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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

极极片及其制备方法。将以水性粘结剂、导电剂

和活性物质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好浆料涂覆于三

维多孔金属集流体上，经过烘干、滚压、切片或进

一步碳化等操作制备出锂离子电池用的三维电

极极片。本发明采用水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作为

粘结剂具有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环境友好等优

势。本发明制备出的三维电极极片具有多孔三维

结构，此种三维结构有利于电解液的浸润，改善

了电解液与活性物质的界面相容性，有效改善了

电池的放电倍率特性。本发明结构简单、制备工

艺简便，过程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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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1)将水性粘结剂、导电剂和活性物质混合，得到混合物后，用溶剂将所述混合物调制

成浆料，然后将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集流体浸泡于所述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所述

三维多孔金属集流体；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三维多孔金属集流体经过烘干、滚压、切片后，得到所述三维电

极极片；

所述步骤(1)中导电剂为导电聚合物与导电碳粉、乙炔黑、石墨烯中的至少一种的混合

物，所述导电聚合物为掺杂PSS的导电聚合物；

所述步骤(1)中活性物质为硅粉和硅基复合负极材料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步骤(2)中切片后在惰性气体保护气氛下碳化，得到所述三维电极片。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水

性粘结剂为水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水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2中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水

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为壳聚糖衍生物、羧甲基纤维素、海藻酸盐、水溶性萜烯树脂、水性聚

氨酯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三

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集流体为泡沫铜、泡沫镍和泡沫铝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以

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70％～90％，所述水性粘结

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9％～20％；所述步骤

(1)中浆料的粘度为1000cps～5000cps。

6.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碳

化温度为400～600℃，碳化时间为3h。

7.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方法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

8.一种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包含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储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为锂离子电池或超级电

容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4852013 B

2



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

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消费电子需求平稳增长，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迅猛发展以及新能源并

网发电站项目建设步伐加快，高性能储能电池成为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其中，锂离子

电池因其高电压、大容量、循环性能佳、低污染等优点在分布式发电储能等领域潜力巨大。

随着锂离子电池性价比的不断提升，锂电代替铅酸、镍氢电池等传统电池的趋势日益明显。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与活性物质材料的性能及电极片结构密切相关。目前，常见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有钴酸锂、磷酸铁锂及三元材料，负极材料主要有石墨、钛酸锂、硅基材料、过渡

金属氧化物，上述的活性物质(除了石墨负极)大部分都存在电子电导率差的问题，有些材

料(例如，硅基材料及过渡金属材料)还存在体积效应的问题。因此，设计开发新型电极片结

构利于提高极片的电子电导的同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活性材料的体积效应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0003] 商业中常用的正/负极集流体为铝/铜箔，极片的制作工艺是将含有导电剂，活性

物质的浆料通过粘结剂粘附于铜箔的表面，烘干后在一定压力下滚压得到电极极片。这种

电极的界面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极片的充放电性能。同时，由于这种箔片状集流体

表面较为光滑，一些体积效应较大的活性物质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容易从箔片状集流体上

剥离。CN  102437313A专利采用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铜或泡沫镍作为电极集流体，使用固相

填充和压制成型的方法制备出了一种大功率金属锂电池用负电极。这种方法有利于粉末锂

与电极集流体的直接接触但粘接牢固性有待进一步改善。有文献报道将石墨烯和硅的复合

物附着于三维泡沫石墨网上也有利于提高电极片的电化学性能，但相对于泡沫铜或泡沫镍

而言，泡沫石墨网的价格较高，且延展性不足。(Adv.Mater.2013,25,4673–4677)。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了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

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本发明还提供了采用该方法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及其用途。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

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水性粘结剂、导电剂和活性物质混合，得到混合物后，用溶剂将所述混合物

调制成浆料，然后将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集流体浸泡于所述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

所述三维多孔金属集流体；

[0007]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三维多孔金属集流体经过烘干、滚压、切片后得到所述三

维电极极片。

[0008]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水性粘结剂为水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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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水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为壳聚糖衍生物、羧甲基纤维素、

海藻酸盐、水溶性萜烯树脂、水性聚氨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导电剂为导电聚合物、导电碳粉、乙炔黑、石墨烯和导电银

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步骤(1)中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集流体为泡沫铜、泡沫镍和泡沫

铝中的一种；所述步骤(1)中活性物质为磷酸铁锂、钴酸锂、锰酸锂、镍钴锰、镍锰酸锂、磷酸

镍锂、磷酸钴锂、磷酸锰锂以及富锂固溶体正极材料中的至少一种，或者所述活性物质为硅

粉、石墨、钛酸锂、金属氧化物负极材料、锡基复合负极材料和硅基复合负极材料中的至少

一种。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导电聚合物为聚(3,4-亚乙二氧基噻吩)-聚(苯乙烯磺酸)、聚

