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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衍生物和用其生产的光电器件

余击空 译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分子式为 F-Cy 的富

勒烯衍生物，其中 F是一种开笼富勒烯，Cy

是硫属元素基团。该富勒烯衍生物可用于储

氢材料和光电器件中，例如有机发光二极

管、太阳能电池、有机薄膜晶体管中。

发明背景

发明领域

本发明介绍了开笼富勒烯，尤其介绍了

用该开笼富勒烯所制备的光电器件。

相关技术介绍

在当今的太阳能电池领域，重量较小的

环保材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话题。薄膜材料

具有重量小、使用灵活、低成本、低温加工

性、可大量生产等优势。目前使用的活性层

主要是 p型 P3HT（聚（3-己基噻吩））和 n-

型 PC 61BM ([6,6]-苯基 C61-丁酸甲酯)相

结合的活性层。所以，仍需要一种能提高太

阳能电池能量转换效率的新型复合材料。

发明概述

本专利的一个实施例介绍了一种分子

式为 F-Cy 的富勒烯衍生物，其中 F 是一种

开笼富勒烯，Cy是硫属元素基团。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介绍了一种光电

器件，它是由阳极、阴极、位于阳极和阴极

之间的活性层所构成。其中，活性层中含有

所述富勒烯衍生物。

在下文中，将结合图纸进行详细介绍。

图纸简述

图 1是本专利实施例中开笼富勒烯的氯

仿溶液的 UV-VIS吸收光谱。

发明详述

本专利介绍了一种分子式为 F-Cy 的富

勒烯衍生物，其中 F是一种开笼富勒烯，Cy

是硫属元素基团。硫属基团是一种含有选自

氧、硫、或硒的杂原子的杂环。该开笼富勒

烯 F可以是 C60-84。在一个实施例中，该开笼

富勒烯 F为开笼富勒烯 C60。硫属基团 Cy 可

以是饱和的也可以是不饱和的。在一个实施

例中，硫属基团是噻吩。

该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可应用于储氢材

料和光电器件中，例如有机发光二极管、太

阳能电池、有机薄膜晶体管。例如，该光电

器件可包含位于阴极和阳极之间的活性层，

该活性层中包含有所述开笼富勒烯衍生物。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富勒烯衍生物可用

以下方法合成。如分子式 1所示，3,6-双（噻

吩-2-基）-1,2,4,5-四嗪和烯烃发生反应。

在分子式 1中，X是氧气、硫磺或硒。R是-

（CH2）n-Y，n是 1-10 之间的一个整数，Y

选自酯基、酰胺基、芳基、醚基、醛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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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羟基、羧酸基、卤素、氨基、磺酸基、

磷酸基。在另一个实施方式中，位于四氮杂

苯两端的取代基是其它硫属基团，例如呋

喃、噻吩、硒吩、恶唑、噻唑、异恶唑、香

豆酮、异苯并呋喃、苯并恶唑、苯并异恶唑

或苯并噻唑。

然后，将分子式 1中的产物与富勒烯进

一步发生反应，生成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在

一个实施方式中，该富勒烯是 C60，其中通过

上述反应所得到的产物见分子式 2。需认识

到，当富勒烯是 C70或 C80而非 C60时，开笼富

勒烯衍生物的球尺寸更大，反应后的开环是

八元杂环，如分子式 2中粗线所示。分子式

2中的 R和 X与分子式 1中的相似。

分子式 2

可氧化该开笼富勒烯衍生物，以将开环

从八元杂环扩大到十二杂环。在一个实施方

式中，氧化分子式 2中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

得到分子式 3和分子式 4中的产物。分子式

3和分子式 4中的 R和 X与分子式 1中的相

似。

分子式 3

分子式 4

氧化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可与硫磺粉

和四（二甲氨基）乙烯反应，将开环从十二

杂环扩大到十三杂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分子式 3和分子式 4中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

与硫磺粉和四（二甲氨基）乙烯反应，得到

分子式 5和分子式 6中的产物。分子式 5和

分子式 6中的 R和 X与分子式 1中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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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5

分子式 6

该氧化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可与苯肼和

吡啶发生反应，将开环从十二杂环扩大到十

六杂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分子式 3和分

子式 4中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与苯肼和吡啶

发生反应，得到分子式 7和分子式 8中的产

物。分子式 7和分子式 8中的 R和 X与分子

式 1中的相似。

分子式 7

分子式 8

该氧化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可与邻苯二

胺和吡啶发生反应，将开环从十二杂环扩大

到二十杂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分子式 3

和分子式 4中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与邻苯二

胺和吡啶发生反应，得到分子式 9和分子式

10中的产物。分子式 9和分子式 10 中的 R

和 X与分子式 1中的相似。

分子式 9

分子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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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

