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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工作原理、应具备的结构与性质以及目前最具有吸引力的
三种正极材料 LiCoO 2、
LiNiO 2、
LiMn2O 4. 通过比较这三种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和电化学性能, 讨
论了这些材料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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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Methods of Cathode Materials in Lithium- ion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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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culty of Materials and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 ract : The working principles, indispensable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ist ics of cathode materials in lithiumion batt ery, as well as the three attractive cathode mat erials LiCoO2 、
LiNiO 2、LiMn 2O 4, are reviewed. Through
comparing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these materials, the existent proble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 ds: lithium- ion batt ery; cathode materials; prepat ion methods

0 引言
锂离子电池是在锂电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绿色高能电池, 由于具有工作电压高、比能量
大、
循环寿命长、自放电率低、
无记忆效应及对环境友好等优点, 自 1992 年商品化以来得到空前的发展. 不
仅被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摄像机、
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设备, 还被列为电动汽车、航天、军事及大型储能
设备的侯选电源[ 1] .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不仅作为电极材料参与电化学反应, 而且还是锂离子的/ 贮存
库0. 因此,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究进展直接制约着锂离子电池的发展.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与负极材料相比, 发展稍显缓慢, 其原因在于尽管理论上可以嵌锂的物质很多,
但要将其制备成能实际应用的材料却并非易事, 制备过程中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材料结构和性能的巨
大差异. 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合成方法、
优化合成工艺以及对材料进行改性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目前, 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层状 LiMO2 和尖晶石型 LiM2O4 结构化合物上(M= Co、
Ni、
Mn、
V) . 其中研究较多的正极材料是三种富锂的过渡金属氧化物 LiCoO2 、
LiNiO2 和 LiMn 2O 4[ 2] .

1 锂钴氧化物
LiCoO 2 属于 A- NaF eO2 型层状岩盐结构, 理论比容量274 mAh/ g, 由于其本身结构上的限制, 只有部
分的锂能够可逆嵌入与脱出, 因此目前实际容量只能达到140 mAh/ g. 以 LiCoO2 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
料, 具有合成条件宽松, 制备工艺简单、
比能量高、
循环寿命长、性能稳定等优点, 所以率先商品化. LiCoO2
的合成方法可以分为固相法和液相法两种. 固相法又分为高温固相法和低温固相法, 液相法有溶胶- 凝胶
法、
离子交换法、草酸沉淀法、
酒石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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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固相法以 Li2 CO3 或 LiOH 和 CoCO 3 等钴盐为原料, 按 Li/ Co 的摩尔比为 1B1 配制, 在 700~ 900 e
下焙烧成 LiCoO2 . 低温合成法是将混合均匀的 Li2CO 3 和 CoCO3 在空气气氛中匀速升温至 300~ 400 e , 保
温数日, 以生成单相产物. 低温合成法合成的 LiCoO2 具有较为理想的层状中间体和尖晶石型中间体结构.
Jeong E. D[ 3] 等采用复合成型获得 LiCoO2 的前驱体, 先在 350~ 450 e 下进行预热处理, 然后在空气中
加热到 700~ 850 e 合成 LiCoO2 . 在合成前的预处理能使晶体生长更为完美, 从而获得具有高结晶度的层
状结构的 LiCoO2 , 提高电池的循环寿命.
Gummow R. J[4] 等用低温合成法将 Li2CO 3 和 CoCO 3 原料在 400 e 下, 保温一周, 得到的 LiCoO2 除了和
高温合成产物具有相同的结构外, 大约 6% 的钴在 Li 层. LiCoO2 在 400 e 下合成过程中氧化很少, 故在电
解液中比较稳定, 具有较为理想的层状中间体和尖晶石型中间体结构.
Peng Z. S[ 5] 等在 140 e 下将 Co( CH 3COO) 2 和 LiCH 3COO 以化学计量比与柠檬酸在乙二醇溶液中混
合, 制得的凝胶在 170~ 190 e 下真空干燥形成凝胶前驱体, 然后再高温煅烧合成 LiCoO2 . 其在 750 e 下制
备的 LiCoO2 初次放电容量高达154 mAh/ g.
D. Larcher [6] 等 研究了低 温阳离子 交换法在 高压釜 中将 CoOOH/ LiOH #H 2O/ H 2O 混合 物, 加热到
160 e 下反应48 h获得了单相的 LiCoO 2. 然后在 300 e 下进行热处理后, 其初始容量和高温制备的产品相
当, 但循环过程存在着容量损失.