苯胺和聚吡咯中的至少一种。更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导电剂为导电聚合物与导电碳粉、

乙炔黑、石墨烯和导电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在本发明中当选用负极材料作为活

性物质时，制备出的三维电极极片为三维负极电极片；当选用正极材料作为活性物质时，制

备出的三维电极极片为三维正极电极片。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

百分比为70％～90％，所述水性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导电剂所占的

重量百分比为9％～20％；所述步骤(1)中浆料的粘度为1000cps～5000cps。优选地，所述步

骤(1)中所述溶剂为水。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切片后在惰性气体保护气氛下碳化，得到所述三维电极极

片。在上述过程中水性粘结剂碳化形成支撑碳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三维电极极片的电子

电导。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碳化温度为400～600℃，碳化时间为3h。更优选地，所述步

骤(2)中碳化温度为500℃，碳化时间为3h。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三维电极极片，所述三维电极极片是采用上述所述方法制备

的。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储能装置，所述储能装置包含上述所述的三维电极极片。

[0016] 优选地，所述储能装置为锂离子电池或超级电容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本

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18] (1)本发明制备出的电极极片采用水溶性有机高分子材料作为粘结剂具有价格低

廉，来源广泛，环境友好等优势。

[0019] (2)本发明制备出的电极极片具有多孔三维结构，此种三维结构有利于电解液的

浸润，改善了电解液与活性物质的界面相容性，有效改善了电池的放电倍率特性。

[0020] (3)本发明采用了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作为电极集流体，有利于增加活性物

质与集流体的接触面积，改善了电极极片的电子电导率。

[0021] (4)本发明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经过滚压将活性物质紧锁于三维极片内部，此种

结构可以有效缓冲体积效应大的活性物质(例如，硅负极材料、硅基负极材料、过渡金属氧

化物等)在充放电过程中较大的体积变化，有利于提高电池的倍率性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

命。

[0022] (5)本发明通过在浆料中添加掺杂的导电聚合物聚(3,4-亚乙二氧基噻吩)、聚苯

胺、聚吡咯作为导电剂材料取代部分固相颗粒导电剂(导电碳粉、乙炔黑、石墨烯和导电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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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利用其易于形成具有高电导率的膜包覆在活性物质的表面从而改进电极材料的导电

性。同时，有利于浆料在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金属集流体中的填充。

[0023] (6)本发明结构简单、制备工艺简便，过程容易实现。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活性物质，2-导电剂，3-粘结剂，4-三维多孔金属集流体；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中使用的泡沫镍和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Si-PU-Ni  foam-

0)的扫描电镜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中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Si-PU-Ni  foam-0)作为锂离子电

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2中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Si-CMC-Ni  foam-0)作为锂离子

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实施例3中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Si-(C-CTS)-Ni  foam-0)作为锂

离子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的实施例4中制备的含有不用导电剂的三维电极极片(Si-Carbon，

Si-PEDOT:PSS，Si-PEDOT:PSS/Carbon)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的实施例5中不同煅烧温度下制备的含有支撑碳层在其中的硅碳三

维电极极片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的实施例6中制备的以泡沫铜为集流体的硅负极三维极片作为锂离

子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的实施例7中制备的以泡沫镍为集流体的含有支撑碳层的石墨负极

三维极片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35] 实施例1: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36] 以浓度为3.8wt.％的水溶性聚氨酯(PU)水溶液为粘结剂，单质硅粉作为负极活性

物质，乙炔黑为导电剂，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为集流体制备硅负极三维极片，实验步骤：

[0037] 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上述导电剂混合，得

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70％，

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0％，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20％；用水为溶剂

将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2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

浸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

干成电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片，之后用冲片机剪切，得到所述硅

负极三维极片(记为：Si-PU-Ni  foam-0)。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0038] 将上述负极浆料用涂膜机涂敷到20μm厚的铜箔上，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成

电极片，用冲片机剪切成负极片作为对比电极(记为：Si-PU-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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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400mA/g。

[0040] 试验结果如下：如图2所示，所使用的泡沫镍具有三维多孔结构(图2a)，利用其所

制成的三维电极极片中，硅活性物质均匀的镶嵌于泡沫镍中(图2b-d)。从图3可见，使用PU

为粘结剂，使用铜箔制备的传统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

库伦效率仅为10％，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972mAh/g，经过20次循环后容量迅速衰减到