制备实施例 1

如分子式 11所示，将 3,6-双（噻吩-2-

基）-1,2,4,5-四嗪（1.18 g，0.0048 mmol）

与邻二甲苯(30 mL)中的乙基庚稀酸（0.99

g，0.0064 mmol）在高压管中在 140℃下加

热 24 小时。然后，将所得到的浅桔色溶液

与氧气一起沸腾 15分钟，又再加热 24小时。

运用硅胶层析法，使用乙烷/乙酸乙酯=1/1

净化得到的混合物，得到淡黄色固体

（mp/99-101℃）产物（816mg，46%）；Rf=0.45

（乙烷/乙酸乙酯）。
1
H NMR(3000MHZ，CDCL3，

δ)7.71-7.73（m，1H，CH），7.63(s，1H，

CH)，7.48-7.55 (m，3H，CH)，7.16-7.20(m，

2H， CH)，4.14(q，J=7.2Hz， 2H， CH2)，

2.94-2.99(m，2H，CH2)，2.36-2.41 (m，2H，

CH2)，1.77-1.82(m，4H，CH2)，1.26(t, J=7.2

Hz ， 3H ， CH3) ；
13
CNMR(75MHz CDCl3 ，

δ)173.1(C=O)， 153.5， 152.6， 140.4，

140.3，138.2，128.8，128.6，127.9，127.8，

127.6，125.9，122.2，60.3，33.7，32.4，

27.8，24.4，14.1；FTIR (KBr)υ=(cm-1)1730

(s，C=O)；

分子式 11

将富勒烯 C60(316 mg，0.439 mmol)与

50ML１－氯萘中的分子式 11 的产物 (260

mg，0.699 mmol)的混合物在氩气中在 270

℃下回流 48 小时。用快速色谱法，使用甲

苯/己烷=2：1来净化所得到的紫红色溶液，

得到未反应的 C60(170 mg，34%)，然后使用

甲苯作为洗脱液，得到棕色固体产物(188

mg，39%；85%基于转化的 C60)，见分子式 12。

Rf=0.5（甲苯）
1
H NMR（300 MHz，CDCl3，δ）

7.40-7.50（m，41-1，CH），7.11-7.14 （m，

2H，CH）、6.13 （s，1H，CH）、4.11（q，

J=7.2 Hz，2H，CH2）、2.25（t，J=7.2 Hz，

2H，CH2）、1.83-2.18（m，3H，CH2）、1.33-1.45

（m， 3H， CH2）、1.21 （t，J=7.2 Hz， 3H，

CH3）；13CNMR （125 MHz，CDCl3）173.49

（C=O），154.00，151.95，150.33，149.76，

149.23，145.89，145.77*，145.41，145.37，

145.02，144.97，144.71，144.56，144.50，

144.43，144.41，144.24，144.20*，144.15*，

144.07*，144.04，143.82*，143.75，143.72，

143.64，143.48*，142.38，142.15，140.88*，

140.76，140.70，140.64*，140.63*，140.58，

140.18，140.10，138.25，138.08，137.82，

137.17，137.07，136.86，135.46，135.28，

135.11，134.90，134.81，134.57，129.84，

127.83，127.54，127.39，126.73，126.44，

126.31，126.18，125.86，125.71，125.20，

125.04，124.67，60.26，54.37，51.50，

34.06，33.10，27.51，24.70，14.27（因

为碳信号是其它碳信号的两倍，所以带星号

的峰值可能会有两个重叠的碳信号；FTIR

（KBr）υ=（cm-1）1730（s，C=O）；分子式

12中的复合物溶解于氯仿中，测量其吸收光

谱，如图 1 所示。另外，分子式 12 中的复

合物的氯仿溶液可用循环伏安法进行分析，

计算出其最高占据分子轨道（-5.64 eV），

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3.73 eV）和能隙

（1.90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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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12

实施例 2

在氧气中，从 30cm的距离用卤素灯（500

瓦）搅拌 CS2（115ML）中分子式 12 中的复

合物溶液（115 mg，0.071 mmol）3小时。

用硅胶柱层析法，使用甲苯作为洗脱液净化

所得到的深褐色溶液，得到分子式 13 和分

子式 14（60:40）中的棕色固体混合物（79

mg，67%）。在分子式 13和分子式 14 中，R

是—（CH2）4CO2Et。Rf=0.15（甲苯）。
1
H NMR

（300 MHz，CDCl3，δ）7.32-7.37（m，4H，

CH）、7.10-7.22（m，4H，CH）；6.99-7.04 （m，

4H，CH），6.83（s，CH），6.60（s，CH），

4.16（q，J=7.2 Hz，4H，CH2），3.29-3.39

（m，1H，CH2），2.90-2.98（m，1H，CH2），

2.56-2.63（m，1H，CH2），2.37（t，J=6.6 Hz，

4H，CH2），1.94-2.11（m，1H，CH2），2.20-2.29

（m，1H，CH2），1.67-2.01（m，4H，CH2），

1.40-1.47（m，2H，CH2），1.29（t，J=7.2 Hz，

6H，CH3），0.85-0.96（m，1H，CH2）；FTIR（KBr）

υ=（cm-1）1633（s，C=O），1741（s，C=O）；

分子式 13和分子式 14中的复合物溶解于氯

仿中，测量其 UV-VIS 吸收光谱，如图 1 所

示。另外，分子式 13和分子式 14中的复合

物的氯仿溶液可用循环伏安法进行分析，计

算出其最高占据分子轨道（-5.71 eV），最

低未占据分子轨道（-3.97 eV）和能隙（1.74

eV）。

分子式 13

分子式 14

实施例 3

在 180℃下，往分子式 13 和 14 中的化

合物(21mg,0.019 mmol)与干燥的邻二氯苯

（ ODCB,15mL ） 中 的 硫 磺 粉 （ 25mg,

0.097mmol）所构成的混合棕色溶液中添加

四(二甲氨基)乙烯(33.0 µL,0.137mmol)。

在 180℃下搅拌所得到的混合物 10分钟。混

合物的颜色逐渐变成深红棕色，用硅胶柱层

析法分析所得到的深红棕色溶液，用甲苯作

为洗脱液，得到分子式 15 和分子式 16

（60:40）中的红棕色固体混合物（20mg，

91%）。在分子式 15 和分子式 16 中，R是—

（CH2）4CO2Et。Rf=0.29 甲苯）。
1H NMR（300

MHz， CDCl3，δ） 7.22-7.34（ m， 4H，

CH）,6.99-7.19（m，4H，CH）,6.80-6.92

（m，4H，CH）,6.76（s，1H，CH）,6.56（s，



富勒烯衍生物和用其生产的光电器件 余击空 译

第 6 页 共 20 页

1H ， CH ） ,4.15 （ q ， J=6.9Hz ， 4H ，

CH2）,3.26-3.40（m，2H，CH2）,2.83-3.05

（m，2H，CH2）,2.33（t，J=6.6Hz，4H，

CH2）,1.90-2.25（m，2H，CH2）,1.62-1.73

（m，6H，CH2）,1.28（t，J=7.2 Hz，6H，

CH3）；FTIR（KBr）υ=（cm
-1
）1699（s，C=O）、

1737（s，C=O）；分子式 15 和分子式 16 中

的混合物溶解于氯仿中，测量其 UV-VIS 吸

收光谱，如图 1 所示。另外，分子式 15 和

分子式 16 中的复合物溶液的氯仿溶液可用

循环伏安法进行分析，计算出其最高占据分

子轨道（-5.72 eV），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

（-3.77eV）和能隙（1.95 eV）。

分子式 15

分子式 16

实施例 4

在室温中，往分子式 13和 14中的化合

物(30 mg, 0.027mmol)与的邻二氯苯（3 mL）

中的苯肼(3.1mg,0.029 mmol)所组成的混合

棕色溶液中添加吡啶(13.1µL,0.163 mmol)。

在 65℃中，搅拌所得到的混合物 2小时。混

合物的颜色逐渐变成深黑色。采用硅胶层析

法，用甲苯作为洗脱液，净化制得的深黑色

溶液，得到分子式 17 和分子式 18(57:43)

中的黑色固体混合物(16mg,49%)。在分子式

17 和 18 中 ， R 是 -(CH2)4CO2Et 。

Rf=0.48/0.55( 甲 苯 ) 。
1
HNMR(300MHz,CDCl3,δ)13.83(s ， 1H ，

NH),13.72(s，11-1，NH),7.75-7.82(m，4H，

CH),7.56-7.60(m，4H，CH),7.11-7.38(m，

6H ， CH),6.98-7.06(m ， 4H ，

CH),6.83-6.93(m，4H，CH),6.60(s，1H，

CH),6.47(s ， 1H ， CH),5.32(m ， 2H ，

CH2),4.86(m，2H，CH2),5.32(d，J=20.4，

1H，CH2),5.31(d，J=20.4，1H, CH2),4.83(d，

J=20.4，1H，CH2),4.80(d，J=20.4，1H，

CH2),4.16-4.23(m，4H，CH2),2.81-3.09(m，

4H ， CH2),2.32-2.42(m,4H ，

CH2),1.83-2.07(m，4H，CH2),1.60-1.72(m，

4H ， CH2),1.27-1.34(m ， 6H ，

CH3),0.87-1.25(m，4H，C1-12)；FTIR(KBr)

