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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锂硫电池是目前最具实用前景的下一代高性能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低成
本等优势。然而其中间产物多硫化物在电解液中溶解并在正负极间穿梭，导致容
量快速衰减，严重制约了其实际应用。利用碳材料的孔结构限域多硫化物溶解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实现多孔碳的可控制备及其孔结构的精细调控是
提高锂硫电池性能的关键步骤。石墨烯作为碳基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利用氧化
石墨烯液相自组装，是实现石墨烯基多孔碳的可控制备及结构调控的重要手段。
针对锂硫电池中的瓶颈问题，例如碳硫复合材料中硫负载量不高、多孔碳骨架的
导电性差、多硫化物吸附转化的动力学反应速率较慢等，通过自组装实现石墨烯
基多孔碳 的可控设计与制备 ，是优化锂硫电池电化学性能并推动其实际应用的
关键。
针对以上问题，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并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1）系统研究氧化石墨烯液相自组装行为，提出三维石墨烯水凝胶的
凝胶化机理和二维氧化石墨烯薄膜的 再凝胶自修复机制。实现超低浓度下自
组装成水凝胶及其微观结构的精细调控，深入理解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机
制，为石墨烯基多孔碳的可控制备奠定理论基础。
（2）研究锂硫电池中高硫负载量的碳硫复合材料结构调控，利用双功
能性硫酸盐模板，通过自组装制备多孔碳骨架的同时，原位转化为金属硫化
物作为锂硫电池活性材料，实现高硫负载量下孔结构的精细调控及优异的电
化学性能。
（3）优化碳硫杂化材料导电性与孔隙率关系，利用催化活性的硬模板，
在组装制备层次孔碳的同时，在多孔碳骨架中原位生长碳纳米管，获得层次
孔碳/碳纳米管杂化结构。改善碳/硫复合材料的导电性，提高其倍率性能。
（4）优化催化剂在锂硫电池中的效果， 将多孔碳“被动”束缚多硫化
物转变为“主动”疏导催化多硫化物的转化，提高其动力学反应速率。在电
解液中添加催化剂更高效地加速其反应过程， 提高电化学循环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氧化石墨烯液相自组装的行为，实现石墨烯基多
孔碳的可控制备及结构调控。解决锂硫电池中的瓶颈问题，改善其电化学性
能，最终推动实现高性能锂硫电池的实际化应用。
关键词：石墨烯；多孔碳；自组装；锂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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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had been considered

as the promising

next-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devices, ascribing to their high specific
capacitance and low cost. However, the dissolve of polysulfide into the
electrolyte severely results in the decay of capacitance and restrict their
practic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rapping the polysulfide into the porous carbon
had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Graphene as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for the carbon materials has unique
structures and excellent chemical or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self-assembly of
graphene in solu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synthesis porous carbon with
tunnable microstructure. Aiming at the bottleneck challenges in lithium sulfur
batteries, like the low sulfur loading in the carbon/sulfur composite, the low
conductivity in the porous carbon matrix and the slow kinetic transformation of
polysulfide,

etc.

Preparing

the

graphene-based

porous

carbon

through

self-assembly approach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to achieve the enhancement of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Aimming at above problems, this thesis investigated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 The self-assembly of graphene sheets in solution had been deeply studied
and provid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hydrogels and the self-healing of two-dimensional membranes, which is benefit
for the controllable assembling and processing of graphene-based bulk
materials.
(2) The high sulfur loading carbon-sulfur composite materials were studied
with tunable microstructure. Through adding the sulfate into the graphene
assembly process, the hierarchical porous carbon was formed due to the sulfate
templates effect and sulfide was transformed as the active materials to achieve
the high loading of sulfur and improve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3) The balance between conductivity and porosity of porous carbon hybrid
was optimized. The carbon nanotube can be in-situ grown from carbon matrix by

II

Abstract

the hard template with catalytic activity and prepared hierarchical porous
carbon/carbon nanotube hybrid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cathode materials and improve the high-rate performance.
(4) The catalyst effect in lithium sulfur batteries was investigated. Instead of
the passively resist the dissolve of polysulfide, the catalyst was added into the
electrolyte to initiatively accelerate the kinetic polysulfid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verall,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raphene-based materials
assembly, achieving the controllable preparation of graphene -based porous
carbon with designed microstructures. Using these prepared porous materials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of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and enhance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igh-performance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Key words: graphene; porous carbon; self-assembly; lithium-sulfur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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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开发利用新型可再生低碳新能源，是缓解能源危机和维持可持续性发展
的长期战略。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储能技术 逐渐成为限制其持续发
展的瓶颈问题。常见的储能技术有：机械类、电气类、电化学类、热储能等。
其中电化学储能由于具有能量密度高、灵活方便、响应时间短等特点，是目
前储能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1-2] 。通常 电化学储能体系包括，铅酸电池、锂
离子电池、燃料电池、液流电池、超级电容器等 [3-5] 。锂离子电池由于 具有
高比容量和优异的循环性能，以及便携和绿色环保等诸多优点，成为目前研
究的主要热点之一 [4, 6-7] 。但锂离子电池难以满足电动汽车等新型产业对高能
量密度储能器件的要求，新型的锂硫电池由于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而且成
本低廉、对环境友好的优点，逐渐成为当下锂离子电池的主要研究热点 [8-11] 。
碳材料作为储能器件中的关键组分，能够有效改善储能器件的结构与性
能 [2, 12-13]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种杂化结构，具有丰富的同素异形体，例如 sp 3
杂化的金刚石 [14] 、sp 2 杂化的石墨 [15] 以及 sp 杂化的卡宾碳 [16] 。丰富的键合能
力使碳原子以链状、环状或者网状等多种形式，组装成从零维到一维、二维、
三维的各种结构，新型碳材料不断被发现并发掘出优异独特的性能。从 1985
年富勒烯的发现 [17] ，到 1991 年碳纳米管的出现 [18] ，再到 2004 年石墨烯的稳
定剥离 [19] ，2010 年石墨炔的化学合成 [20] 。除前沿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碳
材料已经实现产业化，并且是众多领域的必备关键材料，例如商业锂离子电
池中石墨负极，超级电容器中多孔碳电极以及燃料电池中金属催化剂载体
等。
二维石墨烯片可以看作 sp 2 杂化碳材料的基本组成单元（图 1-1） [21] 。
利用其能够组装形成不同构型的纳米碳材料，例如将其边缘全部连接起来，
可以视为零维的富勒烯 [22] ；将其沿一个方向卷起来，即形成碳纳米管 [23] ；如
果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便是常见的石墨层状结构。除这些基本的组装方式
外，利用石墨烯超薄片层的柔性和超低密度，及在 界面之间的互相作用，可
以形成具有特定结构或性能的组装体 [24-25] 。例如在气液界面成膜 [26] 、固液或
液液界面相互搭接形成凝胶等 [27-28] 。这些组装体实现了石墨烯材料的宏观应
用。然而，对于石墨烯的组装过程，目前并没有足够细致的研究 及调控，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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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具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难以精细调控其微观结构
及性能优化 [29-30] 。因此，如何实现石墨烯基碳材料的可控 组装制备，对于其
在新型储能器件中的性能优化及实际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2

图 1-1 石墨烯作为 sp 杂化碳材料的基本组成单元

[21]

1.2 石墨烯及氧化石墨烯的介绍
1.2.1 结构特征
石墨烯的结构是单层的蜂窝状碳原子，每个碳原子以 sp 2 杂化形式与周
围三个碳原子以共价键连接，形成正六边形的单层碳原子平面，如图 1-2 所
示 [31-32] 。每个碳原子上有一个未成键的 π 电子在 p 轨道上运动，由于这些轨
道相互重叠，使得 π 电子在石墨烯平面上自由移动，具有良好的导电性 [33] 。
由于单层碳原子结构的热力学不稳定 性，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其无法稳定存在
[34]

。直到 2004 年，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科学家 Geim 和 Novoselov 通过胶带机

械剥离石墨获得单片层的石墨烯，并且在室温下可以稳定存在 [19] 。后来研究
者发现，其片层表面会存在轻微程度的褶皱，这些褶皱结构 保证了其室温下
的稳定性。

图 1-2 石墨烯的化学结构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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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是石墨烯的氧化衍生物，其结构相对复杂 ，具体化学结构很
难完全一致 [32] 。总体来说，氧化石墨烯是石墨烯单层碳原子表面 嫁接一些含
氧官能团，主要包括环氧、羟基和 羧基等 [35-36] 。如图 1-3 所示，氧化石墨烯
中的碳原子，包括平面内疏水的 sp 2 杂化碳，和含氧官能团上亲水的 sp 3 杂
化碳 [37] 。相比于石墨烯，氧化石墨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材料，早在 1859 年
牛津大学的化学家 Benjamin C. Brodie 就首次成功制备合成 [38] ，在 1957 年
科学家 Hummers 发明一种使用浓硫酸、高锰酸钾混合物的更简易、安全、快
速的制备方法，也就是现在常用的 Hummers 法 [39-41] 。通过先制备氧化石墨，
再进一步还原的方法，是目前最简易、低成本且宏量制备石墨烯的生产方法
[42]

。制备得到的氧化石墨烯如图 1-3 所示，边缘含有羟基、羧基等丰富的亲

水性含氧官能团，而片层中间的碳骨架又是疏水的结构，因此同时含有亲水
基团和疏水基团的氧化石墨烯分子，可以视 为双亲性的大分子 [43-45] 。而这种
双亲性的氧化石墨烯片层容易与很多物质发生进一步的相互作用，在界面组
装搭接成丰富的构型或者制备得到复合物，具有优异的可加工性，有利于材
料的宏量制备及器件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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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氧化石墨烯的化学结构示意图

1.2.2 性能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力学、电学、热学和光学等特性，近年来成为研究热
点。由于其碳原子全部以共价键排列，赋予其优异 的力学性能，力学强度可
达 120 GPa，适用于各种增强材料 [46-48] 。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导电性，是一种
零禁带的半导体材料，但通过掺杂的方式，可以打开带隙形成半导体器件 [19] 。
同时石墨烯具有很高的热导率，可达 3080-5150 W/mK,能够有效应用于柔性
器件，并解决其散热问题 [49-50] 。单层的石墨烯具有优异的透光性，透过率可
达 97.7%，能够替代传统的透明导电薄膜，在透明电极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9, 51-52]

。

单层氧化石墨烯的厚度在 1 纳米左右，其横向尺寸为几纳米到几百微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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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石墨烯，氧化石墨烯片层上的 缺陷和含氧官能团影响其物理性质 [53] 。
例如表面丰富的含氧官能团会使其从 良好的导体转变成绝缘体，并且热学性
质降低 [54-55] 。但这些含氧官能团会与更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及反应，以及本
身双亲性的特征，赋予 GO 片层更多的化学活性（图 1-4） [24] 。石墨烯是疏
水的，很难分散在水中，但能够部分分散到一些有机溶剂中，例如 DMF、NMP
等 [56-57] 。而氧化石墨烯表面的亲水基团在水中电离，片层间静电力相互排斥
使其很容易稳定分散在水溶液中 [58] 。除自身容易分散在溶剂中外，利用 GO
水溶液能够稳定分散其他难溶性颗粒，例如碳纳米管、 富勒烯、石墨等 [59] 。
并且由于其独特的二维横向尺寸，当分散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片层 会按照
一定方向排列，形成稳定的液晶相结构 [60-62] 。利用液晶态可以使片层定向排
列，有利于提高其组装体的力学强度 [63-65] 。

图 1-4 氧化石墨烯的化学特性

[24]

虽然氧化石墨烯不导电，但通过不同还原手段能够部分去除含氧官能团
恢复其导电性，例如化学还原、热还原等，获得部分还原的氧化石墨烯（ RGO）
或化学修饰后的石墨烯（ CMG） [42,

66-68]

。RGO 具有一定的导电性，同时少量

的含氧官能团及缺陷赋予其相应的化学活性 [69] 。因此在电化学领域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70-71] 。

1.2.3 制备方法阐述
石墨烯常见的制备方法：机械剥离法 [19,
原法 [66,

79-81]

72-74]

、气相沉积法 [75-78] 、氧化还

、液相剥离法 [82-85] 和电化学剥离法 [86-88] 。其中机械剥离是最初成

功发现石墨烯的方法，其操作简单，通过反复粘撕胶带上的定向石墨片即可
获得单层石墨烯。获得的石墨烯片层质量高、无缺陷，但产量很低，而且随
机性高，很难均匀大量制备 [72] 。因此，只适用于少量物理及电子器件的使用。
气相沉积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备方法，其以含碳的前驱体为原 料，利用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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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在金属表面上高温生长出单层石墨烯，从而 制备得到大面积的石墨烯且
缺陷含量较少，适用于电子器件等精密性质研究 [89] 。常见的气相沉积法主要
包括化学气相沉积（CVD）[76, 90] 及等离子体增强的化学气相沉积（PECVD）[91-93] 。
常见的碳源为有机气体碳源，固相碳源也可以制备，但相对难度较大 [94-95] 。
常见的催化剂基底为铜箔、镍箔等，最近研究发现在一些非催化基底上 制备
生长，例如玻璃，粘土等，更加拓宽了 CVD 生长石墨烯的适用范围，使其成
为制备高质量、大面积石墨烯薄膜的最有效 方法之一 [96-99] 。
从氧化石墨烯还原得到石墨烯的氧化还原法是低成本大批量制备石墨
烯的常用方法 [41] 。从石墨通过插层氧化得到氧化石墨，再通过热处理还原得
到石墨烯。氧化石墨的制备方法早在 150 年前就有报道，直到 1957 年 Hummers
法让制备氧化石墨成为常规的合成方式，并根据不同条件逐渐优化，形成改
性的 Hummers 法 [41, 100-102] 。使用高锰酸钾作为氧化剂，硝酸钠作为助氧化剂，
在浓硫酸下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在低温反应时 与石墨发生插层氧化，形成硫
酸-石墨层间化合物。在随后中温反应中加入去离子水，与硫酸、锰氧化物
和石墨片层发生一系列氧化反应，随着反应进行 ，水分子逐渐插入到石墨层
间。最后加入双氧水将未反应的高锰酸钾和锰氧化物还原，并随着酸洗去除
杂质 [41, 103] 。虽然 Hummers 法制备相对简单，但仍使用大量的氧化剂和浓酸，
并且反应过程中伴随有毒气体（NO x ）的产生，而且耗时较长。最近 Peng 等
人利用 K 2 FeO 4 作为氧化剂，在室温条件下一小时即可制备得到氧化石墨，并
且该方法硫酸可以循环使用，而且整个过程安全无毒 [104] 。但 K 2 FeO 4 氧化剂
虽然在酸性下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但极不稳定，一段时间后便会分解，这也
限制这种氧化石墨制备方法的 广泛应用 [105] 。虽然氧化还原法制备得到的石
墨烯会难免引入缺陷，但其制备方法简单、可大批量成吨级生产，且还原得
到的石墨烯适用于电化学储能和催化等方面，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1.3 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
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是湿化学法研究石墨烯的热点。目前大部分石墨
烯组装体都是通过控制氧化石墨烯的可控组装 ，再经过化学或者热还原最终
转化为石墨烯。氧化石墨烯片层上丰富的含氧官能团赋予其双亲性及更高的
化学活性，以及水溶液中良好的分散性，便于进一步组装及加工成型。其在
界面处产生自身相互作用，或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从而相互搭接形成组装
体。因此调控氧化石墨烯片层在界面处的自组装行为，对组装体的微观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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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至关重要。

1.3.1 固液界面组装
氧化石墨烯片层的双亲性和化学活性使其易与固体界面发生相互作用
或反应，从而诱导引发其相互搭接，组装成各种结构的组装体。例如氧化石
墨烯片层上的羧基很容易与金属发生反应，从而在金属界面组装成胶。Shao
等人通过将商用的 AAO 滤膜浸泡在氧化石墨烯溶液中，一定时间后在滤膜多
孔一侧自动形成一层凝胶(图 1-5a)，其成胶机理是 AAO 的主要成分氧化铝
会与 GO 中的羧基相互作用。相同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含有氧 化层的金属
表面，例如铜箔、铝箔等 [106] 。Chen 等人利用同样的原理，发现 GO 可以均匀
沉积在三维的金属基底中。利用泡沫镍为基底，沉积石墨烯凝胶后，可直接
用于电容器的电极，并且在 1mm 厚的电极厚度下，也具有很高的面容量、高
倍率和长循环寿命 [107] 。随后，Cao 等人根据同样的原理，实现了更大面积自
支持可图案化的石墨烯薄膜的制备，通过控制时间和不同金属基底，制备不
同层数、不同图案、不同掺杂离子的石墨烯薄膜 （图 1-5b） [108] 。

图 1-5 氧化石墨烯与金属界面自组装成胶

[106, 108]

除金属离子的化学作用外，GO 片层上的负电基团使其片层带负电，因此
利用静电吸附作用使其与带正电的物质相互结合，层层自组装成膜。Lee 等
人报道，通过将氧化石墨烯氨基化处理得到带正电的改性 RGO-NH 3 + 片层，再
将其与 RGO-COO - 结合层层自组装，实现 GO 层数可控的薄膜（图 1-6a） [109] 。
同样利用带正电的高分子与 GO 静电吸附，例如 Jeon 等人利用带正电的苯胺
分子，与带负电的 GO 结合，获得层数可控的石墨烯/聚苯胺复合自支撑薄膜，
在超级电容器中具有优异的比容量及能量密度（图 1-6b） [110] 。利用相似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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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吸附原理，同样可以实现三维宏观组装体的制备。Zou 等人将带正电的
聚乙烯亚胺（PEI）液滴直接滴入带负电的 GO 溶液之中，在摇床中摇晃几小
时后，得到大小可控的石墨烯小球 （图 1-6c）。获得的石墨烯小球尺寸均
匀，并且通过控制摇晃时间，即 PEI 的扩散时间，调控小球的尺寸大小。另
外，通过模具的选择，也可以实现不同形状的宏观体的制备，具有优异的加
工性能 [111] 。

图 1-6 氧化石墨烯通过静电吸附层层自组装现象

[109-111]

氧化石墨烯片层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使其在水溶液中能够稳定分散。
但当其被还原时，部分含氧官能团的脱除 破坏了其原有的电荷平衡，影响其
分散液的稳定性。部分还原的 RGO 片层相互搭接形成三维骨架，随着还原程
度的加深，骨架进一步收缩形成水凝胶结构。由于液相中 RGO 片层均匀收缩，
其水凝胶的结构往往与容器的结构保持一 致，容器的界面促进其形核并保持
整体容器的形状。水热法是最常见的制备氧化石墨烯水凝胶的手段之一。Xu
等人通过一步水热的方法，制备得到 具有良好的导电性、热稳定性和机械性
能的石墨烯水凝胶（图 1-7a），将其作为电容器的正极材料 表现出优异的
比容量

[27]

。化学还原法也是制备石墨烯水凝胶的常用方法，通过使用不同还

原剂，实现不同含氧官能团的脱除及还原速率的调控。Zhang 等人发现抗坏
血酸对于氧化石墨烯是一种良好的还原剂，它的反应速率温和、并且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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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无 污 染 ， 制 备 得 到 的 石 墨 烯 水 凝 胶 具 有 完 整 的 尺 寸 和 良 好 的 导 电 性 [68] 。
Chen 等人通过使用不同形状的容器， 获得不同宏观尺寸结构的石墨烯水凝
胶（图 1-7b） [112] 。此外多价的金属离子也可以诱导其还原，并自组装形成
水凝胶。例如 Cong 等人使用铁离子诱导其自组装成凝胶，铁离子进一步转
化为氧化铁或者氢氧化氧铁等复合结构 [113] 。

图 1-7 由氧化石墨烯还原引发的自组装成胶现象

[27, 112]

此外还有其他固液界面组装的方法，例如通过抽滤过程使氧化石墨烯的
片层定向排列，组装形成均匀的 GO 柔性薄膜 [114-116] 。利用冰的模板效应在氧
化石墨烯溶液冻干的过程中，实现 GO 片层在冰模板周围的组装形成宏观体
[117-118]

。此外，GO 片层在一定浓度下的定向排列会形成液晶态，利用这种定

向 排 列 的 结 构 实 现 湿 法 纺 丝 ， 从 而 制 备 得 到 氧 化 石 墨 烯 基 的 纺 丝 纤 维 [64,
119-120]

。

1.3.2 气液界面组装
气液界面是氧化石墨烯液相自组装中常见的界面之一，由于 GO 片层的
双亲性，在气液界面可以构筑不同种类的薄膜。常见的气液界面自组装 分为，
常规薄膜制备 [121-122] 、Langmuir-Blodgett （LB）自组装 [123-124] 、溶剂挥发诱
导在二维平面或者三维结构中的自组装 [26] 等。其中常规制备 GO 薄膜的方式
有自然挥发、静置提拉、旋涂及喷涂等。LB 法是常见的制备超薄薄膜的组
装方法，尤其对于单层或者少层的薄膜，LB 法能够对其实现精确的厚度调
控。Cote 等人首次实现单层氧化石墨烯薄膜的 LB 法制备，不需要任何表面
活性剂或者稳定剂的情况下，实现单层薄膜的可重复性制备。并且该薄膜能
[123]

够成功转移到其他基底上，实现密度及排列程度的精确调控（图 1-8a）

。

此外 GO 分散液中溶剂的缓慢挥发诱导 GO 片层在气液界面上富集，并在界面
处相互搭接成一定厚度后形成薄膜。Chen 等人利用这种原理，在气液界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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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实现自支撑且柔性的 GO 薄膜制备（图 1-8b），通过缓慢加热的方法，可
以加速溶剂的挥发提高成膜速率 [26] 。Lv 等人通过控制这种薄膜的水分脱除
速度，从而实现 GO 多级结构薄膜的调控，即上层致密、中间层宽松、下 层
垂直排列的多层次结构薄膜 （图 1-8c）。这种薄膜具有更好的吸附效果及
在储能器件中具有更快的传导速率 [125] 。

图 1-8 氧化石墨烯气液界面成膜现象

[26, 123, 125]

气液界面中的毛细收缩力能够实现氧化石墨烯构型的致密化。Yang 等人
在混合溶剂脱除过程中，通过毛细作用力将石墨烯水凝胶薄膜实现致密化
（图 1-9a），并且作为电容器材料获得高达 60 Wh L -1 的体积能量密度 [126] 。
在水和另一相不挥发的溶剂的体系中，水的挥发实现石墨烯薄膜的毛细收缩
致密化，而非挥发溶剂保留其层间离子传输通道，共同实现高密度下容量的
有效利用。Wang 等人通过将这种薄膜与高 电容性能的聚苯胺复合，通过毛
细收缩形成高密度聚苯胺石墨烯杂化薄膜，在电容器中获得高达 573 F cm -3
的体积比容量（图 1-9b） [127] 。Luo 等人利用氧化石墨烯液滴在高温中快速
蒸发的过程，利用毛细作用力将 GO 片层褶皱并均匀收缩成球状的纸团 （图
1-9c）。这种石墨烯纸团能够有效防止石墨烯片层的再次团聚，并且容易分
散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128] 。Luo 等人继续将这种纸团与其他活性材料进
行复合，例如引入硅颗粒，在充放电过程中，该褶皱状的柔性片层有效地缓
解体积膨胀带来的容量的衰减，显著提高电极的循环稳定性 [12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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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氧化石墨烯组装体气液界面毛细收缩现象

[126-128]

