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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领域，
具体
提供了一种新型无粘结剂MnCo2S4极片的制备技
术。
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
对泡沫镍进行预处理以
除去表面杂质；
然后，
加入一定比例锰源、
钴源和
尿素 ，采用水热合成法在泡沫镍基底原位生长
M n C o 2 O 4 前 驱 体 ；最 后 ，将 该 前 驱 体 硫 化 生 成
MnCo2S4。相比于MnCo2O4前驱体，
所制备的MnCo2S4
电极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
高比容量及优异的
倍率性能。本发明通过原位生长技术，
避免了有
机粘结剂的使用，
大大提高了极片的电 化学性
能，
并简化了涂布法制备极片这一工艺；
同时，
所
采用的原料廉价易得、成本低、
反应条件绿色温
和、
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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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分别采用稀盐酸、
丙酮和去离子水清洗市售泡沫镍，
去除表面的有机和无机杂质，
80
℃真空干燥备用；
2)将锰源、钴源、尿素溶解在去离子水中，
然后置于高压反应釜中，
并将预处理的泡沫
镍放入其中，
在100~180℃进行水热反应6~12h，
获得在泡沫镍表面生长的MnCo2O4前驱体；
3)将MnCo2O4前驱体通过去离子水清洗，
然后在反应釜中加入硫源，
于120~180℃下水热
反应4~8h，
去离子水清洗，
80℃真空干燥后得到在泡沫镍原位生长的MnCo2S4。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锰
源：
钴源：
尿素的摩尔比为1：
2：
6-10。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
-1
硫源加入的量以硫化钠计为0 .1-0 .2molL 。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水
热反应的条件为于120℃反应8h。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水
热反应的条件为于140℃反应6h。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泡沫镍基
-2
底生成MnCo2S4的质量密度为2 .5~3 .2 mg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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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新型无粘结剂MnCo2S4极片的
制备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全球资源和能源日渐短缺，
特别是化石燃料日益耗尽
以及由其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开发经济、环保、
高效、
高性
能可再生储能系统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超级电容器因其功率密度高、循环性能
好、充电速度快等优点，
有望应用于电动汽车、风能发电、航空航天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等
诸多领域。
[0003] 电极材料是决定储能器件性能的核心因素，
兼具高比容量、
高能量密度、
良好倍率
性能及循环稳定性的电极材料一直是超级电容器研究的重点。
目前，
超级电容器用电极材
料主要包括碳材料、
金属氧化物、
导电聚合物三大类。金属氧化物，
如NiO，
Co3O4 ，
MnO2 ，
MnO，
NiCo2O4等由于能够发生法拉第赝电容反应而具有远高于碳材料的比电容和比能量，
有望作
为未来超级电容器的主要材料。然而，
金属氧化物材料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仍落后于
碳材料，
这成为限制其实际应用的瓶颈因素。金属硫化物与其相对应的金属氧化物相比具
有更高的电导率和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同时，
二元复合金属硫化物与单金属硫化物相比 ，
可
以结合两种金属离子的贡献，
提供更多的氧化还原反应位点，
因而高电导率二元复合金属
硫化物是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理想选择。
[0004] 除去电极材料的影响，
极片制备工艺对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传统
的极片都以涂布法制备，
但该过程中需要使用有机粘结剂，
而粘结剂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极
片的电导率、
比容量和倍率性能；
为了减少粘结剂的影响，
通常需要加入一定量的导电剂，
但导电剂仅起导电的作用，
对材料比容量没有贡献；
此外，
导电剂的存在又会影响器件的振
实密度和体积，
这对于实际应用极为不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提供一种在泡沫镍基底原位制备高
电导率MnCo2S4的方法，
成功避免了有机粘结剂和无机导电剂的使用，
克服了由于低电导率
导致的氧化物材料倍率性能差的缺点。
[0006]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首先，
对泡沫镍进行预处理
以除去表面杂质，
然后加入一定比例的锰源、
钴源和尿素，
采用水热合成法在泡沫镍基底原
位生长MnCo2O4前驱体，
最后将该前驱体硫化生成MnCo2S4。
[0007] 进一步，
步骤如下：
1）分别采用稀盐酸、
丙酮和去离子水清洗市售泡沫镍，
去除表面的有机和无机杂质，
80
℃真空干燥备用；
2）将锰源、钴源、
尿素在去离子水中充分溶解得到反应液，
然后置于高压反应釜中，
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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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处理的泡沫镍放入反应液中 ，
