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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钠离子电池 TiO2 与碳负极材料的形貌与结构调控研究
摘要：由于钠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且钠与锂具有相似的物理化学性质，
钠离子电池被认为是能取代锂离子电池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新型储能体系。
开发循环稳定性好，倍率性能优异的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是实现钠离子电
池规模应用的关键。本论文二氧化钛，碳基材料等脱嵌型高性能钠离子电
池负极材料入手，着眼于目前负极材料本征导电性差，钠离子扩散迟缓等
关键性问题，拟通过材料结构优化、元素掺杂等技术手段，提升材料的本
征导电性和钠离子扩散动力学，从而提升钠离子电池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
性能。具体工作如下：
探究了材料形貌结构对 TiO2/C 的嵌钠性能的影响。采用简单的水热
法合成了 TiO2 纳米材料，通过对溶剂、反应时间的调控，成功得到纳米
颗粒状 TiO2/C、纳米棒状 TiO2/C 以及管中棒状 TiO2/C 等不同形貌的复合
材料。其中，管中棒状 TiO2/C 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最佳的电化学性能。
该材料在 50 mA g−1 和 5000 mA g−1 电流密度下分别具有 277.5 和 153.9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且在 5000 mA g−1 电流密度下，4000 个循环后容
量保持率接近 100 %。研究表明，该电极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主要得益于以
下几个方面：
（1）该管中棒状 TiO2/C 由棒状的核以及中空管状的壳构成
核壳结构，且管表面由二维纳米片构成，使得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增强了电解液与电极材料之间的接触，大大缩短了 Na+扩散距离；
（2）通
过表面吸附溶剂的原位碳化得到的碳层均匀包裹在 TiO2 表面，提高了材
料的电子电导率，从而提升其倍率性能；
（3）该结构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定
性，能减小循环过程中材料的结构变化以及团聚，使得材料具有较好的循
环稳定性。该工作表明，通过纳米结构优化是提升 TiO2 负极材料电化学
性能的有效手段。
合成了本征缺陷丰富的 TiO2/C 复合材料。针对 TiO2 材料本征导电性
差、固相离子迁移率低等问题，采用热解 MIL-125（Ti）得到 TiO2/C 复合
材料，并成功通过热解过程中镁热还原反应将部分 Ti4+还原成 Ti3+，同时
在结构中引入了大量的氧缺陷。该缺陷丰富的 TiO2-δ/C 复合材料具有月饼
状形貌，其中 5nm 左右的 TiO2-δ 颗粒均匀分布在碳基质中。超小的 TiO2
纳米粒子大大缩短了 Na+扩散路径，同时，碳基质形成了均匀的导电网络，
提升了材料的导电性并抑制了材料在循环过程中的体积膨胀和团聚。更重
要的是，氧缺陷以及 Ti3+的引入极大的提高了材料的本征导电性，提升了
材料的倍率性能。当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该材料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
性和倍率性能。在 0.01-3 V 电压区间内，50 mA g-1 电流密度下展现了 330.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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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g-1 的高容量，甚至在 10000 mA g-1 高电流密度下仍具有 88.6 mAh g-1 的
可逆比容量，在 10000 mA g-1 电流密度下，5000 次循环几乎无容量衰减。
探索了元素掺杂含量对 TiO2 结构以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采用简单
的水解法合成了花菜形貌的 TiO2，并通过在合成过程中加入 FeCl3 对材料
进行 Fe 掺杂。研究了不同铁掺杂量对材料形貌，电子结构以及电化学性
能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 Fe 含量增加，TiO2 形貌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但是尺寸逐渐减小。随着 Fe 含量增加，TiO2 本征导电性逐渐增强，但是
Fe 含量过高会破坏材料的结构稳定性。研究发现，随着 Fe 含量增加，材
料的放电容量逐渐增加，但是 Fe 含量太高会导致循环稳定性下降。其中，
6.99 %-Fe 掺杂的 TiO2 具有最佳的电化学性能，在 16.8 mA g-1 电流密度下
具有 327.1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在 1680 mA g-1 电流密度下，3000 次循
环基本无容量衰减。DFT 理论计算结果进一步表明，Fe 掺杂会在 TiO2 中
引入缺陷，在 TiO2 能带结构中形成桥带，从而降低 TiO2 带隙。缺陷的引
入也降低了 Na+嵌入能垒，从而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调控了 TiO2 材料中元素掺杂的浓度以及位置。鉴于阳离子掺杂和阴
离子掺杂均会对 TiO2 的能带结构有影响，但是至今仍未有人比较不同位
置的元素掺杂对于 TiO2 电子结构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我们通过等离子
辅助掺杂法成功合成了阳离子位 S 掺杂的 TiO2 材料。研究发现，等离子
体处理会在 TiO2 表明引入缺陷丰富的无定形层，该无定形层更有利于 S
在 TiO2 结构中的扩散，从而实现深层次的阳离子位掺杂，而未进行等离
子处理的材料主要为阴离子位 S 掺杂。同时，等离子体处理后，S 掺杂浓
度也大大提升。实验结果结合 DFT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增加 S 掺杂浓度
更有利于提升材料导电性，同等掺杂浓度下，阳离子掺杂会更大程度提升
TiO2 的电子电导率以及空位的迁移率。该阳离子位 S 掺杂的 TiO2（RTiO2−x-S）材料展现了优异的嵌钠性能，在 50 和 10000 mA g-1 电流密度下
分别具有 264.8 和 128.5 mAh g-1 的放电比容量，且在 10000 mA g-1 电流密
度下循环 6500 圈几乎无容量衰减。
设计了一种调控氮掺杂的碳材料中氮类型的方法。氮掺杂的碳材料中
氮的类型是决定其电化学性能的关键，但实现高浓度活性吡啶氮目前仍是
一个难题。基于暴露的边缘碳对吡啶氮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我们设计合成
了具有大量暴露的边缘碳的 3D 蜂窝状结构，并通过磷掺杂对氮掺杂的碳
材料的电子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控，实现了吡啶氮含量的提升。电化学
测试发现，通过 3D 蜂窝状结构的设计以及氮类型的调控，吡啶氮丰富的
碳材料的可逆比容量以及倍率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 1000 mA g-1 电流
密度下，具有 180.4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且循环 1000 圈几乎无容量衰
II