1.3.3 液液界面组装
液液界面对于双亲性分子是理想的自组装场所。双亲性分子通常会到自
由能最小的界面处聚集并在界面处自组装成薄膜。对于氧化石墨烯来说，由
于其独特的柔性单片层结构，更容易在液液界面处自发聚集，相互搭接形成
均匀稳定的薄膜。Tang 等人通过 NMP 溶剂热直接得到高质量石墨烯分散液，
在该溶液中引入第二相环己烷，将石墨烯从 NMP 溶剂中提取分离，从而在油
-水的液液界面处自组装成均匀且厚度可控的石墨烯薄膜 （图 1-10a） [130] 。
Gan 等人发现氧化石墨烯溶液在还原的过程中也会 自发地在油水界面成膜。
在氧化石墨烯的水溶液中加入甲苯，在水合肼的作用下加热还原成 RGO，RGO
片层 在水 中不 稳定 ，逐 渐脱 离水 相 运 动到 油 -水界 面处 自组 装成 膜 （ 图
1-10b）。该 RGO 纳米薄膜具有高导电性及透明度，且层数可控易于大面积
制备，并转移到任意基底上应用于光电器件、化学传感器、催化剂等领域 [131] 。
Bramhaiah 等人利用类似的自组装原理，实现 氧化石墨烯-贵金属纳米颗粒
复合薄膜的制备。金属离子和 RGO 的混合前驱体在还原剂的作用下，共同还
原成 RGO-金、银、铂的复合薄膜（图 1-10c），适用于催化剂等多种应用体
系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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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氧化石墨烯液液界面的自组装成膜现象

[130-132]

除二维平面自组装，氧化石墨烯在液液界面也 能够诱导引发三维组装，
例如利用油液滴表面张力形成的球状结构，GO 片层稳定存在于油-水界面处，
相互搭接形成网状结构。Kim 等人发现在氧化石墨烯在水-甲苯的混合溶剂
中，摇晃后形成类似于皮克林乳液的结构。从光学显微镜的照片中，观测到
随 着 GO 浓 度 的 减 小 ， 乳 液 相 的 比 例 递 减 ， 而 液 滴 的 尺 寸 逐 渐 增 大 ( 图
1-11a) [24] 。利用同样的原理，Guo 等人将氧化石墨烯的水溶液滴入橄榄油中，
在高温下搅拌一段时间后，溶液的粘度明显的提升，形成稳定的乳浊液。更
剧烈的搅拌下将水份甩出，最后通过离心清洗得到最终的石墨烯空心球(图
1-11b) [133] 。Li 等人将氧化石墨烯在水-己烷混合溶剂中，通过溶剂热得到具
有超大孔的石墨烯水凝胶。利用己烷的油性液滴作为软模版，GO 在液液界
面处还原并相互搭接，组装成具有更大孔的石墨烯宏观体 (图 1-11c)，具有
更好的力学性能，可实现循环的压缩测试 [134] 。
除 宏 观 的 水 -油 液 液 界 面 ， 在 微 观 下 水 -醇 在 分 子 尺 度 下 是 非 均 匀 分 布
的，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发生不同程度的聚集。Luo 等人发现氧化石墨烯
在水-异丙醇这个体系中，由于 GO 片层的双亲性特征，溶剂分子会存在微观
上的不均匀分布，水分子更倾向于聚集在 GO 片层的含氧官能团附近，而异
丙醇分子倾向于聚集在 GO 片层碳表面的疏水区域。尤其在溶剂热的高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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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随着 GO 的逐渐被还原，水-异丙醇的混合溶剂会随着发生微观上的相
分离，使得 RGO 片层包裹着水分子，而异丙醇聚集在外围 从而形成液液界面，
RGO 在液液界面处聚集，在极低的 GO 浓度下相互搭接形成石墨烯水凝胶(图
1-11d) [135] 。

图 1-11 氧化石墨烯液液界面的自组装成膜现象

[24, 133-135]

1.4 石墨烯基多孔碳材料的结构调控
多孔碳材料是传统碳材料领域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净化水 [136] ，气体分离 [137] ，催化 [138] 及能源存储 [139] 等。
其孔结构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能够通过不同的制备方法从纳米级别的微孔
到微米尺度的大孔实现精确调控。根据孔的有序情况分为无序多孔碳和有序
多孔碳 [140-141] 。活性炭是典型的无序多孔碳，主要由微孔构成，但孔径分布
不均匀。CMK-3 是典型的有序多孔碳，孔道的形状尺寸均一，孔径主要分布
在介孔范围 [142] 。传统的多孔碳常见的制备方法有：活化法 [143] 和模板法 [144] 。
活化法常见有物理活化、化学活化 等 [143,

145]

，模板法主要有硬模板和软模版

法 [146-147] 。而传统的多孔碳虽然具有高比表面积，但其导电性一直较差，限
制其在能源存储等领域的应用。而石墨烯基多孔碳材料由于石墨烯片层本身
的柔性和高导电性，其组装制备得到的多孔碳能够 有效解决传统多孔碳导电
性差等问题 [148] 。但由于石墨烯的结构复杂性，石墨烯基多孔碳的孔结构 难
以精确调控，所以如何实现其孔结构的可控制备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1.4.1 自组装
具有双亲性的氧化石墨烯片层容易在界面处相互作用，自组装成各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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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结构。形成三维结构时，石墨烯自身的褶皱和缺陷会形成微孔或介孔，
片层间相互搭接会形成大孔，其自身便形成层次孔结构的多孔碳。再通过进
一步的复合、活化或掺杂处理，有效地改善内部的孔结构分布。水热法是自
组装制备三维多孔石墨烯的有效方法。相比于化学还原 或者气相沉积等方
法，水热制备得到的多孔石墨烯具有更多的微孔、更高的比表 面积和更均匀
的网状结构。在溶剂挥发的过程中，由于水等高表面张力的溶剂，柔性的
GO 片层不断褶皱收缩，在毛细作用力的牵引下，使得氧化石墨烯水凝胶进
一步收缩致密化。
Tao 等人将水热法制备得到的水凝胶通过毛细收缩，得到高密度的石墨
烯宏观体（图 1-12a），在收缩过程中石墨烯片层并没有堆叠，并保留其三
维多孔结构 [149] 。制备得到的高致密多孔石墨烯的密度 达到 1.58 g cm -3 ，比
表面保持在 370 m 2 g -1 ，具有优异的体积比容量与能量密度，在储能器件中
展示出良好的应用潜力。Li 等人通过 ZnCl 2 造孔剂对石墨烯高密度块体进行
二次造孔，在提高比表面的同时，仍然保持其高密度的特性。该块体材料可
以直接切片后整体作为电容器的一体化电极，极片厚度达到 400 微米时仍具
有优异的体积能量密度（图 1-12b） [150] 。此外，Li 等人通过磷酸在高密度
石墨烯块体上进行造孔，获得具有墨水瓶状的层次孔结构，这种 孔结构吸附
容易、脱附难，是理想中束缚硫颗粒溶解的有效结构（图 1-12c）。将其应
用于锂硫电池中，在活性材料密度为 1.16 g cm -3 时，体积比容量达到 653 mA
h cm -3 ，在 100 微米厚度的一体化电极中，体积能量密度可达 408 Wh L -1

[151]

。

在锂离子电池中，高密度且多孔的石墨烯块体孔结构经过调控后，同样实现
高体积能量密度的目标。Han 等人通过使用硫作为可牺牲性模板，在高密度
的多孔石墨烯块体中，为二氧化锡的体积膨胀预留了合适的空间。避免在电
化学循环过程中因为体积膨胀造成容量的衰减，最终该体系获得高达 2121
mAh cm -3 的体积比容量（图 1-12d） [152] 。在锂空气电池中，Qin 等人通过使
用氧化硅模板，也实现高密度多孔石墨烯块体的孔结构调控，使其更有利于
氧气的传输，在锂氧气电池中获得高达 1109 Wh L -1 的体积能量密度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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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氧化石墨烯通过液相自组装过程中的毛细收缩调控孔结构现象

[149-152]

除造孔剂对石墨烯孔结构调控外，通过石墨烯与复合物的相互作用也可
实现其微观结构的调控。Xu 等人通过将水热后得到的石墨烯水凝胶，浸润
在苯胺溶液中，让苯胺原位聚合在石墨烯水凝胶的多孔骨架中，制备得到的
石墨烯/聚苯胺水凝胶（图 1-13a）。通过毛细收缩作用得到复合物块体，
具有非常高的体积比容量，在纯碳器件中可达 800 F cm -3 [154] 。Wei 等人将碳
纳米管加入氧化石墨烯溶液中，通过一步制备得到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水
凝胶（图 1-13b），其中碳管和石墨烯片层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形成更加
完 整 的 导 电 网 络 ， 有 利 于 电 子 传 输 ， 从 而 获 得 更 好 的 氧 还 原 活 性 [155] 。 Liu
等人通过将硝酸镍的前驱体灌入石墨烯水凝胶中，通过冻干后的热处理即可
得到石墨烯/氧化镍的复合物（图 1-13c），其氧化镍颗粒均匀地负载在石
墨烯骨架上，从而具有灵敏的传感活性 [156] 。Wu 等人通过加入铁离子和聚吡
咯，通过诱导 GO 自组装的过程及后续的热处理中，实现原位氧化铁的合成
及氮元素的掺杂，所获得的氧化铁在氮掺杂的石墨烯三维网状结构中具 有优
异的氧还原活性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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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氧化石墨烯通过液相自组装成复合材料

[154-156]

1.4.2 模板法
模板法是制备石墨烯基多孔碳的常见方法。相比于自组装法，模板法制
备得到的多孔碳的孔结构更 均匀且容易控制 [158] 。石墨烯独特的柔性片层结
构 使 其 易 包 裹 在 硬 模 板 的 表 面 ， 较 好 的 复 制 模 板 形 状 形 成 多 孔 结 构 。 Choi
等人选择聚苯乙烯球作为硬模板，通过与石墨烯的混合 抽滤成膜，甲苯去除
模板后形成具有球状大孔结构的石墨烯薄膜（图 1-14a），再通过沉积各种
氧化物等形成石墨烯基复合材料 [159] 。 相比于机械混合包覆，气相沉积法更
为适合除球形等基本形状外更 复杂的模板结构。Zhao 等人在气相沉积过程
中，利用镁铝双金属层状氧化物作为硬模板，使气体较小的尺寸充分进入介
孔的孔道中，在孔中生长石墨烯形成多孔状石墨烯（图 1-14b）[160] 。由于模
板两面均可生长石墨烯，所形成的双层石墨烯由于中间介孔区域 有效防止其
团聚，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石墨烯的高比表面积。因此这种气相沉积的方式适
用于更复杂的三维模板。Lu 等人利用金属盐模板，通过在热处理下还原制
备得到多孔金属骨架，再对其表面进行气相沉积，最终刻蚀模板后得到三维
多孔石墨烯（图 1-14c）。该超轻的石墨烯骨架直接作为集流体，在锂硫电
池中获得优异的硫负载量及面容量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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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硬模板法制备石墨烯基多孔碳

[159-161]

除硬模板外，软模版也是常见的制备方法之一。硬模板由于其 形状固定，
能合成的形貌有限，并且硬模板难以完全去除。相比于应模板，软模版能通
过自组装的方式获得更柔性的结构，且模板更容易完全脱除 。Huang 等人通
过氧化石墨烯片与乳液等软模板自组装成复合物，通过过滤及后续的煅烧直
接除去模板，获得最终的多孔石墨烯（图 1-15a）[162] 。Huang 等人通过 F127
形成的胶束作为软模版，与氧化石墨烯片共同自组装形成多孔石墨烯，通过
控制实验参数从而对多孔石墨烯的孔尺寸进行调控 [163] 。此外 GO 片层也会对
自组装过程起导向作用，例如 Liu 等人通过调控胶束和石墨烯的比例，实现
不同介孔方向的分布，当胶束比例逐渐增加时，多孔碳中介孔的方向从垂直
方向改变到水平方向，进而实现不同孔结构的调控 （图 1-15b） [164] 。GO 片
层不仅对高分子的自组装有诱导作用，同时对纳米颗粒的生长也 起到导向和
限域作用。Qin 等人通过在氧化石墨烯片层上生长钒酸银颗粒，发现钒酸银
会沿着石墨烯片层的方向横向排布，形状类似编制网状的钒酸银纳米带（图
1-15c） [165] 。其中石墨烯不仅起模板的作用诱导其生长，还作为导电基底有
效地提高其复合材料的导电性，为其良好的电化学性能奠定基础。此外，Li
等人发现石墨烯的限域模板作用，在石墨烯膜的层间生长氧化锡颗粒时，由
于层间的有限的尺寸和体积，会限制纳米颗粒的均匀生长，使其沿着层间方
向长成片状颗粒（图 1-15d）[166] 。将石墨烯膜作为模板，利用层间距限制颗
粒的生长方向，从而得到片状纳米颗粒。

16

第 1 章 绪论

图 1-15 软模板法制备石墨烯基多孔碳

[162, 164 -166]

1.4.3 活化法
由于石墨烯柔性的片层尺寸和较强的 π-π 相互作用，其组装时主要形成
介孔和大孔，形成微孔的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大量微孔的条件下，需通过其
他辅助手段对其进行二次造孔。Zhu 等人使用氢氧化钾作为造孔剂，获得比
表面积高达 3100 m 2 g -1 的多孔石墨烯，并且具有较高的电导率及较低的氢、
氧 含 量 。 在 两 电 极 的 电 容 器 测 试 中 ， 展 示 出 优 异 的 比 容 量 及 能 量 密 度 (图
1-16a) [148] 。相似的活化方法同样用于 特殊结构的三维石墨烯组装体中。 Xu
等人通过使用聚氨酯海绵作为模板，将氧化石墨烯和氢氧化钾的混合溶液吸
入聚氨酯海绵中，一步活化碳化即可获得含有大量微孔的三维石墨烯泡沫
(图 1-16b)。其大量的微孔有利于离子的存储， 展示出高达 401 F g -1 的电容
容量 [167] 。Yun 等人通过将化学还原后得到三维多孔石墨烯，再经过热处理及
二氧化碳活化，增加其微孔的含量形成层次孔结构。活化后其比表面积提高
3.8 倍并且具有优异的吸附性能 [168] 。此外，通过 GO 片层与其他高分子聚合
之后活化碳化的方式，改善石墨烯质量密度低的缺点，并且 引入的导电高分
子会进一步提高材料整体的电容性能 。Zhang 等人通过将吡咯先在氧化石墨
烯片层两侧聚合，之后再用氢氧化钾进一步活化碳化的方式 (图 1-16c)，获
得的活性碳材料比表面高达 2502 m 2 g -1 ，并且电导率高达 72 S m -1 。作为电
容器的活性材料，同时具有优异的比容量及能量密度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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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软模板法制备石墨烯基多孔碳

[148, 167, 169]

1.5 石墨烯基多孔碳材料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锂硫电池作为极具潜力的下一代动力电池，由于其高能量密度、低成本
等特点，成为当今储能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9, 170] 。但锂硫电池体系也存在着
严重的缺点。首先，硫以及最终放电产物硫化锂都是绝缘体，因此需要高导
电性的电池体系。其次，锂和硫的反应过程是多步骤的氧化还原反应，并且
在循环过程中反应的中间产物多硫化物溶于电解液穿梭到负极造成容量的
不断衰减。石墨烯基多孔碳材料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理想材料 [171-172] 。由于石
墨烯良好的导电性，通过有效的包覆可以解决反应产物导电性差的问题
[173-174]

。研究表明，多孔碳中的微孔对 多硫化物具有显著的束缚作用，有效

抑制其穿梭效应，因此使用石墨烯基多孔碳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难题，为实现
高容量、长循环的锂硫电池奠定研究基础。

1.5.1 正极体系
柔性的石墨烯二维片层对纳米颗粒有良好的包覆效果。Wang 等人首先
将聚乙二醇（PEG）与反应生成的硫纳米颗粒混合，再将石墨烯、导电炭黑
与其包覆，形成碳硫复合颗粒（图 1-17a） [173] 。该材料中的石墨烯和 PEG
不仅缓解充放电过程中硫的体积膨胀，还抑制中间产物多硫化物的溶解，保
证良好的导电性，展示稳定的循环性能，在 100 圈之后还能保持 600 mAh 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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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量。由于氧化石墨烯的化学活性，Zhou 等人发现硫颗粒与氧化石墨烯
在水热条件下自组装成石墨烯宏观体（图 1-17b），并且能够直接切片作为
锂硫电池的正极材料 [175] 。该方法免去集流体、导电添加剂、粘结剂等组分，
简化电极制备并且易于调控电极中的硫含量，展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Niu
等人在前驱体中加入碳纳米管，在自组装形成宏观体的同时，进一步优化 其
导电网络，更有利于电子传输及高倍率的 性能提升 [176] 。

图 1-17 石墨烯基多孔碳作为锂硫电池中的正极材料

[173, 175, 177-178]

Zhou 等人发现相比于纯石墨烯片层，石墨烯自组装宏观 体由于其互相
连通的导电网络及发达的孔隙结构，能更有效地吸附多硫化物 （图 1-17c）
[177]

。并且经过氮、硫共掺杂后，与多硫化物有更强的吸附能力，实现更高

的硫负载量和更快速的电荷传输，在 0.2C 的倍率下具有高达 1200 mAh g -1
的容量，以及 500 圈循环后的良好的容量保持率。通过复合其他具有多硫吸
附效果的纳米颗粒，进一步抑制穿梭效应优化电化学性能。Sun 等人在石墨
烯三维导电网络上修饰多孔导电氮化钒 形成 石墨烯/氮化钒的复合结构 ，展
示对于多硫化物很强的吸附和转化效果 [179] 。并且导电的氮化钒能有效降低
极化、加速反应动力学，因此在 0.2C 倍率的循环 100 圈后仍能保持高达 1252
mAh g -1 的容量。此外，通过 CVD 法沉积制备的多孔石墨烯同样具有抑制多
硫化物溶解的效果。Tang 等人利用氧化钙多孔模板 CVD 法制备得到具有层
次孔结构的石墨烯（图 1-17d），其大量的微孔、介孔及大孔有效地束缚多
硫化物，并且缩短传质路径及界面电阻。在 5C 的大倍率下循环仍有 656 mAh
g -1 的容量，证明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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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高密度石墨烯基多孔碳作为锂硫电池中的正极材料

[180-181]

Zhang 等 人 发 现 硫 化 氢 在 氧 化 石 墨烯 的 还 原过 程 中 被氧 化 成 纳米 硫 颗
粒 [182] 。该方法不仅是一种还原氧化石墨烯的新途径，同时也是处理废弃有
毒气体硫化氢的有效方式。原位制备的纳米硫与石墨烯有较强的结 合能力，
并且该碳硫复合物可直接作为锂硫电池的正极材料。此外，通过调控反应条
件，在 GO 还原的过程中实现自组装获得石墨烯/硫复合水凝胶 [180] 。通过调
控水凝胶的溶剂脱除方式，获得三维多孔的气凝胶或者致密且多孔的高密度
石墨烯/硫块体（图 1-18a）。该高密度石墨烯/硫复合材料有效地束缚多硫化
物的溶解 ，展示出优异的比容量及循环性能。在毛细收缩过程中，石墨烯 /
硫复合物中的大孔和介孔会逐渐消失，微孔 保留下来。因此通过控制收缩的
时间调控孔结构及其尺寸，进而得到最适合束缚多硫化物，保证其动力学速
率的合适孔结构。Jia 等人通过研究表明确实存在最优的孔尺寸范围，孔太
大时束缚硫的效果不明显，孔太小时很多硫颗粒难以全部进入，从而降低硫
负载量（图 1-18b）[181] 。因此该研究为探索锂硫电池中石墨烯基多孔碳的最
佳孔结构提供理论的研究基础。

1.5.2 中间层体系
研究表面在锂硫电池中，可对隔膜改性或在隔膜上添加中间层，通过物
理限域减少多硫化物的穿梭效应，从而减缓 容量的衰减。石墨烯作为柔性的
二维层状材料视为锂硫电池中间层的理想选择，其较大的横向尺寸阻挡 多硫
化物穿过隔膜，而良好的导电性保持电极活性物质的充分利用。Zhou 等人
通过在商用隔膜上涂覆一定厚度的石墨烯浆料，得到石墨烯改性隔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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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a） [183] ，将其用于锂硫电池中可明显地抑制循环过程中容量的衰减。此
外，Du 等人通过 CVD 的方法在商用的隔膜上沉积少层石墨烯，获得石墨烯
改性的隔膜（图 1-19b） [184] 。相比于涂覆的手段，CVD 沉积精细地控制层
数从而避免中间层带来的电极厚度和质量的增加。即使只沉积 两层石墨烯，
也可有效地抑制多硫化物的 穿梭，充分发挥活性物质的容量。 Fang 等人实
现全石墨烯的三明治层状电极的制备 [185] 。硫颗粒与多孔石墨烯混合的碳硫
复合材料为活性物质，用高导电性的石墨烯作为柔性的集流体，将部分氧化
的石墨烯作为中间层，依次涂覆这三层材料后制备得到全石墨烯基的锂硫电
池正极（图 1-19c）。该正极实现在 5mg cm -2 的高硫负载量下获得 1500 mAh
g -1 的起始容量，并且面能量密度高达 7.5 mAh cm -2 ，为实际的产业化应用提
供了研究基础。此外，对石墨烯进行掺杂或者改性可以提高对多硫化物的吸
附效果，例如氮掺杂、磷掺杂或者氟化处理等 [186-187] 。

图 1-19 石墨烯作为锂硫电池中的中间层材料

[183-185]

除纯石墨烯作为中间层材料，在石墨烯中间加入其他具有吸附多硫化物
效果的纳米颗粒构建中间层，与石墨烯协同作用从而进一步抑制穿梭效应改
善电化学性能。二氧化钛是常见吸附多硫化物的纳米颗粒，Xiao 等人通过二
氧化钛颗粒与石墨烯混合作为中间层材料 （图 1-20a），有效地抑制多硫化
物的溶解和穿梭 [188] 。在 0.5C 下循环 300 圈后仍保持 1040 mAh g -1 的容量，
并且倍率性能明显提升。利用相似的原理，Zhao 等人在中间层中加入一定
量的钛酸锂纳米颗粒，与石墨烯混合后作为中间层材料（图 1-20b）[189] 。钛
酸锂除较强的吸附多硫效果，同时也有优异的离子导电通道，有利于离子的
快速传输，改善其电化学性能。除单纯添加具有吸附能力的纳米颗粒，还可
引入具有催化转化能力的纳米颗粒，两者协同作用既增强多硫化物的吸附，
又促进其多硫化物的转化。Zhou 等人通过使用氧化钛和氮化碳的异质结构
与石墨烯混合后作为中间层材料（图 1-20c），该异质结构实现氧化钛和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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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钛的协同效果，多硫化物首先被氧化钛吸附，再转移到氮化钛出催化其转
化为最终反应产物，不仅提高其吸附能力，也加速反应产物的转化 [190] 。最
终在 0.3C 的 300 圈循环后，还保持 927 mAh g -1 的容量及 2000 圈的稳定循
环。

图 1-20 石墨烯基杂化材料作为锂硫电池中的中间层材料

[188-190]