100 ~ 180℃进行水热反应6 ~ 12h，
获得泡沫镍表面生长
MnCo2O4前驱体；
3）将MnCo2O4前驱体通过去离子水清洗，
然后在反应釜中加入硫源，
于120~180℃下水
热反应4~8h，
清洗干燥后得到在泡沫镍表面生长的MnCo2S4。
[0008] 进一步，
步骤2）中锰源：
钴源：
尿素的摩尔比为1：
2：
6-10。其中锰源可以是锰盐类
物质，
钴源可以是钴盐类物质。
其中，
锰源在溶液中的摩尔浓度为0 .01-0 .1molL-1。
[0009] 进一步，
步骤3）中，
硫源加入的量以硫化钠计为0 .1-0 .2molL-1。
[0010] 更进一步，
步骤2）中水热反应的条件为于120℃反应8h。
[0011] 更进一步，
步骤3）中水热反应的条件为于140℃反应6h。
[0012] 该制备方法制备在泡沫镍基底生成MnCo2S4的质量密度为2 .5 3 .2 mg cm-2。
~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 ，
具有如下优点：
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制备过程简便、
成本
低廉的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制备方法；
2、
通过水热合成法，
在泡沫镍基底原位生长高电
导率MnCo2S4 ，
成功避免了粘结剂和导电剂的使用，
可有效提高极片的电导率和倍率性能，
并
减小器件的体积；
3、
所制备的MnCo2S4与MnCo2O4 相比 ，
导电性更好，
比电容更高，
倍率性能优
良。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S4在不同扫描速率下的循环伏安（CV）曲线
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S4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图；
图 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S4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量值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S4循环稳定性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S4的电化学阻抗谱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O4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制备的MnCo2O4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量值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以具体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
实施例1
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 ，
通过下列步骤制得：
1）清洗泡沫镍：
将泡沫镍裁剪成1 cm *2 cm，
先用3M稀盐酸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
除去表面氧化层，
再用丙酮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表面的有机杂质，
最后反复用去
离子水清洗3次，
放入干燥箱中80 ℃烘干5h，
备用；
2）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 2 O 4 前驱体 ：将1mmol 氯化锰、2mmol氯化钴 ，
8mmol尿素溶解在37 .5mL去离子水中，
接着将其倒入高压反应釜中，
再将一片预处理过的泡
沫镍放入其中，
最后将高压反应釜充分拧紧，
置于炉中在 120℃加热反应8h，
得到生长在泡
沫镍表面的MnCo2O4前驱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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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原位生长MnCo2S4 ：
将50mL 0 .1molL-1 的硫化钠溶液转移
到反应釜中，
密封，
140℃反应6h。待反应釜冷却至室温时，
取出负载有活性物质的泡沫镍，
无水乙醇洗涤3次 ，去离子水清洗3次 ，80℃条件下干燥 8h ，得到在泡沫镍表面生长的
MnCo2S4 ，
并且MnCo2S4在泡沫镍表面的质量密度为3 .1 mg cm-2。
[0017] 将上述电极材料剪裁成合适的大小，
组成三电极体系进行测试，
测试该超级电容
器电极的循环伏安特性、
比容量、倍率性能、
交流阻抗和循环稳定性能。所用电解液为2mol
-1
L 的KOH 溶液，
参比电极选用饱和甘汞电极，
辅助电极选择铂电极。
[0018] 电化学结果分析：
图1为材料在不同扫描速率下的循环伏安（CV）曲线图，
该图中能
-1
够明显看到10~100 mVs 的范围内，
每个封闭曲线都有一对较明显的氧化还原峰，
说明发
生了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
在扫描速率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CV 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
形，
这说明了其快速的充放电性能。
图2为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图，
由图可
见其充放电曲线的充电和放电部分基本对称，
并且当电流密度发生变化时，
也并没有很明
显的电压降，
则说明了该电极材料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和库伦效率；
根据放电时间，
算出不同
-1
电流密度下的比电容，
如图3所示。在电流密度为 1，
2，
4，
6，
8 和 10 A g 时，
计算所得比
-1
容量分别为444 .8，
413 .5，
388 .5，
358 .2，
332 .8 和 301 F g ，
证明该材料具有较大的电容