υ=(cm-1)1681(s，C=O),1731(s，C=O)；将

分子式 17和 18中的混合化合物溶解于氯仿

中，测量其 UV-VIS 吸收光谱，如图 1所示。

另外，分子式 17 和 18中的混合溶液可用循

环伏安法进行分析，计算出其最高占据分子

轨道（ -5.44eV），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

（-3.72 eV）和能隙（1.72 eV）。

分子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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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18

实施例 5

在室温下，往分子式 13和 14中的化合

物(30mg,0.027mmol)与邻二氯苯(3 mL)中的

邻苯二胺(15mg,0.139mmol)所组成的棕色

混合溶液添加吡啶(106µL，1.35 mmol)。在

65℃下搅拌所得到的混合物 12 小时。混合

物颜色逐渐变成深棕色。采用硅胶层析法，

用甲苯/乙酸乙酯=10/1 作为洗脱液，净化制

得的溶液，得到分子式 19 和 20(51:49)中的

棕色固体混合物(22mg,68%)。在分子式 19

和 20中，R是-(CH2)4CO2Et。Rf=0.38/0.45(甲

苯/乙酸乙酯=10/1)。
1
H NMR(300 MHz，CDCl3，

δ)8.29-8.49 (m，4H，CH),7.91-7.97(m，

4H ， CH),7.18-7.30(m ， 4H ，

CH),7.25-7.30(m，CH),6.88-7.06(m，9H，

CH),6.21(s，1H，CH),4.46-4.68(m，4H，

CH2),4.10-4.16(m，4H，CH2),3.35-3.65(m，

2H ， CH2),2.90-3.04(m ， 2H ，

CH2),2.80-2.95(m，1H，CH2),2.54-2.62(m，

1H ， CH2),2.24-2.35(m ， 6H ，

CH2),1.61-2.13(m，4H，CH2),1.22-1.29(m，

6H，CH3),0.86-1.20.98(m，4H，CH2),-11.28

(s， H2O),-11.34(s， H2O)； FTIR (KBr)υ

=(cm
-1
)1682(s，C=O),1730(s，C=O)。将分

子式 19 和 20 中的混合化合物溶解于氯仿

中，测量其 UV-VIS 吸收光谱，如图 1所示。

另外，分子式 19和 20中的混合溶液可用循

环伏安法进行分析，计算出其最高占据分子

轨道（ -5.54eV），最低未占据分子轨道

（-3.81 eV）和能隙（1.74 eV）。

分子式 19

分子式 20

实施例 6

所有的 BHJ光伏器件都用相同的步骤制

备。制作步骤如下：首先用石印术在玻璃—

铟锡氧化物基底形成图案，然后用洗涤剂清

洁，再在丙酮和乙丙酮中进行声波降解，接

着在 120℃的电热板上干燥 5分钟，最后用

氧等离子处理 5 分钟。用 0.45µm 的筛子过

滤聚（3,4-乙烯-二氧噻吩）：聚（苯乙烯磺

酸盐），然后沉积在 ITO 上，厚度为 30nm，

在空气中以 3000rpm 的转速旋转涂布，并在

手套箱中于 150℃中干燥 30 分钟。C60和分

子式 12、13-14、15-16、17-18、19-20 中

的浓度为 15mg/mL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分别

溶解于 P3HT 的 o-DCB 溶液中，浓度为 15

mg/mL，然后以 800 rpm 的旋转速度旋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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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OT-PSS 膜上，形成活性层。在该条件下

所制得的活性层的最佳厚度为 ca.150 nm。

然后在<10
-6
mm-Hg 压力下，分别涂上 30nm

厚的 Ca和 80nm 厚的 Al。该元件的有效面积

为 5mm
2
。最后用紫外线固化胶密封该电池。

在原件密封后，在 AM 1.5 G 照明度下(100

mWcm-2)，使用装有太阳模拟器的电脑控制测

量设备在空气中测量该有机光伏电池。太阳

能电池中有不同活性层，活性层由 n-类材料

（C60和分子式 12-20 中的化合物）和 p-类

材料 P3HT 构成，其性能见表 1。如表 1所示，

利用了分子式 12-20中的开笼富勒烯衍生物

的太阳能电池作为活性层中的 n-类材料时，

短路电流密度(Jsc)、填充系数(FF)、能量

转换效率(PCE)、电子迁移率（µe）比活性

层中使用 C60和 n-类材料的太阳能电池更佳。

分子式 21

应该知道，与 P3HT 不同，该具有不同

最高占据分子轨道和 LµMO 的开笼富勒烯衍

生物可与 p类型材料配搭，可进一步提高太

阳能电池的性能。

表 1

活性层中的 n类物质 Jsc Voc（V） FF PCE(%) μe(m
2
/Vs)

C60 1.9 0.50 0.51 0.48 1.9×10
-7

配方 12 7.2 0.62 0.66 2.9 4.6×10
-8

配方 13和 14 5.3 0.40 0.62 1.3 1.9×10-8

配方 15和 16 5.8 0.51 0.62 1.8 1.8×10
-8

配方 17和 18 4.9 0.65 0.51 1.6 1.4×10
-8

配方 19和 20 3.4 0.57 0.56 1.1 8.7×10-9

图 1

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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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配制剂及制备方法（续完）

唐昆 译

（接上期）

实例 4

镜头表面评估

扫描电子显微镜可在各种压力模式下

评估用实例 1的白炭黑配制剂和炭黑处理过

的镜头表面的状况。扫描电子显微镜可在各

种压力模式下，在不需要溅涂的情况下在玻

璃上成像。偶尔，为了进一步评测污染物也

需要对图像进行采样。

在未经触摸的 iPhone®表面完成图像取

样。图像显示出了几处微小的刮擦。在用炭

黑清洁 iPhone®表面后，表面的刮擦数量没

有明显增加。而且，用实例 1的白炭黑配制

剂清洁 iPhone®表面后，表面刮擦也没有明

显增加。该图像说明了同炭黑一样，实例 1

的白炭黑配制剂对 iPhone®表面没有明显刮

擦或损坏。

同样，也对干净的、有涂层的 UV 镜头

过滤器取像。然后，同前面的实例一样，将

干净的、有涂层的 UV 镜头过滤器弄脏，再

在再次取像前用炭黑或实例 1的白炭黑配制

剂进行清洁。

用实例 1白炭黑配制剂清洁的镜头图像

没有留下指纹印。并且，镜头过滤器上有单

个实例 1白炭黑配制剂粒子。

用炭黑清洁的镜头图像也没有留下指

纹印，但在镜头过滤器上有少量残余的炭黑

粒子。

实例 5

弹性体污迹

在 200 倍的放大率下，分析实例 4所清

洁的 iPhone®屏幕周围的弹性体。因为不能

从弹性体中刷掉炭黑，所以用炭黑清洁过的

iPhone® 弹性体会存在污迹。然而，用实例

1白炭黑配制剂清洁的 iPhone® 弹性体没有

残留任何白炭黑配制剂。用实例 1白炭黑配

制剂清洁的 iPhone® 弹性体有轻微地变色，

但我们认为变色是因涂抹白炭黑配制剂所

用软皮垫的胶印材料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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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美国专利