294mAh/g，经过100次循环后容量仅剩208mAh/g。制备的硅负极三维极片，首次放电比容量

为4085mAh/g，首次库伦效率提高到74％，在经过100次后，依然保持794mAh/g的放电比容

量。通过对比可见，三维电极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硅的体积膨胀，从而改善了电化学

循环性能。

[0041] 实施例2：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42] 以浓度为2wt.％的羧甲基纤维素钠(CMC)水溶液为粘结剂，乙炔黑为导电剂，单质

硅粉作为负极活性物质，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为集流体制备硅负极三维极片，实验步骤：

[0043] 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上述导电剂混合，得

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90％，

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9％；用水为溶剂将

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4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浸

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

成电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片，之后用冲片机剪切，得到所述硅负

极三维极片(记为：Si-CMC-Ni  foam-0)。

[0044] 将上述负极浆料用涂膜机涂敷到20μm厚的铜箔上，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成

极片，用冲片机剪切成负极片作为对比电极(记为：Si-CMC-Cu)。

[0045]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200mA/g。

[0046]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4可见，使用CMC为粘结剂，使用铜箔制备的传统电极极片在电

流密度为2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库伦效率为65％，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611mAh/

g，经过60次循环后容量迅速衰减到227mAh/g，经过100次循环后容量仅剩35mAh/g。制备的

三维电极极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889mAh/g，首次库伦效率为61％，在经过100次后，依然

保持1229mAh/g的放电比容量。通过对比可见，三维电极极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硅的

体积膨胀，从而改善了电化学循环性能。

[0047] 实施例3：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48] 以浓度为5wt.％的羧化壳聚糖(C-CTS)的水溶液为粘结剂，乙炔黑为导电剂，三维

多孔结构的泡沫镍为集流体制备的硅负极三维极片，实验步骤：

[0049] 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上述导电剂混合，得

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80％，

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5％，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5％；用水为溶剂将

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3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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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

成电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片，之后用冲片机剪切，得到所述硅负

极三维极片(记为：Si-(C-CTS)-Ni  foam-0)。

[0050] 将上述负极浆料用涂膜机涂敷到20μm厚的铜箔上，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成

电极极片，用冲片机剪切成负极片作为对比电极(记为：Si-(C-CTS)-Cu)。

[0051]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400mA/g。

[0052]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5可见，使用C-CTS为粘结剂，使用铜箔制备的传统电极极片在

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库伦效率为67％，首次放电比容量为

3618mAh/g，经过100次循环后容量仅剩587mAh/g。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

4026mAh/g，首次库伦效率为65％，在经过100次后，依然保持1466mAh/g的放电比容量。通过

对比可见，三维电极极片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硅的体积膨胀，从而改善了电化学循环

性能。

[0053] 实施例4：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54] 以浓度为3.5wt.％的聚氨酯(PU)水溶液为粘结剂，单质硅粉作为负极活性物质，

以乙炔黑(Carbon)、PEDOT:PSS(美国SigamaAldrich公司商业产品)以及质量比为1:1的乙

炔黑和PEDOT:PSS的混合物分别作为导电剂，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为集流体制备的硅负

极三维极片，实验步骤：

[0055] 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上述导电剂混合，得

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70％，

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0％，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20％；用水为溶剂

将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2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

浸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

干成电极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片，之后用冲片机剪切，得到所述

硅负极三维极片(以乙炔黑、PEDOT:PSS以及乙炔黑和PEDOT:PSS的混合物分别作为导电剂

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分别记为：Si-Carbon，Si-PEDOT:PSS，Si-PEDOT:PSS/Carbon)。

[0056]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400mA/g。

[0057]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6可见，Si-Carbon电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

充放电，首次库伦效率为74％，首次放电比容量为4085mAh/g，经过77次循环后容量剩

943mAh/g。Si-PEDOT:PSS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库伦效

率为71％，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944mAh/g，经过77次循环后容量为1218mAh/g。Si-PEDOT:

PSS/Carbon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库伦效率为71％，首

次放电比容量为3971mAh/g，经过77次循环后容量为1498mAh/g。对比可见，在浆料中添加掺

杂的导电聚合物作为导电剂取代部分固相颗粒导电剂(如乙炔黑)，利用其易于在活性物质

的表面形成具有高电导率的膜包覆从而改进电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

[0058] 实施例5：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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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含有支撑碳层的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备，实验步骤：

[0060] 含有支撑碳层的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实施例4中制备得的Si-PEDOT:PSS/