Yoshio M 等[ 7] 用钴的有机络合物为原料合成了 LiCoO2 , 初始放电容量达132 mAh/ g, 工作电压高达
4. 5 V. 虽然在充放电过程中, 会发生三方晶型到六方晶型的转变, 但这种转变只伴随很小的晶胞参数的变
化, 故仍具有良好的可逆性. 但其工作电压一般被限制于125 mAh/ g, 否则, 过充电将导致不可逆容量损失
和极化电压增高.
但由于锂钴氧化物中钴的世界储量相当有限( 830 万 t ) , 资源短缺, 因而价格昂贵, 其金属价格为镍的
8 倍, 锰的 16 倍, 加之钴有毒, 对环境有一定污染, 并且由于 LiCoO2 结构的影响, 在 LiCoO 2 中只有部分的
锂可以可逆的嵌脱, 活性物质的利用率不高( 50% ~ 70% ) . 因此, 迫切需要开发和利用少用钴或不用钴的
质优价廉的其他正极材料.

2 锂镍氧化物
LiNiO2 结构和 LiCoO 2 相同, 属于 A- NaFeO 2 层状结构, 理论比容量为275 mAh/ g与 LiCoO 2, 实际比容
量可达180 mAh/ g. 但是 LiNiO2 存在制备不宜、热稳定性差、
高温易分解的缺点, 不过锂镍氧化物与锂钴氧
化物相比, 也有价格便宜, 比容量大的优点, 所以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LiNiO2 的制备与 LiCoO 2 相比要困难的多, 材料的重现性也差. 研究表明主要原因在于在高温制备过
程中 LiNiO 2 的热稳定性差, Ni3+ 极易还原成 Ni2+ 引起可逆比容量的急剧下降. 另外镍极易占据锂的位置,
阻止锂离子的扩散, 使锂离子的扩散系数减少, 可逆比容量降低. 因此, LiNiO 2 的制备条件比较苛刻( 一般
需要在氧气气氛下反应, 并要严 格控制好 反应温 度) , 制备工 艺复杂. 如采用 低温合成 技术, 则可避免
LiNiO2 的高温分解反应; 如将 LiNiO 2 中的部分镍用其他元素 M 代替( M= Al、
Ti、Co、
Mn 等) , 不仅可以改
善制备 LiNiO2 所要求的苛刻条件, 还可以提高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Shuji Yamada [ 8] 等用 LiOH #H 20 和 Ni ( OH ) 2 按 Li/ Ni = 1. 1 的混合物分别在空气和氧气气氛中加热
5 h, 在 500~ 900 e 内制 备了各种 LiNiO2 化合 物样品. 结果表 明, 在 700 e 氧 气气氛下, 保温 5 h 制备的
LiNiO2 在 3~ 4 V放电范围内, 初始容量为200 mAh/ g.
Broussely M[ 9] 等以适当比例混合 LiOH#H 2 0 和 Ni 02 粉末在空气中加热到 700 e , 保温时间与处理量和
炉子有关, 制得的 Li0. 97Ni1. 03O 2 为理想化合物, 特别适合于锂离子的嵌脱, 循环容量135 mAh/ g, 此法已经
半工业化生产.
另外, 由于钴和镍的结构都属于 A- NaFeO2 型层状结构, 因此可以将镍和钴以任意比例混合, 并保持
原有的 A- NaF eO2 型结构. 在 LiNiO2 掺杂钴元素, 一方面, 可以使产物的电化学性能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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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 LiNiO 2 的制备条件, 降低成本. 所以掺杂性镍钴氧化物是镍钴氧化物研究的热点.
蔡振平 [10] 等以 Li2CO 3、
NiO 和 Co3O 4 为原料, 经过造粒预处理, 制备的 LiNi0. 5 Co0. 5O2 结晶良好, 具有规
则的 A- NaFeO 2 层状结构. 首次充电容量为170. 1 mAh/ g, 放电容量为157. 4 mAh/ g, 20 次循环后保持初始
容量的 92% , 稳定性较好.
应皆荣 [11] 等采用共沉淀法合成了 Ni0. 8 Co0. 2 ( OH ) 2, 以该前驱体与 LiOH #H 2O 共混热处理合成得到
LiNi0. 8 Co0. 2O 2然后再用溶胶 - 凝胶法 在其表面 包覆一层 稳定的 SiO2 . 分析表 明, 经 过表面修 饰处理的
LiNi0. 8 Co0. 2O 2正极材料, 比容量可达160 mAh/ g, 充放电循环稳定性显著改善, 制成的电池自放电率也显著
减小.
