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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通过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法

制备五氧化二钒包覆的高性能的三元正极材料

的方法。(1)将镍钴锰源和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溶

于蒸馏水中，充分溶解，两溶液混合后转移至反

应釜中，并将反应釜置于烘箱中，反应得到三元

前驱体。(2)按照质量分数比称取偏钒酸铵溶于

去离子水中，用DF-101S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

器在一定条件下恒温搅拌溶解均匀，溶液变成淡

黄色后，停止加热，得到V2O5溶液。(3)取一定量

V2O5溶液，将前驱体和锂源研磨得到的混合物加

入V2O5溶液，搅拌均匀烘干，在马弗炉空气气氛

下将混合物进行分步烧结，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

到LiNi1/3Co1/3Mn1/3O2/V2O5。本发明工艺简单，成

本低廉，制备出了以五氧化二钒包覆的倍率和循

环性能等电化学性能良好的LiNi1/3Co1/3Mn1/3O2/

V2O5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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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法制备五氧化二钒包覆的高性能的三元正极材料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按化学计量比称取0.001～0.01mol镍源、0.001～0.01mol钴源、0.001～0.01mol锰

源,三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40～200mL的去离子水；再依照化学计量比称取0.003～

0.012mol碳酸盐、0.001～0.005mol表面活性剂两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40～200mL

的去离子水，用DF-101S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室温条件下分别将镍钴锰源和碳酸盐

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充分搅拌1～5h，之后将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缓慢滴加到镍钴

锰源溶液中，再在室温条件下充分搅拌1～5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50～200mL的聚四氟乙

烯内衬中，再将聚四氟乙烯内衬密封到不锈钢反应釜中，在设定的温度为80～200℃条件

下，保温8～48h,自然冷却至室温，过滤，在60～120℃条件下干燥12～48h，得到浅粉色前驱

体粉末Ni1/3Co1/3Mn1/3CO3；

(2)按照质量分数比称取0.1～1g偏钒酸铵溶于50～300mL的去离子水中，用DF-101S型

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50～90℃条件下恒温搅拌至溶解均匀，待水溶液变成淡黄色后，

停止加热，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V2O5溶液；

(3)按照摩尔比称取步骤(1)所得到的Ni1/3Co1/3Mn1/3CO3前驱体0.01～0.1mol、称取锂源

0.01～0.1mol,再按照前驱体质量分数0.5～5％的比例取步骤(2)所得V2O5溶液2～20mL；将

Ni1/3Co1/3Mn1/3CO3前驱体与锂源研磨混合均匀后加入V2O5溶液中，充分搅拌1～5h混合均匀

后放入60～120℃条件下烘干，所得到的混合样品置于马弗炉内进行两段烧结，加热升温速

率为2～10℃/min，第一段烧结温度为200～600℃，烧结时间2～16h；第二段烧结温度为600

～900℃，烧结时间为10～36h，之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即得到包覆后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

3Co1/3Mn1/3O2/V2O5。

2.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锂源为乙酸锂、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中

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锰源为乙酸锰、碳酸锰、硫酸锰和硝酸

锰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镍源为乙酸镍、碳酸镍、硫酸镍和硝酸

镍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钴源为乙酸钴、碳酸钴、硫酸钴和硝酸

钴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酸盐为碳酸钠、碳酸钾中的一种或

多种。

7.根据权力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SDBS)、十六烷基溴化铵(CTAB)、聚乙烯吡咯烷酮(PVP)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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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法制备五氧化二钒包覆的高性能的

三元正极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离子电池的领域，具体是一种通过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法制备五氧

化二钒包覆的高性能的三元正极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具有比容量高、循环寿命长、环境污染小等优点，而正极材料在决定锂

电池的成本和电化学性能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所有正极材料中，三元材料

(LiNi1-x-yCozMnyO2)可以综合利用Ni、Co和Mn电化学性能的互补性，克服各自的缺点，具有良

好的热稳定性、更高的比容量、廉价的制备成本等优点，在动力电池中特别受到人们重视和

青睐，被认为是最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正极材料。

[0003] 作为LiCoO2的理想代替材料之一，LiNi1/3Co1/3Mn1/3O2三元材料具有  LiMn2O4、

LiFePO4等正极材料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自身也存在阳离子混排效应、锂离子扩散系数和电