量和优良的倍率性能。
电极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如图4所示，
在电流密度为6 A g -1下对电极
材料进行了2000次连续的充放电循环，
比电容保持率约92%，
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电化学循环
稳定性。
图5为MnCo2S4的电化学阻抗谱，
其中高频区的半圆表示其电荷转移阻抗(R ct ) ，
半
圆直径越小说明其电荷转移阻抗较小，
半圆弧起点在横轴上的截距是本征阻抗(R b) ，
在低
频区域上的斜率表示了它的扩散阻抗，
斜率越高，
扩散阻抗越低；
由图可知，
由于无粘结剂
极片的高电导率，
该MnCo2S4扩散电阻较低。
[0019] 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 2O 4的制备方法，
与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的区别仅在
于：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负载有MnCo2O4前驱体的泡沫镍在80℃下干燥8 h，
之后将其置入
马弗炉中300℃退火2 h，
其余条件及参数相同。
[0020] MnCo2S4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如图2所示，
MnCo2O4在不同电流密
度下的恒电流充放电曲线如图6所示，
结合图2和图6可知，
在相同电流密度下，
MnCo2S4比起
对应的氧化物具有更长的充放电时间，
证明MnCo 2 S4更高的比容量和更优异的电荷储存能
力。
[0021] MnCo2S4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量值如图3所示，
MnCo2O4在不同电流密度下比容值如
图7所示，
结合图3和图7可知，
在相同条件下，
MnCo2S4具有更优异的倍率性能，
证明硫化物具
有更高的电导率。
[0022] 实施例2
一种超级电容器用MnCo2S4 ，
通过下列步骤制得：
1）清洗泡沫镍：
将泡沫镍裁剪成1cm*2 cm：
先用3M稀盐酸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
去表面氧化层，
再用丙酮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表面的有机杂质，
最后反复用去离
子水清洗3次，
放入干燥箱中80℃烘干5h，
备用；
2）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 2O 4前驱体：
将0 .5mmol 氯化锰、1mmol氯化钴，
4mmol尿素溶解在37 .5mL去离子水中，
接着将其倒入高压反应釜中，
再将一片预处理过的泡
沫镍放入其中，
最后将高压反应釜充分拧紧，
置于炉中在 120℃加热反应8h，
得到生长在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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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镍表面的锰钴氧化物物前驱体；
3）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2S4 ：
将25mL 0 .1molL-1 的硫化钠溶液转移到反
应釜中，
密封，
140℃反应6h。待反应釜冷却至室温时，
取出负载有活性物质的泡沫镍，
无水
乙 醇洗涤3次 ，去离子水清洗3次 ，80℃条件下干燥8h ，得到在泡沫镍表面原位生长的
MnCo2S4 ，
并且MnCo2S4在泡沫镍表面的质量密度为2 .9 mg cm-2。
[0023] 实施例3
1）清洗泡沫镍：
将泡沫镍裁剪成1 cm*2 cm：
先用稀盐酸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
表面氧化层，
再用丙酮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表面的有机杂质，
最后反复用去离子
水清洗3次，
放入干燥箱中80℃烘干5h，
备用；
2）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 2 O 4 前驱体 ：将1mmol 硝酸锰、2mmol硝酸钴 ，
6mmol尿素溶解在 37 .5mL去离子水中，
接着将其倒入高压反应釜中，
再将一片预处理过的
泡沫镍放入其中，
最后将高压反应釜充分拧紧，
置于炉中在 100℃加热反应12h，
得到生长
在泡沫镍表面的锰钴氧化物前驱体；
3）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2S4 ：
将50mL 0 .15molL-1 的硫化钠溶液转移到反
应釜中，
密封，
120℃反应8h。待反应釜冷却至室温时，
取出负载有活性物质的泡沫镍，
无水
乙醇洗涤3次，
去离子水清洗3次，80℃条件下干燥8h，
得到在泡沫镍表面生长的MnCo2S4 ，
并
-2
且MnCo2S4在泡沫镍表面的质量密度为2 .5 mg cm 。
[0024] 实施例4
1）清洗泡沫镍：
将泡沫镍裁剪成1 cm*2 cm：
先用稀盐酸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
表面氧化层，
再用丙酮浸泡20min超声清洗30min除去表面的有机杂质，
最后反复用去离子
水清洗3次，
放入干燥箱中80℃烘干5h，
备用；
2）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 2 O 4 前驱体 ：将1mmol 硝酸锰、2mmol硝酸钴 ，
10mmol尿素溶解在 37 .5mL去离子水中，
接着将其倒入高压反应釜中，
再将一片预处理过的
泡沫镍放入其中，
最后将高压反应釜充分拧紧，
置于炉中在 180℃加热反应6h，
得到生长在
泡沫镍表面的锰钴氧化物前驱体；
3）采用水热法在泡沫镍表面生长MnCo2S4 ：
将50mL 0 .2molL-1 的硫化钠溶液转移到反
应釜中，
密封，
180℃反应4h。待反应釜冷却至室温时，
取出负载有活性物质的泡沫镍，
无水
乙醇洗涤3次，
去离子水清洗3次，
80℃条件下干燥8h，
得到在泡沫镍表面生长的MnCo2S4 ，
并
-2
且MnCo2S4在泡沫镍表面的质量密度为2 .6 mg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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