博士学位论文

摘 要

减，其电化学性能远优于未改性的氮掺杂的碳材料。研究表明，其优异的
电化学性能主要得益于 3D 结构的设计，提升了钠离子扩散动力学，且氮
种类的调控更有利于钠离子的吸附，为嵌钠反应提供了更多的活性位点。

图 76 幅，表 8 个，参考文献 360 篇
关键词：钠离子电池；负极；二氧化钛；碳基材料；结构设计；掺杂改性
分类号：TM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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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 regulation of TiO2 and carbon
anode materials in sodium ion battery
Abstract: Owing to the low cost, resources abundance of sodium, and the
simila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dium and lithium, sodium ion
batteries (SIB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lternatives
to lithium ion battery in large-scale energy storage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performance SIBs electrode materials with good cycling stability and
excellent rate capability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scale application of SIB.
Focusing on the critical problems such as poor intrinsic conductivity and slow
diffusion of sodium ions of anode materials in SIBs, this thesis plan to improve
the intrinsic conductivity and the diffusion kinetics of sodium ions for key anode
materials (such as titanium dioxide and carbon-based materials)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such as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lement dop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cycling stability and rate capability of SIBs. The main research
works, and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TiO2/C composites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iO2/C
composites were synthesized by a simple hydrothermal method followed by a
sintering proces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solvent and reaction time, the
morphologies for TiO2/C was adjusted from nanoparticle, to nanorod and rodin-tube structure. Among various structures, the rod-in-tube structured TiO2/C
composite exhibited the best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when used as SIBs
anode. This material delivered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ies of 277.5 and 153.9
mAh g-1 at 50 mA g-1 and 5000 mA g-1, respectively, and maintained a capacity
retention of almost 100 % after 4000 cycles at 5000 mA g-1.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xcellent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electrode mainly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surface of rod-in-tube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two-dimensional nano-sheets, which enables the material with a large
specific surface area, enhances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electrolyte and the
electrode material, and greatly reduces the Na+ diffusion distance;(2) the in-situ
carbonized layer resulting from the decomposition of absorbed solvent is
uniformly wrapped on the surface of TiO2, which could improve the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of the material and thus improve its rate performance;(3) the ro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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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ube structure has good structural stability, can reduce the volume change and
the aggregation of active materials during cycling, so that the material has good
cyclic stability. This work shows that nano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iO2/C anode materials.
The defect-rich TiO2/C composites were synthesized and its sodium storage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In view of the poor intrinsic conductivity and
slow sodium ion diffusion kinetics of TiO2 materials, defect-rich TiO2-δ/C
composite was obtained by pyrolysis of MIL-125 (Ti) combined with
magnesium thermal reduction reaction in the pyrolysis process. The defect rich
TiO2-δ/C composite has a mooncake-like morphology, in which TiO2-δ particles
with size of about 5nm a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carbon matrix. The supersmall TiO2-δ nanoparticles greatly shorten the Na+ diffusion pa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arbon matrix forms a uniform conductive network, which
improves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material and inhibits the volume expans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the material in the cycling process. More importantly, the
oxygen defect and Ti3+ introduced by magnesium thermal reduction greatly
enhances the intrinsic conductivity of the material thus improving the rate
performance of the material. When applied as SIBs anode, this material exhibits
excellent cyclic stability and rate performance. A high capacity of 330.2 mAh
g-1 was obtained at the current density of 50 mA g-1 in the range of 0.01-3 V.
Even at 10000 mA g-1, a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y of 88.6 mAh g-1 was still
maintained and almost without capacity fading after 5000 cycles.
The influence of element doping content on the structure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iO2 was explored. The morphology of cauliflower TiO2 was
synthesized by simple hydrolysis method, and Fe was doped into TiO2 with
FeCl3 as the Fe resource. The effects of Fe doping concentration on the
morphology,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with the Fe content increasing, the morphology of TiO2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but the size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intrinsic
conductivity of TiO2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e content, but too high Fe
content will destroy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e material. As a conseque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Fe content, the discharge capacity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d
gradually, but too high Fe content would lead to the decrease of cycle stability.
Among them, TiO2 doped with 6.99 %-Fe had the best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It showed a reversible capacity of 327.1 mAh g-1 at 16.8 mA g-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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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d no capacity fading at 1680 mA g-1 during 3000 cycles. DFT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Fe doping will introduce defects into
TiO2 crystal, reduce TiO2 energy band, reduce Na+ insertion energy barrier, and