馆藏号 201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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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极用石墨材料、碳材料和由其构成的

电池（待续）

唐昆 译

惰性环境下，将含油焦等碳原料从

300℃加热到 1200℃时，热损失在 5mass％～

20mass％之间。将碳原料研磨成粉状，然后

将粉状碳原料石墨化以得到可用于锂离子

二次电池等阳极用碳材料的石墨材料。因为

这种石墨材料的比表面积较小、平均粒径较

小，所以在第一轮充放电下，保持高起始效

率和高放电容量时，这种石墨材料可赋予电

极高能量密度、强电流负载特性。本发明还

介绍了使用这种石墨材料的电池电极。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电池电极和电池用石墨材

料、碳材料。具体来说，本发明涉及电池电

极用石墨材料和碳材料，这种石墨材料和碳

材料适宜作非水电解质溶液二次电池的电

极材料。本发明也涉及具有卓越充放电循环

特性和强电流负载特性的二次电池。

背景技术

锂二次电池主要用作便携设备等类似

装置的电源。便携设备等类似装置功能繁

多，因此会消耗大量电力。为此，我们需要

提高锂二次电池的电池容量，增强充放电循

环特性。目前对电钻、混合动力汽车等电动

工具用二次电池的功率和电容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通常，这些领域主要选用铅-酸二

次电池、镍-铬二次电池和镍氢二次电池。

然而，我们对紧凑、轻型、高能量密度锂离

子二次电池予以厚望。因此，我们希望锂离

子二次电池具有卓越的强电流负载特性。

通常，就锂二次电池而言，钴酸锂等锂

盐可用作阴极活性材料，石墨等含碳材料可

用作阳极活性材料。

中间相碳小球体广泛用作阳极活性材

料的石墨材料。但，中间相碳小球体的制备

过程非常复杂，因此要降低中间相碳小球体

的生产成本是极其困难的。

石墨分为天然石墨和人造石墨。天然石

墨成本较低。但，其形状呈磷片状。因此，

如果将天然石墨和粘合剂混合成糊料，然后

将糊料涂于集电极中，天然石墨只朝一个方

向定向。当用这种电极充电时，电极只朝一

个方向扩展，这就降低了电极的性能。虽然

建议天然石墨选用球形颗粒状，但在电极的

生产过程中，挤压球形颗粒状天然石墨会使

天然石墨朝一个方向皱缩。另外，由于天然

石墨表面具有活性，所以在第一次充电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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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大量气体，这样就降低了起始效率，削

弱了循环特性。

人造石墨的成本相对较低，典型的天然

石墨是石油、煤沥青和焦碳等的石墨化产

物。其强度和耐皱缩性都较高。但，针状焦

碳容易发生结晶，因此可能形成鳞片状而在

同一方向定向。非针状焦碳大体上能形成球

状粒子，但通常其放电容量稍微低些，起始

效率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了各种便宜的

电池电极用石墨材料，而不是研究中间相碳

小球体。专利文献 1介绍了锂二次电池阳极

用碳材料，即石墨化碳粉。将从沥青中制得

的碳粉在硼化合物中进行热处理可得到石

墨化碳粉。其特点在于碳粉的热膨胀系数

（CTE）、X射线衍射测得的石墨平面的面间

距（d002）、C轴方向的微晶长度（Lc）和用

氩激光器通过拉曼光谱测得的 1360cm
-1
光谱

强度与 1580cm-1光谱强度之比（R=I1360/I1580）

分别为 CTE≤3.0×10
-6
℃

-1
、d002≤0.337nm、

Lc≥40 nm、R≥0.6。

专利文献 2介绍了锂二次电池阳极用碳

材料，即石墨化碳粉。将至少从一种石油基

焦碳原料或煤基重油焦碳原料制得的含油

焦在氧化气体下氧化、加热，然后再石墨化

可得到这种石墨化碳粉。其特点在于广角 X

射线衍射测得的碳粉石墨平面的面间距

（d002）、C轴方向的微晶长度（Lc）、热膨胀

系数（CTE）和用氩激光器通过拉曼光谱测

得的 1360cm
-1
附近的峰值强度与 1580cm

-1
附

近的峰值强度之比（R=I1360/I1580）分别为 d002

≤0.337nm、Lc≥30nm、CTE≥3.0×10
-6
℃

-1
、

R≥0.3。

在专利文献 3中，本发明专利权人介绍

了锂电池用碳材料，这种碳材料中的石墨粉

通过粉碎和石墨化煅烧焦碳制得。其特点在

于比表面积小于等于 3m2/g、纵横比小于等

于 6、振实堆积密度大于等于 0.8g/cm3。专

利文献 1：JP-A-H08-031422、专利文献 2：

JP-A-H10-326611 和 专 利 文 献 3 ： WO

00/22687。

发明披露

本发明需解决的问题

但，就专利文献 1或 2提到的石墨材料

而言，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起始效率和足够的

放电容量。就专利文献 3提到的石墨材料而

言，有可能达到高充电容量、卓越的循环特

性和卓越的充放电效率。专利文献 1～3 中

提到的石墨材料的堆积密度容易比中间相

碳小球体的堆积密度稍微低些。这可能归因

于粒子的形状，更确切点来说，就是归因于

纵横比。堆积密度较低可防止电极密度增

大，从而减小电池容量。同中间相碳小球体

相比，如果粒径分布相同，那么必然石墨材

料的比表面积更大。比表面积增大会造成粘

合剂的用量增加，从而增大了电极中粘合剂

的比例。由于粘合剂不存在充放电的情况，

所以这样势必会减小电池容量。

根据上述描述我们可得知，如果将压碎

的焦碳用作阳极材料，而不是用中间相碳小

球体，那么很难达到足够强的性能。

本发明发明者发现有可能减少锂在石

墨中的扩散时间，这样通过减小石墨材料的

粒径就能提高阳极材料的电流负载特性，具

体来说就是将 D50从 15μm减小到 2～9μm。

然而，如果用专利文献 1、2 或 3 的方

法将粒径减小到这种程度，那么在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发现比表面积为 10m2/g或更大。

虽然比表面积更大有利于增加锂离子进入

石墨层的位点，但这也增加了化学活性部

位，从而增大了 SEI（固体电解质界面）。这

就明显降低了第一轮充放电时的充-放电效

率。另外，比表面积增大会造成粘合剂的用

量增加，从而减少了电极中阳极材料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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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电池优先获得强电流负载特性，有