子电导率低、高倍率容量衰减迅速等问题。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与其微观形

貌结构密切相关。采用表面活性剂辅助简单的水热合成方法，可以制备出形貌均匀、分散性

好、球形形貌结构的LiNi1/3Co1/3Mn1/3O2材料，有效地提高锂离子的扩散速率和材料的振实

密度，进一步提升材料的电化学性能。除了采用合适的制备方法以外，提高LiNi1/3Co1/3Mn1/

3O2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方法通常包括表面包覆和离子掺杂等途径。

[0004] 钒化合物具有合成相对容易，价格低廉的优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氧化物是五氧

化二钒，该材料具有独特的二维层状结构，使用它做包覆材料可以有效地提高LiNi1/3Co1/

3Mn1/3O2的电子电导率，增加锂离子的扩散速率，加强  LiNi1/3Co1/3Mn1/3O2的结构稳定性，使

得LiNi1/3Co1/3Mn1/3O2具有更好的首次放电容量、更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

[0005] 本发明通过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合成法制备出了Ni1/3Co1/3Mn1/3CO3前驱体材料。

在此基础上，结合高温固相烧结法，成功制备得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正极材料，并对

其电化学性能进行了研究。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利用五氧化二钒特殊二维结构的诸多优势，在提高镍钴锰酸锂

电子电导率和锂离子扩散速率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稳定镍钴锰酸锂的结构，减少阳离子

混排，从而制备出循环稳定性好、高倍率性能优良的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正极材料。

[0007] 具体步骤为：

[0008] (1)按化学计量比称取0.001～0.01mol镍源、0.001～0.01mol钴源、0.001～0.01 

mol锰源,三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40～200mL的去离子水；再依照化学计量比称取

0.003～0.012mol碳酸盐、0.001～0.005mol表面活性剂两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40

～200mL的去离子水。用DF-101S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室温条件下分别将镍钴锰源和

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充分搅拌1～5h，之后将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缓慢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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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镍钴锰源溶液中，再在室温条件下充分搅拌1～5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50～200mL的聚

四氟乙烯内衬中，再将聚四氟乙烯内衬密封到不锈钢反应釜中，在设定的温度为80～200℃

条件下，保温  8～48h,自然冷却至室温，过滤，在60～120℃条件下干燥12～48h，得到浅粉

色前驱体粉末Ni1/3Co1/3Mn1/3CO3。

[0009] (2)按照质量分数比称取0.1～1g偏钒酸铵溶于50～300mL的去离子水中，用DF-

101S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50～90℃条件下恒温搅拌至溶解均匀，待水溶液变成淡黄

色后，停止加热，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V2O5溶液。

[0010] (3)按照摩尔比称取步骤(1)所得到的Ni1/3Co1/3Mn1/3CO3前驱体0.01～0.1mol、称

取锂源0.01～0.1mol,再按照前驱体质量分数0.5～5％的比例取步骤(2)所得  V2O5溶液2～

20mL；将Ni1/3Co1/3Mn1/3CO3前驱体与锂源研磨混合均匀后加入  V2O5溶液中，充分搅拌1～5h

混合均匀后放入60～120℃条件下的烘干，所得到的混合样品置于马弗炉内进行两段烧结，

加热升温速率为2～10℃/min，第一段烧结温度为200～600℃，烧结时间2～16h；第二段烧

结温度为600～900℃，烧结时间为10～36h。之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即得到包覆后的三元正

极材料  LiNi1/3Co1/3Mn1/3O2/V2O5。

[0011] 所述锂源为乙酸锂、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所述锰源为乙酸锰、碳酸锰、硫酸锰和硝酸锰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所述镍源为乙酸镍、碳酸镍、硫酸镍和硝酸镍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所述钴源为乙酸钴、碳酸钴、硫酸钴和硝酸钴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所述碳酸盐为碳酸钠、碳酸钾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十六烷基溴化铵(CTAB)、聚乙烯吡

咯烷酮(PVP)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本发明涉及基于表面活性剂辅助水热合成三元前驱体，结合高温固相烧结法制备