improve its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The S doping concentration and doping site in TiO2 were regulated and the
effect to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Since both cation
doping and anion doping can affect the energy band structure of TiO2, no one
has yet compared the effect of element doping site on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iO2. We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the cation
site S doped TiO2 material by plasma-assisted dop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plasma treatment would introduce a defect-rich amorphous layer in TiO2, which
is more favorable for the diffusion of S in the TiO2 structure, so as to achieve
deep cation site doping, while the materials not treated by plasma are mainly
anion site S doping. At the same time, after plasma treatment, S doping
concentration is greatly increas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mbined with the
DFT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ing the S doping
concentr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material conductivity. Under
the same doping concentration, cation site doping will increase the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and vacancy mobility of TiO2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cation site S
doped TiO2 (R-TiO2-x-S) material shows excellent performance with reversible
capacities of 264.8 and 128.5 mAh g-1 at 50 mA g-1 and 10 A g-1, respectively.
The nitrogen type in N-doped carbon was adjusted and its effect to the sodium
storage performance was studied. As it is well known, the type of nitrogen in
nitrogen-doped carbon materials plays a key role to its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but it is still a big challenge to achieve high concentration of active
pyridine nitrogen in N-doped carbon material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exposed edge carbon on the formation of pyridine nitrogen, we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a 3D honeycomb structure with a large amount of
exposed edge carbon, and further regulated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nitrogendoped carbon material through phosphorus doping, so as to achieve increased
content of pyridine nitrogen. Electrochemical tests showed that the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y and rate performance of the as-prepared pyridine nitrogen-rich
carbon materials (PNHC) were greatly improv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3D
honeycomb structure and the regulation of nitrogen types. Under the current
density of 100 mA g-1, it has the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y of 180.4 mAh g-1,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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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ycle has almost no capacity attenuation for 1000 cycles, and its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is far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unmodified nitrogendoped carbon materi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s excellent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mainly benefit from the design of 3D structure, which improves the
kinetics of sodium ion diffus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nitrogen species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adsorption of sodium ions and provides more active sites for
sodium-imbedded reactions.
Keywords: Sodium ion battery; anode; TiO2; carbon-based materials; structure
design; heteroatom doping
Classification TM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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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1章 绪 论
1.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传统化石能
源面临着资源耗竭的风险，且化石能源的燃烧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实现
人类和环境持续发展，开发新型清洁能源至关重要。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
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由于具有不连续性，受地域和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很难实
现大规模应用。开发清洁，新型的大规模储能体系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经 [1-2]。
在一系列储能技术中，成本低、效率高的电化学储能技术是目前全球的优先研
究事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们通过电池技术的创新开发出了各种可充电电
池技术。近年来，凭借其高的能量密度、低的自放电、长的循环寿命以及环境友好
等优点，锂离子电池在便携式电子器件以及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其
应用逐渐转向了规模储能和动力电池领域。然而，锂资源在全球储量少、分布不均、
锂离子电池的大规模应用使得金属锂价格不断攀升，难以长期满足大规模储能的需
求。计算表明，2008全球锂消费总量已接近21280吨，按锂资源消耗平均增长率5来
算，目前可开采的锂资源最多可以维持65年的使用。开发低成本的大规模储能体系
来替代锂离子电池迫在眉睫 [2-3]。
钠离子电池体系凭借其丰富的钠资源储备、低成本、以及环境友好等优点，近
年来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有望替代锂离子电池体系成为大规模储能的有效
候选之一 [4]。钠元素作为地壳中丰度第六（2.75 %）的元素，在陆地和海洋中含量
非常丰富，且分布较为广泛。同时，钠与锂作为同一周期元素，它们相似的物理化
学性质使得这两个电池体系具有相似的电化学反应机理。同时，金属钠不会与铝集
流体发生合金化反应，这使得可以同时使用便宜的金属铝作为正极和负极的集流体，
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与锂离子电池相同，钠离子电池主要由正负极、隔膜、电解液
几部分组成。充电时，正极的钠离子从结构中脱出，经过电解液嵌入负极材料结构
中，外电路的电子则由正极流向负极，放电过程则相反。然而，较大的离子半径（Na+:
1.02Å，Li+: 0.76 Å）使得钠离子扩散迟缓，寻找合适的正负极材料，实现迅速有效
的钠离子存储是促进钠离子电池体系发展的关键 [5]。近年来，一系列高性能正负极
材料不断涌现，其中正极材料只要有：过渡金属氧化物、聚阴离子化合物、普鲁士
蓝类似物等。负极材料主要包括：碳基材料、钛基材料、合金类化合物、转换反应
类化合物等。开发高性能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是提升钠离子电池性能、实现钠离
子电池商业化应用的重要途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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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材料作为钠离子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电化学性能对整个电池体系的能
量密度和循环寿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石墨作为锂离子电池商业化负极，在锂离
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钠离子半径较大，且钠不能与石墨形成稳
定的Na-C化合物，使得石墨无法正常的脱嵌钠，因此，开发高性能负极材料有着重
要意义 [6]。鉴于此，本课题拟通过对关键负极材料纳米的开发、电子结构以及界面
性质的设计和调控以获得高性能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1.2 钠离子电池工作原理
如图1-1所示，与锂离子电池体系相似，钠离子电池体系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
材料，集流体，电解液，隔膜以及外壳几个部分组成 [7]。在充电过程中，正极材料
中的钠离子从结构中脱出，经过电解液和隔膜再嵌入到负极材料晶格中。为了维持
整个体系的电荷平衡，电子会同时从外部电路的正极流向负极，放电过程则相反。
在钠离子电池体系中，钠离子电池的性能是正负极材料、集流体、电解液、隔膜各
个参数共同作用的影响。目前，钠离子电池所使用的隔膜主要为玻璃纤维膜，电解
质盐一般为NaPF6、NaClO4等钠盐，溶剂与锂离子电池用溶剂类似，常用的主要有
PC（碳酸丙烯酯）、EC（碳酸乙烯酯）、DEC（碳酸二乙酯）等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物。关于隔膜和电解液在锂离子电池体系中的研究结果在钠离子电池中也得到了较
好的应用，因此，高性能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的开发是钠离子电池发展的关键 [7]。
经过大量研究，一系列正负极材料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应用前景，本章将对钠离
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概括。