必要减小电池的内阻。其中一种减小内阻的

方法就是减小电极涂敷材料的厚度。我们认

为，如果使用 SBR（聚苯乙烯-丁二烯橡胶）

基粘合剂，那么就粘合剂的粘度而言，制成

电极的这种石墨材料的比表面积约为 4～

6m2/g。同时，我们也认为如果使用 PVDF（聚

偏乙烯-二氟化物）基粘合剂，那么制成电

极的这种石墨材料的比表面积小于等于 2～

3m2/g。除了部分较昂贵的中间相碳外，要想

使石墨材料达到这样的粒径和比表面积是

非常困难的。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介绍一种低成本、

适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电极活性材料用石

墨材料，其特征在于第一轮充放电的起始效

率高于传统的石墨材料的起始效率，其充电

容量较高、石墨材料粒子的纵横比较低。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介绍一种低成本、

适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等装置阳极碳材料

用石墨材料。由于这种石墨材料的堆积密度

较高、石墨材料粒子的比表面积较低、纵横

比较低，所以可赋予电极高能量密度，能使

第一轮充放电的起始效率和放电容量等于

或高于传统石墨材料的起始效率和放电容量。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介绍一种低成

本、适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等装置阳极碳材

料用石墨材料。由于这种石墨材料的比表面

积较小、平均粒径较小，所以可赋予电极高

能量密度、强电流荷载特性，能使第一轮充

放电的起始效率和放电容量等于或高于传

统石墨材料的起始效率和放电容量。

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生产石油焦碳时，焦化装置的温度一

般约为 500℃，所生产出的含油焦仍然含有

水份和一些挥发组分。之后，为了除去其中

的挥发组分，通常在 1200℃下煅烧含油焦。

但，将煅烧焦粉碎后，煅烧焦表面会凹凸不

平。这样，所得到的粒状煅烧焦的纵横比较

高。即便将这种粒状煅烧焦石墨化，其表面

凹凸不平的地方也不能变得完全光滑，也不

能如我们所期望的一样能降低比表面积。

本发明的发明者发现：粉碎仍然含有挥

发组分的含油焦而不是通常的煅烧焦，然后

对其石墨化。这样，石墨化后就有可能减小

纵横比、减小粒子表面凹凸不平处的粒径和

比表面积。

本发明的发明者还发现：在惰性环境

下，当碳原料从 300℃加热到 1200℃时，碳

原料的热损失为 5mass％～20mass％，并在

没有煅烧的情况下粉碎碳原料，然后再在给

定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热处理（石墨化）。用

这种简便的方法得到的石墨材料大体上呈

球形，且成本不高。用这种石墨材料作电极，

可达到卓越的循环特性及极低的不可逆容

量。

用上述方法，本发明发明者还发现：所

得石墨材料初级粒子的纵横比为 1.00～

1.32，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或含有具有

各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组分粒子。此外，本

发明的发明者还发现用这种石墨材料作电

极，可达到高容量、卓越的循环特性及极低

的不可逆容量。

用上述方法，本发明发明者另外还发

现：用激光衍射测得所得石墨材料的粒径分

布 D50％为 2～9μm，比表面积为 2～6m2/g，

其中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或含有具有各

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组分粒子。此外，本发

明的发明者还发现用这种石墨材料作电极，

可达到高容量、卓越的循环特性及极低的不

可逆容量。

本发明涉及以下几方面：

（1）石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几步：粉碎碳原料，其中，在惰性环境下将

碳原料从 300℃加热到 1200℃时，碳原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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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损失为 5mass％～20mass％；然后将粉碎

后的碳原料石墨化。

（2）根据（1）项制备石墨材料的方法，

其中碳原料为石油基沥青焦碳或煤基沥青

焦碳。

（3）根据（1）项制备石墨材料的方法，

其中碳原料为含油焦。

（4）根据（1）～（3）项的任意一项

制备石墨材料的方法，其中石墨化温度为

3000～3300℃。

（5）根据（1）～（4）项的任意一项

制备石墨材料的方法，其中碳原料为非针状

焦碳。

（6）根据（1）～（5）项的任意一项

制备石墨材料的方法，其中在艾奇逊石墨炉

中完成石墨过程。

（7）根据（1）～（6）项的任意一项

所制得的石墨材料。

（8）根据第（7）项制得的石墨材料，

拉曼光谱测得的 1360cm-1 附近处的峰值强

度（ID）与 1580cm
-1
附近处的峰值强度（IG）

之比，ID/IG（R值）为 0.01～0.2，30～100℃

下的热膨胀系数（CTE）为 4.0×10
-6
/℃～5.0

×10
-6
/℃。

（9）在第（7）或第（8）项的石墨材

料中，根据激光衍射测得的体积可知粒径分

布 D50％为 10～25μm。

（10）在（7）～（9）项的任意一项石

墨 材 料 中 ， 松 散 堆 积 密 度 大 于 等 于

0.70g/cm
3
，振实 400 次后的粉末密度为

1.0g/cm3～1.35g/cm3。

（11）在（7）～（10）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比表面积为 0.8～1.8m
2
/g。

（12）在（7）～（11）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X射线衍射测得的（002）平面

的平均面间距 d002为 0.3362～3370nm。

（13）在（7）～（12）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光学显微镜所测得的纵横比为

1～5。

（14）石墨材料中初级粒子的纵横比为

1.00～1.32，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

（15）含有具有各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

组分粒子的石墨材料的初级粒子的纵横比

为 1.00～1.32。

（16）根据第（14）项或第（15）项制

得的石墨材料，其中碳原料为非针状焦碳。

（17）在第（16）项所得石墨材料中，

其中非针状焦碳为石油基沥青焦碳。

（18）根据（14）～（17）项的任意一

项制得的石墨材料，其中激光拉曼 R 值为

0.01～0.2，30～100℃下的 CET 为 4.0×

10
-6
/℃～5.0×10

-6
/℃。

（19）在（14）～（18）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根据激光衍射测得的体积可知

粒径分布 D50％为 10～25μm。

（20）根据（14）～（19）项的任意一

项制得的石墨材料，其中 d002为 0.3362～

0.3370nm。

（21）在（14）～（20）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比表面积为 0.8～1.8m
2
/g。

（22）在（14）～（21）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松散堆积密度大于等于 0.7

g/cm
3
，振实 400 次后的粉末密度为 1.0

g/cm
3
～1.35g/cm

3
。

（23）用激光衍射测得所得石墨材料的

粒径分布 D50％为 2～9μm，比表面积为 2～

6m
2
/g，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

（24）含有具有各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

组分粒子的石墨材料，用激光衍射测得所得

石墨材料的粒径分布 D50％为 2～9μm，比

表面积为 2～6m2/g。

（25）第（23）或（24）项的石墨材料

采用非针状焦碳为原料。

（26）在第（25）项所得石墨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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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针状焦碳为石油基沥青焦碳。