高虹 [12] 用 LiOH 、
Ni( OH ) 2 以及钴、锰、钛的氧化物按一定比例混合后, 在氧气气氛中 800 e 加热30 h
制成的 Li0. 99Ni0. 79 Co0. 20 O2 、
Li0. 99Ni0. 69Mn 0. 29O 2、
Li0. 99Ni0. 69 Co0. 20 O2 电化学性能较好, 放电平台提高, 放电
性能稳定, 循环性能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从以上的研究来 看, 目前 一方面, 可以从合成方法 与优化合成工 艺入手, 制备出近乎化 学计量的
LiNiO2 活性材料;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掺杂其他离子对 LiNiO 2 活性材料进行改性, 来提高 LiNiO2 结构的稳
定性, 降低 Ni2+ 数量和无序占位, 从而提高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3 锂锰氧化物
与前两种正极材料不同, LiMn 2O 4 具有层状和尖晶石两种结构. 尤其是尖晶石型 LiMn2O 4 因具有三维
隧道结构, 更适宜于锂离子的脱嵌. 尖晶石型 LiMn 2O4 的理论比容量为148 mAh/ g, 与 LiCoO 2 和 LiNiO 2 相
比理论比容量要低的多. 但其可逆锂离子脱嵌率几乎可达到 90% , 因而实际比容量可达135 mAh/ g以上,
只略低于 LiCoO2 及 LiNiO2 . 并且其成本相当低廉、耐过充、
过放性以及对环境友好的优点, 而成为当前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的热点, 被称为是最有希望替代锂钴氧化物的正极活性材料[ 13] .
尖晶石型 LiMn2O 4 的合成方法与 LiCoO 2 和 LiNiO2 大体相同, 也可分为固相法和液相法两类. 从合成
的难易程度来说, LiMn 2O4 的合成难度介于 LiCoO 2 和 LiNiO 2 之间, 比前者要困难点, 而比后者容易许多.
固相合成法有高温固相法、熔融浸渍法、
微波化学法等, 液相法包括溶胶- 凝胶法、离子交换法、
水解沉淀
法、
Pechini 法等.
高温固相合成法是将锂盐 和锰的氧 化物混合 后在 700~ 900 e 下煅烧数 小时, 即可得到 尖晶石型
LiMn 2O4 . 由于锂盐和锰的氧化物接触不充分, 造成了产物结构的非均匀性, 所得产物的电化学性能较差.
如果采用两步固相合成法, 即先压块低温焙烧, 然后冷却研磨, 再高温焙烧的方法, 制得的产物初始比容量
可达到 110~ 120 mAh/ g, 循环 200 次后放电容量仍能达到100 mAh/ g以上.
Yongyao Xia [ 14] 等采用熔融浸渍法, 将 MnO2 或其他 Mn 的氧化物与低熔点的锂盐 LiNO3 或 LiOH 的混
合物首先加热到锂盐的熔点, 让锂盐充分浸润锰氧化物的表面微孔, 以形成均匀的混合物, 然后再将其在
一定 的温度下 进行热处 理得到 LiMn 2O 4. 这样可以 降低热处 理的温度, 缩短 反应时 间. 他们所 制备的
LiMn 2O 4 初始放电容量可达到135 mAh/ g, 前 50 次的循环平均容量达120 mAh/ g.
杨书延 [15] 等采用微波 ) 高分子网络法, 吸收了以高分子网络为载体骨架和微波快速合成的特点, 以
LiCO 3 和 Mn(NO 3) 2 为原料, 以聚丙烯为高分子网络剂制得前躯体后, 用微波合成技术得到了纳米级尖晶
石 LiMn2O 4 粉体, 合成的材料粒度细分散均匀, 无团聚现象. 通过电性能测试表明, 该材料的电化学比容量
为120 mAh/ g, 循环 50 次后容量衰减率为 4. 7% .
杨文胜 [16] 等采用柠檬酸络合法制备的尖晶石 LiMn 2O 4, 首次充放电比容量可达到120 mAh/ g, 循环 50
次后其充放电容量为115 mAh/ g. 并考察了合成条件对产物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发现合成原料的 Li/ Mn 比
及焙烧温度是合成产物电化学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杨文胜得出在 Li/ Mn 比为 1/ 2 及焙烧温度为 800 e
时, 产物具有完美的尖晶石结构和良好的电化学性能.