图1-1. 钠离子电池体系示意图[7]。
Figure 1-1. Illustration of a Na-ion battery syste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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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钠离子电池研究进展
1.3.1 正极材料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选取一般遵循以下原则：（I）具有较高的嵌入/脱出钠
离子反应电位，从而保证全电池电池具有较高的工作电压；（II）电极材料在充放
电过程中结构变化小，保证电极结构的完整性，确保较好循环寿命；（III）良好的
电子/离子导电率，保证在大电流充放电下具有良好的倍率性能；（IV）电极材料稳
定不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V）制备简单，价格廉价，资源丰富和环境友好等。
目前研究较多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主要有：1.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2.聚阴离子
化合物；3.普鲁士蓝类似物 [8]。下面我们将总结这几类正极材料在近几年取得的研
究进展。
1.3.1.1 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

图1-2.层状金属氧化物（NaxTMO2）的结构图。（a）P2型,（ b）O2型,（ c）O3型,（ d）
P3型。其中，蓝色的球和黄色的球分别代表过渡金属氧化物和Na离子 [9]。
Figure 1-2. A schematic of the crystal structures for layered Na-containing oxides
(NaxTMO2) for (a) P2-type, (b) O2-type, (c) O3-type, and (d) P3-type stackings. The blue
and yellow balls represent the transition metal and Na ions in the O-type frameworks,
respective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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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的基本分子组成为NaxTMO2，由TMO6八面体层和Na离子层
交替组成。Delmas等人 [10]指出，根据特定的TMO6堆叠层数以及Na离子周围环境，
这些钠基层状材料可以分为两大类：P2型或O3型。“P”或“O”分别表示Na离子的配
位环境为棱柱或八面体，“2”或“3”表明每个结构单元中具有不同种类O堆叠的过渡
金属层的数量。如图1-2所示，P2型NaxTMO2由两种TMO2层（AB和BA组成）组成，
所有Na+位于三角“棱柱形”（P）位置。Na+可以占据两种不同类型的三角形棱柱形
位置：Naf（Na1）沿着面方向与相邻的两个TMO6八面体相连，而Nae（Na2）沿着
边缘与周围六个TMO6八面体相连。由于相邻两个钠离子之间较大的库伦排斥力，
这些相邻的Naf和Nae位点因为距离太近而无法同时被占用。P2型NaxTMO2为2H相，
空间点群为P63/mmc。由于合成方法的不同以及Na浓度的不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
结构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研究初期，钠离子电池体系中对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金
属氧化物上。随着LiCoO2 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商业化，NaxCoO2 在钠离子电池中也
得到了广泛研究 [17]。Delmas等人首次研究了P2-和O3-NaxCoO2 电化学性能和储钠
机 理 。 研 究 发 现 ， 在 钠 离 子 脱 出 过 程 中 ， O3-NaxCoO2 首 先 转 变 为 单 斜 的 O′3Nax CoO2 ，再转变为P3-NaxCoO2 ，而P2-NaxCoO2 在整个充放电过程中均能保持其
结构 [11-12]。α-NaFeO2是一类典型的层状结构化合物，其空间点群为R3m。Okada团
队证实NaFeO2能实现钠离子的可逆脱嵌，对应着Fe3+/Fe4+氧化还原反应 [13]。当设
置截止电压为3.4 V时，O3-NaFeO2具有80 mAh g-1的可逆容量（图1-3c）。然而，
当截止电压设置到3.5 V时，其结构会发生不可逆转变，Fe3+会迁移到邻近的四面体空位
中，导致可逆容量和电压极化降低[18-19]。Hagenmuller等人[14]首次将NaCrO2应用到钠离子
电池中，实现了12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其电压平台为3 V（图1-3 d）。然而，由于
Cr6+ 在充放电过程中不可逆迁移到间隙四面体位置，LiCrO2 在锂离子电池中并没
有电化学活性 [20]。但是，Na+和Cr6+尺寸不匹配，在钠离子脱出后，Cr6+仍能保持
在NaCrO2的过渡金属层中 [21]。Yu等人 [22]合成了碳包覆的NaCrO2纳米颗粒，实现
了超高的倍率性能（150 C）。简而言之，NaCrO2能实现100-110 mAh g-1的可逆比
容量，对应着Cr3+ /Cr4+氧化还原反应，同时伴随着O3-P3相转变。表面包覆不仅能
降低材料晶格中的氧损失，同时还能保护材料不受水分的侵袭，从而有效的改进
NaCrO2的电化学性能。NaxMnO2是一类低成本的过渡金属氧化物，吸引了研究者
们的广泛研究。当x=0-0.44时，NaxMnO2为3D通道结构，当x>0.5时，为2D层状结
构 [23]。Ma等人 [15]报道了O3-型的NaMnO2，在2-3.8V电压区间内，它具有多个放电
平台，在C/30电流密度下，具有197 mAh g -1的可逆比容量（图1-3e）。同样，Nax NiO2
化合物由于具有较高的电压平台，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由于存在相转变，
NaNiO2在首次电化学反应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可逆容量损失。当我们将截至电压
设置到3.75 V时，20次循环后其容量保持率能提升到94 %（115 mAh g -1）（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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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16]。尽管单金属的过渡金属氧化物都有各自的优点，例如Nax MnO2容量高，
Nax FeO2平台高，NaxCoO2离子扩散好，但是它们各自的电化学性能以及在空气中
的稳定性均比较差，这大大的限制了该类材料的发展。合成双金属过渡金属氧化
物结合了各自的优势，大大促进了其电化学性能。在2.0-4.5 V电压区间内，层状
P2-Na2/3Ni1/3Mn2/3 O2 能实现所有钠的可逆脱嵌，从而获得160 mAh g-1的可逆容量，
以及3.7 V的高放电平台 [24]。Guo等人报道了Mg取代的P2-Na0.67Mn0.67Ni0.28Mg0.05 O2
正极，实现了123 mAh g -1的可逆容量，以及3.7 V的高放电平台，因此在钠离子电
池中获得了455 Wh Kg -1的高能量密度 [25]。Na2/3 [Ni1/3Mn1/2Ti1/6 ]O2实现了127 mAh
g-1的可逆容量，以及3.7 V的高放电平台 [26]。