1.6 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内容
锂硫电池作为最具实用前景的下一代高性能储能器件，其中多孔碳材料
是其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多孔碳的孔结构能够有效地负载硫颗粒并束
缚多硫化物的穿梭效应，碳骨架良好的导电性也是保证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的前提，因此碳的微观结构设计是提升锂硫电池性能的关键 。石墨烯作为碳
基材料的基本组成单元，由于其独特的二维单片层结构和优异的电学、力学、
光学特性，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氧化石墨烯自组装行为是实现石墨烯基多
孔碳结构可控制备及结构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锂硫电池应用中，虽然石墨烯基多孔碳能够有效束缚多硫化物的溶
解，改善其电化学性能。石墨烯基多孔材料由于其低密度及有限的比表面积，
造成硫负载量偏低及能量密度的下降。另外，多孔碳的无序结构限制了碳硫
复合材料的整体电导率，影响其高倍率下容量的充分发挥。此外，由于多硫
化物的反应过程需要吸附在导电基底上再转化，其反应动力学速率较低，限
制其电化学性能的发挥及实际产业化应用。然而，目前对于氧化石墨烯自组
装行为的微观机制并没有清晰的理解及表征，很难实 现对微观结构的精细调
控和优化，进一步提升石墨烯基多孔碳在锂硫电池中的性能。
针对以上问题，本论文围绕石墨烯基多孔碳材料的液相自组装过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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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控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开展研究。从氧化石墨烯出发，系统探讨了
其液相界面组装过程及微观自组装机理，实现了对组装体微观结构的精细调
控。从锂硫电池出发，设计并制备特定结构的石墨烯基多孔碳，有效解决硫
导电性差、负载量低、动力学反应慢的关键问题，实现了碳硫复合材料的性
能提升，对推动锂硫电池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氧化石墨烯界面组装及其凝胶化机理研究

从氧化石墨烯的水溶液出发，通过调控自组装过程中的片层尺寸、容器、
浓度等影响因素，探究其三维凝胶化机理。针对极低浓度下的成胶过程，结
合理论和实验揭示了其自组装过程 。在上述基础上，实现了孔结构及孔尺寸
的精细调控。此外，针对石墨烯二维薄膜提出了水分子对其再凝胶化自修复，
实现了氧化石墨烯基立体结构的任意搭接成型 及相关应用研究。
（二）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组装制备及锂硫电池性能

通过调控硫酸盐的盐模板效果，探究多孔碳/硫复合物的组装制备过程。
针对锂硫电池中碳硫复合材料中硫负载量较低的难题，结合盐模板与自身转
化的双重效果，实现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结构调控 ，并在锂硫电池中获
得高硫负载下的优异容量及高倍率循环性能，并为制备碳硫复合材料提供新
的制备思路。
（三）

层次孔碳杂化材料的结构调控及锂硫电池性能

通过具有催化活性的硬模板，探究层次孔碳 /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 组装
制备过程。针对锂硫电池中多孔碳导电性不足的难题，结合碳纳米管的优异
导电性，实现碳纳米管在层次孔碳中的原位生长及其结构调控，有效地改善
正极材料整体的导电性。提高锂硫电池的充放电循环容量和倍率性能。此外
该制备方法实现了一步法制备多孔碳-碳纳米管的杂化材料，并为其他碳 纳
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新思路。
（四）

锂硫电池的催化转化效应探究

通过电解液中的添加剂，探究锂硫电池中多硫化物的催化转化过程。针
对多孔碳对多硫化物的“被动”吸附 效果有限的难题，通过添加催化剂“主
动”催化多硫化物的转化。相比于传统固态催化剂，电解液中的催化剂能够
与多硫化物更均匀充分地接触，在锂硫电池中提升 反应动力学速率，实现优
异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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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试剂及原料
表 2.1 是本论文主要实验中使用的化学试剂
表 2.1 主要实验中使用的化学试剂
试剂名称

规格

生产厂家

天然鳞片石墨

800 目

青岛华泰石墨有限责任公司

高锰酸钾

分析纯

天津市科威试剂公司

硝酸钠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浓硫酸

分析纯

深圳鑫利翔有限公司

过氧化氢

分析纯

深圳鑫利翔有限公司

乙醇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异丙醇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氯化镍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葡萄糖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硫酸钠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硫酸锂

分析纯

深圳鑫利翔有限公司

硫酸钴

分析纯

上海阿拉丁有限公司

氯化镍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导电炭黑

分析纯

科路得试剂有限公司

聚偏氟乙烯（PVDF）

分析纯

科路得试剂有限公司

聚乙烯吡咯烷酮

分析纯

上海阿拉丁有限公司

N-甲基吡咯烷酮（NMP）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氯化镍乙二醇二甲基醚络合物

分析纯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2 主要设备仪器
表 2.2 是本论文主要实验中使用的设备仪器及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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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主要实验中使用的设备仪器及生产厂家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分析天平

ME204E

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管式炉

OTF-1200X-S

合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超声清洗仪

SB-5200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细胞粉碎仪器

JY92-IIN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鼓风干燥箱

9035A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防爆烘箱

BHX-042AF

上海钧华防爆设备有限公司

电化学工作站

CT2001A

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蓝电测试系统

VMP3

法国 Bio-Logic 公司

手套箱

Super(1200/750)

上海米开罗那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高速离心机

JGL-18C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循环水式真空泵

SHZ-D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2.3 材料表征技术
2.3.1 结构表征
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 XRD）技术是分析材料晶体结构、物相成分、
晶格参数的重要表征方法。本论文中仪器型号为 Bruker D8-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
仪，测试条件如下：Cu 靶的 Kα 射线，λ＝0.154 nm，加速电压为 40 kV，电流为
100 mA，扫描速度为 5o /min，扫描范围 2θ=10o~90o。制样过程如下：如果是粉末
样品，取适量粉末放入玻璃槽中，用载玻片轻轻碾压粉末，使其与外围玻璃齐平，
并且倾斜时不会脱落。如果是薄膜样品，裁剪适当大小平整的薄膜，直接将其放
置于样品台的中心，并保存薄膜高度与样品台一致。将样品台放入，轻轻关闭舱
门，设置好程序即开始测试。
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利用聚焦的电子束与样
品相互作用产生的二次电子和背散射电子成像来反应样品的形态、尺寸。此外，
能谱仪（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收集高能电子束与样品相互作用产
生的特征 X 射线，通过与标准数据库对比，得到样品的元素成分及含量分析。本
论文中，使用 Hitachi SU-801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在 5-20 kV。制备样品
过程如下，将粉末或者薄膜负载在导电胶上，如果样品不导电需进行喷金处理，
如果样品需要真空保护，采用真空过渡盒在手套箱中制样，之后再将样品台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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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仓中抽真空后即可观察。
透射电子显微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是更微观尺度下的
形貌、物相的重要表征方法。利用电子束在像平面上成像，获得原子尺度上的材
料结构特征，并且可以分辨材料内部的相组分以及晶体结构、缺陷等，同时通过
结合 EDS 及电子能损分析(EELS)可以对样品元素实施半定量及定性分析。本论文
中使用 FEI Tecnai F30 透射电镜，加速电压为 300 kV。制备样品的过程如下，取
少量样品超声分散于乙醇溶液之中，将样品滴加到铜网上自然晾干，反复滴加 2-3
次，放入 60 度烘箱中保存待测。
原 子 力 显 微 镜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是分析层状材料尺寸、厚
度的重要表征方法。利用探针扫描样品表面，获得样品的尺寸和高度信息成像。
本论文中使用的型号为 Bruker ScanAsyst Dimension Icon。制备样品的过程如下，
取少量样品超声分散到水中，将样品滴加或者旋涂到清洗过的硅片或者云母片上，
自然晾干后，即可进行测量。
拉曼光谱 (Raman Spectra)是通过激光与样品的相互作用产生散射的偏移，通
过采集这些信号获得样品的特征光谱，表征样品的分子结构和晶格振动。拉曼光
谱可以对固体、液体、气体进行无损测试，是一种原位表征样品结构特征的常见
测试手段。 本论文中使用的仪器型号为 Horiba 公司的 Lab RAM HR800 显微共
聚焦拉曼光谱仪，使用的激光器通常为 532 nm，也配有 325 nm、633 nm、785 nm
不同波长的激光器。测试范围是 100-3000 cm-1, 采集时间为 3-10 s，循环圈数为 3-5
次。制备样品的过程如下，取少量粉末样品，贴有双面胶的载玻片上压平，液体
样品直接将液体滴入小的容器中，将激光聚焦到最小即可测量。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um, FTIR) 是通过红外
光与样品的相互作用，一部分红外光会被样品吸收，通过采集透过率或吸光度随
波长的变化，即可获得该样品特征的红外光谱。本论文中使用的型号为 Thermal
Fisher Nicolet iS50, 样品的测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透射，一种是全反射模式。制
备样品的过程如下，透射模式即取少量样品与溴化钾混合，研磨均匀后，放入膜
具中压成圆片，整个过程要在红外灯下完成，尽量烘干水分。全反射模式，直接
将样品放入样品台上，压紧即可测量。测试条件为，空气背景，扫描范围为 400-4000
cm-1，循环 32 次。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是材料内部的原
子发生跃迁，通过分析结合能的变化来获得元素的化合价态信息。本论文使用的
型号为 PHI5000 XPS 光电子测试仪，选择 Al 靶为光源阳极，以 C1s 的特征峰位
（284.8eV）进行校正。制备样品方法如下，取少量粉末放置于导电胶上，轻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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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可测量。
氢谱核磁共振仪（Prot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1H NMR）是利用分子
中 氢 的 核 磁 共 振 效 应 确 定 样 品 的 分 子 结 构 。 本 论 文 使 用 的 型 号 为 Bruker
ADVANCE III。样品制备过程为，将少量样品加入到核磁管中，用氘代氯仿进行
稀释后，即可测量。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UV-Vis Absorbance Spectra)是利用样品与紫外和可见光
的吸收所产生的紫外可见光谱，用来对物质的成分及含量进行表征。本论文使用
的型号是 Agilent Cary 5000。样品制备过程为，将液体稀释至一定浓度后，放入比
色皿中，即可进行测试。
氮气吸脱附测试主要用于表征样品的孔结构及比表面积等信息，利用氮气在
极低温度下的可逆的物理吸附，通过模拟计算不同压力下样品的吸脱附含量，从
而获得样品的比表面积及孔结构等信息。本论文中使用的吸脱附仪型号为
Micromeritics ASAP 2020 和 Belsorp-Mini，根据 Brunaure-Emmert-Teller（BET）理
论计算出比表面积，再根据非线性密度泛函理论 NLDFT（Non-linear Density
Function Theory）分析获得孔径分布曲线。制备样品的方法如下，先准确称量空样
品管的质量，将样品放入空管后，200 度预处理 10 个小时之后再称量质量，安装
样品管进行测试。

2.3.2 电化学性能表征
循环伏安（Cyclic voltammetry， CV）即从起始电位开始以固定速率施加到截
止电位，再以相同速率回到起始电位。通过测量电流的变化，获得电流与电压的
曲线。用来判断电化学反应过程中的活性物质的氧化还原电位，反应的可逆性及
反应速率等电化学信息。
恒流充放电（Galvanostatic charge and discharge）是利用恒定的电流进行充放
电测试，通常用来表征电容器材料的容量，对于理想的双电层电容器，其曲线应
该为等腰三角形，通过计算放电时所需时间即可获得材料的电容值。
交流阻抗（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是正弦波电压扰
动下产生的阻抗频谱。交流阻抗是用来研究电极的界面和反应动力学的重要
手段。通常的测试条件为，频率 100k-10m Hz,振幅为 5 mV。

2.3.3 锂硫电池的组装及测试方法
碳硫复合材料：通过熔硫法制备，即先将多孔碳和硫粉按照一定比例混
合，通常为 3：7，在研钵中研磨十五分钟左右，装入玻璃瓶中，用锡箔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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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保存之后放入管式炉中，155 度加热 10 小时。
电池极片制备：将碳硫复合材料、 导电剂 super-p 与粘结剂 pvdf 按照
8：1：1 的比例称量后混合。先在研钵中研磨均匀，之后放入搅料瓶中干混
30 min，随后滴加适量的 N-甲基吡咯烷酮 （NMP），达到合适的粘度后持
续搅拌 6 个小时。随后将搅拌好的浆料转移至涂碳铝箔上面，用涂膜器将浆
料均匀涂覆在铝箔表面，随后放入真空烘箱中，60 度干燥 12 小时。等极片
干燥后取出，在冲片机上裁剪成直径 12 mm 的圆片，称量好质量后放入手套
箱中保存。
电池的组装：在手套箱中按照负极壳-弹片-垫片-锂片-隔膜-极片-垫片
-正极壳的顺序依次组装，使用的电解液为 1M LiTFSI 在 DME:DOL (1:1)中，
电解液的用量为 40 微升。将电池放入封口机中压实，即得到组装好的电池。
静置约 6 个小时后，即可进行电化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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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及其凝胶化机理研究
3.1 引言
石墨烯三维水凝胶在保持石墨烯优异性能的基础上，因其独特的三维网状结
构和易于加工成型特性，在能源存储、环境保护、生物医药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191]。因此，深入理解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过程，对于其实际应用至
关重要。石墨烯三维水凝胶的组装方法主要包括溶剂热法和化学还原法[25, 192]。相
比于化学还原法，通过溶剂热法获得的三维凝胶具有更小的孔以及更均匀且稳定
的微观网状结构，使其成为制备三维石墨烯组装体最常见的方法 [27]。在液相中石
墨烯凝胶化过程有较多影响因素，例如氧化石墨烯（GO）分散液的浓度、所用溶
剂的特性以及 GO 片层的表面化学等[192]。具体而言，石墨烯的片层尺寸会影响水
凝胶性能，一般片层越大相互作用的概率越高，形成的水凝胶机械性能越好。GO
片层的表面化学状态影响其组装过程，GO 被还原时会逐渐打破分散液的静电平
衡，随着 GO 片层上含氧官能团的部分脱除，片层间的 π-π 作用力不断增加，诱导
引发其自组装形成凝胶。溶剂热法和化学还原法两种还原方式中，化学还原 GO
过程的反应速率较快，可控性较差，而水热法是较温和的还原方式，且组装过程
的高温高压反应环境更有利于片层充分接触并相互作用。通常 GO 溶液需要达到
一定的浓度才能使片层在三维空间中相互搭接实现自组装，否则只能得到沉淀。
分散液浓度对于石墨烯水凝胶的孔隙有着较大的影响，然而对于超低浓度下的 GO
自组装过程及机理的研究探讨却缺乏详细的研究。
除氧化石墨烯三维自组装，二维组装的 GO 薄膜也因其独特的结构和性能，
在储能、分离、传感器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125,

。由于柔性的 GO 片

193-195]

具有双亲性，在抽滤过程中 GO 会自组装凝胶化，最终形成层状定向排列的柔性
薄膜[196-197]。实验结果发现，GO 薄膜形成后在水中是较稳定的[198]。但 GO 具有负
电性及较强的静电排斥作用，其在水中会形成稳定的分散液，因此 GO 膜在水中
理论上是难以稳定存在的。针对该困惑，Yeh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采用不同滤膜抽
滤获得的 GO 膜具有不同的水溶性特征[58]。GO 薄膜是否溶解于水中主要根据 GO
片层有无被多价离子交联，交联后的 GO 膜便不再溶于水，而未被交联的 GO 膜是
可以溶于水的。
本章首先探究三维石墨烯水凝胶的成胶机理，对其片层大小、容器界面、浓
度等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调控。发现通过改变分散液的溶剂可以实现 GO 在极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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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成胶的现象。并针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微观液液界面相分离的观点，
并且通过理论计算以及实验数据，验证该观点的可行性。应用这一理论，可以通
过控制混合溶剂的特性，精细调控水凝胶的孔隙结构。本章详细研究 GO 液相自
组装过程，为实现石墨烯基材料的可控制备及相关应用奠定研究基础。
其次结合未被交联的 GO 膜在水中不稳定的现象，利用水分子对破损的 GO 膜
实现自修复。通过系列实验验证并利用此实现超长 GO 带和超厚 GO 膜的快速制备。
另外，发现水可以对 GO 不稳定的三维结构起到重构的效果，进而实现对 GO 基任
意三维构型的搭建，并且在智能制动器件及柔性储能器件等领域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

3.2 实验
3.2.1 氧化石墨的制备
本论文中的氧化石墨通过改性的 Hummers 方法制备[199]。先将水浴槽的温度设
置为 0 摄氏度，待温度达到后，将 8 g 氧化石墨与 4 g 硝酸钠混合放置于干净的烧
杯中，倒入 188 mL 浓硫酸，搅拌 20 分钟至形成均匀的分散液。缓慢加入 32 g 高
锰酸钾，并随时保持温度低于 20 摄氏度，随后稳定搅拌 2 小时。随后将反应温度
升至 35 摄氏度，搅拌半小时后，缓慢加入去 300 mL 离子水，其中前 50 mL 逐滴
加入，整个过程控制温度不高于 50 摄氏度。随后将产物加热至 98 摄氏度，继续
搅拌反应半个小时。之后加入 500 mL 去离子水进行稀释降温，并缓慢加入 50 mL
过氧化氢溶液，继续搅拌半个小时至反应结束。随后趁热过滤，并用 5%稀盐酸清
洗 3 次。随后用去离子水继续离心清洗至溶液 PH 值大于 4，存储待用。
取一定量的氧化石墨烯粉末，通过超声分散形成稳定的氧化石墨烯水溶液。
如果水浴超声的方式，其相对功率较小，对 GO 片层尺寸影响较小，获得的尺寸
在 3 微米左右。通过冰水浴中的细胞粉碎探头超声，由于超声功率较大，会打碎
较大片层。通过控制探头超声的时间，即可获得不同尺寸大小的 GO 片。超声 1
小时的片层为 1 微米左右，超声 4 小时的片层为 400 纳米左右。

图 3-1 不同片层大小的氧化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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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石墨烯水凝胶的制备
水热法常规制备水凝胶的步骤为：取一定浓度（> 1 mg mL-1）的氧化石墨烯
溶液，放入水热釜的聚四氟乙烯内胆中至填充量为 70%。外胆密封好后放入防爆
烘箱中 180 摄氏度恒温反应 6 小时，取出后自然冷却到室温，即得到石墨烯水凝
胶。在浓度低于 1 mg mL-1 时，可以通过混合溶剂实现凝胶的制备。将氧化石墨烯
的水溶液，用异丙醇稀释至特定浓度，再超声搅拌一段时间至溶液混合均匀。再
将 GO 混合溶剂溶液转移至水热釜中，同样条件 180 摄氏度恒温反应 6 个小时。
获得的水凝胶在去离子水中静置置换 24 小时，最终得到水凝胶。再通过冷冻干燥，
即获得石墨烯气凝胶宏观体。
化学还原法制备水凝胶的步骤为：取一定量的氧化石墨烯水溶液，按一定比
例加入还原剂抗坏血酸，放入 70 摄氏度水浴中，静置反应 4 个小时后，用去离子
水反复浸泡清洗 3 次，即可得到石墨烯水凝胶。

3.2.3 氧化石墨烯薄膜的制备及自修复过程
GO 通过改性的 Hummers 方法制备得到，并通过酸洗和丙酮洗去除多余
杂质 [200] 。通过搅拌及水浴超声将其制备成 10 mg mL -1 的稳定分散液待用。
将上述溶液直接在醋酸纤维素滤膜上抽滤，或者浇筑在玻璃培养皿中自然挥
发，即可得到厚度在 20-30 微米的柔性自支撑 GO 薄膜。在抽滤过程中，为
了防止金属离子的污染，不得使用 AAO 滤膜进行抽滤。
为了便于观察和测试，将 GO 薄膜统一裁剪成 20 mm*4 mm。通过反复
在中间位置折叠 5 次制造折痕的缺陷。将一滴水约（20 微升）涂抹在折痕
处，等待其自然晾干，约 1 分钟后即可得到修复后的 GO 膜。用手术刀片在
膜中间处划出一道 2 mm 左右的划痕，其同样可以被一滴水修复。将两片
GO 中间加水即可粘贴愈合，为保证足够的接触，两片 GO 膜间有 2 mm 左
右的重叠部分。所有修复后的薄膜均在空气中完全自然晾干后，再进行力学
拉伸测试。

3.3 氧化石墨烯三维宏观体的可控组装及凝胶机理研究
3.3.1 三维宏观体的影响因素
水热法和化学还原法是制备氧化石墨烯凝胶的常用方法 ，其本质过程都
是通过将氧化石墨烯还原，破坏其静电平衡，增加其π-π相互作用， 诱导
引发其自主组装收缩过程。相比于化学还原法，水热法是相对缓慢的组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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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常需要 3 到 5 小时完成。而化学还原法通过调控不同的还原剂种类及
用量来控制反应速率，通常只需要 1 到 2 小时即可完成。如图 3-2 所示，水
热法从 3 小时后开始收缩，至 5 小时形成紧密的水凝胶结构，而化学还原法
从 50 分钟时开始收缩，至 110 分钟后便可形成紧密的水凝胶结构。这两种
方法均从界面开始形核，逐渐向中心收缩，最终形成紧密的三维水凝胶结构。

图 3-2 水热法和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水凝胶的过程

将上述两种宏观尺寸相近的水凝胶通过冷冻干燥的方式，制备得到气凝
胶。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获得如图 3-3a 所示结构。水热法制备得到
的石墨烯具有均匀的蜂窝状网状结构，孔洞尺寸在一微米左右 。而化学还原
法制备得到的气凝胶（图 3-3b），有明显的片层团聚现象，片层表面平整并
无明蜂窝状网状结构。因此虽然宏观上尺寸相似，但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的
石墨烯片层因为还原速率较快，有明显的团聚现象并没有形成微观三维网状
结构。

图 3-3 水热法和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气凝胶的微观形貌

氮气吸脱附曲线表征发现（图 3-4），水热法制备得到的石墨烯具有典
型的层次孔结构，含有大量的微孔、少量的介孔以及一定量的大孔。但化学
还原法制备得到的石墨烯片层团聚严重，比表面积很低。说明化学还原法制
备得到的石墨烯，没有足够的比表面积提供空间存储离子，不适用于储能器
件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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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水热法和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气凝胶的氮气吸脱附曲线

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三维石墨烯宏观体 机械性能较差，在水溶液中超声
处理后，水热法制备得到的石墨烯宏观体完整地 保持其宏观结构，但化学还
原法制备得到的石墨烯则会重新分散到水溶液中（图 3-5a）。这说明其片层
相互之间没有形成较强的相互作用只是团聚堆叠。此外将超声后的分散液进
行原子力显微镜 （AFM，图 3-5b）的观察发现，水热法获得的石墨烯片层
具有立体的、相互搭接的结构，而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的石墨烯，仍是单独
平整的片层结构，相互之间并没有搭接。因此相比而言，水热法制备得到的
石墨烯三维水凝胶效果更好，其形成的大量的微孔结构也更有利于后续储能
等领域的应用。

图 3-5 水热法和化学还原法制备得到石墨烯的原子力显微镜图片

研究不同水热时间下反应中间产物的结构变化，对理解石墨烯水热反应
过程中的自组装过程至关重要。如图 3-6a 所示，随着反应时间进行，石墨
烯片层的搭建方式也随之变化，由最初平面上的片-片边缘搭接，逐渐收缩
成立体的三维网状结构。石墨烯片层也由较舒展的状态，逐渐收缩褶皱成相
互连接的立体网络。从 AFM 图片的观察结果发现（图 3-6b-d），石墨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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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为分散的状态，在 0.5 小时后，边缘会发生相互搭接形成团聚，而一小
时后即形成立体的三维网状结构。