出电化学性能优良的三元正极材料。通过五氧化二钒包覆，明显提高了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使其容量衰减一定程度得到抑制并且高倍率下仍具有较高的放电比容量。结果表明：

[0018] 电压范围为2.5～4.6V时，LiNi1/3Co1/3Mn1/3O2/V2O5材料在0.5C倍率下首次放电比

容量可达191mAh/g，循环100圈后，放电比容量保持率为84.2％，具有优良的循环稳定性。在

倍率性能测试中，10C倍率时，材料的放电比容量可达到92  mAh/g。本发明成本低廉、环境污

染小，制备的LiNi1/3Co1/3Mn1/3O2/V2O5正极复合材料材具有优良的电化学性能，尤其在倍率

和循环性能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提高。因此，LiNi1/3Co1/3Mn1/3O2/V2O5正极复合材料材在动力

电池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实施例1得到的Ni1/3Co1/3Mn1/3CO3前驱体XRD(图a)及  LiNi1/3Co1/3Mn1/3O2/

V2O5复合材料的XRD图(图b)。

[0020] 图2是实施例1得到的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材料的不同放大倍数下的SEM图

(图a:10.0K倍；图b:40.0K倍)。

[0021] 图3是实施例1得到的LiNi1/3Co1/3Mn1/3O2、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材料在0.5C

倍率下循环性能图。

[0022] 图4是实施例1得到的LiNi1/3Co1/3Mn1/3O2、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材料在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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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的倍率性能图。

[0023] 图5是实施例1得到的LiNi1/3Co1/3Mn1/3O2、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材料的交流

阻抗图谱(EIS)。

[0024] 图6是实施例1得到的LiNi1/3Co1/3Mn1/3O2、LiNi1/3Co1/3Mn1/3O2/V2O5复合材料在

0.1mV/s扫速下的CV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1)按化学计量比称取0.003mol镍源、0.003mol钴源、0.003mol锰源,  三者置于同

一烧杯中，然后加入40mL的去离子水；再依照化学计量比称取0.009  mol无水碳酸钠、

0.001mol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两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  40mL的去离子水。用DF-101S

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室温条件下分别将镍钴锰源和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充

分搅拌1h，之后将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缓慢滴加到镍钴锰源溶液中，再在室温条件

下充分搅拌2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200mL的聚四氟乙烯内衬中，再将聚四氟乙烯内衬密封

到不锈钢反应釜中，在设定的温度为170℃条件下，保温12h,自然冷却至室温，过滤，在80℃

条件下干燥12h，得到浅粉色前驱体粉末Ni1/3Co1/3Mn1/3CO3。

[0027] (2)按照质量分数比称取0.5g偏钒酸铵溶于200mL的去离子水中，用  DF-101S型集

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80℃条件下恒温搅拌至溶解均匀，待水溶液变成淡黄色后，停止加

热，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V2O5溶液。

[0028] (3)按照摩尔比(前驱体：锂源＝1：1.05)称取步骤(1)所得到的  Ni1/3Co1/3Mn1/3CO3

前驱体1.25g、称取锂源0.568g,再按照前驱体质量分数1％的比例取步骤(2)所得V2O5溶液

5mL；将Ni1/3Co1/3Mn1/3CO3前驱体与锂源研磨混合均匀后加入V2O5溶液中，充分搅拌3h混合均

匀后放入80℃条件下的烘干，所得到的混合样品置于马弗炉内进行两段烧结，加热升温速

率为2～10℃/min，第一段烧结温度为550℃，烧结时间为5h；第二段烧结温度为850℃，烧结

时间为18h。之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包覆后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  /V2O5。

[0029] 把所合成的样品制作成圆形极片，组装成纽扣电池。

[0030] 具体操作如下：按照质量比为8:1:1比例分别称取活性物质材料、PVDF  和乙炔黑，

充分混合研磨，加入适量NMP，制成电极料浆，用涂布器将料浆均匀地涂布在铝箔上，于120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15h后，将其冲成多个质量为  1.7mg的圆形极片。所用电解液为1mol/L