图1-3.（a）O3-NaCoO2[11]。
（b）P2-NaxCoO2[12]。
（c）O3-NaFeO2[13]。
（d）O3-NaCrO2[14]。
（e）O3-NaMnO2[15]。（f）P2-Na0.6MnO2[16]的充放电曲线图。
Figure1-3. The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a) O3-NaCoO2. (b) P2-NaxCoO2. (c) O3NaFeO2. (d) O3-NaCrO2. (e) O3-NaMnO2. (f) P2-Na0.6MnO2.
1.3.1.2 聚阴离子化合物
相较过渡金属氧化物，过渡金属聚阴离子化合物具有更好的热力学稳定性，结
构更多样化、且阴离子之间具有很强的诱导效应，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钠离子电池
正极。通常，过渡金属氧化物在200 ℃以上会发生严重的氧析出，从而降低材料的
结构稳定性，而在聚阴离子化合物中，P-O共价键的存在使得氧的析出被大大地抑
制 [27] 。 研 究 较 多 的 过 渡 金 属 聚 阴 离 子 化 合 物 主 要 有 焦 磷 酸 盐 （ Na2MP2O7 和
Na4M3(PO4)2P2O7 ） ， 磷 酸 盐 （ Na3V2(PO4)3 和 NaFePO4 ） ， 氟 磷 酸 盐
（Na3(VOx)2(PO4)2F3−2x，Na2MPO4F）（M = Fe, Co, Mn）和硫酸盐（Na2Fe2(SO4)3，
Na2Fe(SO4)2·2H2O）。具有代表性的聚阴离子阴极材料的晶体结构如图1-4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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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a）橄榄石型NaMPO4，
（b）NASICON结构Na3V2(PO4)3，
（c）三斜晶系Na2MP2O7，
（d）斜方晶系的Na2MP2O7，（e）斜方晶系的Na4M3(PO4)2P2O7，（f）斜方晶系的
Na2MPO4F，（g）单斜晶系Na2MPO4F和（h）正方晶系的Na3M2(PO4)2F3（其中M表示
过渡金属）的晶体结构图[27]。
Figure 1-4. Crystal structures of: (a) olivine NaMPO4, (b) NASICON Na3V2(PO4)3, (c)
triclinic Na2MP2O7, (d) orthorhombic Na2MP2O7, (e) orthorhombic Na4M3(PO4)2P2O7, (f)
orthorhombic Na2MPO4F, (g) monoclinic Na2MPO4F, and (h) tetragonal Na3M2(PO4)2F3 (M
represents transition metals).
在橄榄石相NaFePO4晶体结构中，由氧原子构成六方密堆积的层，其中金属原
子（Na和Fe）占据一半八面体位点，P原子占据八分之一四面体位点 [28]。由于Na+
和Fe2+具有不同的电荷数和离子半径，它们往往占据不同的八面体位点。橄榄石相
NaFePO4具有157 mAh g -1的理论比容量，2.9 V的放电平台，对应着Fe3+/Fe2+的氧
化还原反应 [29] 。在充放电过程中， NaFePO4 具有很大的不可逆性，主要是由于
NaFePO4和FePO4之间晶胞存在很大的差异 [29]。在充电过程中，NaFePO4具有两个
充电平台，分别对应着首次固相反应和接下来的两相反应，在放电过程中，仅有
一个放电平台。在实际充放电过程中，NaFePO4的比容量远低于其理论比容量，这
主要是由于其较低的电子电导率和1D扩散通道 [30]。通过将材料纳米化和碳包覆，
其电化学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般情况下，NaFePO4的热力学稳定相不是橄榄石
相而是磷铁钠矿，然而，磷铁钠矿相的NaFePO4是电化学非活性的 [31]。当将磷铁
矿相的NaFePO4尺寸降低到纳米级，其电化学活性能大大提升。Kim等人 [32]合成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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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纳米的NaFePO4颗粒实现了142 mAh g -1的可逆比容量，该材料在循环200次后容
量保持率高达95 %。无定形的磷铁矿相的NaFePO4在4 V以下也具有电化学活性。
Li等人 [33]合成了无定形磷铁矿相的NaFePO4中空纳米球，该材料在0.1 C下，具有
152 mAh g -1的首次放电容量，200次循环后仍具有144.3 mAh g -1的比容量。在10 C
大电流密度下，该材料仍具有67.4 mAh g -1的放电比容量。相较橄榄石相和磷铁矿
相，无定形相的NaFePO 4具有更大的应用前景。
在一系列聚阴离子化合物中，NASICON结构的Na3V2 (PO4)3是最具前景的钠离
子电池正极，它具有3.4 V的放电平台和合适的钠离子扩散通道。在Na3V2 (PO4)3结
构中，三维[V2P3 O12]框架由PO4四面体和VO6八面体通过角共享形成，其中，三个
Na+位于Na(1)和Na(2)间隙位置。然而，该材料在4.5 V以下只有三分之二的Na+能
从结构中脱出，对应着117 mAh g -1的理论比容量 [36]。通过与碳材料复合，能改进
Na3 V2 (PO4)3 的 导 电 性 ， 从 而 大 大 提 升 其 电 化 学 性 能 。 通 过 与 碳 材 料 复 合 ，
Na3 V2 (PO4)3/C在0.5 C和5 C下分别展现了117.5 mAh g -1和97 mAh g -1的可逆比容量，
并且在2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6.4 %[37] 。值得注意的是，碳含量太低不能很
好的改进Na3V2 (PO4)3的电化学性能，碳含量太高会降低整体的电化学性能，因为
太高的碳含量不利于离子扩散。当碳含量为6 %时，Na3V2 (PO4)3/C复合材料在1 C
下展现出了114 mAh g -1的比容量，且30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50 %。另外，通
过阳离子取代也能很好的改善Na3V2 (PO4)3的电化学性能。最近，Aragon等人 [38]合
成了一系列Na3V2-x Fex (PO4)3 /C（0< x <0.5），并研究了Fe的取代对Na3V2 (PO4)3电
化学性能的影响。其中，Na3V1.9 Fe0.1 (PO4)3/C展现了最优异的性能，这主要得益于
Fe的取代有利于V氧化到正五价。用F离子取代Na3V2 (PO4)3 中的PO4能大大提升材
料的放电平台，从而提升材料的能量密度。在2.0-4.5 V充放电区间内，Na3 V2(PO4 )F3
具有两个放电平台，分别位于3.7 V和4.2 V，对应着V4+和V3+之间的两步电化学转
化过程。在放电过程中，Na3V2 (PO4)F3能脱出三分之二的Na，具有128 mAh g-1的
放电比容量。Na3V2 (PO 4)F3中的F还能部分被O取代，形成Na3(VO x )2(PO4 )2 F3-2x（0<
x <1）系列化合物。随着氧含量的增加，Na3 (VOx )2 (PO4 )2 F3-2x的晶胞体积会减小。
同时，可以通过V氧化的多电子转移过程来调节材料中的氧含量（图1-5a）[34]。Kang
等人 [35]报道了Na3(VO0.8 )2(PO4 )2 F1.4材料，其在反应过程中能转移1.2个电子，从而
实现66 mWh g -1的理论比容量（图1-5b）。除了以上材料，聚阴离子硫酸盐也得到
了少量的研究。Yang 等人 [39]报道了Na2 Fe2(SO4)3，其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具有10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放电平台为3.8 V。Na2 Fe(SO4 )2 ·2H2O化合物展现了7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以及3.25 V的放电平台 [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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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a）通过理论计算得到的Nay(VO1 - x)2(PO4)2F1+2x（0<x<1；0<y <3）的电压-化合
物组成图[34]。（b）Na3(VO0.8)2(PO4)2F1.4的充放电曲线以及dQ/dV曲线图[35]。
Figure 1-5. (a) Voltage–composition curves for the Nay(VO1-x)2(PO4)2F1+2x (0< x<1; 0<y < 3)
electrodes from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b) Charge/discharge curves and dQ /dV curves of
the Na3(VO0.8)2(PO4)2 F1.4 material.
1.3.1.3 普鲁士蓝及其类似物
普鲁士蓝及其类似物为过渡金属铁氰化物，它们具有开放的框架结构，丰富的氧
化-还原位电对以及较好的结构稳定性。由于它们结构中存在较大的离子通道和间隙，
使得它们能容纳半径较大的金属离子的可逆脱嵌，例如：Na+，K+[42]。普鲁士蓝类似
物的晶体结构如图1-6所示，它们的分子组成可表示为AxM[Fe(CN)6]y·zH2O，其中A表
示碱金属（Li，Na，K等）；M为过渡金属，例如铁、锰、钴、镍、锰、铜等，0<x<2；
0<y<1。该类型的材料中具有大的离子通道和间隙的3D框架结构，利于Na+的嵌入脱出
反应[41]。不像传统的过渡金属氧化物，大的间隙位点（~4.6 Å）和宽敞的通道（100方
向为3.2 Å）使得普鲁士蓝材料具有很高的离子扩散系数10-9-10-8 cm2 s-1，因此普鲁士
蓝化合物具有比传统的氧化物和磷化物更高的离子导电性[43]。
普鲁士蓝类化合物具有两个氧化还原活性中心：M2+/M3+和Fe2+/Fe3+，这两个氧化
还原活性中心都能进行完全的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普鲁士蓝化合物的电化学反应过
程如下所示：