图 3-6 不同水热反应时间石墨烯气凝胶的 SEM 和 AFM 图片

图 3-7 的氮气吸脱附曲线证明，石墨烯片层随着反应时间的进行，比表
面积逐渐增加。反应前两个小时微孔区域明显增加，随后逐渐趋于饱和。证
明石墨烯片层先相互搭接形成微孔，比表面积明显增加，随后主要是三维网
状结构的收缩，对其比面积影响不大。此外从红外光谱观察可知，随着反应
时间的进行，氧化石墨烯片层的含氧官能团数目逐渐减少消失，但含氧官能
团的种类变化不大。综合以上结果可知，氧化石墨烯在水热法制备过程中，
主要变化在前两个小时，GO 片层间相互搭接形成微孔含氧官能团逐渐脱除。
随后主要是整体三维网状结构的均匀收缩 ，形成相互连接的水凝胶圆柱体结
构。

图 3-7 不同水热反应时间石墨烯气凝胶的氮气吸脱附曲线和红外光谱

在氧化石墨烯的制备过程中，由于氧化剂的强氧化作用，在插层氧化的
过程中，对 GO 片层造成破坏，使得最终制备得到的氧化石墨烯的尺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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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因此如何获得尺寸均匀分布的氧化石墨烯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
通过简单的超声法，使超声波不断与氧化石墨烯片层相互作用，可以获得尺
寸更小的氧化石墨烯片层。通过控制 超声时间的长短，可以获得不同尺寸的
GO 片层，即 LGO （3 微米）, MGO（1 微米）, SGO（400 纳米）。通过
使用不同尺寸大小的 GO 片层进行水热组装，通过对比不同尺寸的影响，更
有助于理解其自组装具体过程。

图 3-8 不同片层大小的氧化石墨烯水热后得到的水凝胶及 SEM 照片

如图 3-8 所示，不同尺寸的氧化石墨烯在经过水热 处理后，获得的水凝
胶的宏观尺寸和形貌基本相似，但在 SEM 的照片下可以观测微观结构的明
显区别。大片层的氧化石墨烯自组装后孔隙更大、具有更明显的网状结构。
而小尺寸的石墨烯形成的网状结构更加均匀且致密。通过氮气吸脱附曲线表
征（图 3-9），大片层的石墨烯组装后的宏观体比表面积相对较小，而小片
层石墨烯获得的微孔和介孔的数量明显增加。证明片层尺寸较小时，更容易
收缩形成微孔及介孔，增加其比表面积及孔容。

单位吸附量 (cm3 g-1)

500

LGO BET=337 m2 g-1
MGO BET=394 m2 g-1
SGO BET=532 m2 g-1

400
300
200
100
0
0.0

0.2

0.4

0.6

0.8

1.0

氮气分压 (P/P0)

图 3-9 不同片层大小的氧化石墨烯水热后得到气凝胶的氮气吸脱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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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过红外光谱及拉曼光谱的进一步 表征其微观结构（图 3-10），
证明不同尺寸大小 GO 所形成的气凝胶，其化学组份基本相似。即含氧官能
团的种类、数目、缺陷浓度和比例相差不大，证明其组装后的 表面化学结构
基本一致。但片大小会对孔结构及强度造成显著的影响，小片层更容易形成
微孔和介孔提高其比表面积，大片层的组装体力学性能更强，更有弹性且耐
压。因此针对不同应用选取不同片层大小的 GO，获得特定的三维石墨烯宏
观结构。

图 3-10 不同片层大小的氧化石墨烯水热后得到气凝胶的红外及拉曼光谱

由于氧化石墨烯的双亲性特征及界面处自由能最小，氧化石墨烯的片层
更容易在界面处首先自组装。因此，不同容器界面会对石墨烯的液相组装过
程造成影响，通过选择不同材质的容器来控制亲疏水性，探究不同界面在组
装过程中对其微观结构的影响。采用相同体积四种不同材质的容器，分别为
玻璃，聚乙烯（PP），特氟龙和铝，探究在通过氧化还原法自组装石墨烯水
凝胶时，不同界面对其微观结构的影响。实验表明在不同材质都会得到相对
完整的石墨烯水凝胶，但形貌尺寸略有不同（图 3-11）。由于特氟龙的疏水
效果，其形成的宏观圆柱体上下并不均匀 与容器界面不浸润，所以由于重力
作用堆积形成“下大上小”的非均匀圆柱体。证明容器界面的亲疏水性，会
影响其接触界面及组装后的宏观形状。

图 3-11 不同容器对自组装后石墨烯宏观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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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氮气吸脱附曲线表征 （图 3-12）发现其微观结构差异较小。吸脱
附曲线中没有明显的微孔及介孔。可能由于还原剂在还原过程中反应速率较
快，造成片层的过度团聚而并没有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因此即使在不同溶剂
界面处有明显的差异，但在收缩时严重的团聚会破环原来结构，难以观测到
微观结构的变化。但如果通过水热的手段，由于高温高压的环境，很难采用
特氟龙外的其他材质进行对比实验，限制 其研究方法。因此后续还需要进一
步仔细调控化学还原过程，避免团聚对微观结构造成的影响。

图 3-12 不同容器对自组装后石墨烯宏观体的影响

3.3.2 氧化石墨烯极低浓度下自组装行为
氧化石墨烯分散液的浓度是其在水热条件下是否成胶的决定因素 之一。
当浓度达到一定阈值，GO 片层间有足够碰撞及相互搭接概率，会相互交联
组装成整体三维网络结构。通常当氧化石墨烯浓度大于 1 mg mL -1 时，容易
形成结构完整的石墨烯水凝胶。但当浓度降低到 0.8 mg mL -1 时，由于单位
体积内 GO 片层数目的减少，没有足够的相互搭接位点，难以形成宏观的块
体材料，最终形成絮状沉淀。当浓度继续降低至 0.5 mg mL -1 时，相互搭接
团聚的块体进一步减少，大部分 GO 片层独立分散在溶剂中，形成相对稳定
的分散液（图 3-13a）。证明水热条件下形成石墨烯水凝胶的最低浓度为 1 mg
mL -1 ，较低浓度时常规条件下无法形成石墨烯水凝胶。
既然 GO 片层容易在界面处富集并诱导组装，那么在较低浓度下，通过
引入额外界面，增加其碰撞概率从而实现在低浓度下的组装成胶过程。因此
采用水-异丙醇的混合溶剂替代纯水作为 GO 的分散溶剂，通过额外引入水异丙醇的微观界面，来诱导其低浓度下的成胶过程。如图 3-13b 表明，在 0.5
mg mL -1 的低浓度下，只需要将一部分水替换成异丙醇溶剂， 能够实现在低
浓度下石墨烯水凝胶的组装。当继续降低至 0.3 mg mL -1 在水-异丙醇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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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中依然得到结构完整的石墨烯水凝胶。通过一系列实验条件的调控，实
现石墨烯成胶的最低浓度可至 0.1 mg mL -1 。该浓度也是所有文献中报道的
最低值，低于纯水相最低浓度一个数量级。以上实验证明，通过调控 GO 溶
液浓度及混合溶剂的比例，在极低浓度下也可以实现石墨烯水凝胶的制备。

图 3-13 不同浓度氧化石墨烯在纯水中及混合溶剂中的成胶情况

为了进一步理解混合溶剂下实现低浓度成胶的过程，对 石墨烯浓度及混
合溶剂比例进行精细的调控，并根据实验结果绘制成如图 3-14 所示的相图。
表示在不同氧化石墨烯浓度及混合溶剂比例下，水热后石墨烯的状态。图中
○标注的橙色区域表示形成水凝胶， ∆标注的绿色区域表示形成絮状沉淀，◊
标注的蓝色区域表示形成分散液。通过查阅该相图，获得在具体某一浓度和
比例下氧化石墨烯的成胶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实验的设计。

图 3-14 氧化石墨烯浓度与混合溶剂比例之间的成胶相图

对于石墨烯水凝胶及分散液的鉴定，不仅 从宏观的形状判断。也可以通
过流变仪的测试手段，从微观力学模量来鉴定。如果是水凝胶的状态，弹性
模量 G’在所有测试频率下会一直高于粘性模量 G’’。但如果是分散液的状态，
弹性模量 G’在低频率下高于粘性模量 G’’，表现出类似于固体的特性。但当
频率进一步增加时，粘性模量 G’’会逐渐超越弹性模量 G’，表现出类似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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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特性。因此通过流变仪的力学性能变化，更定量地区分石墨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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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石墨烯水凝胶和分散液的流变性能

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由于片层间的静电排斥作用，可以稳定地分散在
水溶液中。但异丙醇并不能有效地分散氧化石墨烯，即使通过超声处 理，静
置一段时间后，GO 片层也会缓慢地沉淀下来（图 3-16a）。说明 GO 片层与
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明显更强于异丙醇分子。但由于水和异丙醇可以无
限互溶，GO 片层可以稳定地分散在水-异丙醇的混合溶剂中。Zeta 电位是表
征颗粒分散情况的测试手段，通常 Zeta 电位的绝对值大于 30 mV 时，可以
视作是稳定的分散液。从图 3-16 b 中明显观察到 GO 片层在水中的 Zeta 电
位明显高于异丙醇，证明其稳定存在。GO 在混合溶剂中是亚稳态，并不能
长时间稳定存在，这也为后续诱导其自组装奠定基础。

图 3-16 氧化石墨烯在不同溶剂的分散情况及其 Zeta 电位

由于氧化石墨烯与水和异丙醇分子结合能力的不同，在液相中氧化石墨
烯的分散程度也会有明显区别。由于氧化石墨烯良好的分散性及柔性的片层
尺寸，达到一定浓度后按一定取向排列，形成液晶态。通过观察其液晶态，
直观地判断片层的排列取向，有利于研究其液相的自组装行为。如图 3-17
所示，氧化石墨烯分散在纯水中时，有明显的片层定 向排列图案，且定向区
域较长且稳定。但在水-异丙醇的混合溶剂中，由于异丙醇分散能力较差，
会打乱其定向排列的顺序，形成的规则排列区域较少且不稳定。因此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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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体系中氧化石墨烯的分散并不规则，易产生更多的不稳定界面增加相互
作用概率。

图 3-17 氧化石墨烯在不同溶剂中的液晶态

随着水热反应过程中溶剂组分的改变，其溶剂会对氧化石墨烯的还原程
度产生影响，改变其还原程度及含氧官能团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是
准确表征元素比例的有效检测手段，通过测量碳、氧元素的变化，即可判断
不同溶剂反应条件下获得石墨烯的还原程度区别。如图 3-18 a-b 所示，在不
同溶剂体系中最终获得的石墨烯片层具有相似的碳氧含量，证明其相似的还
原程度。再通过 C 1s 的精细谱（图 3-18 c）的分峰证明，其所含的含氧官能
团种类及数目均没有明显的区别。红外光谱（图 3-18 d）同样证明其相似官
能团的数量和比例。证明即使在不同的溶剂环境中，经过相似的溶剂热反应
后，其碳氧比例、含氧官能团的数目并没有明显变化，其成胶现象的差异 并
不由于还原程度的区别。

图 3-18 不同溶剂中水热后石墨烯的 XPS 光谱及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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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浓度下，氧化石墨烯溶液水热后在纯水中会形成分散液，在纯异丙
醇中会被还原并形成沉淀，而在混合溶剂中即可形成结 构完整的石墨烯水凝
胶。取上述石墨烯反应产物，经过溶剂置换及冻干后，在 SEM 和 AFM 下观
测其微观片层结构的不同（图 3-19）。在纯水中，水热还原过程片层团聚收
缩，但由于浓度较低没有足够的浓度形成相互搭接的三维网络，因此只是单
独分散的颗粒，AFM 图片中观测到其形成尺寸在 100 纳米左右的微小团聚。
而在纯异丙醇中，由于 GO 片层无法较好的分散，较强的 π-π 相互作用形成
片层间明显的堆叠，如 AFM 图片所示的平面厚片。但在混合溶剂中，在溶
剂热过程中片层之间相互搭接，形成立体的三维网状结构。即使在制备 AFM
样品时经过超声处理，其微观上仍然保持三维的立体结构，证明片层相互间
形成较强的相互作用。因此从微观结构的观察表明，在混合溶剂条件下，GO
片层在还原收缩的过程中，由于异丙醇的加入，会提供更多的碰撞几率及微
观界面，会增加其相互作用的概率，从而诱导其在低浓度下，也可以 成胶并
具有较好的机械性能。

图 3-19 在不同溶剂中水热后石墨烯的 SEM 和 AFM 图像

由上述结果可知，溶剂本身的特性对其在低浓度下成胶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本节针对不同类型的溶剂进行探究，总结出具 体哪些溶剂特性会诱导其
低浓度下成核凝胶（图 3-20）。针对醇类，本文选取了甲醇、乙醇、异丙醇、
丁醇等一系列一元醇，来研究一元醇的碳链对其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除了
丁醇不能与水互溶外，其他水溶性一元醇都可以在低浓度下形成完整的水凝
胶。丁醇因为不互溶会明显分层，也不能有效地分散 GO 最终形成沉淀。除
一元醇外，乙二醇这种二元醇并不能在低浓度下形成结构较为紧密的水凝
胶。由于两个羟基形成的氢键能力较强，即使 GO 被还原成石墨烯，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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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好地分散石墨烯，使得在混合溶剂中石墨烯是均匀分散的，并没有在界
面处富集，无法诱导其组装收缩。类似的原理也适 用于 DMF 溶剂，由于 DMF
是常见的良好溶剂，可以稳定分散氧化石墨烯及石墨烯等。在水热还原过程
中，即使 GO 还原成 RGO, 由于 DMF 较强的分散性，也会保持 RGO 均匀
的分散状态，由于缺少碰撞搭接的几率，因此低浓度 GO 溶液在水-DMF 的
混合溶剂中，会直接形成稳定的石墨烯分散液。要想在低浓度下成胶，需要
溶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两相溶剂是宏观上互溶的，如果是不互溶的溶
剂，会形成明显的分层或者乳液，其液滴尺寸较大，即使 GO 片层均匀分布
其周围，也难以相互搭接构成完整的三维网络结构。二是两种溶剂分子对
GO 片层有不同的相互作用能力，由于作用力的区别会引起 GO 片层在微区
域富集，从而提高其碰撞几率促进相互搭接成胶。水溶性醇和水的混合溶剂，
由于醇分子和水分子与 GO 不同的亲和力，造成其在水相中富集，从而诱导
其在低浓度下成胶。

图 3-20 在不同溶剂中水热后石墨烯的成胶情况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亲和力的不同，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 溶剂的插入能
来验证 GO 片层对不同溶剂分子的亲和作用（图 3-21）。溶剂分子的插入能
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即 E c =E tot -E 0 -E m , 其中 E tot 和 E 0 分别是 GO 有溶剂
分子插入时和没有溶剂分子时的总能量， E m 是溶剂分子的能量。通过计算
结果表明，水分子需要 0.04 eV 的能量插入 GO 片层中，而异丙醇需要更高
的能量（0.35 eV），证明水分子与 GO 片层的吸引力和相互作用力更强，因
为水分子更强的极性及氢键作用。对于其他分子乙二醇和 DMF，其计算出
的插入能更低，分别为-0.04 eV 和-0.14 eV，证明其具有比水更强的结合能
力。更强的结合能力会导致 GO 被还原成 RGO 后，其仍能较好地分散在混
合溶剂中，不会从一相中析出而引发富集，所以最终只能形成絮状沉淀或者
是 RGO 分散液。因此，为了在低浓度下成胶，两相溶剂需要对 GO 片层具
有明显不同的结合能力，造成 GO 更倾向于在其中一相中富集，从而形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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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微观上的液液界面，促进在低浓度下其自组装成胶。

图 3-21 不同溶剂分子与氧化石墨烯片层间的插入能

3.3.3 凝胶机理探究及结构调控
通常水和醇在宏观上是无限互溶的，但在微观的分子尺度上，水分子和
醇分子并不能完全均匀分布，尤其在第三相物质的相互作用下，也会形成微
观的团簇，从而引发微观上的液相分离。例如在水-异丙醇的混合溶剂体系
中，由于相比于异丙醇分子，GO 片层跟水分子的结合能力更强，并且由于
水含量相对较少，造成其在水相中的优先富 集（图 3-22）。因此在水和醇之
间形成微观的液相分离，在 GO 片层周围形成很多微小的液液界面。这些界
面在 GO 被还原成 RGO 时会提供 RGO 富集的场所，从而使其在该区域逐渐
相互搭接自组装成三维网状结构。其中脱除后的水分子被束缚在三维网络
中，又起到软模版的效果，阻隔片层面对面的团聚 从而形成完整的水凝胶三
维网络。

图 3-22 氧化石墨烯在混合溶剂中的成胶过程

由于溶剂热在高温高压条件下，难以实现原位观察其微观尺度下的相分
离过程。因此需要其他实验设计来间接证明其两相溶剂的变化。核磁共振是
表征不同环境下氢原子浓度的有效途径，通过检测水凝胶内部和外部水分子
含量的差异，从而证明其两相分离诱导引发的浓度差异。如图 3-23a 所示，
蓝色区域的峰代表了水中氢原子的浓度，在溶剂热反应后，相比于纯的混合
溶剂，水凝胶内部的峰强度明显提高，而水凝胶外部的峰基本消失。这个结
果证明溶剂热反应后，水浓度在不同区域的变化，即大部分的水相被束缚在
水凝胶内部，从而可以说明水和异丙醇发生相分离 ，并不均匀分布在整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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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相似的结果从紫外光谱中证明，通过将水凝胶内部、外部的溶液进行
紫外光谱的浓度测试。如图 3-23 b 所示，其中异丙醇的浓度在水凝胶外部有
明显的提升，而在水凝胶内部很难观测到。从而证明异丙醇分子更倾向于聚
集在水凝胶的外部，即再次证明异丙醇会和水分子在 GO 的作用下发生相分
离，造成 GO 片层在水相中的富集，从而形成更多的微观液液界面，诱导其
相互搭接在低浓度下自组装成胶。

图 3-23 溶剂热反应前后溶剂的核磁共振光谱和紫外光谱

从以上结果讨论可知，水作为软模版其含量和比例对最终水凝胶的结构
起到调控作用。因此进一步研究在混合溶剂中不同水含量对结构的影响。如
图 3-24 所示，随着水相比例的增加，最终形 成的水凝胶体积逐渐增加、密
度逐渐减小，并在最初成呈线性变化。但当体积超过 30%时候，其体积和密
度不再变化，证明基本所有 RGO 片层都被充分利用。当进一步提高水含量
时，由于 GO 片层数目的限制，无法再相互连接形成完整的水凝胶结构，只
能最终获得石墨烯分散液。将所得石墨烯水凝胶冻干后通过氮气吸脱附曲 线
表征其孔结构的变化，即随着水含量的增加，比表面积逐渐提升，更充分地
利用搭接 GO 片层，形成更多的微孔丰富其孔结构。同样，当浓度超过 30%
后，其比表面变化不大，说明达到最佳的水含量状态。通过在 SEM 下观察
发现，10%时的孔结构较不均匀，且有部分区域有明显的团聚现象，而 40%
时孔隙较大且均匀，搭接的片层也较薄并且没有明显的团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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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不同水含量氧化石墨烯溶剂热后气凝胶的密度、孔结构及 SEM 图

石墨烯三维网状结构由于丰富的比表面积及发达的孔隙结构，是超级电
容器良好的电极材料，通过电容器的电化学行为变化，可以 反应其孔结构的
区别。例如图 3-25 中，随着水含量的提升，其 CV 曲线更加规则并且 EIS
曲线中测得的电化学阻抗更小，证明其孔隙结构更加发达。而高倍率扫速下，
得到的倍率性能也更加优异，证明其水含量提升时，形成的网络结构更益于
离子的传输，是超级电容器中的理想材料。

图 3-25 不同水含量氧化石墨烯溶剂热后气凝胶的电容器性能

除了水含量对最终石墨烯宏观体结构的影响外，其初始 GO 溶液的浓度
同样对其微观结构起着关键的影响。如图 3-26 所示，随着 GO 浓度的逐渐
增加，所获得的石墨烯水凝胶体积和密度逐渐增加。而比表面积有所下降，
证明随着浓度的增加，其网状结构会形成部分团聚，降低其片层利用率。从
SEM 的图片结果表明，在极低浓度下，由于片层数目的限制，GO 片状区域
自身卷曲形成类似于纤维相互搭接的网状结构。而浓度提高时， GO 片层更
加舒展，形成较为完整的网状结构。通过电容器的测试表明（图 3-2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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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得到的样品具有相似的 CV 曲线及倍率性能，而 EIS 中较小的阻抗
证明低浓度下由于片层的充分利用。因此其低浓度时会更有益于组装获得更
发达的三维网状结构，但并不会影响电化学性能 。

图 3-26 不同浓度氧化石墨烯溶剂热后气凝胶的密度、孔结构及 SEM 图像

图 3-27 不同浓度氧化石墨烯溶剂热后气凝胶的电容器性能

图 3-28 继续探究混合溶剂中形成的水凝胶与常规纯水中制备得 到的样
品的区别。为了在相同浓度下比较结构差别， 选取 2 mg mL -1 的 GO 溶液进
行溶剂热反应。从获得的氮气吸脱附的曲线可知，纯水中的制备得到的水凝
胶具有更多的微孔及介孔，展示出更发达的比表面积及孔结构。并且纯水中
制备得到的水凝胶，其三维网状结构尺寸更小，更加致密均匀。从红外光谱
可知，在混合溶剂或者纯水中，所含有的含氧官能团的数量及种类并没有明
显区别，证明其还原程度相似。并且通过电化学测试发现，同样在水含量较
多时，即纯水的条件下，其发达的三维网状结构，使其具有更好的离子传导
空间，因而具备更小的电化学阻抗及更优异的电化学性能。综上所示，在常
规高浓度下，纯水中制备得到的石墨烯水凝胶具有更均匀且发达的孔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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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利于电子、离子的传质传输，并且具有更加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但当
浓度降低时，需要第二相溶剂促进其组装成胶，在极限浓度下，水含量的比
例越高，其体积越大、密度越小、孔结构更发达且比表面积越大。因此可以
通过控制水的含量来进一步调控其孔结构，获得所需的微观结构。

图 3-28 在纯水或混合溶剂中溶剂热法获得的石墨烯气凝胶的氮气吸脱附曲线、红
外光谱及电化学性能

3.4 氧化石墨烯二维薄膜的组装及其再凝胶修复机制研究
3.4.1 二维薄膜的缺陷修复及结构重组
GO 膜通过在醋酸纤维素滤纸上抽滤获得，为了防止其被离子交联， 避
免使用氧化铝(AAO)滤膜。如图 3-29 所示，通过在膜中间反复折叠五次，制
造一处折痕（ SEM 图 3-29c）。由于应力会聚集在折痕处， 从而显著降低
GO 膜的强度，因此折痕处容易断裂（图 3-29d）。通过在折痕处滴加一点
水，等水自然干燥后，折痕会自动闭合修复，如图 3-29e 所示。再次测量其
拉伸性能时，其力学强度基本恢复到与初始样品相近的水平 （图 3-29b），
并且断裂的时候不再从修复处断裂（图 3-29f），证明不仅宏观上折痕被“愈
合”，其微观下 GO 片层也重新排列，恢复其最初的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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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a）GO 膜中折痕的自修复示意图，(b)GO 膜力学强度的变化，（c）GO
膜折痕处的 SEM 照片，（d）折痕拉伸后的断裂情况，（e）修复后的 SEM 照片，
（f）修复后拉伸后的断裂情况

