工业化生产，可广泛应用于电学、智能响应

材料以及电磁屏蔽材料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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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1）将木材沿着垂直于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具有横切面的木材基板；

（2）将步骤（1）中所到的木材基板浸入脱木质素溶液中，加热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取

出样品，洗净，干燥；

（3）将步骤（2）中得到的脱木素基板浸没于多壁碳纳米管（MWNTs）的丙酮分散液中，涂

覆完成后自然干燥；

（4）将步骤（3）中所得到的柔性导电木材基板，放入盛有KMnO4和K2SO4的混合溶液的烧

杯中，加热，反应完毕，将样品洗净，干燥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木材基板厚度为

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脱木质素溶液为2.5 

mol/L  NaOH和0.4  mol/L  Na2SO3的混合水溶液或用CH3COOH调pH至4.6的NaClO2溶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加热为90℃下水浴

加热90min,所述的洗净为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干燥为将样品先放入

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多壁碳纳米管（MWNTs）的丙酮分散液

按如下方法配置：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

高速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的混合溶液按如下方

法配置：将200mL  0.1mol/L的KMnO4溶液与200mL  0.1mol/L的K2SO4溶液混合，用高速分散机

分散5h得到混合溶液，其中，K2SO4的作用是矿化剂，促进MnO2在碳纳米管表面生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加热为将样品放入盛

有KMnO4和K2SO4混合溶液的烧杯中，然后转移至烘箱中反应10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干燥为将样品先放入

冰箱中冻干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得到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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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

制备方法，属于木质基储能材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柔性便携式可穿戴电子设备因其具有高柔韧性、可

拉伸，轻质的优点在各个领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应用，例如军事设备，医疗和生物监测设

备，建筑行业以及家庭可穿戴电子设备。因此，柔性并且轻便的储能装置将有很大的市场需

求，作为现在深受关注的储能器件之一的柔性超级电容器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0003] 超级电容器，又叫做电化学电容器，是近几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能量

存储和转换器件。具有比电容高、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高、充电和放电时间短、使用寿命长、

使用范围广，安全性高的优点。其基本结构主要有电极，电解液和隔膜组成，其中电极材料

的种类直接影响超级电容器的性能。目前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可分为碳材料、金属氧化

物材料、导电聚合物材料和复合电极材料四大类。不同的电极材料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当被

单独用作电化学电容器的电极材料时，可能会出现比能量低，电化学性能差、成本高等不足

之处。而根据材料的不同制备复合电极材料，往往比单独使用一种材料制成的电极具有更

多的优点，也更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因此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0004] 要制备柔性超级电容器电极，需要柔性材料作为衬底。当前，柔性基底材料大多使

用的是纤维素纸、纳米纤维素、碳纳米管，石墨烯等，从木材到纤维素纸或纳米纤维素，其制

备过程不但产生大量能耗以及污染，同时也失去了木材的天然多孔特性，而将碳纳米管和

石墨烯虽然性能优异，但成本高，制备工艺复杂，不适合工业化生产。天然木材是一种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组成的多孔复合材料，其具有微孔，中孔，大孔，这为设计先进的木材

基多功能材料提供了结构基础。通过部分脱除木质素，木材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显著提高，

而且木材变得有一定的柔性，这对开发基于生物质(包括木材)的多功能先进复合材料具有

深远意义。专利CN107742583A公开了一种木质基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通过将木材切

片并负载还原氧化石墨烯从而得到复合电极材料；专利CN109049215A公开了一种透明且导

电的柔性木质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通过将木材切片并脱木素处理，置于导电溶液中得

到了复合材料。上述制备方法或者柔性较差，或者制备工艺复杂。因此，发明一种具有良好

电化学性能，高柔韧性的木质基复合电极材料并用于超级电容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旨在提供一种绿色环保，简单易行的新型木质基

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超级电容器柔性电极具有优异的拉伸性能、弯

曲性能。

[0006] 具体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的：

[0007] 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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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将木材沿着垂直于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具有横切面的木材基板。

[0009] (2)将步骤(1)中所到的木材基板浸入脱木质素溶液中，加热进行反应，反应结束

后取出样品，洗净，干燥。

[0010] (3)将步骤(2)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浸没于碳纳米管分散液中，负载完成后自

然干燥。

[0011] (4)将步骤(3)中所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放入盛有KMnO4和K2SO4的混合溶液的烧