Na 2 M II [Fe II (CN)6 ] ↔NaM III [FeII (CN)6 ] + Na + + e

（1-1）

NaM III [Fe II (CN)6 ] ↔ M III [Fe III (CN)6 ] + Na + + e

（1-2）

根据以上反应，每单元普鲁士蓝类化合物能实现2个Na+可逆嵌入和脱出，具有170
mAh g-1的理论比容量，远高于过渡金属氧化物（100-150 mAh g-1）和聚阴离子化合物
（120 mAh g-1）。普鲁士蓝结构的另一个优势就是Fe元素能部分或者全部被其他过渡
金属元素（例如Co，Ni和Mn）替代，并且不损害原来的结构，有利于调节其电化学特
性。例如Na2FeFe-PB的充放电平台在3.2 V左右，但是用Co取代Fe后，Na2CoFe展现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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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放电平台且平台提升至3.6 V和3.8 V[44]。当Na2FeFe-PB中的Fe全部被Mn取代时，
其放电比容量可提升到200 mAh g-1以上[45]。

图1-6.普鲁士蓝的晶体结构图：（a）不含缺陷的完整的Na2MII[FeII(CN)6]晶体结构图，
（b）每个晶胞中存在25%Fe(CN)6空位的NaMII[FeII(CN)6]0.75∙0.25晶体结构图[41]。
Figure 1-6. The schematic crystal structures of PBA frameworks: (a) an intact
Na2MII[FeII(CN)6]

framework

without

structural

defects,

(b)