（27）根据（23）～（26）项的任意一

项制得的石墨材料，其中激光拉曼 R 值为

0.01～0.2，30～100℃下的 CET 为 4.0×

10
-6
/℃～5.0×10

-6
/℃。

（28）根据第（23）～（27）项的任意

一项制得的石墨材料，其中 d002为 0.3362～

0.3370nm。

（29）根据（23）～（28）项的任意一

项制得的石墨材料，其中初级粒子的纵横比

为 1.00～1.32。

（30）在（23）～（29）项的任意一项

石墨材料中，松散堆积密度大于等于

0.4g/cm
3
，振实 400 次后的粉末密度为

0.5g/cm
3
～1g/cm

3
。

（31）电池电极用碳材料含有（7）～

（30）项任意一项的石墨材料。

（32）第（31）项的电池电极用碳材料

还含有纤维粒径为 2～1000nm 的碳纤维。

（33）第（32）项中电池电极用碳材料

中每 100 质量份石墨材料含有 0.01～20 质

量份碳纤维。

（34）第（32）或（33）项中电池电极

用碳材料中碳纤维的纵横比为 10～15000。

（35）（32）～（34）项中电池电极用

碳材料中碳纤维为气相生长碳纤维。

（36）（32）～（35）项的任意一项电

池电极用碳材料中，2000℃或更高的温度下

对碳纤维进行热处理。

（37）（32）～（36）项的任意一项电

池电极用碳材料中，碳纤维内部呈空心结

构。

（38）（32）～（37）项的任意一项电

池电极用碳材料中，碳纤维为支链状碳纤

维。

（39）（32）～（38）项的任意一步电

池电极用碳材料中，X射线衍射测得的碳纤

维（002）平面的平均面间距 d002小于等于

0.344nm。

（40）电极用糊料含（31）～（39）中

任意一项电池电极用碳材料和粘合剂。

（41）电极由（40）项电极用糊料模塑

片构成。

（42）电池含有（41）项所述电极。

（43）蓄电池含有第（41）项所述电极。

（44）电动工具含有（41）～（43）项

所述电池。

（45）汽车含有（41）～（43）项所述

电池。

发明效果

如果电池电极用碳材料选用本发明石

墨材料，那么可赋予电池电极高能量密度，

且能保持高容量、高循环库仑效率和卓越的

循环特性。

本发明生产方法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

了生产力、提高了安全性。

图纸简述

图 1 为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

到的中间相碳的横截面图；

图 2 为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

到的本发明石墨材料的横截面图；

表 1 参考符号

A 表面层（涂覆层）

B 内层

C 边界

本发明优选方案

下面将详细介绍本发明。

（石墨材料 1）

在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石墨材料 1中，

拉曼光谱测得的 1360cm
-1
附近处的峰值强度

（ID）与 1580cm-1附近处的峰值强度（IG）

之比，ID/IG（R 值）为 0.01～0.2。如果 R

值大于 0.2，那么石墨材料表面会有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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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边缘部分。因此，充放电期间会发生很

多副反应。相反，当 R 值小于 0.01 时，更

能阻碍锂的进出，从而降低了电流负荷特

性。

在激发波长为 532nm、入射狭缝宽度为

200μm、暴露期为 15 秒、总共操作二次、

衍射光栅为 600 巴/毫米的条件下，用 JASCO

公司制造的“NRS3100”可测得激光拉曼 R

值。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 中，30～100℃下

的热膨胀系数（CTE）最好为 4.0×10
-6
/℃～

5.0×10
-6
/℃。热膨胀系数可说明焦碳的针

状性。虽然热膨胀系数小于 4.0×10-6/℃的

石墨材料其石墨结晶度较高，放电容量较

高，但含有这种石墨材料的粒子往往易形成

盘状。相反，虽然热膨胀系数高于 5.0×

10
-6
/℃的石墨材料的纵横比较低，但并没有

生成石墨晶体，放电容量也较低。石墨材料

1的 CTE 测试方法同碳原料的测试方法，稍

后将详细介绍。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中，X射线衍射测

得的（ 002）平面的平均间面距 d002 为

0.3362～0.3370nm。用粉状 X射线衍射（XRD）

法可测量间面距 d002。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中，纵横比（长轴

长度/短轴长度）以小于 6为宜，最好为 1～

5。通过光学显微镜图像可确定纵横比。用

Sysmex 公司制造的“FPIA3000”,根据图像

分析可测得纵横比。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中，用 BET 法测得

的比表面积以小于等于 2m2/g为宜，最好为

0.8～1.8m
2
/g。如果石墨材料的比表面积大

于 2m
2
/g，那么由这种材料制得的粒子的表

面活性更高，由于电解溶液分解或其它因素

造成库仑效率降低。

最好，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中，松散堆

积密度大于等于 0.70g/cm3，振实 400 次后，

粉末密度为 1.0g/cm3～1.35g/cm3。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1中，根据激光衍射

测得的体积可知粒径分布 D50％为 10～25μ

m。

（石墨材料 2）

在根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制得的石墨

材料 2 中，初级粒子的纵横比为 1.00～

1.32，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或本发明石

墨材料 2含有具有各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组

分粒子，其初级粒子的纵横比为 1.00～

1.32。

图 1 为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

到的中间相碳的横截面图；图 2为用 TEM 观

察到的本发明石墨材料 2的横截面图。

从图 1可知，在中间相碳中，其表面层

A的颜色为白色（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束更

容易发生透射），内层 B 为灰色（在这种情

况下，电子束不容易发生透射）。在表面层

和内层之间明显存在边界 C。

相反，如图 2所示，本发明石墨材料 2

在表面层和内层之间没有边界，表面层到内

层呈灰色，且均匀分布。也就是说，在本发

明石墨材料中，完全没有涂层，或没有形成

各向同性晶体结构，没有形成单组分粒子。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2中，纵横比（最大

长度 Dmax/相对于最大长度 DNmax的垂直长度，

Dmax为粒子图像周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最大

长度，DNmax为某一线段的最短长度，而该线

段在当图像插入平行于具有最大长度线段

的两条线段时，同这两条线段相交）为 1.0～

1.32。用 Sysmex 公司制造的“FPLA3000”，

通过图像分析可测出纵横比。至少需测量

3000点，以测量 30000 或之上为宜，最好测

量 50000点或以上，然后取平均测量值。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2中，用 BET 法测得

的比表面积以小于等于 2m
2
/g为宜，最好为

0.8～1.8m2/g。如果石墨材料的比表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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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m2/g，那么需要加入相对较多的 PVDF（聚