Carbon三维电极片，冷却至室温后在氩气保护气氛下于400～600℃煅烧3h后，其中粘结剂

碳化形成支撑碳层，冷却至室温后得到含有支撑碳层在其中的硅碳三维电极极片。

[0061]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400mA/g。

[0062]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7可见，硅碳三维电极极片经过煅烧后，电化学性能有所提高，

在400℃煅烧3h后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放

电比容量为4047mAh/g，经过83次循环后容量为1525mAh/g，容量保持率为37.9％。在500℃

煅烧3h后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放电比容

量为4004mAh/g，经过83次循环后容量为2196mAh/g，容量保持率为54.8％。在600℃煅烧3h

后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下充放电，首次放电比容量为

4165mAh/g，经过83次循环后容量为1791mAh/g，容量保持率为43.0％。通过对比可见，在500

℃条件进行煅烧后制备的硅碳三维电极极片具有最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0063] 实施例6：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64] 以浓度为3.8wt.％的水溶性聚氨酯(PU)水溶液为粘结剂，单质硅粉作为负极活性

物质，质量比为1:1的乙炔黑和PEDOT:PSS的混合物为导电剂，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铜为集

流体制备硅负极三维极片，实验步骤：

[0065] 硅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上述导电剂混合，得

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70％，

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10％，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20％；用水为溶剂

将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2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

浸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

干成电极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极片，之后用冲片机剪切，得到所

述硅负极三维极片(记为：Si-PU-Cu  foam)。

[0066] 将上述制备的Si-PU-Cu  foam的三维电极极片，在氩气保护气氛下于500℃煅烧3h

后，其中粘结剂碳化形成支撑碳层，冷却至室温后得到含有支撑碳层的硅碳三维电极极片

(记为：Si-C-Cu  foam)。

[0067] 将上述浆料用涂膜机涂敷到20μm厚的铜箔上，于真空烘箱中在60℃下烘干，用冲

片机剪切成负极片作为对比电极(记为：Si-PU-Cu-2)。

[0068]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围为0.01-

1.50V，电流密度为400mA/g。

[0069]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8可见，Si-PU-Cu-2电极片在电流密度为400mA/g的电流密度

下充放电，首次放电比容量为4164mAh/g，经过30次循环后容量迅速衰减到0mAh/g。使用泡

沫铜为集流体制备的三维电极极片Si-PU-Cu  foam，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820mAh/g，在经过

100次后，依然保持418mAh/g的放电比容量。通过对比可见，三维电极极片有利于在一定程

度上缓冲硅的体积膨胀，从而改善了电化学循环性能。三维电极极片经过高温煅烧碳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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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Si-C-Cufoam的极片，首次放电比容量为3045mAh/g，在经过100次后，依然保持

2636mAh/g的放电比容量。对比可见，经过高温煅烧后，粘结剂进一步转化为支撑碳层填充

于三维电极极片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电极极片的电化学性能。

[0070] 实施例7：本发明所述基于水性粘结剂的三维电极极片的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例

[0071] 以浓度为3.8wt.％的水溶性聚氨酯(PU)水溶液为粘结剂，石墨作为负极活性物

质，乙炔黑为导电剂，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为集流体制备含有支撑碳层的石墨负极三维

极片，实验步骤：

[0072] 含有支撑碳层的石墨负极三维极片的制作：将上述负极活性物质、上述粘结剂和

上述导电剂混合，得到混合物，其中以所述混合物总重量为基准，所述负极活性物质所占的

重量百分比为90％，所述粘结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5％，所述导电剂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为

5％；用水为溶剂将所得混合物调成粘度为4000cps的负极浆料，将1.0mm厚的三维多孔结构

的泡沫镍集流体浸泡于浆料中，完全浸润后取出三维多孔结构的泡沫镍集流体，于真空烘

箱中在60℃下烘干成电极极片，用辊压机将其滚压成厚度为30μm厚的电极极片，之后用冲

片机剪切，得到石墨负极三维极片。将上述制备的石墨负极三维极片，在氩气保护气氛下于

500℃煅烧3h后，其中粘结剂碳化形成支撑碳层，冷却至室温后得到含有支撑碳层的石墨负

极三维极片。

[0073] 电池的制作：以锂片为对电极，以聚乙烯膜为隔膜，以1M  LiPF6/EC：DEC：DMC(v：v：

v＝1：1：1)为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CR2025)于0.2C倍率下进行恒电流充放电测试，电压范

围为0.01-3.0V。

[0074] 试验结果如下：从图9可见，有支撑碳层的石墨负极三维极片在电流密度为0.2C倍

率下充放电，首次放电比容量为414mAh/g，首次库伦效率为88.7％，经过96次循环后容量维

持在340mAh/g，容量保持率为82％。

[0075]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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