a

defective

NaMII[FeII(CN)6]0.75∙0.25 framework with 25% Fe(CN)6 vacancies existing in each unit cell.
鉴于以上优势，普鲁士蓝类化合物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研究。
Goodenough团队[49]首次开发了一系列普鲁士蓝类似物（KMFe(CN)6, M=Fe，Mn，Ni，
Cu，Co，Zn），并首次将其应用到钠离子电池中正极。由于在这个结构中没有Na+，
而是具有大量的K+，它们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仅具有30-8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不
久后，Yang等人[50]合成了一系列富钠普鲁士蓝化合物Na2MFe(CN)6（M=Fe, Co, Ni），
它们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110-12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然而其循环稳定性并不能
满 足 应 用 要 求 。 Guo 等 [51] 应 用 Ni2+ 取 代 等 量 的 Fe2+ 合 成 了 零 应 变 的 NaNiFe-PBA
（Na0.84Ni[Fe(CN)6]0.71）化合物，该化合物在钠离子嵌入/脱出过程中晶格体积变化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1%）。得益于该稳定的晶体结构，NaNiFe-PBA展现了优异的循环
稳定性，2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9.7 %且库伦效率接近100 %。为了深入了解普鲁
士蓝较差的循环稳定性的原因，Yang等[46]首次合成了单晶且无空位的FeFe-PB，并研
究了电化学性能和晶体结构之间的关系。该结晶性高的FeFe-PB材料在钠离子电池中
展现了12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和接近100 %的库伦效率。在20 C大电流下，500次循
环后容量保持率为87 %（图1-7 a, b）。该研究发现，晶体结构中的空位和结晶水是导
致FeFe-PB电化学失活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材料结晶性，减小结构中的结晶水是提
升普鲁士蓝化合物电化学性能的有效手段。Chou等[47]利用Na4Fe(CN)6为前驱体，在
NaCl饱和溶液中合成了Na1.56FeFe(CN)6。该结构中Na含量很高，减少了材料中的空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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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晶水，提升了材料结构和循环稳定性（图1-7 c，d）。为了进一步减少结构中的空
位和结晶水，Goodenough等[48]合成了Na1.92FeFe-PB (Na1.92FeFe(CN))，该结构中结晶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和预期一致，该结构展现了160 mAh g-1的比容量和优异的循环稳
定性（8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80%）（图1-7e，f）。结构和形貌优化是另一类提升
普鲁士蓝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有效手段。早期，Dai等人[52]合成了介孔/大孔NiFe-PBA化
合物，研究发现表面的大孔有利于Na+从材料表面扩散到晶体结构中。Hu等人[53]在表
面活性剂存在的条件下，合成了FeFe-PB介观晶体，该介观晶体改善了材料的可逆比
容量。表面改性也被大量应用于改进普鲁士蓝材料的电化学性能。Huang等人[54]合成
了核壳结构的FeFe-PBA@NiFe-PBA，该材料在2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102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800次循环后仍保持有79.7 mAh g-1的比容量。更重要的是，该材料在
2000 mA g-1大电流下仍具有6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Dou等人[55]合成了FeFe-PB@C
复合材料，与纯的FeFe-PB材料相比，FeFe-PB@C体现了更高的放电比容量和更优异
的倍率性能。FeFe-PB@C在90C大电流下仍具有77.5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总的来说，
经过一些列的改进和优化，普鲁士蓝类材料的放电比容量，循环稳定性以及倍率性能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图1-7.几种典型的FeFe-PBs化合物的充放电曲线图。（a，b）单晶FeFe(CN)6纳米颗
粒 [46]。
（ c，d）富钠的Na1.56 FeFe(CN)6 ·3.1H2 O[47]。
（ e，f）脱水菱形的Na1.92 FeFe(CN)6 [48]。
Figure 1-7.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and cycling performance of four typical FeFePBs.

(a,

b)

Single-crystal

FeFe(CN) 6

nanoparticles.

(c,

d)

Na

Na1.56FeFe(CN)6·3.1H2O. (e, f) Dehydrated rhombohedral Na 1.92 FeFe(C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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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负极材料
理想的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般要满足下列要求：（1）具有尽可能低的氧化还
原电位，以获得较高的输出电压；（2）能够发生钠的可逆脱嵌且在循环过程中材
料体积变化小，确保高的容量密度和较好的循环稳定性；（3）材料应具有良好的
电子电导率和离子电导率，减小材料的极化，获得优异的倍率性能；（4）主体材
料不与电解液发生副反应；（5）制备简单、安全环保、资源丰富、便于大量生产。
按照反应机制的不同，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脱嵌型化合
物（碳基材料和钛基材料等）；（2）合金化反应化合物（金属及非金属单质）；（3）
转换反应型化合物（金属氧化物，硫化物和磷化物等）。下面我们将根据反应机制，
总结近年来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究进展。
1.3.2.1 碳材料
1.3.2.1.1 石墨化碳
石墨化碳材料具有规则的层状结构，其结晶性高，导电性好，是目前商业化的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中，石墨与Li+形成LiC6插层化合物，具有372
mAh g-1的理论比容量。然而，早期研究认为，石墨层间距（0.335 nm）不利于钠离
子的可逆脱嵌，因此，石墨不适合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Doeff等人 [56]报道了
石墨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其在嵌钠后形成NaC70化合物，仅仅具有31 mAh g-1的理
论比容量。然而，研究发现，石墨能进行可逆的K+脱嵌，除此之外，很多其他碱金
属离子，例如Rb+，Cs+均能嵌入到石墨层中 [57]。为了弄清楚石墨不能嵌钠的原因，
一些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计算研究。计算结果表明，嵌钠化合物NaC6和NaC8等很
不稳定，因此，石墨不能直接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 [58]。近期研究发现，增大石墨层
间距能实现Na+的可逆脱嵌。Chou等人 [59]通过增大石墨层间据到0.371 nm，实现了
174.3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Wang等人 [58]制备了层间距为0.43 nm的膨胀石墨材料，
该材料在0.02 A g-1电流密度下展现了284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且2000次容量保
持率为73.9 %。
除了增大层间距，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特殊溶剂分子存在的条件下，Na+和电
解液溶剂分子能实现共嵌，从而实现钠离子的可逆脱嵌 [60]。当使用二甘醇二甲醚作
为电解液中的溶剂，商业化石墨能形成稳定的NaC20嵌钠化合物，实现100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在锂离子电池中，溶剂共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溶剂分子的
共嵌会导致石墨的剥层，造成严重的容量衰减 [60]。然而在钠离子电池中溶剂共嵌并
未导致快速的容量衰减，因此，溶剂共嵌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前景的提升石墨材料嵌
钠性能的方法。当使用乙醚类电解液，商业化石墨在0.1 A g-1电流密度下能实现15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300次循环后仍具有127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甚至在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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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g-1大电流密度下，该材料仍具有75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研究表明，该容量
主要来源于Na+和溶剂分子的共嵌以及赝电容行为 [61]。
1.3.2.1.2 非石墨化碳
与石墨化碳不同，非石墨化碳为无定形碳，它主要由碳层无序堆叠一起，形成较
大的层间距和无序的结构，因此有利于钠离子的脱嵌，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
研究。根据石墨化的难易程度以及石墨微晶的排列方式的区别，非石墨类碳主要分为
硬碳（碳黑、树脂碳等和软碳（石墨化中间相碳微珠、焦炭等）[63]。它们都为无定形
碳，主要由较小的类石墨微晶构成，排布比较紊乱，因此具有较大的碳层间距。硬碳
材料具有更多的曲折和不对称石墨层，而软碳曲折较少，且石墨层的结构与石墨类似
（图1-8 a，b）[62]。