为了验证其自修复的能力，除了折痕外制造 更严重的缺陷，即用手术刀
片将 GO 膜的中间制造 2 mm 左右的划痕，如图 3-30 a 和 c 所示。在 SEM 图
像下（图 3-30 e）观察到其宽度约为 20 微米，并且缺痕处的 GO 明显缺失。
由于应力集中于两侧处，其力学性能会严重降低至 原始样品的 50%。同样在
划痕处滴加一滴水后，等待水自然挥发后，划痕会被重新填充，如图 3-30 d
和 f 所示。拉伸测试表明其强度会明显提升，虽然由于划痕会 损失掉一部分
GO， 但 “ 愈 合 ” 后 的 膜 仍 能 恢 复 到 初 始 样 品 的 90%左 右 的 力 学 性 能 （ 图
3-30b）。

图 3-30 （a）GO 膜中划痕的自修复示意图，(b)GO 膜力学强度的变化，（c）划痕
的光学照片,（d）“愈合”后划痕处的光学照片, （e）GO 膜划痕处的 SEM 照片，
（f）修复后的 SEM 照片

根据折痕和划痕的“自修复”效果，其“愈合”机制归纳如下：由于
GO 片层是溶于水的，当水滴在 GO 膜缺陷处时，会引发接触处的 GO 片层
重新溶解并且再凝胶，随着溶剂水的缓慢挥发，凝胶处的 GO 片层会逐渐重
新排布，最终填补缺陷处的空缺。由于其 GO 片层的重构，除了修复处厚度
带来的影响，其力学性能基本可以恢复至初始状态。对于其他类型的缺陷 ，
比如孔洞，也有“自愈合”的效果，如图 3-31 所示。针在 GO 膜上制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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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约 200 微米的孔洞，在一滴水的作用下，也有明显的修复效果。但由于孔
洞较大，缺失的 GO 较多，其修复后的 GO 膜较薄。所以 GO 膜自修复的极
限，跟缺口处的面积、厚度及 GO 片层的数量都有关系。

图 3-31 GO 膜中孔洞修复前后 SEM 图像及光学照片

既然水对 GO 膜的折痕、划痕等缺陷有明显的“自愈合”效果，那么对
于更严重的缺陷，比如将 GO 膜剪断应该也有愈合效果。因此如图 3-32a 所
示，先将 GO 膜从中间处剪断，再滴一滴水在 GO 膜的一端，将另一段粘贴
上去，为了保证两段有足够的接触面积，将其重叠区域控制在 2mm 左右。
等待 1 分钟左右，两端 GO 膜即可粘合在一起，形成连续的膜。将“愈合”
后的 GO 膜进行力学拉伸性能测试（图 3-32b），发现修复后的膜基本恢复
到原始样品的强度。并且断裂的位置不再是连接处（图 3-32c），说明连接
处不再是最弱的位置，两端膜被完全的粘合在一起。从 SEM 的截面图像也
发现（图 3-32d），其双层连接处与一段有明显的斜坡 过渡区域，说明 GO
片层在此区域逐渐重新凝胶排列，形成完整 一体的 GO 膜。

图 3-32 （a）GO 膜剪断后自修复示意图，(b)GO 膜力学强度的变化，（c）GO 膜
拉伸断裂后的照片,（d）“愈合”后连接处的 SEM 截面图

GO 膜常规抽滤的厚度一般为 20-30 微米，为了验证其自修复的极限效
果。采取更厚的 GO 膜进行实验，来验证其能否实现更厚膜的粘结。通过实
验发现，即使 100 微米超厚的膜也能够实现两端 GO 膜的愈合，并且连接处
没有明显的缺陷，且其厚度也正好为 200 微米。进行力学拉伸测试时“愈合”
后 GO 膜的强度同样恢复至初始超厚 GO 膜的强度（图 3-33），证明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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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被完全愈合。在 SEM 图像下，愈合后的 GO 膜也没有明显的间隙（图
3-33b）。说明水对 GO 膜的愈合、粘结作用，只要有足够的水份，愈合效
果适用于不同厚度的 GO 膜。

图 3-33 超厚 GO 膜的修复效果，（a）修复前后 GO 膜的力学强度，（b）修复后连
接处截面的 SEM 图像

通过纳流体测试来验证两段 GO 膜修复后，其微观 GO 片层搭接的通道
被完全修复。测试结果表明，修复后 GO 膜在纳流体中的离子电导率基本恢
复到原始 GO 膜的水平（图 3-34a 和 b），说明其微观下 GO 片层相互间搭
接的通道是连接的，并没有阻断。证明 GO 膜不仅在宏观上恢复到原来的力
学强度，其微观相互排列的结构也完全愈合 （图 3-34c）。

图 3-34 通过纳流体测量 GO 膜修复前后的离子电导率及结构示意图

除了让 GO 膜边对边的相互粘结获得更长的 GO 膜外，还通过面对面的
粘结获得更厚的 GO 膜。如图 3-35a 所示，将几层薄 GO 膜（20 微米）在层
间刷上一层水后，相互粘结起来获得一张较厚的 GO 膜。通过粘合前后的
SEM 图片（图 3-35 c-d）发现，未粘合时其层间有明显的间距，但粘合后每
层被紧密地粘结在一起，并且之间没有明显的空隙。 通过弯曲测试验证 GO
层间被完全地粘合。通常如果 n 层膜叠加在一起时，在弯曲时层间会发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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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滑移，得到的表观刚度为 n。但如果层间被完全粘合后，由于压缩弯曲
时不能产生相互滑移，其表观刚度会成三次方的增长，即 n 3 。通过具体的实
验数据表明，粘合后的表观刚度确实接近于原始强度的立方关系（图 3-35b），
从而证明其层间被完整的粘合。通常通过抽滤的方法获得超厚的 GO 膜时，
由于 GO 凝胶的原因，抽滤时间会明显增加，甚至需要几天甚至一周。但通
过这种方法只需要几分钟即可以获得超厚的 GO 膜，极大地缩短了制备时间，
并且形状尺寸可控。

图 3-36 （a）超厚 GO 膜粘贴的示意图，(b)GO 膜粘合后表观刚度的变化，（c）
GO 膜粘合后连接处的 SEM 截面图

除了二维的 GO 薄膜外，由于水具有使 GO 再凝胶的效果，对于其他构
型的 GO 结构，例如三维的泡沫或者一维的 纤维，都能够实现其“自修复”
的效果（图 3-36）。将 GO 分散液冷冻干燥获得 GO 泡沫及纤维，通过将其
剪断再加水愈合的方式，都得到修复后的完整结构。证明滴水再凝胶自修复
的效果同样适用于 GO 其他的构型。但由于冻干的结构比较疏松多孔，遇水
后结构会发生一定收缩，因此该方法不适用于三维的超轻材料。

图 3-36 三维 GO 泡沫及一维 GO 纤维都可以达到遇水自修复的效果

除了 GO 的不同构型外，对于其他可溶于水的材料，利用水实现类似的
溶解再修复的过程。例如有些粘土（VMT）被剥离后的二维纳米片，能很好
分散在水中的同时，实现类似的滴水自修复效果。对于复合材料来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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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占大部分的情况下，利用 GO 的特性可以实现复合膜滴水再修复的效果。
例如 GO 和碳纳米管（CNT）的复合膜（图 3-37a），即使 CNT 不溶于水，
但由于 GO 滴水再修复，所以其复合膜结构也可以实现自愈合。并且进行力
学拉伸性能测试时，修复后的复合膜也基本恢复到初始膜的力学强度 （图
3-37b），证明其结构得到完整的修复。此外同样的效果也适用于 GO/VMT
这种复合薄膜（图 3-37c），因为 VMT 同样也能较好地分散在水中，其复
合膜也实现滴水再修复，并且愈合后的力学强度基本恢复到原始样品的强度
（图 3-37d）。综上所述，滴水可以实现 GO 膜及其复合薄膜的再凝胶及缺
陷处的自愈合效果，并且其力学性能也基本完全恢复，证明其良好的自修复
特性。

图 3-37 GO 复合膜的自愈合特性及其愈合前后的力学性能测试

水除了对缺陷处的 GO 片层产生再凝胶及自修复的效果外，对于 GO 膜
本身内部的微观结构起到重排的效果，并且能够抵消掉内部原有的内应力，
稳定其三维立体结构。如图 3-38 所示，当左右压缩一张 GO 膜时，会因为
应力拱起，当撤掉两侧压力时，内应力消除 GO 膜恢复到原来平面的结构。
但当其压缩拱起时，通过喷雾将 GO 膜润湿，GO 片层遇水时内部的应力会
遇水抵消，从而在再凝胶的过程中，GO 片层会在拱起的构型下重新排列，
当水分挥发干燥撤除两侧应力后， GO 膜仍然会维持其拱起的立体结构。因
此水份消除 GO 内部的内应力，使其 GO 片层重新排列堆积，并且维持其三
维立体构型，形成类似“啫喱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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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GO 在平面应力下拱起/平面的状态，通过湿气润湿后，无应力下也可维持
拱起的状态

3.4.2 立体结构的搭接及应用探索
利用上述水使 GO 膜再凝胶及修复缺陷、相互粘结及稳定其三维结构等
作用，搭建各种独特的 GO 基三维结构模型。如图 3-39 所示，首先制作一
个直径约为 7.5 厘米的 GO 膜，将其裁剪成很多宽度为 0.5 厘米的长条形（图
3-39 a）。通过将这些长条 GO 膜依次首尾粘结起来，搭接成长度为一米的
超长 GO 膜（图 3-39 b）。这种方式是制备超长的 GO 膜的唯一方法，通过
其他的手段很难制备得到。将一米长的 GO 膜逐渐卷起并通过蒸汽将其固定
得到图 3-39 c 所示的圆盘状，再将其紧密地卷曲起来，即可得到致密的圆柱
体结构（图 3-39 d）。该圆柱体中所有的 GO 片层都是垂直定向排列的，具
有统一取向且在垂直方向会具有特殊的离子传输效果。

图 3-39 超大 GO 膜裁剪成细条状 GO（a）并通过首尾相粘即可得到一米长的超长
GO 带(b)，通过紧密或者疏松的卷曲既可得到 c、d 的独特结构

此外还可以构建更复杂独特的纯石墨烯三维结构模型，例如将 GO 膜的
一端翻转 180 度后再粘贴起来，即构成石墨烯莫斯比环（图 3-40a）。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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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环是一种特殊的物理结构，其永远只用一个面和一条边界的 曲线。这一特
殊结构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新颖的角度。此外将两端 GO 薄膜垂直粘贴，
形成十字交叉的立体结构（图 3-40 b）。其两个方向在同一位置接触，通过
纳流体的测试表明，其四个方向全部都是导通的，能够 用来研究溶液或离子
对其他方向的影响。另外将之前超长的 GO 膜沿着一个方向卷曲，再通过蒸
汽固定其螺旋的结构，得到石墨烯的螺旋结构（图 3-40 c），该螺旋结构能
够保持稳定并且实现类似“弹簧”效果，进行反复的拉伸-回缩。此外 通过
类似编制的方式，将多条石墨烯带编制成类似“中国结”的形状（图 3-40 d）。
并且在每个节点处通过滴水相互粘结，形成的编制布具有很强的力学性能，
即使在某处先断裂时，由于其他位置 是紧密粘合的，其裂痕不会迅速扩展，
从而极大地提高其塑性变形的能力 。此外由于 GO 良好的柔性，通过将 GO
膜固定在模具的表面，再通过水使其固定立体构型，从而复制模具的三维形
状。实现“蝴蝶”、“星星”、“圣诞树”等各种各样复杂 的构型（图 3-40
e）。

图 3-40 GO 膜粘结成莫斯比环（a），十字交叉结构(b)，弹簧（c），编织中国结
（d），蝴蝶圈（e）

制动器是在接收信号时，例如光、电、热等，将其转化为 机械能并能完
成各种预定动作。常见的制动器材料通常对某一种信号敏感，快速的转化为
机械能并完成预定动作。GO 作为一种对水非常敏感的材料，通常 用作湿度
传感器等。同时近期也有很多文章利用其湿度敏感的特性，用光或者热来控
制其表面吸附的水分，进而实现制动器的应用。形成制动器的关键结构构型
在于非对称结构的设计，即 GO 膜两面需要有不同的响应效果，使整体的结
构发生弯曲等形状变化。通常采用 GO-RGO 的双层薄膜来实现非对称的结

54

第 3 章 氧化石墨烯的界面组装及其凝胶化机理 研究

构。为了保证其两层之间有较强的结合力，不会因作用力的不同而分离。用
一张 GO 膜单面还原的方式，制备得到 GO-RGO 的复合薄膜。即在一面上
添加少量的氢碘酸进行还原，另一面保持其初始 GO 的状态，再通过酒精清
洗氢碘酸，即得到 GO-RGO 复合薄膜（图 3-41）。

图 3-41 GO/RGO 双层膜的制备过程

因为 GO 是亲水的，其表面吸附了空气中很多的水分子，而 RGO 是疏
水的，湿度对其影响不大。当红外光照射在样品表面时，由于红外灯产生的
热量，使得 GO 表面吸附的水分子脱除，产生收缩的作用力。而 RGO 是疏
水的，即使温度升高，对其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由于只有 GO 一侧受
力，会沿 GO 一侧发生收缩，如图 3-42 所示。当红外灯关闭时，由于温度
降低，空气中的水分会重新聚集在 GO 片层表面，使其部分溶胀回缩，返回
至原来平整的状态。

图 3-42 GO/RGO 双层膜的制动器反应机理

具体制动过程如图 3-43 所示，平整的 GO-RGO 双层薄膜会在红外灯的
照射下发生 41 度的弯曲，其相应时间只有 1.8 秒，并且随红外灯的开关，
循环控制其弯曲过程。该双层膜弯曲的角度会受到膜几何尺寸的影响，即越
细越长的膜，其弯曲的角度越大。因此通过控制其几何尺寸，来实现制动器
动作范围的控制。

图 3-43 GO/RGO 双层膜在红外灯照射下弯曲的现象

利用水可以修复缺陷、粘合不同组分并且能固定三维构型等作用，实现
GO 基三维立体结构的搭接。再结合制动器的原理， 实现三维结构的复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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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果。如图 3-44 所示，首先取三条 GO-RGO 的条状双层膜，利用水或者
GO 将其粘结成“H”形状，然后将其弯曲成类似于“小狗”（图 3-44 c 所
示）的立体结构，再通过蒸汽润湿并固定其三维结构。该结构当红外灯开启
时，GO 层的水分脱出，从而使其各个部件都会朝 GO 一侧，发生不同程度
的弯曲，整体形成类似于“坐起”的动作。当红外灯关闭时，由于空气中的
水分重新聚集，使得 GO 一层薄膜溶胀，恢复到初始的角度，整 体恢复至“爬
行”的姿势。当红外灯循环开启时，即可实现“小狗”不断“爬行-坐起”
的动作切换，实现复杂动作的制动效果。

图 3-44 GO/RGO 双层膜组装成“小狗”实现爬行-坐起的复杂动作

此外由于该方法实现 GO 基任意三维结构的搭接，因此除了上述立体结
构及动作外，实现了多种复杂的运动动作。如图 3-45 所示，取 5 条 GO-RGO
的双层膜，将其一段全部粘贴在同一点，形成类似于“蜘蛛”的五角形状。
由于同样 GO 层对红外灯的作用效果，当红外灯开启时，五条“腿”由于同
时弯曲将身体整体拱起，形成类似于“起立”的动作，当红外 灯熄灭时，五
条“腿”恢复直立的状态，整体形状也形成类似“趴下”的动作。当红外灯
循环开关时，即可实现循环的“起立-趴下”的复杂动作。

图 3-45 GO/RGO 双层膜组装成“蜘蛛”实现起立-趴下的复杂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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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立体结构经过修改，还可以实现类似于原地“旋转”的“芭蕾舞
者”（图 3-46）。通过将四条“腿”弯曲并形成同一个方向的角度，在红外
灯照射时的弯曲，形成沿着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当红外灯熄灭后 反方
向旋转，恢复到原始的角度和位置。从而实现类似于芭蕾舞者“旋转”的复
杂动作。

图 3-46 GO/RGO 双层膜组装成“虫子”实现前进行走的复杂动作

除了上述上下的动作，继续尝试能否实现类似于行走等更复杂且实用的
运动方式。如图 3-47 所示，将 GO-RGO 的双层膜粘贴成类似于“Y”形状
的结构，利用其弯曲后回缩时，前后摩擦力的不同，实现向着前面方向完成
不断行走前进的动作。即形成一个可以不断前进行走的“小虫”。

图 3-47 GO/RGO 双层膜组装成“虫子”实现前进行走的复杂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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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动器的力学应用外，利用石墨烯的储能特性，构建全固体柔性电
容器的应用。GO 膜层间的通道用于离子的传输，直接将 GO 膜用作于固态
电解质，替代商用的隔膜和电解液，实现全固态的柔性电容器的应用。首先
将 GO 膜通过氢碘酸还原成 RGO 薄膜，再通过滴水再凝胶的作用，将两片
RGO 薄膜粘在湿润的 GO 薄膜两侧，等自然干燥后，得到全固态的石墨烯
柔性电容器（图 3-48）。该制备方法简便，省略传统凝胶电解质制备的封装
过程。

图 3-48 RGO/GO/RGO 全固态柔性电容器的制备示意图及实物图照片

通过循环伏安法（ CV）来表征其电容性能水平，测试结构发现，该结
构展示良好的电容特性，CV 曲线呈现出较标准的长方形形状（图 3-49 a），
并且即使在高扫速下，也能较好地维 持其形状特征。通过长循环测试发现，
由于其全固态的结构特征，循环性能非常稳定，在 1300 次循环过后，仍能
保持稳定的性能及初始的 CV 曲线形状（图 3-49 b）。然而该结构的电容器
其传输存储的离子仅仅依靠 GO 膜内部的水分，严重限制其容量的发挥。由
于 GO 膜是对水份是敏感的，因此通过控制环境的湿度，进而提供充足的离
子用于电容存储。通过在干燥、湿润的环境下测试发现，在潮湿环境下，该
结构表现出的电容值明显高于干燥情况，说明潮湿环境下可以存储更多的离
子，有利于其容量的充分发挥（图 3-49 c）。通过电化学阻抗谱（EIS）也
表明，潮湿条件下的 GO 固态电解质层的离子电导率明显提高，更有利于快
速的离子传输及存储（图 3-49 d）。证明这种 RGO-GO-RGO 的三明治结构
电极，实现柔性电容器的应用，并且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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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RGO/GO/RGO 全固态柔性电容器的电化学性能表征

除了常规的三明治结构的固态柔性电容器外，利用 GO 立体结构的搭接
方法，实现其他独特立体构型的柔性电容器应用。例如图 3-50 所示，将 RGO
膜平行粘贴，利用中间的 GO 实现平面超级电容器的应用。由于 RGO 膜中
片层都是平行排列的，其横向定向的排列使其具有非常快速离子传输路径，
从而实现更高倍率的固态超级电容器的应用。从 CV 曲线表明，该结构具有
明显的电容特性。但由于其结构的不对称性及 RGO 膜本身导电性的限制，
其电容能力并没有完全的发挥，有待对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及改善。

图 3-50 RGO/GO/RGO 平面型全固态柔性电容器的制备示意图及实物照片

除报道过的三明治及平面型超级电容器外， 还构建如图 3-51 所示的垂
直型组装的柔性全固态超级电容器。 先将多层 RGO 膜通过上述方法粘结起
来，再将其垂直粘贴到 GO 膜的两侧，形成垂直状的电容器结构。由于该结
构 GO 片层都是沿着同一方向，所以 实现更多层膜的同方向快速传输。从
CV 曲线上也证明，该结构具有明显的电容性能，但由于其结构的不对称性
及难操作性，其相对极化较大，因而要想发挥更优异 的电容性能，需要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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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实现更精确可控的组装制备。但该方法开拓 新的电容器结构的思路，为
后续的进一步研究计划奠定基础。

图 3-51 RGO/GO/RGO 垂直状全固态柔性电容器的制备示意图及实物图照片

3.5 小结
本章主要探究了石墨烯三维水凝胶的成胶机理，通过调控不同影响因
素，例如片层尺寸、还原方式、容器界面、溶液浓度等，总结出最适合 水凝
胶的实验条件及结构特征。并且发现在极低 GO 溶液浓度下，通过人工引进
第二相界面的方式，诱导引发其在低浓度下的自组装成胶现象。并对其成胶
的过程有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解， 通过理论计算及实验设计来验证该过程。
最终在深入理解其成胶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控制水含量及浓度，来进一步实
现其三维微观孔结构的目的。并为氧化石墨烯的可控自组装制备及相关结构
应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此外还探究了氧化石墨烯基二维水凝胶薄膜的再凝胶及自修复机制，发
现水不仅修复 GO 膜中折痕、划痕等缺陷，并且粘结不同组成单元的 GO 薄
膜，快速制备出更长、更厚的 GO 膜。利用此能够组装搭接成任意 GO 基三
维结构体，实现柔性制动器、全固态柔性电容器等新型应用。该滴水再凝胶
自修复现象的发现，揭示 GO 更多的凝胶现象本质，也为其可控组装制备奠
定后续研究基础。
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不同尺寸大小的 GO 片层，水热过程后所形成的水凝胶宏观尺寸
相似，小尺寸的 GO 获得的微观孔结构更均匀、细小，比表面积更高。大尺
寸的 GO 获得的石墨烯宏观体则具有更好的力学性能。相比于化学还原，通
过水热法还原得到的石墨烯水凝胶具有更强的相互作用力 ，更发达的孔隙结
构。化学还原时由于还原速率较快，更容易引起片层的团聚。
（2）通常在高于 1 mg mL -1 浓度的情况下，GO 在纯水中通过水热即可
得到水凝胶；在浓度低于 1 mg mL -1 时，GO 水溶液中可以通过引入第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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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来增加反应界面，实现在低浓度下成胶。第二相溶剂的选取要求，即
与水互溶，且对 GO 的亲和能力较差，例如水溶性的一元醇类。
（3）低浓度下具体成胶过程的理解，即由于相比于异丙醇分子，水分
子对 GO 有更强的亲和作用，使得 GO 更倾向于富集在水相中，引发微观上
的两相分离，从而形成更多的液液界面，有利于 还原后的 RGO 富集并在低
浓度下相互搭接成胶。通过调控水相的比例，即水含量越多，制备得到的石
墨烯三维网状结构越发达，比表面积越高，相应的电化学性能也越好。
（4）未被离子交联的 GO 膜遇水后可以实现再次凝胶化，实现 GO 膜
中缺陷的“自修复”效果。利用 GO 膜遇水再凝胶的现象，实现 GO 膜之间
的相互粘接，快速制备更长或者更厚的 GO 膜
（5）水可以消散 GO 膜内部的内应力，使 GO 膜内部的片层重新排列，
并能够维持其三维立体结构。利用 GO 膜遇水再凝胶的作用，实现 GO 膜尺
寸及构型的拓展，并且能够搭接成任意的三维立体结构 。
（6）搭接成的三维构型，可以实现柔性制动器的应用，并且能够实现
例如爬行-坐起，起立-趴下，行走或者旋转等复杂动作。还可以利用 GO 的
粘结效果实现全固态石墨烯基柔性电容器的应用，并且构造出新型电容器的
构型，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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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及锂硫电池性能
4.1 引言
通过前一章对氧化石墨烯自组装行为的研究，揭示石墨烯基三维水凝胶的液
相组装过程及二维石墨烯基薄膜的再凝胶自修复机制，为利用 GO 自组装行为构
建特定结构多孔碳材料奠定研究基础。本章旨在利用 GO 自组装行为调控锂硫电
池中碳载体结构，组装制备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并研究其催化活性及电化学
性能，进而解决锂硫电池中的瓶颈问题，推动锂硫电池的实际商业化应用。
锂硫电池由于正极活性材料硫本身具有成本低、对环境友好的特点，再结合
其高比容量和能量密度，逐渐成为最实用的下一代新型的高性能储能器件[201-202]。
然而与传统嵌入脱出的反应机理不同，锂硫电池的充放电过程是多步氧化还原转
化过程，即从 S8 分子逐渐转变成多硫化锂，到最终硫化锂的反应过程[203]。在转化
过程中存在诸多瓶颈问题亟待解决。活性物质硫颗粒和放电产物硫化锂都是绝缘
体，需要吸附在导电碳骨架中，保证其容量的充分发挥。反应的中间产物多硫化
锂是易溶于电解液，导致其从正极穿梭到锂负极发生不可逆反应，造成活性物质
的流失和容量的不断衰减，因此需要多孔碳材料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及容量衰减
[204]