偏氟乙烯）基粘合剂或 SBR（丁苯橡胶）基

粘合剂。这就导致每单位电极体积中活性材

料的质量减少，从而降低了电池容量。由于

比表面积增大，粒子的表面活性更高，这样

由于电解溶液分解或其它因素会造成库仑

效率降低。根据激光衍射测得的体积可知本

发明石墨材料的粒径分布 D50％为 10～25μ

m。

在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石墨材料 2中，

拉曼光谱测得的 1360cm
-1
附近处的峰值强度

（ID）与 1580cm
-1
附近处的峰值强度（IG）

之比，ID/IG（R值）为 0.01～0.2。

如果 R值大于 0.2，那么石墨材料表面

会有大量高活性边缘部分。因此，充放电期

间很容易发生大量副反应。相反，当 R值小

于 0.01 时，更能阻碍锂的进出，这就更可

能会降低电流负荷特性。

在激发波长为 532nm、入射狭缝宽度为

200μm、暴露期为 15 秒、总共操作二次、

衍射光栅为 600 巴/毫米的条件下，用 JASCO

公司制造的“NRS3100”可测得激光拉曼 R

值。

在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石墨材料 2中，

30～100℃下的热膨胀系数（CTE）最好为 4.0

×10
-6
/℃～5.0×10

-6
/℃。热膨胀系数可说

明焦碳的针状性。虽然热膨胀系数小于 4.0

×10-6/℃的石墨材料其石墨结晶度较高，放

电容量较高，但含有这种石墨材料的粒子往

往易形成盘状。相反，虽然热膨胀系数高于

5.0×10-6/℃的石墨材料的纵横比较低，但

并没有生成石墨晶体，放电容量也较低。石

墨材料 2的 CTE测试方法同碳原料的测试方

法，稍后将详细介绍。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2中，X射线衍射测

得的（ 002）平面的平均面间距 d002 为

0.3362～0.3370nm。用粉状 X射线衍射（XRD）

法可测量面间距 d002。

最好，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2中，松散堆

积密度大于等于 0.7g/cm
3
，振实 400 次后，

粉末密度为 1.0g/cm3～1.35g/cm3。

如果电池电极用碳材料选用本发明石

墨材料 2（其特性如上所述），那么可赋予电

池电极高能量密度，且能保持高容量、高循

环库仑效率和卓越的循环特性。

（石墨材料 3）

在根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制得的石墨

材料 3中，用激光衍射测得石墨材料 3的粒

径分布 D50％为 2～9μm，比表面积为 2～

6m2/g，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或本发明石

墨材料 3含有具有各向同性晶体结构的单组

分粒子，其中用激光衍射测得石墨材料 3的

粒径分布 D50％为 2～9μm，比表面积为 2～

6m
2
/g。

图 1 为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

到的中间相碳的横截面图；从图 1可知，在

中间相碳中，其表面层 A（涂层）的颜色为

白色（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束更容易发生透

射），内层 B 为灰色（在这种情况下，电子

束不容易发生透射）。在表面层和内层之间

明显存在边界 C。

通过 TEM从本发明石墨材料 3的横截面

图（如图 2所示）可观察到，在表面层和内

层之间没有边界，表面层到内层呈灰色，且

均匀分布。也就是说，在本发明石墨材料中，

粒子表面完全没有涂层，或没有形成各向同

性晶体结构，没有形成单组分粒子。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3中，根据激光衍射

测得的体积可知粒径分布 D50％为 2～9μm。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3中，用 BET 法测得

的比表面积为 2～6m2/g。如果石墨材料的比

表面积大于 6m
2
/g，那么需要加入相对较多

的 PVDF（聚偏氟乙烯）基粘合剂或 SBR（丁

苯橡胶）基粘合剂。这就导致每单位电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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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中活性材料的质量减少，从而降低了电池

容量。由于比表面积增大，粒子的表面活性

变得更高，这样由于电解溶液分解或其它因

素会造成库仑效率降低。

在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制得的石墨

材料 3中，拉曼光谱测得的 1360cm
-1
附近处

的峰值强度（ID）与 1580cm-1附近处的峰值

强度（IG）之比，ID/IG（R值）为 0.01～0.2。

如果 R值大于 0.2，那么石墨材料表面会有

大量高活性边缘部分。因此，充放电期间很

容易发生大量副反应。相反，当 R 值小于

0.01时，更能阻碍锂的进出，这就更可能会

降低电流负荷特性。

在激发波长为 532nm、入射狭缝宽度为

200μm、暴露期为 15 秒、总共操作二次、

衍射光栅为 600 巴/毫米的条件下，用 JASCO

公司制造的“NRS3100”可测得激光拉曼 R

值。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3中，X射线衍射测

得的（ 002）平面的平均面间距 d002 为

0.3362～0.3370nm。用粉状 X射线衍射（XRD）

法可测量面间距 d002。

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3中，纵横比（最大

长度 Dmax/相对于最大长度 DNmax的垂直长度，

Dmax为粒子图像周长上任意两点之间的最大

长度，DNmax为某一线段的最短长度，而该线

段在当图像插入平行于具有最大长度线段

的两条线段时，同这两条线段相交）为 1.0～

1.32。用 Sysmex 公司制造的“PLA3000”，

通过图像分析可测出纵横比。至少需测量

3000点，以测量 30000 或之上为宜，最好测

量 50000 点或以上，然后取平均测量值。

最好，在本发明石墨材料 3中，松散堆

积密度大于等于 0.4g/cm3，振实 400次后，

粉末密度为 0.5g/cm
3
～1g/cm

3
。

在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石墨材料 3中，

30～100℃下的热膨胀系数（CTE）最好为 4.0

×10-6/℃～5.0×10-6/℃。热膨胀系数可说

明焦碳的针状性。虽然热膨胀系数小于 4.0

×10
-6
/℃的石墨材料其石墨结晶度较高，放

电容量较高，但含有这种石墨材料的粒子往

往易形成盘状。相反，虽然热膨胀系数高于

5.0×10
-6
/℃的石墨材料的纵横比较低，但

并没有生成石墨晶体，放电容量也较低。石

墨材料 3的 CTE测试方法同碳原料的测试方

法，稍后将详细介绍。

如果电池电极用碳材料选用具有上述

特性的石墨材料，那么可赋予电池电极高能

量密度，且能保持高容量、高循环库仑效率

和卓越的循环特性。

（石墨材料的生产方法）

本发明石墨材料的生产方法并未特别

限定；本发明石墨材料的优选生产方法包括

多个步骤，其中在惰性环境下，将碳原料从

300℃加热到 1200℃时，热损失在 5mass％～

20mass％之间。将碳原料研磨成粉状，然后

在 2000℃或之上进行热处理。

在惰性环境下，将本发明用碳原料从

300℃加热到 1200℃时，碳原料的热损失为

5mass％～ 20mass％；如果热损失小于

5mass%，那么粒子易形成盘状。另外，由于

粉状表面（边缘部分）暴露在外，所以比表

面积有所增加。这样，副反应也有所增加。

相反，如果热损失大于 20mass％，那么石墨

粒子的附属物会有所增加，这势必会影响效

果。如果热损失在上述范围内，那么石墨材

料的比表面积会减小，副反应也会减少。虽

然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副反应会有所减少，

但人们认为在 300～1200℃下加热的挥发成

分已经碳化、石墨化，因此，暴露边缘部分

的晶体就会发生重结晶和稳定，而且粒子表

面变得光滑，这样就会降低比表面积。

在提升速率为 10℃/分钟的情况下，用

可进行 TG、DTA 测试的市售装置测定上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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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在本发明实例中，根据下述步骤，用