杯中，加热，反应完毕，将样品用去离子水洗净，干燥处理。

[0012] 优选的，步骤(1)中切割木材所用器材为小型台锯。

[0013] 优选的，步骤(1)中的木材选择的是密度较小的轻质木材，例如，巴尔沙木，杨木，

泡桐木等。

[0014] 优选的，步骤(1)中木材基板的厚度为0.3-1mm，最优选择0.5mm。

[0015] 优选的，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洗净后，60℃下真空干燥12h备用。

[0016] 优选的，步骤(2)中脱木质素溶液为NaOH和Na2SO3或者是NaClO2和CH3COOH的混合

溶液。

[0017] 优选的，步骤(2)中脱木质素溶液为NaOH和Na2SO3的水溶液，优选NaOH溶液的浓度

为1-5mol/L，最优选择2.5mol/L，Na2SO3溶液优选0.3-0.8mol/L最优选择0.4mol/L。

[0018] 优选的,步骤(2)中脱木质素溶液为NaClO2和CH3COOH的混合溶液。NaClO2优选

2wt％-5wt％，最优选2wt％，pH优选4-6，最优选4.6。

[0019]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反应是在加热温度为80-100℃条件下反应90-120min。

[0020] 最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的加热为90℃下水浴加热90min。

[0021]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的洗净为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

[0022]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干燥为将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

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23] 优选的，步骤(2)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放入盛有碳纳米管分散液的烧杯中，转

移至超声波清洗机，超声浸渍120min。

[0024] 更优选的，重复步骤(3)的操作2-3次。

[0025] 优选的，步骤(3)中所述的碳纳米管分散液为多壁碳纳米管(MWNTs)的丙酮溶液。

[0026] 优选的，步骤(3)中所述的多壁碳纳米管(MWNTs)的丙酮分散液按如下方法配置：

[0027] 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离心

机离心，取上层溶液。

[0028] 更优选的，步骤(3)中的MWNTs的丙酮溶液，MWNTs管径为8-15nm，MWNTs的含量为

2wt％。

[0029] 优选的，步骤(3)中涂覆完成的柔性导电基板先在滤纸上吸去表面的分散液，然后

自然干燥2天。

[0030]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的混合溶液按如下方法配置：

[0031] 将200mL  0.1mol/L的KMnO4溶液与200mL  0.1mol/L的K2SO4溶液混合，用高速分散

机分散5h得到混合溶液，其中，K2SO4的作用是矿化剂，促进MnO2在碳纳米管表面生长。

[0032]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加热为将柔性导电基板放入盛有混合溶液的烧杯中，然后

转移至烘箱中反应8-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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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更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加热为将柔性导电基板放入盛有混合溶液的烧杯中，然

后转移至烘箱中反应10h。

[0034]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4)中盛有混合溶液的烧杯需要包覆上保鲜膜。

[0035]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的洗净为将样品用去离子水反复清洗。

[0036]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干燥为将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

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37] 本发明方法采用部分脱木质素的木材基板，脱木质素后木材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率

增加，但保留了木材的天然结构，同时冷冻干燥后样品又具有一定的柔性，利用木材的分级

多孔结构，使碳纳米管自组装到木材的表面及其孔道上使其成为柔性导电基板，然后采用

低温水热法在碳纳米管表面生成MnO2,从而得到具有高柔性，轻质，低成本，优异电化学性

能的木质基复合电极材料。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拥有如下优点和优异效果：

[0038] (1)本发明在制备木质基复合电极材料的过程中，基底材料选用了来源广泛，绿色

环保，低成本的天然木材，代替了昂贵的石墨烯，以及制备工艺复杂的纤维素纸等材料，并

且采用负载碳纳米管的方式使其具有高导电性，而传统的高温炭化耗时长，浪费能源，而且

电极材料易脆。

[0039] (2)本发明利用部分脱木素木材做基底，利用木材独特的三维孔道结构，碳纳米管

和二氧化锰做活性材料，解决了单一电极材料时，可能会出现比能量低，电化学性能差、成

本高等不足之处，从而提高了电化学性能。

附图说明

[0040] 图1a为木质基复合电极材料图1b为复合材料柔性展示效果图图1c为复合电极材

料SEM图图1d为复合材料充放电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方法，以

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问题。以下结合具体事例对本发明方案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叙

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和实施方式并不仅限于此。

[0042] 实施例1：

[0043] (1)巴尔沙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

木材基板。

[0044]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045] (3)将步骤(2)中的样品放入2.5mol/L  NaOH和0.4mol/L  Na2SO3的混合水溶液中，

90℃下水浴加热90min。

[0046] (4)将步骤(3)中的脱木素木材基板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

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47]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048]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放入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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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g/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049]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050] (8)将步骤(7)中的样品盛有放入200mL  0.1mol/L的KMnO4溶液与200mL  0.1mol/L