。由于对高能量密度的要求，需要在保证电化学性能的基础上提高硫负载量。

因此需要高比表面积的碳材料提高硫负载量，进而提高整体的能量密度[172, 205]。综
上多孔碳材料的良好的导电性、丰富的空隙及高比表面积使其成为高性能锂硫电
池器件中的关键材料。
常见的碳硫复合材料的负载方式通常为熔融法渗硫，利用硫颗粒熔点低的性
质，将其加热至融化，通过毛细作用渗入到多孔碳中。由于硫负载量主要取决于
多孔碳的比表面积，该方法很难获得高负载的碳硫复合材料，并且负载的硫颗粒
与碳骨架结合力较弱，不能有效地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206-207]。因此需要发展新型
熔硫方法提升硫负载量的同时，增强碳基底与活性物质的相互作用力束缚多硫化
物，抑制穿梭效应并提高电化学性能。
硫酸盐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且成本低廉的化合物，可以与碳反应还原成硫
化物，这种硫化物可以直接作为活性材料，或者进一步反应成单质硫，形成新型
碳硫复合材料。同时该硫酸盐也起到模板的效果，由于其自身的晶体结构，在反
应转化后会预留空间形成网络结构。同时该方法也避免了常规碳硫复合材料无法
进行高温热处理的难题，在热处理还原过程中，形成多孔碳的同时，原位转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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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通过简单调控反应前驱体硫酸盐和碳的比例，精确控制后续得到碳硫复
合材料中硫的含量，进而制备得到高含量的碳硫复合材料。因为制备得到的硫化
物是与碳基底原位反应获得的，因此和碳骨架有较强的结合作用，束缚多硫化物
的溶解。
本章通过控制 GO 自组装的方法，结合硫酸盐的盐模板效应，制备得到石墨
烯基硫化物薄膜，利用硫酸盐的双功能效应，即在作为盐模板协助碳前驱体形成
多孔碳的同时，也在热处理过程中原位与碳基底反应生成硫化物，作为锂硫电池
中的正极活性材料。但上述组装制备的纯石墨烯基硫化物薄膜的微孔结构有限，
所以硫含量很难提升，进而影响其能量密度。因此在前期组装的基础上，通过添
加其他有机碳源，丰富其微孔含量，获得类石墨烯碳硫复合材料，进而提高硫含
量及最终的能量密度。并且该方法是工业化制备硫化物的常用方法，成本低廉且
容易大规模生产，能够作为实际产业化制备高硫含量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4.2 实验
4.2.1 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膜的制备
取一定量的氧化石墨烯粉末、聚乙烯吡咯烷（PVP）、硫酸锂及硫酸钴溶解于
水中，经过超声、搅拌等步骤形成均匀稳定的溶液。将上述溶液逐滴加入强烈搅
拌的乙醇溶液中，使硫酸盐重结晶获得尺寸更细小的颗粒。将重结晶后的溶液进
行离心，除去上清液后，将其重新均匀分散成粘稠的乙醇溶液。将上述溶液导入
聚四氟乙烯的模具中，在烘箱中烘干后即得到完整的复合薄膜。将薄膜放入管式
炉在氩气氛围下 800 摄氏度热处理 2 小时，即得到最终的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
膜。通过裁剪薄膜成极片尺寸，即可直接作为电池极片组装电池，进行电化学测
试。

4.2.2 类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
1.5 克葡萄糖与 1.8 克硫酸钠溶解于 15 毫升的去离子水，搅拌 30 分钟形成稳
定的溶液。将 2 厘米* 2 厘米* 5 厘米的三聚氰胺海绵浸入到上述溶液中，并反复
挤压多次使其充分浸润。将少量浸润后的泡沫放入液氮中冷冻干燥 24 小时，将干
燥后的样品在氩气气氛的管式炉中 200 摄氏度加热 2 小时后，850 摄氏度热处理 2
小时。热处理后得到黑色泡沫将其继续浸渍于氯化铁溶液反应 12 小时，之后用去
离子水反复清洗，烘干后得到最终的碳硫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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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石墨烯基硫化物薄膜的组装制备及电化学性能
4.3.1 盐模板设计思路
为了避免在循环过程中，锂枝晶的生长及硫正极的体积膨胀，预锂化的硫化
锂作为正极材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硫化锂具有高达 1167 mAh g-1 的理论比容
量，而且作为最终反应产物，可有效避免体积膨胀。由于自身含锂可以结合碳基、
硅基材料作为负极，提高整体的能量密度。然而，硫化锂本身不够稳定，易于水
反应，需要进行气氛保护或者碳包覆使其稳定存在。其次硫化锂导电性差需要固
定在导电性较好的碳骨架内，才能充分发挥其性能。最后在电化学充放电过程中，
需要较高的过电势才可完成活化过程及后续稳定的充放电循环。因此需要导电性
好的碳骨架及具有催化活性的组分结合，在充分发挥硫化锂容量的同时，降低其
反应势垒，加快反应速率。

图 4-1 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膜的制备思路及流程图

制备过程如图 4-1 所示，该材料利用 GO 在凝胶成膜的过程中，添加硫酸锂和
硫酸钴形成 GO 基复合薄膜。硫酸盐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盐模板形成 GO
膜内的网状结构，二是硫酸盐可与碳在高温下进一步反应，生成硫化锂和硫化钴，
具体的反应方程式如下。硫化锂直接用于电极的活性材料发挥容量，而硫化钴作
为催化剂，催化硫化锂的转化，加速反应动力学过程，进而提高其电化学性能。
Li2SO4 + 2C → Li2S + 2CO2
CoSO4 + C → Co9S8 + CO2
首先在 GO 分散液中溶解一定量的硫酸锂、硫酸钴和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搅拌成均匀的溶液。PVP 的作用是更好的分散 GO 及在热处理过程中能够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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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硫酸盐接触，使其充分地与碳进行反应。将上述溶液逐滴滴入乙醇中，使硫酸
盐在乙醇中重结晶，形成较细小的颗粒，有利于在后续热处理中充分转化并形成
细小的硫化锂颗粒。将重结晶后的样品离心后，加入少量乙醇重新分散成粘稠的
分散液，放置于模具中烘干成膜，即得到图 4-2 所示薄膜。随后将薄膜在八百度的
条件下热处理 2 小时，最终得到完整的柔性石墨烯/硫化锂/硫化钴复合薄膜。

图 4-2 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膜的实物图

通过 XRD 图谱来进一步验证薄膜反应前后的物质变化，从图 4-3 的 XRD 图
谱可知，反应前有明显的硫酸锂和硫酸钴的特征峰。在热处理之后，这些硫酸盐
的特征峰消失，形成硫化锂和硫化钴的特征峰，证明从硫酸盐最终转化为硫化物
的反应过程。并且将该薄膜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后，其特征峰的位置、强度均
没有明显的变化，证明硫化锂被石墨烯包裹保护，可以形成空气中稳定存在的硫
化锂复合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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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膜热处理前后的 XRD 图

热处理反应后的薄膜形貌如 SEM 图所示（图 4-4）。制备得到的硫化物颗粒
尺寸在 1 微米左右，并且均匀地分散在薄膜中，没有明显的团聚现象。这些颗粒
成小球状，并未分散在表面上，而是被石墨烯的片层紧紧包裹嵌入到薄膜的层间，
也说明硫化物的颗粒被石墨烯柔性的片层保护起来，可以在空气中暴露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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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石墨烯基硫化锂杂化薄膜 SEM 图

4.3.2 硫化锂异质结构的表征
为了进一步研究硫化物的存在及结合方式，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及
电子能量损失谱（EELS）对其微观形貌及结构进行精细分析。从图 4-5 可知，硫
化锂和硫化钴的两种物质形成杂化的异质结构，其一次颗粒的直径为 50 纳米左右，
镶嵌在石墨烯的片层之间。通过高分辨的 TEM 图片发现，在颗粒边缘可以明显看
到硫化钴的晶面间距，晶面间距表明内部主要成分是硫化锂。再结合 EELS 的
mapping 图发现，硫化钴均匀地分布在整个颗粒表面，而硫化锂主要集中在中心位
置。结合上述两种表征证明形成的两种硫化物是原位包覆的核壳结构，即硫化钴
均匀包裹在硫化锂的外部。该结构保证了硫化钴与硫化锂的充分接触，充分利用
硫化钴的催化效果，降低其反应过电势。
该核壳结构的形成原理理解为以下过程，由于硫酸钴的熔点低于反应温度，
并且小于硫酸锂的熔点，即在热处理过程中硫酸钴会先熔化，而硫酸锂仍能保持
晶体结构。融化后的硫酸钴会自动包覆在硫酸锂的表面，进一步发生还原反应，
生成硫化钴和硫化锂。因此形成硫化钴均匀包裹硫化锂的核壳结构。

图 4-5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 TEM 及 EELS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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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表征发现，相对于纯硫化锂的样品，当有硫化钴一起合成时，硫化
锂的特征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左移，说明硫化钴与硫化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
用力，也间接证明其两相是共同反应生长的。通过对石墨烯的 D 峰和 G 峰表征发
现，到硫化钴参与反应时，G 峰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即硫化钴与碳基底存
在明显的相互作用，证明生成的硫化钴嵌入在石墨烯的片层中间，石墨烯对其有
紧密地包覆作用。

图 4-6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拉曼光谱

通过 XPS 光谱进一步表征硫化钴/硫化锂之间的键合作用。通过对 S 元素的精
分谱发现，有明显的硫-锂键和硫-钴键，证明硫化钴和硫化锂的存在。同时碳-硫
键的存在，证明这些硫化物与碳骨架之间存在较强的结合力，与之前拉曼光谱分
析的结果一致。在钴的精分谱中，也明显观测到钴-硫键及钴-碳键的存在，证明硫
化钴的生成及其与碳骨架的强相互作用。此外 XPS 谱中也检测到氮元素的存在，
氮元素主要来源于 PVP 的热解，同时氮会对碳进行一定程度的掺杂，进而提高其
活性位点。

图 4-7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 XPS 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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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电化学性能及催化反应机理
制备得到的硫化物/石墨烯薄膜能够直接通过裁剪用作电极，省略了搅料、涂
膜、冲片等一些列复杂的极片制作流程。尤其硫化锂易与水剧烈反应，需要在惰
性气氛下进行操作，该柔性薄膜直接用作电极极大地缩短了电极制备时间。图 4-8
是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首次充电活化曲线，常规硫化锂的应用需要
在首圈进行活化，一般其反应电势较高，在 3.5V 左右。但加入硫化钴之后，其首
圈的反应电势明显降低到 2.3 V 左右，极大地减小其活化势垒。说明硫化钴对硫化
锂的转化起到了明显的催化效应，并且其相互紧密包裹的核壳结构保证紧密接触，
明显降低其催化转化反应的势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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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首次充电活化曲线

硫化锂活化后的首圈充放电曲线如图 4-9 所示，加入硫化钴之后，放电的低电
压平台明显增强，放电容量也由最初的 480 mAh g-1 增加到 810 mAh g-1，说明薄
膜整体具有较高的导电性充分发挥多硫化物的容量，同时硫化钴的催化效果，也
加速多硫化物的转化过程提高充放电容量。因此当加入硫化钴后，检测到明显的
催化转化效果，并且充放电容量也由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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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膜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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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盐模板法组装制备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
4.4.1 盐模板设计思路
石墨烯基硫化锂/硫化钴复合材料能催化硫化锂的转化以及电化学性能的提
升。但由于石墨烯自组装形成的多孔碳主要相互搭接形成介孔，微孔的数量有限。
而对于锂硫电池中，微孔对束缚多硫化物溶解最有效果，因此亟需提高石墨烯基
多孔碳中的微孔含量。并且石墨烯基多孔碳的硫含量负载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
比表面积来增加硫的负载量，来进一步提高整体器件的能量密度。因此在上述思
路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碳源，形成类石墨烯碳硫复合材料来进一步提高硫的负载
量及限制多硫化物的溶解，最终实现高性能锂硫器件的开放。
为了最终制备碳硫复合材料，在前期制备思路上，添加葡萄糖为碳源，增加
微孔的含量。并且选取硫酸钠为盐模板，因为硫酸钠首先与碳反应生成硫化钠，
硫化钠与氧化剂反应后会转变成纳米硫，具体的反应方程式如下所示。
Na2SO4 + 2C → Na2S + 2CO2
Na2S + 2FeCl3 → 2FeCl2 + 2NaCl + S
在该反应过程中，硫酸钠首先作为盐模板，协助形成碳骨架的网络结构。随
后在热处理过程中，硫酸钠与碳反应转变成硫化钠纳米颗粒，而硫化钠进一步与
三价铁离子反应，被最终转变成纳米硫。该制备过程是商业化制备硫化钠的工业
化方法，只需要增加后续步骤即可制备得到碳硫复合材料，因此具有成本低廉、
设备工艺简单等特点，适用于大批量工业化应用。

图 4-10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示意图

4.4.2 碳硫复合材料结构表征及调控
通过 SEM 对反应前、反应中及最终产物进行表征，来检测其结构变化。反应
前硫酸钠晶体颗粒被葡萄糖均匀包裹，形成如图 4-11 a 所示的结构。热处理后硫
酸钠被还原成硫化钠镶嵌在碳骨架中，形成 4-11 b 的结构。当该中间产物进一步
与铁离子反应转变成硫颗粒后，形成如 4-11 c 所示的三维网状结构的碳骨架。当
进一步热处理去除碳骨架中的硫颗粒后，其骨架仍然完整的立体结构，证明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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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并不会引起碳骨架的坍塌，该结构有利于稳定的充放电循环。

图 4-11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的 SEM 图

为验证硫酸钠的模板法作用，将前驱体中没有硫酸钠的样品作为前驱体，热
处理后的微观结构如图 4-12 所示。反应后得到的样品主要为尺寸在 100 微米左右
的致密碳块，并没有如前述样品所示的明显三维骨架形成。从而证明硫酸钠在样
品制备中重要的模板效果。

图 4-12 无硫酸钠时反应后复合材料的 SEM 图

图 4-13 中 TEM 图片进一步研究其各个阶段产物的立体三维结构，热处理之
后硫酸钠晶体结构转变为硫化钠纳米颗粒，有明显的体积变化，形成硫酸钠晶体
形状的三维网状结构。当硫化钠转变成纳米硫后，复合材料形成明显的三维网状
结构，并且形成类石墨烯的超薄柔性碳片。

图 4-13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的 T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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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4 所示，在碳片上均匀负载了尺寸在 5 纳米左右成正态分布的纳米硫
颗粒。该纳米硫颗粒是原位转化而来，因此镶嵌在碳骨架中，与碳骨架有较强的
相互作用力。这种纳米硫颗粒在充放电过程中具有较快的反应动力学，并且镶嵌
在碳骨架之中有效地抑制其中间产物的溶解。

图 4-14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中纳米硫颗粒的尺寸分布图

为进一步验证碳、硫元素的分布，对样品进行 SEM 元素区域分析（图 4-15），
发现在整体碳网络骨架上，碳、硫、氮、氧四种元素均匀分布。选取 TEM 对其单
片层下的元素分布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图 4-16），发现其中硫元素的含量明
显高于碳元素，证明其虽然尺寸细小，但没有明显的团聚现象。

图 4-15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SEM mapping 图

图 4-16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TEM mapping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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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控前驱体中葡萄糖和硫酸钠的相对比例，实现最终产物中碳/硫比例精
确调控。图 4-17 展示不同硫含量下的碳硫复合材料的 SEM 形貌，（a）中硫含量
在 55%，而（b）中硫含量高达 85%，当硫含量明显提升时，碳骨架的厚度也随之
增加，证明硫主要嵌入在碳骨架之中。即使在碳只占 15%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完整
的三维网络骨架。也保证其在高硫负载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出硫的容量，保证其优
异的充放电性能。

图 4-17 不同硫含量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SEM 图

通过 XRD 图谱检测到硫的特征峰，并随着硫含量的提升，特征峰强度明显加
强，证明碳硫复合材料的形成。通过 TG 曲线能够通过硫在 250 度附近的失重比例，
计算碳硫复合材料中硫的负载量。如图 4-18 所示，该三个样品的硫含量分别为
55%、75%和 85%，并将其命名为 HPC-S-X，其中 X 即为其复合材料中硫的负载
量。并且随着硫含量的增加，其失重的起始温度也随着增加，证明在高硫含量时，
硫纳米颗粒和碳骨架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强，更强的束缚多硫化物溶解的能力。

图 4-18 不同硫含量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XRD 和 TG 图

通过氮气吸脱附曲线表征其碳硫复合材料中孔结构的变化。因为碳硫复合材
料中的孔都被硫纳米颗粒填充，如图 4-19 中的棕色曲线，其填充后的比表面积仅
为 12 m2g-1。因此需要通过热处理，将原本孔结构中的硫烧除，即得到样品 HPC-X，
其中 X 是原本碳硫复合材料中硫的含量。MPC 样品由于没有硫酸钠作为模板，所
以形成的孔全部为葡萄糖碳化形成的微孔，并没有介孔产生。而 HPC-X 这些样品
的吸脱附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孔结构，即有大量的微孔、介孔及大孔。并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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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硫含量的增加，其孔结构更加发达，微孔、介孔都有提升，而且比表面积也逐
渐增加。其中 HPC-85 的样品计算得到的比表面高达 693 m2g-1, 孔容为 1.08 cm3 g-1。
因此证明硫酸钠的增加并不仅仅提高其硫的负载量，对其微孔和介孔的增加也起

单位吸附量 (cm3 g-1)

到明显作用。
HPC-55
HPC-75
HPC-85
HPC-S-85
MPC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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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分压 (P/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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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不同硫含量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氮气吸脱附曲线

通过测试复合材料的 XPS 光谱，验证碳硫复合材料中碳和硫的相互作用。碳
元素 1s 轨道的精分谱发现，在 285.5 eV 处有明显的 C-S 键，证明纳米硫颗粒与碳
骨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力。而在硫元素的 2p 轨道谱中，在 S 2p3/2 和 S 2p1/2
轨道间有 1.1 eV 的能量差，并且 S 2p3/2 的结合能（163.5 eV）小于单质硫的结合能
（164.0 eV）进一步证明其 C-S 键的存在。此外在 N 1s 的精分谱中，能够明显检
测到吡啶氮和吡咯氮的存在，这些氮元素能够有效地吸附多硫化物增强其电化学
性能。

图 4-20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XPS 光谱

此 外 通 过 图 4-21 中 拉 曼 和 红 外 光 谱 同 样 可 以 表 征 其 碳 硫 间 的 相 互 作
用。在拉曼光谱中，碳硫复合材料能观测到明显的硫单质的特征峰 和碳材料
的缺陷峰（D 峰，1350 cm -1 ）及石墨峰（G 峰，1590cm -1 ）。在 HPC-S-85
样品中，其 G 峰从 HPC 的 1591 cm -1 右移至 1604 cm -1 ，说明硫对碳有明显
的相互作用力。在图 4-19 的红外光谱中，观测到 620 cm -1 处 C-S 的振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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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 cm -1 处 S-O 的振动峰，这些键合作用说明多硫化物会与碳表面有更强的
吸附力，从而发挥出稳定的循环性能。

图 4-21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拉曼及红外光谱

4.4.3 碳硫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不同硫含量的 HPC-S-X 碳硫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图 4-22），首先
表征 材 料 在 1C 下 的横 流 充 放电 。 与 其他 报 道 的碳 硫 复 合材 料 不 同， 虽然
HPC-S-85 的硫含量最高，但其表现出的电化学性能与 HPC-S-75 和 HPC-S-55
的循环性能相似。证明其镶嵌在碳骨架中的纳米硫颗粒，有较强的束缚多硫
化物溶解的能力，能够保证其在高硫负载量下的快速反应及硫颗粒的充分利
用。因此在后续实验中，选取 HPC-S-85 为实验样品，进行后续电化学测试。

图 4-22 不同硫含量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图 4-23 展示了 HPC-S-85 样品在 0.2 C 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在放电过
程中观测到两个明显的平台，分别对应硫分子到多硫化物 再到硫化锂的转变
过程。相比于纯微孔的 MPC-S 结构，HPC-S 的反应平台更长、相对极化也
更小。说明其层次孔结构加速其反应动力学过程，具有更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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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充放电曲线

上述两种样品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如图 4-24 所示。HPC-S-85 在
所有倍率下，均展示出比较完整的平台和曲线形状。即使在 4C 的高倍率下，
其充放电平台依旧能清晰地观测到，证明其整体良好的导电性 和动力学反应
过程。而对于 MPC-S 样品，其充放电曲线在低倍率下形状较好，但高于 1 C
的倍率后，第二个平台明显减小并且逐渐消失，证明其较差的导电性及反应
动力学过程。

图 4-24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不同倍率下的电化学性能

上述两种样品不同倍率下的比容量对比如图 4-25 所示。HPC-S-85 样品
的 在 不 同 倍 率 下 的 容 量 相 比 于 MPC-S 样 品 的 容 量 都 有 明 显 的 提 升 。 并 且
MPC-S-85 样品在不同高倍率下都展示出优异的性能，即使在 4 C 的高倍率
下，依旧保持 550 mAh g -1 的稳定容量，明显高于 MPC 样品的 200 mAh g -1
容量。再次证明其发达的空隙结构，有利于电子的快速传输，并且碳硫直接
较强的相互作用，保证其稳定的循环性能。

75

第 4 章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及锂硫电池性能
HPC-S-85
MPC-S

1200

容量 (mAhg-1)