的LiPF6/EC+EMC+DMC(体积比为l:l:  l)，Celgard2400微孔聚丙烯膜为隔膜，以金属锂片为

负极，在充满氩气、相对湿度低于5％，且氧压低于10pp的手套箱中按一定顺序组装成

CR2016型纽扣电池，静置12h后，可以进行交流阻抗测试、充放电测试和循环伏安测试。测试

材料循环性能时充放电电压范围为2.5～4.6V，充放电倍率为0.1C、0.2C、0.5C、  1C、2C、5C、

10C。样品的首次放电比容量达到186mAh/g，循环100次后，放电比容量为153.8mAh/g，容量

保持率为82.6％。

[0031] 实施例2

[0032] (1)按化学计量比称取0.027mol镍源、0.027mol钴源、0.027mol锰源,三者置于同

一烧杯中，然后加入360mL的去离子水；再依照化学计量比称取0.081  mol无水碳酸钠、

0.009mol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两者置于同一烧杯中，然后加入  360mL的去离子水。用DF-1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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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室温条件下分别将镍钴锰源和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充

分搅拌1h，之后将碳酸盐表面活性剂混合溶液缓慢滴加到镍钴锰源溶液中，再在室温条件

下充分搅拌2h。然后将混合液转移至两个200mL的聚四氟乙烯内衬中，再将聚四氟乙烯内衬

密封到不锈钢反应釜中，在设定的温度为170℃条件下，保温12h,自然冷却至室温，过滤，在

80℃条件下干燥12h，得到浅粉色前驱体粉末Ni1/3Co1/3Mn1/3CO3。

[0033] (2)按照质量分数比称取1g偏钒酸铵溶于400mL的去离子水中，用DF-101S  型集热

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80℃条件下恒温搅拌至溶解均匀，待水溶液变成淡黄色后，停止加热，

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V2O5溶液。

[0034] (3)按照摩尔比(前驱体：锂源＝1：1.05)称取步骤(1)所得到的Ni1/3Co1/3Mn1/3CO3

前驱体2.5g、称取锂源1.136g,再按照前驱体质量分数0.5％的比例取步骤(2)所得V2O5溶液

5mL；将Ni1/3Co1/3Mn1/3CO3前驱体与锂源研磨混合均匀后加入V2O5溶液中，充分搅拌3h混合均

匀后放入80℃条件下的烘干，所得到的混合样品置于马弗炉内进行两段烧结，加热升温速

率为2～10℃/min，第一段烧结温度为550℃，烧结时间为5h；第二段烧结温度为850℃，烧结

时间为18h。之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包覆后的三元正极材料LiNi1/3Co1/3Mn1/3O2  /V2O5。

[0035] 把所合成的样品制作成圆形极片，组装成纽扣电池。

[0036] 具体操作如下：按照质量比为8:1:1比例分别称取活性物质材料、PVDF  和乙炔黑，

充分混合研磨，加入适量NMP，制成电极料浆，用涂布器将料浆均匀地涂布在铝箔上，于120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15h后，将其冲成多个质量为  1.7mg的圆形极片。所用电解液为1mol/L

的LiPF6/EC+EMC+DMC(体积比为l:l:  l)，Celgard2400微孔聚丙烯膜为隔膜，以金属锂片为

负极，在充满氩气、相对湿度低于5％，且氧压低于10pp的手套箱中按一定顺序组装成

CR2016型纽扣电池，静置12h后，可以进行交流阻抗测试、充放电测试和循环伏安测试。测试

材料循环性能时充放电电压范围为2.5～4.6V，充放电倍率为0.1C、0.2C、0.5C、  1C、2C、5C、

10C。样品的首次放电比容量达到183mAh/g，循环100次后，放电比容量为147.8mAh/g，容量

保持率为80.7％。

[0037] 其中，实施例1合成的LiNi1/3Co1/3Mn1/3O2正极材料标记为：NCM；  LiNi1/3Co1/3Mn1/

3O2/V2O5复合正极材料标记为：NCM111-V；PVDF：聚偏氟乙烯；NMP：N-甲基-2-吡咯烷酮；EC：

碳酸乙烯酯；EMC：碳酸甲乙酯；DMC：碳酸二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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