的K2SO4溶液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051] (9)将步骤(8)中的木质基复合材料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

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052]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如图1a所示，可见，制备的电极材料有良好

的弯曲性能，经过200次弯曲没有开裂情况。图1c所示为电极材料的场发射扫描电镜示意

图，电极的多通道结构具有粗糙的花瓣状表面，在化学处理和负载CNT涂层后保持完整。值

得注意的是，整个木材通道的大部分封锁都通过化学处理去除。电化学测试得到，电极材料

的比电容达到3867F/cm2。

[0053] 实施例2：

[0054] (1)将巴尔沙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

2.5mm木材基板。

[0055]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056] (3)将步骤(2)中的木材基板浸入NaClO2溶液中，用CH3COOH调pH至4.6，加热煮沸

1h。

[0057] (4)将步骤(3)中的脱木素木材基板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

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58]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059]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1mg/

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060]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061] (8)将步骤(7)中的脱木素木材基板盛有放入200mL  0 .1mol/L的KMnO4溶液与

200mL0.1mol/L的K2SO4溶液的烧杯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062] (9)将步骤(8)中的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

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063]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也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电化学测试得到，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3735mF/cm2。

[0064] 实施例3：

[0065] (1)将杨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木

材基板。

[0066]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067] (3)将步骤(2)中的木材基板放入2.5mol/L  NaOH和0.4mol/L  Na2SO3的混合水溶液

中，90℃下水浴加热90min。

[0068] (4)将步骤(3)中的脱木素木材基板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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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69]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070]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放入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1mg/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071]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072] (8)将步骤(7)中的柔性导电木材基板盛有放入200mL  0 .1mol/L的KMnO4溶液与

200mL  0.1mol/L的K2SO4溶液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073] (9)将步骤(8)中的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

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074]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也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电化学测试得到，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3812mF/cm2。

[0075] 实施例4：

[0076] (1)将杨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木

材基板。

[0077]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078] (3)将步骤(2)中的木材基板浸入NaClO2溶液中，用CH3COOH调pH至4.6，加热煮沸

1h。

[0079] (4)将步骤(3)中的样品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

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80]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081]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1mg/

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082]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083] (8)将步骤(7)中的柔性导电基板盛有放入200mL  0 .1mol/L的KMnO4溶液与

200mL0.1mol/L的K2SO4溶液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084] (9)将步骤(8)中的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

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085]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也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电化学测试得到，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3789mF/cm2。

[0086] 实施例5：

[0087] (1)将泡桐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

木材基板。

[0088]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089] (3)将步骤(2)中的木材基板放入2.5mol/L  NaOH和0.4mol/L  Na2SO3的混合水溶液

中，90℃下水浴加热9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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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4)将步骤(3)中的样品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

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091]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092]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1mg/

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093]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094] (8)将步骤(7)中的木材基板盛有放入200mL  0 .1mol/L的KMnO4溶液与200mL 

0.1mol/L的K2SO4溶液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095] (9)将步骤(8)中的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

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096]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也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电化学测试得到，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3835mF/cm2。

[0097] 实施例6：

[0098] (1)将泡桐木沿着生长方向进行切片，得到厚度为0.5mm，长宽尺寸为4.5×2.5mm

木材基板。

[0099] (2)将步骤(1)中得到的木材基板用去离子水反复冲洗，然后在真空干燥箱60℃下

放置12h备用。

[0100] (3)将步骤(2)中的木材基板浸入NaClO2溶液中，用CH3COOH调pH至4.6，加热煮沸

1h。

[0101] (4)将步骤(3)中的样品依次用乙醇和去离子水洗净，将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

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冷冻干燥36h。

[0102] (5)用浓硫酸和硝酸预处理碳纳米管粉末，加入丙酮溶液，超声分散1-2h,用高速

离心机离心，取上层溶液得到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

[0103] (6)将步骤(4)中得到的脱木素木材基板盛有多壁碳纳米管的丙酮分散液(1mg/

mL)的烧杯中，超声波辅助浸渍2h。

[0104] (7)将步骤(6)中的样品在空气中干燥。

[0105] (8)将步骤(7)中的柔性导电基板盛有放入200mL  0 .1mol/L的KMnO4溶液与

200mL0.1mol/L的K2SO4溶液中，然后将烧杯转移至鼓风干燥箱中，60℃下反应10h。

[0106] (9)将步骤(8)中的样品先放入冰箱中冷冻12h，然后转移至冷冻干燥机在-45℃下

冷冻干燥36h，得到所述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

[0107] (10)制备的木质基柔性复合电极材料也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电化学测试得到，电

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3809m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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