0.2 C
1000

0.5 C
800

1C

0.2 C
2C

3C

600

4C

400
200
0

0

5

10

15

20

循环圈数

25

30

35

图 4-25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在不同倍率下的电化学性能

图 4-26 进一步表征该材料在高倍率下的循环性能。在 1C 的倍率下，
HPC-S-85 的初始容量可达 770 mAh g -1 ，经过 200 圈的循环后，容量可以保
持在 650 mAh g -1 。而在 2C 的倍率下，循环 200 圈后，容量从 600 mAh g -1
只下降到 550 mAh g -1 ，具有非常高的容量保持率（91.8%）。证明 HPC-S-85
的结构中碳骨架与硫颗粒之间较强的结合力，有效地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
在高倍率下也展示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图 4-26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高倍率下的循环性能

HPC-S-85 的循环伏安图如 4-27 所示，展示出两个明显的还原峰和一个
氧化峰，与之前充放电曲线相对应。除第一圈的活化过程外，从第二圈到第
五圈，其 CV 曲线的形状和大小基本重合，证明其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和较低
的极化现象。图 4-28 对比了不同扫速下，HPC-S-85 和 MPC-S 的 CV 图，
HPC-S-85 在不同扫速下都有明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并且并没有随着扫
速增加，曲线发生明显的极化现象。但 MPC-S 的样品 CV 图中很难观测到
明显的氧化还原峰，并且极化严重，证明其反应动力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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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CV 图

图 4-28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不同扫速下的 CV 图

上述两种材料的电化学阻抗谱（EIS）如图 4-29 所示，HPC-S-85 的电
电荷转移阻抗 Rct （23.6 欧姆）小于 MPC-S 的 30.1 欧姆，证明 HPC-S-85
整体具有更高的电导率。由于其层次孔结构形成的导电网络，确保其在充放
电过程中具有较低的电阻及极化现象，也保证其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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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EIS 图谱

图 4-30 展示了 HPC-S-85 在高倍率下的长循环性能。在 1C 下起始容量
为 772 mAh g -1 ，2C 下起始容量为 584 mAh g -1 ，经过 500 圈的长循环后，其
容量依旧分别维持在 513 mAh g -1 和 458 mAh g -1 ，每圈只有 0.07% 和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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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量衰减。HPC-S-85 在高倍率下展示出的循环稳定性明显优于在同样硫
负载下通过熔硫法制备的其他碳硫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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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 EIS 图谱

4.5 小结
本章主要探究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的模板法组装制备，通过将 GO 自
组装过程中引入硫酸盐，通过后续热处理碳化等步骤，制备得到类石墨烯碳
硫复合材料。使用硫酸盐作为双功能性模板，一方面作为盐模板，诱导其组
装形成三维网状结构，二是高温下与碳反应原位转化为活性材料或其前驱
体，进一步转化成碳硫复合材料。实现具有优异电化学性能的高硫负载的碳
硫复合材料的制备。
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硫酸盐直接作为硫化物反应的前驱体，高温与碳反应过程中，原
位转化成硫化物，同时作为模板协助形成层次孔杂化结构。
（2）硫酸锂/硫酸钴混合物热处理反应后，得到核壳结构的硫化锂@硫
化钴杂化材料。硫化锂表面包裹的硫化钴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明显降低 其
活化势垒提高其电化学性能。
（4）硫酸钠与葡萄糖反应后，由于硫酸钠盐模板的效果，得到三维的
多孔骨架，最终原位转变成的纳米硫，镶嵌在碳骨架中。反应生成的纳米硫，
颗粒均匀细小，平均尺寸在 5 纳米以下，并且与碳骨架有较强的结合力，有
效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改善电化学性能及循环稳定性。
（6）该硫酸钠制备碳硫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是商业化制备硫化钠的
反应流程，其成本低廉，设备简单，有利于大规模实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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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层次孔碳杂化材料的结构调控及锂硫电池性能
5.1 引言
为最大化发挥锂硫电池器件的能量密度，减少碳骨架等非活性材料、提高活
性物质硫的负载量是必由之路，为保证电子的快速传输及高倍率下硫容量的充分
发挥，这便对作为硫载体的碳骨架的导电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8]。锂硫电池体系
中，由于正极材料硫及最终反应产物硫化锂都是绝缘体，需要吸附在导电性好的
骨架中才能充分发挥容量，因此 电极 骨 架 材料的 导 电性 起 着 至关重 要 的作用
[177]

。多孔碳能够有效地束缚多硫化物溶解，是抑制充放电过程中穿梭效应的理想

材料。但多孔碳中大量的微孔在有效束缚多硫化物的同时，也会导致自身无序化
程度的增加，降低其导电性及反应速率，影响其电化学性能，因此如何提高多孔
碳的导电性至关重要。但导电性的提高其石墨化程度也会增加，导致孔结构的坍
塌及比表面积的降低，影响其电化学性能。因此，如何平衡正极体系中碳骨架的
孔隙率和导电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备高性能锂硫电池至关重要[209]。
多孔碳与导电性较好的材料复合是提高材料整体导电率的常规方式，例如导
电炭黑、碳纳米管（CNT）等。其中碳纳米管均匀地穿插在碳骨架之中是理想的
结合方式，能够有效提高整体复合材料的电导率[210]。然而由于碳纳米管本身较难
分散，机械混合的方式很难使其均匀分布、穿插在预先制备好的碳骨架中[211]。此
外机械混合得到的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由于碳管与碳基底之间只是物理接触，并
没有相互作用力，其整体结构也不够稳定。所以机械混合法并不是制备多孔碳/碳
纳米管复合材料的最有效途径。
在多孔碳的制备过程中，在碳基底上原位生长碳纳米管，能够有效解决上述
分布不均匀及结合力较差的难题。但生长碳管的条件较为苛刻，通常需要在催化
剂及碳源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本章通过采用具有催化活性的镍颗粒为双功能性的
硬模板，在碳化制备层次孔碳的同时，催化附近的固相碳源在碳骨架上原位生长
出碳纳米管。由于具有催化活性的硬模板均匀地分布在碳骨架中，其生长的碳管
在碳骨架中均匀分布，并且和碳骨架有较强的结合力，进而提高该层次孔碳/碳纳
米管杂化材料整体的电导率。在该杂化材料中，层次孔碳可以有效地束缚多硫化
物的溶解，抑制穿梭效应，而穿插在碳骨架上的碳纳米管显著增加整体复合材料
的导电性，提高锂硫电池高倍率下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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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验
5.2.1 层次孔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制备
首先将 25 克六水合硝酸镍配制成质量分数 20%的溶液，与 50 克氢氧化
钠配制成的质量分数 10%的溶液混合，经过 4 小时连续搅拌，最终得到氢氧
化镍的溶液。将 25 克酚醛树脂溶解在乙醇中配制成质量比 20%的溶液，在
不断搅拌的条件下，逐滴加入上述氢氧化镍溶液中，形成均匀稳定溶液后在
60 摄氏度的条件下将溶剂缓慢蒸干，之后在混合气氛（ 5%氢气，95%氩气）
下 ， 进 行 热 处 理 碳 化 。 热 处 理 的 条 件 为 200 摄 氏 度 停 留 2 小 时 后 升 温 到
500-800 摄氏度进行 4 小时的碳化。最终用 3M 的盐酸加热搅拌洗去镍颗粒
及其他副产物，最终反复水洗后在 80 摄氏度下干燥，即得到最终的层次孔
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
层次孔碳采用上述相似的步骤，区别仅为热处理 气氛不同。在保护气氛
（氩气）下，通过相同的热处理参数，即可得到层次孔碳的对比参照样品。

5.2.2 碳硫复合材料的制备
通过熔融法制备碳硫复合材料，取质量分数为 65%的纳米硫粉，与 35%
的 HPCC 或者 HPC 材料混合。通过机械研磨成均匀的粉末后，密封放置于
管式炉中，在 155 摄氏度下氩气热处理 12 小时，随后再在 250 摄氏度下，
保温 0.5 小时除去表面残留的硫，自然冷却后，得到最终的碳硫复合材料。

5.3 层次孔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组装制备
5.3.1 双功能性模板设计思路
图 5-1 展示一步法制备层次孔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制备方法。酚醛树
脂具有较高的残碳率，因此选择其为碳源。由于镍的催化活性较强，选择氢
氧化镍为前驱体，在热处理的过程中，氢氧化镍会先转变为氧化镍最终被碳
还原为金属镍。由于镍颗粒的硬模板作用，会在酚醛树脂碳化的过程中，预
留出介孔的空间，经过最终的酸洗除去残留的镍颗粒后，最终形成层次孔结
构的碳骨架。通过控制热处理过程中的气氛，实现碳纳米管的可控生长。在
保护气氛下时，只能制备得到单纯的层次孔碳结构，命名为 HPC。当热处理
气氛中添加 5%氢气时，金属镍颗粒会在高温下作为催化剂，利用酚醛树脂
碳化后形成的碳作为固相碳源，再结合还原气氛，催化碳纳米管的生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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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得到层次孔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命名为 HPCC。

图 5-1 层次孔碳/碳纳米管的制备示意图

图 5-2 通过 SEM 和 TEM 图像来表征 HPC 和 HPCC 的微观结构。在 HPC
样品的 SEM 图中，可以观测到碳基底表面有明显的镍颗粒脱出 后的孔洞。
在 TEM 图片中，发现不仅在表面，碳基底内部同样有大量镍颗粒脱除后的
孔洞，并且有少量镍颗粒未被除去，镶嵌在碳骨架中。结合 SEM 和 TEM 图
像证明镍颗粒作为硬模板，在碳骨架中预留了大量介孔的孔洞，结合酚醛树
脂本身碳化后形成的微孔，形成层次孔碳的结构。当添加一定还原气氛后，
通过 SEM 图观测到表面孔洞内部长出很多碳纳米管，并且均匀地分布在碳
骨架的表面。TEM 图进一步证明碳纳米管的形成，其长度为几百纳米，且
均匀地生长在碳骨架的内部，说明碳纳米管和碳骨架之间有大量的结合点，
形成整体长程有序的导电网络。

图 5-2 HPC 和 HPCC 微观结构的 SEM 及 TEM 图

将热处理前的样品进行 XRD 表征发现其组成除酚醛树脂外主要包括氢
氧化镍和硝酸钠等物质（图 5-3）。当热处理碳化后，氢氧化镍转变为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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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之后被碳还原成金属镍，而硝酸钠与碳反应转变成碳酸钠颗粒。经过盐酸
清洗后，全部镍颗粒及碳酸钠被除去，只留下无定形的碳基底。其中镍颗粒
的尺寸如之前 TEM 所示在 20 纳米左右，脱离后形成明显的介孔。而碳酸钠
的尺寸较大，酸清洗完之后转变成二氧化碳气体，留下如 TEM 所示的明显
的大孔。

图 5-3 HPCC 反应中间产物的 XRD 图

如果前驱体中没有氢氧化镍作为模板，那么酚醛树脂碳化之后得到的碳
颗粒如图 5-4 所示，其表面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孔洞，形成相对致密 的碳表面。
说明没有镍颗粒的造孔作用，酚醛树脂碳化后只能形成 微孔为主的碳颗粒。

200 nm

图 5-4 纯酚醛树脂热处理后的 SEM 图

5.3.2 杂化材料的表征及结构调控
热处理温度对 HPCC 的孔结构及碳纳米管的结构有显著 的调节作用，如
图 5-5 的 SEM 和 TEM 图所示，将不同温度下制备得到的 HPCC 样品命名为
HPCC-X，X 即为热处理的温度。当热处理温度为 500 摄氏度时，在 HPCC
的碳骨架表面，只能观测到少量的碳纳米管，其长度较短 只有几十到几百纳
米。在 TEM 的图片中明显观测到介孔及大孔的存在，并且生长的碳纳米管
直径在 10 纳米左右。当热处理温度提高到 600 和 700 摄氏度时，制备得到
越来越多的碳纳米管并且全部负载在碳骨架上。从 TEM 的图片观测发现，
随着温度的升高，碳纳米管的直径越小且长度越长，说明碳管的层数越少时
催化生长的速度越快。然而当温度继续增加至 800 摄氏度时，并没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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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结构出现，只能观测到几十纳米大小的碳颗粒。从 TEM 的图片发
现，其微观形成类似“洋葱碳”的结构，可能由于镍颗粒在 800 度产生明显
的团聚，使其催化活性降低无法催化碳纳米管的生长。

图 5-5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样品的 SEM 及 TEM 图

图 5-6 通过高分辨的 TEM（HRTEM）图片详细表征不同温度下碳纳米
管的结构特征。随着热处理温度的逐渐增加，碳纳米管的管壁厚度逐渐减少，
从 500 摄氏度的 4.6 纳米到 700 摄氏度的 1.9 纳米，证明其层数越来越少。
但其石墨化的层状条纹越来越明显，也说明其石墨化程度越来越高，碳 纳米
管的质量越来越好。HPCC-800 的样品观测到具有石墨化条纹的“洋葱”状
结构，但并没有长成管状结构，说明碳纳米管的催化生长需要在适宜的温度
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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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碳纳米管的 HRTEM 图

热处理温度不仅调控样品的形貌及碳纳米管的结构，还能调控样品的石
墨化程度。如图 5-7 所示，26 度的特征峰代表石墨化程度，随着热处理温度
的升高，该特征峰逐渐变得尖锐，证明样品的石墨 化程度越来越高。在 800
度样品中观测到明显的 002 尖峰，证明其较高的石墨化程度及较少的多孔
结构，同 TEM 的结果相符。而在 44.5 度和 51.7 度的两个小峰是金属镍颗粒
的特征峰，证明大部分的镍颗粒都被洗掉，只残留少部分嵌在 碳骨架中的颗
粒，由于碳骨架的包裹，很难被完全除去。通过后续的热重 测试表明，残留
的镍颗粒只占整体质量的 1.8%，并不会对整体结构及性能造成明显的影响。

图 5-7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的 XRD 图

HPCC 样品石墨化的程度根据拉曼图谱进一步表征。如图 5-8 所示，D
峰（1350 cm -1 ）代表缺陷峰，而 G 峰（1580 cm -1 ）代表石墨化程度，通过 D
峰和 G 峰的强度比值，表征碳材料的缺陷及石墨化程度。随着热处理温度的
增加，I D /I G 的比例从 HPCC-500 的 0.84 降低到 HPCC-800 样品的 0.52，证
明其 sp 2 杂化结构的碳越来越多，石墨化程度逐渐增加，导电率也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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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的拉曼图谱

图 5-9 通过氮气吸脱附曲线表征 HPCC 样品的孔结构及比表面积。所有
HPCC 样品的吸附等温线均为 I/IV 混合型，代表其具有微孔、介孔及大孔的
层次孔结构。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其吸附量是逐渐减小的，对应的比表
面积和孔容也随之降低。HPCC-500 展示典型 IV 型曲线并具有 H4 型的滞后
环，该滞后曲线形状随着温度的升高逐渐向 H3 型转变，形成狭缝孔并且介
孔含量逐渐减小。HPCC-800 样品的吸附量最低，微孔含量也最少，可能由
于其石墨化程度较高引起的颗粒团聚，如之前表征所示。通过 BET 的计算
可知，HPCC-500、 HPCC-600、 HPCC-700 和 HPCC-800 对应的比表面积

单位吸附量 (cm3 g-1)

分别为 762 m 2 g -1 ，605 m 2 g -1 ，375 m 2 g -1 和 159 m 2 g -1 。

HPCC-500
HPCC-600
HPCC-700
HPCC-800

600
400

BET=762 m2 g-1
BET=605 m2 g-1
BET=375 m2 g-1
BET=159 m2 g-1

200
0
0.0

0.2 0.4 0.6 0.8
氮气分压 (P/P0）

1.0

图 5-9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的氮气吸脱附曲线

上述 HPCC 样品的孔结构分布曲线如图 5-10 所示，其微孔主要分布在
1-2 纳米，而微孔尺寸主要集中在 3-5 纳米。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增加，其微
孔和介孔含量明显减少。虽然热处理温度越高其导电性越好，但孔结构的减
小会限制其对多硫化物的束缚效果。因此需要平衡层次孔碳的比表面积与杂
化材料整体导电率之间的关系，使得在有效束缚多硫化物溶解的同时，提高
85

第 5 章 层次孔碳杂化材料的结构调控及锂硫电池性能

其整体杂化材料的导电率，使其在高倍率 下充分发挥容量，实现高性能锂硫
电池的构建。

图 5-10 HPCC 在不同温度下热处理后的孔结构分布曲线

5.4 层次孔碳/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通过常规熔融法将纳米硫粉渗入到 HPCC 材料中的孔结构中，形成层次
孔碳/碳纳米管与硫的碳硫复合材料，命名为 HPCC-S-X，其中 X 为 HPCC
在热处理温度。根据热重曲线可知，HPCC-S-X 碳硫复合材料中硫的负载量
为 65%。图 5-11 展示了不同 HPCC 样品的首圈充放电曲线，经过比较发现，
首圈充放电形状和容量基本相似，但 HPCC-500 的第二个平台相对较短，容
量也明显较低，可能由于其碳纳米管含量不足，导电 性较差。由于 HPCC-800
的导电性更好一些，其第二个平台也有明显的“骤降”过程，但其充放电平
台的相对极化较大。相比较而言，HPCC-600 的充放电平台和比容量等性能
最优。

图 5-11 不同 HPCC-S 样品的首圈充放电曲线

图 5-12 展示不同 HPCC-S 样品的充放电循环性能，进一步比较其电化学性能
差异。从 100 圈的循环容量及稳定性来比较，HPCC-600 的电化学性能要明显好于
其他样品，与之前充放电的曲线结果相对应。HPCC-600 样品由于其既有含有大量
微孔的层次孔碳结构，又有丰富的碳纳米管镶嵌在碳骨架上。并且达到了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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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导电性的平衡关系，既有效地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穿梭，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
性，又提高整体的导电率，表现出良好的高倍率电化学性能。

图 5-12 不同 HPCC-S 样品的充放电循环曲线

在后续的电化学性能测试中，选取 HPCC-S-600 为实验样品，与没有碳
纳米管生成的 HPC-S-600 做对比，比较碳纳米管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图
5-13 展示 HPCC-S 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在 2.37 V 和 2.4 V 处观测到两个明
显的氧化峰，对应硫化锂到多硫化物再到最终硫分子 的连续转化过程。并且
所有的氧化还原峰在第一圈活化后，后面循环的曲线基本重合，证明电极材
料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及较低的极化。

图 5-13 HPCC-S 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

对于没有碳管存在的 HPC 材料，如图 5-14 所示，其 CV 图在循环不同圈数后
都有明显的偏移，证明其电化学性能有明显的衰减并且不够稳定。而且在 2.37 V
处只能观测到一个明显的还原峰，说明硫化锂转变成多硫化物再到硫分子的过程，
被混合为一个反应阶段，证明电极材料的导电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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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HPC-S 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

图 5-15 展示 HPCC-S 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图，在 1.7-2.8 V 之间具有两
个明显的放电平台（2.4 V 和 2.1 V）和一个充电平台（2.2 V）。并且即使在高倍
率（2.0 C）下，其充放电平台也非常明显，并且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比容量。而对
于没有碳管的 HPC-S 样品，其充放电平台不够稳定，尤其在高倍率下，放电曲线
缓慢下降，很难观测到完整的平台，证明由于导电性不足的原因，引起其反应动
力学较差。

图 5-15 HPCC-S 样品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

图 5-16 展示 HPCC-S 和 HPC-S 样品在不同倍率下的比容量及循环稳定性对比
图。HPCC-S 样品在 0.1 C 下能够具有 1266 mAh g-1 的初始比容量，并且在高倍率
2.0 C 下，也稳定在 500 mAh g-1 左右的容量。相比于没有碳纳米管的 HPC-S 样品，
其在不同倍率下均有将近 300 mAh g-1 明显的性能提升。证明该层次孔碳/碳纳米管
的杂化结构，具有快速的电子和离子传输网络，展示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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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HPCC-S 样品在不同倍率下的容量对比

图 5-17 展示 HPCC-S 和 HPC-S 的电化学阻抗图谱对比。HPCC-S 的接
触阻抗为 4.3 欧姆明显低于 HPC-S 的 9.4 欧姆，而 HPCC-S 的电化学反应阻
抗 29.2 欧姆也低于 HPC-S 的 35.5 欧姆。证明碳管的引入会显著提高电极材
料的接触电阻及电化学反应阻抗， 有利于活性物质电化学性能的充分发挥。

图 5-17 HPCC-S 和 HPC-S 样品的 EIS 图谱

图 5-18 展示 HPCC-S 和 HPC-S 两个样品在 1.0 C 倍率下的长循环特性。
HPCC-S 样品在该倍率下具有 714 mAh g -1 的初始容量，并且在 250 圈的长
循环后依然保持 465 mAh g -1 的比容量，平均每圈只有 0.1%的容量衰减，展
示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而 HPC-S 样品初始容量较低且 250 圈循环后其比
容量只有 346 mAh g -1 ，明显低于 HPCC-S 样品。因此 HPCC-S 由于优异的
导电性，展现出更加稳定的长循环性能，主要由于以下几点原因：（1）碳
骨架上原位生长出的碳纳米管，有效提高其杂化材料整体的电导率；（2）
该材料丰富的层次孔碳结构可以有效 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抑制其穿梭效应
引起的循环性能的衰减；（3）该杂化结构孔结构也有效的缓解硫在充放电
过程中的体积膨胀，使其具有更稳定的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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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HPCC-S 样品在不同倍率下的容量对比

5.5 小结
本章通过使用具有催化活性的硬模板， 实现层次孔碳/碳纳米管 杂化材
料的一步法制备。且其碳纳米管是利用固态碳源原位催化生长，并 均匀嵌入
碳骨架中，提高该杂化材料整体的导电率。该复合材料重，层次孔碳有效地
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抑制其穿梭效应，而生长的碳纳米管有效 提高电导率，
保证其在高倍率下的循环稳定性。因此在锂硫电池重展示出优异的电化学性
能，并为制备碳纳米管基复合材料提供新 思路。
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利用具有催化活性的金属颗粒 硬模板，在制备层次孔碳的同时，
原位催化生长碳纳米管，形成杂化材料。且碳骨架中的碳纳米管均匀地负载
在碳基底中，具有较强的结合力。
（2）通过改变热处理温度， 有效调控层次孔碳的石墨化程度及碳纳米
管的层数与长度。
（3）层次孔碳可以有效束缚多硫化物的溶解， 缓解充放电过程重的体
积变化，抑制其穿梭效应引起的容量衰减， 提升循环稳定性。
（4）结合层次孔碳对多硫化物的束缚能力，及碳纳米管对导电性能的
提升，层次孔碳 /碳纳米管的杂化结构能够提供优异的电化学容量及稳定的
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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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锂硫电池的催化作用探究
6.1 引言
锂硫电池体系中，多硫化物溶于电解液所引起穿梭效应及容量衰减，是制约
高性能锂硫电池发展的瓶颈之一。将纳米硫渗入到多孔碳的微孔中，利用多孔碳
孔结构的限域效果是束缚多硫化物溶解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依靠多孔碳“被动”
地限制束缚多硫化物在电解液中的穿梭效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硫化物的溶解
问题。并且在电化学长循环过程中，多孔碳会因为吸附饱和而逐渐失效。由于锂
硫电池中多硫化物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多电子的氧化还原转移过程，可以通过添加
催化剂，利用表面催化增强多硫化物的反应动力学，“主动”加速其反应过程及
转化效率，进而提高电池的循环稳定性[212-213]。
常见的催化剂主要为金属及金属化合物催化剂，将其负载在多孔碳的碳骨架
中，通过热处理、硫化等手段制备得到具有不同金属核心的多孔碳/金属氧化物、
硫化物催化剂[214-215]。通常需要具有以下几点设计原则。（1）催化剂应该具有高
电化学活性比表面积提供较多的活性位点，实现多硫化物有效吸附及硫化锂的均
匀沉积[216]。（2）催化剂需要较高的电导率有利于电子、离子在其表面快速地传
质传输，并且充分提高硫颗粒的利用率减小极化。（3）多硫化物的催化转化通常
需要吸附和转化两个过程，即需要催化剂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和较高的催化活性，
但由于单一组分的催化剂难以兼顾两种功能，因此需要设计制备异质结构催化剂，
同时满足吸附和催化转化的设计需求[190]。
金属颗粒催化剂在碳骨架上对多硫化物的催化转化过程是一个不均匀的催化
过程，需要催化剂均匀地分布在碳骨架中，保证其优异的催化效率。如果将催化
剂溶解在电解液中，使其与多硫化物分子间更均匀接触，有效地提高多硫化物的
转化速率，并且降低催化剂的使用量，获得更稳定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本章通过
对锂硫电池中电解液进行改性，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添加剂，使其溶解在电解液
中，与多硫化物更充分地接触、转化。进而催化加速其氧化还原过程的转化效率
及反应速率，提高锂硫电池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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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验
6.2.1 电解液添加剂及电极活性材料的制备
取 一 定 量 的 NiCl 2 · DME 作 为 添 加 剂 加 入 锂 硫 电 解 液 （ 1M LiTFSI,
DME:DOL=1:1）中，通过超声等手段使其均匀分散在电解液中，形成稳 定
的改性电解液。
正极材料采用介孔碳（CMK3）与纳米硫粉混合，通过熔融法制备得到
硫含量 70%的碳硫复合材料。将其与导电炭黑，聚偏二氟乙烯（PVDF）在
NMP 中均匀混合成浆料，涂覆在铝箔表面，再经过烘干、冲片等步骤最终
得到正极材料的电极。