Seiko 仪器公司生产的“TGDTAW6300”完成

各项测试：将准确称量的 15mg 试样放到铂

称盘上，然后将其放到装置内，并以

200cm
3
/min.的速率通入氩气，然后再以

10℃/min.的速率将温度升高到 1400℃，接

着进行测量。使用的参考物为日本和光纯药

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α-铝，该参考物在

1500℃下处理 3小时以除去挥发物。

其热损失如上所述的碳原料选自石油

基沥青焦碳或煤基沥青焦碳。具体来讲，本

发明碳原料最好选自含油焦（一种石油焦）。

由于没有生成含油焦晶体，因此将其研磨成

球状，这样就更容易减小比表面积。因此，

本发明碳原料以非针状焦碳为宜，最好为不

易受热处理的非针状焦碳。

石油焦是从裂解或裂解蒸馏石油和沥

青油所得到的黑色孔状固态残余物。石油焦

根据焦化方法分为流化焦和延迟焦。虽然，

流化焦呈粉状，但其用途有限，仅用于炼油

厂日用燃料，因此石油焦通常是指延迟焦。

延迟焦分为含油焦（原料焦）和煅烧焦碳。

含油焦就是从焦化装置中得到的未经处理

的焦碳；煅烧焦是加热含油焦除去挥发物后

的产物。由于含油焦可能引起粉尘爆炸，为

了得到细粒石油焦，在煅烧含油焦除去挥发

物后还需粉碎含油焦。通常，煅烧焦可用于

电极等。由于含油焦的灰份含量比焦炭少，

所以含油焦仅用于电石行业的碳材料、铸造

用焦炭和铁合金用焦炭。上述含油焦可用于

本发明。

在本发明碳原料中，30～100℃下的热

膨胀系数（CTE）最好为 4.8×10
-6
/℃～6.0

×10-6/℃。碳原料热膨胀系数（CTE）的测

试方法如下：用振动磨粉碎 500g 碳原料，

使其粒径小于等于 28 目。筛分该试样以得

到 60g 粒径为 28～60目的碳原料、32g 粒径

为 60～200 目的碳原料和 8g 粒径为 200 目

或低于 200 目的碳原料。混合后总重量为

100g。将这种混合试样放到不锈钢容器内，

然后再加入 25g 粘合剂沥青。加热试样、在

油槽中均匀混合并在 125℃下保持 20分钟。

冷却混合物并用振动磨进行粉碎使混合物

的粒径小于等于 28目。125℃下将 30g 试样

放入压力成型机中，然后在计示压力为

450kg/cm
2
下，挤压、铸模 5 分钟。将铸模

试样放到瓷坩锅中。五小时内，在煅烧炉内

将试样的温度从室温升高到 1000℃，然后将

试样在 1000℃下保持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

冷却。用精密切割机切割煅烧试样以得到大

小为 4.3×4.3×20.0mm 的测试片。用日本

晶振制造商生产的“TMA/SS 350”等 TMA（热

机械分析仪）可在 30～100℃下对测试片进

行热膨胀测试，从而确定 CTE。

接着，粉碎这种碳原料。用气流粉碎机、

锤式粉碎机、辊式磨碎机、销棒粉碎机或振

动磨等装置粉碎碳原料。碳原料的粉碎标准

是最好具有尽可能低的热历史。如果热量用

于粉碎过程，那么如上所述 300～1200℃下

的挥发物含量会减少，这样就不能达到前面

所描述的效果。

最好，将粉碎后的碳原料按照平均粒径

为 10～25μM进行分类。如果平均粒径过大，

那么就很难增大电极密度。相反，如果平均

粒径过小，那么在充放电过程中就更容易发

生副反应。根据激光衍射学用“CILUS”测

量粒径。

在进行石墨化过程前，可在 500～

1200℃的低温下煅烧粉碎后的碳原料。这种

低温煅烧能减少随后石墨过程所产生的气

体。这种低温煅烧需在非氧化环境下完成。

接着，石墨化所粉碎的碳原料。石墨过

程最好在碳原料不易氧化的环境下进行。石

墨过程包括在氩气等环境下进行的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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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艾奇逊石墨炉中进行的热处理（非氧化

石墨过程）。就生产成本而言最好选用非氧

化石墨过程。

石墨过程的最低温度一般为 2000℃，以

2500℃为宜，以 2900℃为佳，最好为 3000℃。

石墨过程的最高温度并未特别限定，但就高

放电容量的获取程度而言，最好为 3300℃。

在本发明过程中，石墨处理后，石墨材

料最好不呈片状或粉状。如果石墨处理后，

石墨材料呈片状，那么就会损坏表面的光滑

程度，这势必会降低石墨材料的性能。

用这种方法可得到图 2所示结构的石墨

材料。

（电池电极用碳材料）

本发明电池电极用碳材料含有本发明

石墨材料。电池电极用碳材料可用作锂二次

电池的阳极活性物质或阳极电导率增强剂。

本发明电池电极用碳材料还含有碳纤

维。100 质量份石墨材料最好含有 0.01～20

质量份碳纤维。

碳纤维包括 PAN-基碳纤维、沥青基碳纤

维和人造丝碳纤维等有机碳纤维和气相生

长碳纤维。由于气相生长碳纤维的结晶度和

导热性较高，所以最好选用气相生长碳纤

维。譬如，可按下述方法制备气相生长碳纤

维：原料选用有机化合物，有机过渡金属化

合物充当催化剂，将原料、有机过渡金属化

合物和载气导入高温反应炉内，然后再进行

热处理（可参看 JP-A-S60-054998 和日本专

利 No. 2778434）。碳纤维的粒径以 2～

1000nm 为宜，最好为 0.01～0.5μm；其纵

横比最好为 10～15000。

碳纤维中充当原料的有机化合物包括

甲苯、苯、萘以及乙烯、乙炔、乙烷、天然

气和一氧化碳等气体和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最好选用甲苯或苯等芳烃。

充当催化剂的有机过渡金属化合物包

括过渡金属。过渡金属实例包括周期表中的

IVa、Va、VIIa、VIIa 和 VIII 组的金属。有

机过渡金属化合物最好选用二茂铁或二茂

镍等化合物。

本发明用碳纤维可通过将气相生长法

等方法制得的长纤维粉碎后制得。碳纤维可

由絮体组成。

最好，本发明用碳纤维不含从有机化合

物或附着在其表面的物质等分解出来的物

质，或者本发明碳纤维含有结晶度较高的碳

结构。

譬如，不含分解物质的碳纤维或碳结构

结晶度较高的碳纤维可通过在惰性气体下

煅烧（热处理）碳纤维或气相生长碳纤维而

制得。具体来说，不含分解物质的碳纤维可

在 800～1500℃下，在氩气等惰性气体下进

行热处理而获得。碳结构结晶度较高的碳纤

维可在 2000℃或以上的温度下，最好是

2000～3000℃下，在惰性气体下进行热处理

获得。

最好本发明用碳纤维含有支链纤维。部

分碳纤维在纤维中可能呈连续的空心结构。

为此，构成纤维筒状部分的碳层呈连续状。

空心结构可能部分含有呈筒状的碳层，这些

碳层包括大致呈筒状的碳层、部分非连续碳

层和两堆积碳层合二为一的碳层。筒体横截

面的形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圆，可以为椭

圆或呈多边形。

在本发明用较好的碳纤维中，X射线衍

射测得的（002）平面的平均面间距 d002一般

小于 0.344nm，以小于 0.339nm 为宜，最好

小于 0.338nm。C-轴方向晶体的厚度（Lc）

一般小于 40nm。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