Sun- ho Kang[17] 等采用水解沉淀法, 将 LiOH . H 2O 水溶液加入到 Mn ( CH 3COO) 2. 4H 2O 水扰乱中,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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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连续搅拌的作用下加热干燥, 所得粉末经研磨后在 500 e 下处理2 d, 制得尖晶石 LiMn 2O4 , 其可逆放
电容量可达 115~ 126 mAh/ g.
Pechini 法是一种基于某些弱酸能与某些阳离子形成螯合物, 而螯合物可与多羟基醇聚合物形成固体
聚合物树脂的原理制备金属氧化物的方法. Liu W[18] 等将柠檬酸在乙二醇中以 1B4 的摩尔比溶解, 再将硝
酸盐以化学计量比加入到该溶液中进行螯合, 在 140 e 酯化, 然后进行聚合反应并干燥以消除多余的乙二
醇, 最后将聚合物前驱体在空气中焙烧得到 LiMn 2O4 细粉. 所制备的 LiMn 2O4 初始容量可达135 mAh/ g, 前
10 次容量保持率为 94% .
锂锰氧化物虽具有价格低廉、
安全性好及对环境友好的优点, 但其在高温下( > 55 e ) 循环寿命差和容
量衰减快的问题还没得到满意的解决. 造成此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锰发生歧化反应而溶解到电解液中以及
深度放电时发生 Jahn- Teller 效应导致晶格结构的变化. 为了解决该问题, 许多研究者通过优化工艺, 表
面修饰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不大明显. 目前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掺杂来提高尖晶石 LiMn 2O4
的电化学性能.
Lourdes [19] 等按照 Li / (Mn+ Co) = 1B2 和 Co/ Mn= 0. 11 的比例将 Mn( acac) 3 , Li2 CO3 和 Co( acac) 3 加
入到沸腾的丙酸溶液中猛烈搅拌, 在 140 e 下加热至干, 然后在加入液氮, 继续搅拌到前体转变成粉末形
式, 在 600 e 下加热24 h得到 LiCo0. 2Mn 1. 8O4 具有良好的循环性.
Yoshio[ 20] 发现掺杂 Cr 3+ 仅能改变 LiMn2O 4 高电位区的电化学性能; 掺杂 Li+ 则可以影响两个电位区;
Cr 3+ 和 Li+ 同时掺杂, 则可使 LiMn 2O4 在高温下具有最佳的循环性能和储存性能, 合成的 Li1. 05 Cr 0. 1Mn1. 9
O4 在 55 e 下, 循环 50 次后容量仅从110 mAh/ g衰减到103 mAh/ g.

3 结论
锂离子电池自商品化以来应用迅速扩展, 已取代了传统的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成为小型民用电子产
品的主要电源, 并且随着锂离子电池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锂离子电池应用领域还将扩大到军事设备、
电动交通工具及空间国防和一些特殊工业电子用途, 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这就迫切需要相关材料的研究
开发快速跟上, 尤其是对电池性能起决定作用的正极材料的研制更是刻不容缓.
以上几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各有优缺点, 都有待以提高性能的方面. 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通过合成工
艺的优化、
表面修饰、掺杂阴、
阳离子的办法, 来改善现有材料性能的缺陷. 但都是以牺牲材料的一部分性
能来满足另一部分性能, 迄今为止, 尚未开发出各方面都能兼备的正极材料. 因此, 我们期待着随着新技术
和设备的不断进展, 能开发出一种质优、
价廉的正极材料, 使锂离子电池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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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等原料输送, 已取得很好的效果.
目前, 平果铝厂、白银铝厂、云南铝厂等大型铝厂已运用浓相技术. 苹果 GP - 320 工程使用瑞士 ALE2
SA 公司的压力容器双管浓相输送技术, 各项技术参数比单管输送技术要好得多. 双管浓相输送技术具有
能耗低, 效益高, 维修量小, 固气比高等优点较稀相技术更具有应用前景.

4 结论
( 1) 氧化铝浓相输送的原理, 物料在管道中以一小段料柱、一小段气柱的方式运动, 降低了输送管道
两端的总压降;
( 2) 双管浓相输送的特点: 输送等量的氧化铝时动力消耗减少 2/ 3 以上; 固气混合比高( 达 60B1 以
上) , 管径可相应缩小; 输送压力低, 排出废气少, 过滤面积减小, 过滤器投资少; 输送速度低, 对管道磨损
小, 运行噪音小; 设备简单, 维修工作量很小; 输送高度大, 距离长, 能力大; 物料在输送中破损小, 并且在管
子弯道也不结垢; 易于实现全自动控制, 操作人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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