6.2.2 催化活性表征方法
硫化锂沉积实验：将碳纸作为载体负载正极材料，将 CMK3 超声分散
于乙醇溶液中，滴加到碳纸上形成电极材料。将锂片和沉积活性材料后 电极
组装成电池，加入 20 微升的 Li 2 S 8 及 20 微升电解液。将组装后的电池以 0.112
毫安的横流放电至 2.06 V，之后在 2.05 V 恒压放电至硫化锂全部成核。
Li 2 S 8 对称电池：取上述碳纸上负载量相同的两个极片，添加 20 微升
Li 2 S 6 和 20 微升电解液组装成电池。在-1 V-1 V 之间进行不同扫速下的循环
伏安测试。

6.3 电解液添加剂的催化活性研究
6.3.1 电解液添加剂的稳定性
锂硫电解液中电解液的体系中最常见的溶剂体系为乙二醇二甲醚
（DME）和 1,3 二氧戊环（DOL）的混合物。电解液中添加剂的选取原则应
在不改变溶剂本身的性质上，选择具 有催化活性的物质。通常情况下，过渡
金属的催化活性较强，但为了使其溶于电解液，需要对其进行改性或者配位
处理。因此如果用电解液的溶剂分子进行配位与过渡金属复合，是理想的电
解 液 添 加 剂 。 通 过 调 研 发 现 ， NiCl 2 可 以 与 DME 分 子 形 成 键 合 ， 得 到
NiCl 2 ·DME 的络合结构，并且这种物质是商用的镍基催化剂之一，常用于
碳碳键偶联反应的催化剂之一。因此 选取 NiCl 2 ·DME 这种商用的镍基催化
剂，来探究其对锂硫电池中多硫化物 转化的催化转化效应。
取一定量的 NiCl 2 ·DME 溶解在商用电解液中（DME 与 DOL 的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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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虽然 NiCl 2 ·DME 的结构与 DME 相似，但不能无限互溶，其最
大 的 溶 解 浓 度 为 溶 剂 质 量 的 1% ， 并 且 需 要 超 声 分 散 使 其 充 分 溶 解 。
NiCl 2 ·DME 完全溶解在电解液后，即可形成稳定的溶液，在长时间内保持
稳定。为了探究加入该添加剂后，与多硫化物的相互作用，选取最稳定的
Li 2 S 6 溶液进行观测。如图 6-1 所示，当将一定量的 Li 2 S 6 溶液添加到溶有 1%
NiCl 2 ·DME 的电解液中后，明显观测到溶液立即变黑，并且经过一段 时间
后，黑色物质会逐渐沉淀。

图 6-1 电解液添加剂与 Li 2 S 6 相互作用后的照片

为了探究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之间具体的吸附情况，取沉淀后的上清
液进行紫外光谱测试，来表征其多硫化物浓度的变化。反应前 Li 2 S 6 的浓度
及峰位如绿线所示，其中红色区域代表 S 6 2- 的特征区域，而黑色虚线代表 S 4 2的特征峰。当加入到 1% NiCl 2 ·DME 的电解液中后，其多硫化物的浓度如
红线所示，其中 S 4 2- 明显消失 S 6 2- 也显著降低。证明溶液中的多硫化物大 部
分被吸附或与 NiCl 2 ·DME 反应，造成其浓度的明显降低。

图 6-2 电解液添加剂与 Li 2 S 6 后上清液的紫外光谱

为了进一步表征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之间相互作用，取吸附后沉降的
颗粒进行 XPS 光谱表征。图 6-3 是元素 Ni 在添加前后的光谱变化，从图中
可以观测到 Ni 在 855 eV 左右的强峰，在与 Li 2 S 6 作用后分裂成两个峰。通
过测量 Ni 2p 1/2 和 Ni 2p 3/2 之间的间距，可以表征 Ni 的化合态的变化，即反
应前 NiCl 2 ·DME 中 Ni 为+2 价，而反应后除+2 价的 Ni 还有少量 0 价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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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镍。证明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应过程，即部分的 Ni
由+2 价还原成 0 价。

图 6-3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相互作用后 Ni 元素的 XPS 光谱

此外对硫、锂元素如硫和锂进行精分后 如图 6-4 所示。在 S 的精细谱中，
除了多硫化物较强的 S-Li 键外，还观测到 S-Ni 键，说明多硫化物和 Ni 之间
存在明显的键合作用，证明 Ni 是吸附反应的主要活性位点。而在 Li 的精分
谱中，观测到 Li-O 和 Li-S 的结合键，进一步证明多硫化物的存在。结合上
面的分析可知，虽然一部分的 Ni 2+ 会参与反应转变成 Ni 单质，但多硫化锂
并没有完全反应，主要以多硫化锂的形式存在。而上清液中的多硫化物浓度
明显减少，说明 NiCl 2 ·DME 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大部分的多硫化物被其吸
附到底部，不再溶于电解液。

图 6-4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相互作用后 S 和 Li 元素的 XPS 光谱

为了进一步验证沉淀后样品的状态，将沉淀后的样品干燥后，进行 XRD
表征。如图 6-5 所示，检测到的特征峰与 NiCl 2 的特征峰一致，并没有明显
的 单 质 镍 的特征峰。说明其整 体晶型没有明显变化，可能只有 表面的 Ni 2+
被还原成单质镍。因为 NiCl 2 ·DME 的结构是极易与水发生反应的，检测出
的结晶水结构可能由于样品在转移过程中遇空气中的水份转化而成。也有可
能样品与 Li 2 S 6 作用后 DME 基团脱落，导致形成极不稳定的 NiCl 2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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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Li 2 S 6 与 NiCl 2 ·DME 相互作用后沉淀的 XRD 图谱

图 6-6 通过理论计算进一步验证 NiCl 2 ·DME 结构对多硫化物的结合能
力。通过比较 NiCl 2 ·DME、NiCl 2 和 DME 与 Li 2 S 6 结合能的大小，来判断
其对多硫化物的吸附能力。计算结果表明，NiCl 2 ·DME 的结合能高达 2.888
eV，如果 DME 基团脱出后，其结合能仍有 2.089 eV，而纯 DME 基团对 Li 2 S 6
的结合能很弱，只有 0.897 eV。说明通过在电解液中添加 NiCl 2 ·DME 后，
对多硫化物有明显的吸附作用，并且有较强的结合能力。综上所述，
NiCl 2 ·DME 的表面会和 Li 2 S 6 发生一定的反应，生成单质镍，但 NiCl 2 ·DME
整体结构不变，且具有较强吸附多硫化物的能力，会吸附多硫化物后形成沉
淀，使多硫化物不再溶解于电解液中。

图 6-6 理论计算 Li 2 S 6 与 NiCl 2 ·DME、NiCl 2 和 DME 的结合能

作为电解液的添加剂，其催化剂与金属锂之间不能相互反应及锂枝晶的
生长，从而影响电池的安全性。因此组装锂负极电池，进一步验证添加
NiCl 2 ·DME 后的电解液与锂片之间的稳定性（图 6-7）。从图中明显发现，
加入添加剂后，锂离子沉积-脱除的过程中，表现更加稳定的性能，并且比
常规电解液的体系更加稳定，证明其与锂片之间是稳定存在的，并 保护其稳
定沉积的过程，从而抑制锂枝晶的生长，提高电池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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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NiCl 2 ·DME 与金属锂之间的稳定性

6.3.2 催化活性表征
改性后的电解液除了对多硫化物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外，对多硫化物的催
化转化也有明显效果。图 6-8 展示的添加 NiCl 2 ·DME 后的电解液对硫化锂
沉积效果的影响，绿色和橙色分别为原始电解液和改性后电解液的硫化锂沉
积曲线。从图中明显观测到，当添加 NiCl 2 ·DME 后，沉积峰的位置向左偏
移且峰型较尖锐，说明沉积的时间缩短，并且沉积的速率加快。通过积分面
积 计 算 沉 积 量 后 ， 发 现 原 始 电 解 液 在 负 载 活 性 物 质 的 碳 纸 上 沉 积 量 为 143
mAh g -1 s ，而改性后的电解液沉积量增加至 178 mAh g -1 s ，说明在活性物质
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入 0.5%的添加剂，即可实现更多硫化锂的转化，并
且沉积速率也明显提升，证明其优异的催化效应。

图 6-8 原始电解液和改性电解液的硫化锂沉积曲线

将沉积硫化锂后的电极取出，通过 SEM 观测其表面颗粒的沉积形貌如
图 6-9 所示。在原始电解液中，明显观测到尺寸较大的硫化锂颗粒沉积在碳
纤维表面，并且其分布极不均匀，有明显的团聚现象。而改性后的电解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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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表面，能够看到硫化锂的沉积更为均匀其尺寸细小无明显团聚。由 于
硫化锂本身不导电的特性，只有均匀地沉积在导电基底上 ，才能再次全部溶
解，实现稳定的充放电循环。因此改性后的电解液确实能够实现硫化锂的均
匀沉积，有利于稳定的电化学循环过程。

图 6-9 原始电解液和改性电解液沉积硫化锂后电极的 SEM 图

多硫化物氧化还原反应的动力学速率 通过 CV 曲线（图 6-10）表征对称
电池。对称电池可以避免锂金属在多硫化物转化中的影响，能够在单纯 界面
处研究氧化还原反应的动力学过程。通过对比 CV 曲线中电流密度的大小，
反映多硫化物在电解液中的反应动力学速率。从图中明显可知，橙色改性后
的电解液相比于绿色原始电解液，有更高的电流密度。证明改性后的电解液
能够催化多硫化物的转化，实现更快的反应动力学速率。

图 6-10 原始电解液和改性电解液对称电池的 CV 图

图 6-11 展示上述对称电池的电化学阻抗谱，表征添加剂对电极反应中
电荷转移阻抗的影响。由于添加剂本身并不导电，加入到电解液中其接触电
阻由最初的 3.5 欧姆增加至 5 欧姆。但通过高频区的半圆直径进一步判断其
电化学反应过程中的电荷转移阻抗，添加添加剂后电化学反应阻抗明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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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明其电荷快速的转移速率。证明改性后的电解 液与电极有更快速的反
应动力学速率，从而提高多硫化物的催化转化速率。

图 6-11 原始电解液和改性电解液对称电池的电化学阻抗图谱

锂 离 子 扩散 系 数 是描 述 并 判断 催 化 剂能 够 促 进多 硫 化 物氧 化 还 原反 应
过程的重要参数。CV 曲线是电极动力学过程中锂离子扩散系数的常规方法。
图 6-12 展示了在改性电解液中锂硫电池从 0.1 mV s -1 到 0.5 mV s -1 下不同扫
速下，在 1.7-2.8 V 电压区间的 CV 图。在所有的扫描速率下，在 2.3 V 和
2.0 V 附近都有两个明显的还原峰，对应纳米硫分子逐渐被还原成多硫化物，
最终到硫化锂的还原过程。而在 2.34 V 和 2.4 V 左右的两个氧化峰分别对应
从硫化锂氧化成多硫化物，最终回到单质硫的过程。从图中发现改性后的电
解液其 CV 曲线即使在不同扫速下，仍呈现明显的峰型 表现出优异的动力学
过程。

图 6-12 锂硫电池在改性电解液中的 CV 图谱

图 6-13 展示初始电解液体系中不同扫速下的 CV 曲线。从图中对比观
测发现，在 2.0 V 处多硫化物向硫化锂转变的还原峰随着反应速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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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形状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并且极化也越来越大，证明其反应动力学逐渐
变差。在 2.4 V 处的氧化峰也随着扫速的增加，偏移的越来越明显，并且
2.35 V 处的小峰逐渐消失，说明其电极导电性及反应速率逐渐变差。因此证
明改性后的电解液添加剂，能够有效地提高反应动力学过程，尤其在高倍率
下，保证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图 6-13 锂硫电池在初始电解液中的 CV 图谱

通过计算拟合发现，每个氧化还原峰的峰电流与扫速的平方根成线性的
拟合关系，如图 6-14 所示，证明该过程是扩散为限制步骤的反应过程。因
此经典的 Randles−Sevcik 反应在这里反映锂离子的扩散过程。
I p = (2.69 × 10 5 ) n 1.5 S D Li+ 0.5 C Li ν 0.5
I p 代表峰电流，n 代表电荷转移数，S 代表电极的几何面积，D Li+ 代表
锂离子的扩散系数，C Li 代表锂离子再正极中的浓度，ν 代表电压的扫描速度
由于 n 、 S 、 C Li 是不变的，所以 I p / ν 0.5 的斜率即代表锂离子扩散速率。根据
图 6-14 所示，明显观测到改性后的电解液具有更高的斜率，说明其具 有更
快的锂离子扩散系数及反应动力学速率，因此 更高效地实现过硫化物的催化
转化，实现更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图 6-14 峰电流与扫速平方根的线性拟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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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电解液添加剂的电化学性能
图 6-15 展示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 0.1 mV s -1 的扫速下，首圈的 CV 曲
线对比。在该扫速下，两种样品均观测到两个明显的还原峰和两个紧邻的氧
化峰，对应多硫化物的转化过程。对于改性后的电解液，在 2.0 V 处的还原
峰及 2.3 V 处的氧化峰的强度均明显增强，其峰形更尖锐，说明其动力学反
应速率更快，多硫化物转化的更充分。并且通过对峰位的对比，发现改性后
的电解液，还原峰的峰位均有一定的右移，而氧化峰的峰位均发生左移。证
明电解液改性后，整个体系的极化减小，反应动力学速率增加，因此也具有
更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图 6-15 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首圈的 CV 图对比

为了进一步表征电化学性能，将改性后的电解液组装扣式电池后进行充
放电循环的测试。图 6-16 展示的是在 0.1 C 下的首圈充放电曲线，从图中观
测到，在 2.3 V 首个放电平台类似的情况下，在电极材料相同的情况下，改
性后的电解液 2.1 V 处第二个平台明显增长，贡献更高的比容量，说明该添
加剂可以催化转化更多的多硫化物。常规的电解液中 0.1 C 下的放电容量为
1020 mAh g -1 ，而只添加 0.5%的添加剂后，放电容量增加至 1150 mAh g -1 ，
说明具有更高的比容量。

图 6-16 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 0.1 C 倍率下充放电曲线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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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展示在 0.5 C 下稍高倍率的充放电曲线图。从图中 明显看出，初
始电解液在 2.1 V 处的放电平台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改性后的电解液其放
电平台依旧保持平稳，没有明显的下降。在 2.1 V 末端主要是短链的多硫化
物逐渐转变成硫化锂的过程，是一个由液态逐渐转 变成固态的反应，通常动
力学速率会逐渐降低。因此改性后的电解液明显催化促进该转化过程，使其
依旧保持快速的反应速率及稳定的充放电性能。

图 6-17 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 0.5 C 倍率下充放电曲线的对比

图 6-18 展示在不同倍率下，改性后电解液对锂硫电池性能的提升。其
在 0.3 C，0.5 C，1 C，2 C 和 3 C 下，分别能达到 1000 mAh g -1 ，880 mAh g -1 ，
770 mAh g -1 ，700 mAh g -1 和 650 mAh g -1 的比容量。均相对于初始的电解液
有明显的提升，说明改性后的电解液有效地 加快反应动力学，催化转化更多
的多硫化物，提高电化学性能。

图 6-18 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不同倍率下的性能对比

图 6-19 进一步表征改性电解液的长循环稳定性，在 1.0 C 下进行长循环
的测试。从图中可知，改性后的电解液在容量和循环稳定性上都明显强于初
始电解液。其循环容量从最初的 1050 mAh g -1 经过 500 圈的超长循环后，仍
能保持在 800 mAh g -1 左右，其每圈只有 0.05%的容量衰减。而对于初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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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液其初始容量只有 680 mAh g -1 ，经过 500 次循环后只有 450 mAh g -1 的容
量。因此证明改性后的电解液不仅具有更高的充放电比容量，也因为其较强
的催化转化效率，具有非常稳定的循环性能。

图 6-19 原始与改性后电解液在锂硫电池中长循环的性能对比

6.4 小结
本章探究了在电解液中通过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添加剂，使多硫化物与
催化活性位点更均匀接触，促进其中间产物的催化转化，使其具有更优异的
反应动力学速率，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正极材料的容量，使其具有更高的比容
量，及更稳定的循环性能。
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电解液添加剂与多硫化物能够发生化学反应且具有较强的结合能
及吸附能力。
（2）改性后的电解液促进硫化锂更快速、均匀的沉积，且沉积量随之
增加。
（3）改性后的电解液具有更快速的反应动力学及更小的电荷转移阻抗，
更快速的锂离子扩散系数，有利于多硫化物的快速催化转化。
（4）改性后的电解液不仅在各个倍率下具有更高的比容量，在高倍率
下展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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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本论文以石墨烯为多孔碳的基本组成单元，通过对其凝胶化过程的研究，充
分理解其液相自组装的过程及机理。并通过石墨烯自组装的方式，针对锂硫电池
中正极材料硫负载量较低、导电性较差、动力学反应速率较慢等瓶颈问题，构筑
特定结构的石墨烯基多孔碳。通过增加多孔碳的微孔含量、原位生长高导电组分、
添加催化转化活性的添加剂等方式构筑功能性石墨烯基多孔碳，改善锂硫电池中
的电化学性能，实现其实际化应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针对三维水凝胶、二维薄膜的凝胶化过程进行系统了研究，充分理解氧
化石墨烯的液相自组装行为。通过引入第二相溶剂，实现氧化石墨烯在 0.1 mg mL-1
的超低浓度下自组装成水凝胶，并提出微观“相分离”的成胶机制，对氧化石墨
烯的界面组装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实现了水凝胶微观结构的精细调控，为
石墨烯基宏观三维材料的可控制备奠定基础。此外，发现 GO 薄膜的滴水再凝胶
自修复的现象，实现缺陷的自愈合及片层的重整排列，能够扩展 GO 膜的尺寸及
几何构型，从而搭接出各种独特的三维结构及动力学或储能器件。
（2）在对氧化石墨烯自组装机理认识的基础上，实现高负载碳硫复合材料的
结构调控。通过添加双功能性的硫酸盐模板组装制备石墨烯基多孔碳。硫酸盐既
作为盐模板导向形成三维网状结构，也同时可以转化成硫化物直接作为锂硫电池
中的活性物质贡献容量。制备得到石墨烯包裹的核壳结构的硫化锂/硫化钴杂化薄
膜，利用硫化钴的催化活性降低硫化锂的活化势垒，改善其电化学性能。还制备
出高硫含量的石墨烯基碳硫复合材料，在硫酸钠的双功能性模板基础上，通过添
加第二相碳源增加多孔碳中的微孔含量，进而提高碳硫复合材料中的硫负载量，
改善锂硫电池的能量密度。
（3）在上述模板法制备层次孔碳的基础上，优化碳硫杂化材料孔结构与导电
率的关系。通过具有催化活性的硬模板，原位生长碳纳米管改善多孔碳的导电性。
使用酚醛树脂作为碳源，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镍颗粒，在作为模板制备层次孔碳
的同时，催化颗粒附近的固态碳源在碳骨架上原位生长碳纳米管，一步法得到层
次孔碳/碳纳米管的杂化材料。改善碳硫复合材料的导电率，进而提高其在高倍率
下的比容量及循环稳定性，也为制备碳纳米管基复合材料提供新的思路。
（4）为进一步改善锂硫电池的电化学性能，添加并优化催化剂在锂硫电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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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多孔碳“被动”限域束缚多硫化物的方法，很难完全抑制穿梭效应及容
量衰减。因此，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添加剂，“主动”催化加速多硫化物的转化
过程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相比于多孔碳中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纳米颗粒，在
电解液中添加能够均匀分散的催化剂，更均匀充分地与多硫化物接触并促进其转
化过程，从而改善其电化学性能实现高倍率下的稳定循环。

7.2 创新点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实现了极低浓度（0.1 mg mL-1）下氧化石墨烯的自组装凝胶化，提出并
证明微观“相分离”的成胶机制，对氧化石墨烯的液相自组装行为有更加深入的
理解及应用。
（2）利用双功能性的硫酸盐，在制备层次孔碳的同时，原位转化成硫化物并
直接形成碳硫复合材料，实现高硫负载的锂硫电池活性材料的制备。
（3）利用具有催化活性的金属颗粒，在固态碳基底中原位催化生长碳纳米管，
一步法形成层次孔碳/碳纳米管结构，改善碳硫复合材料的导电性。
（4）通过在电解液中添加具有催化活性的添加剂，使多硫化物与催化剂更均
匀充分地接触，加速多硫化物的动力学转化过程，提高锂硫电池电化学性能。

7.3 展望
石墨烯作为碳材料的基本组成单元，利用其自组装过程制备特定结构的多孔
碳，是制备新型碳材料的重要方法。本文在更深入理解自组装机制的基础上，在
多孔碳的结构调控及锂硫电池中的瓶颈问题，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思路。但仍然
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氧化石墨烯的自组装过程复杂且难控制，关于其组装机理的相关检测亟
需相应原位的表征技术，详细表征其分子级别的具体反应过程。
（2）进一步实现对氧化石墨烯基组装体的微观结构的可控制备，精细调控其
孔结构的尺寸、片层间的结合方式及整体的机械性能。
（3）针对锂硫电池中高能量密度及高硫负载量的要求，除多孔碳孔结构的提
升外，也要实现多孔材料的致密化，提高材料的密度及体积能量密度，实现锂硫
电池的实际产业化应用。
（4）催化多硫化物的快速转化是实现高性能锂硫电池的重要途径，由于充放
电过程中多硫化物的复杂反应过程，其催化反应机理亟需进一步的表征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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