图1-8.（a）1100 ℃热解蔗糖得到的硬碳材料的TEM图。（b）1600 ℃热解苝四羧酸二
酐得到的软碳材料的TEM图[62]。
Figure 1-8. (a) TEM image of hard carbon derived from under Ar at 1100 ℃. (b) TEM image
of soft carbon derived from pyrolyzing perylene tetracarboxylic dianhydride (PTCDA) under
Ar at 1600 ℃.
（一）软碳材料
一般而言，在2000℃以上可以石墨化的碳称为软碳。软碳的石墨微晶排布相对有序，
Na+在软碳中的存储主要是吸附在其碳层边缘位置，碳层表面缺陷位置以及微晶间隙中。
与硬碳材料相比，软碳材料由于其比容量比较低研究相对较少。然而，软碳材料的工作
电位比硬碳材料要高，因此具有更好的安全性。目前，一系列的碳前驱体被用来合成软
碳材料，例如：石油焦、沥青、塑料、焦油以及大多数芳香族化合物[64-66]。其中，由石油
焦炭合成的软碳材料被最先被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展现了9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
Alcantara等[67]将通过热处理石油残余物获得的中间碳微球能进行钠离子的可逆存储。同
时，他们通过热解间苯二酚和甲醛的混合物得到了高度无序且比表面积低的中间相碳微
球，实现了285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Wenzel等[68]采用二氧化硅为模板，合成了中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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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沥青，该模板碳展现了优异的嵌钠性能。在C/5下，具有大于10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
125次循环后容量仍保持在80 mAh g-1。最近，由新型无烟煤合成的软碳材料在钠离子电
池 中 展 现 了 222 mAh g−1 放 电 比 容 量 以 及 优 异 的 循 环 稳 定 性 。 当 该 材 料 与
Na0.9[Cu0.22Fe0.30Mn0.48]O2正极组装全电池，其具有100 Wh Kg-1的实际能量密度以及优异
的循环稳定性[69]。一系列原位XRD、原位TEM、中子衍射以及DFT计算结果表明，软碳
材料的储钠机理主要来源于软碳结构中的缺陷对钠的吸附。通过杂原子的掺杂引入缺陷，
以及特殊结构的设计改善钠离子在材料中的扩散能很好的改进软碳材料的嵌钠性能。
（二）硬碳材料
在2000℃高温下仍然难以石墨化的碳即为硬碳，其主要由生物质以及高分子材料
热解形成。目前，常见的硬碳材料主要有：环氧树脂、酚醛树脂、聚糠醇、聚氯乙稀、
聚丙稀腈等。硬碳材料具有高度无序性，其结构中存在大量的孔隙以及缺陷，为钠离
子的存储提供了很多位点。且硬碳材料层间距较大，有利于钠离子的迁移，展现了较
高的储钠容量。在钠离子电池中，硬碳材料的充放电曲线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高
电压区的斜坡以及低电压区的平台，对于这两个部分的储钠机理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目前提出的钠离子存储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

图1-9.热解葡萄糖得到的硬碳材料在（a）钠离子电池，（b）锂离子电池中的充放电曲线图
（插图中详细的描绘了低电位区域）。（c）硬碳材料嵌锂/嵌钠过程中的“纸牌屋”模型[70]。
Figure 1-9. The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glucose derived hard carbon for (a) SIB and (b)
LIB. The detailed low-potential region was depicted in the insets. (c) “House of cards” model
for the sodium/lithium storage in har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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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嵌入-吸附机制。最初，Dahn和Stevens等[70]通过研究高温热解葡萄糖得到
的硬碳材料发现，该材料在锂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中具有相似的充放电曲线，因此
认为硬碳材料在嵌钠过程中也遵循嵌锂相似的机理，即，嵌入-吸附机制。因此，他们
提出了“纸牌屋”模型来解释硬碳材料的储钠机理 （图1-9）。他们认为放电曲线的斜
坡主要对应着钠离子嵌入石墨层中，而平台区域对应着表面缺陷对钠离子的吸附。尽
管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个机理的正确性，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体系。

图1-10.（a）不同温度下活化的CPM-A样品以及商业化的活性碳（CAC）的XRD图
谱，其中600，900，1100，1400 ℃活化的CPM样品分别命名为CPM-600-A，CPM900-A，CPM-1100-A，CPM-1400-A。（b）CPM-A样品以及商业化的活性碳的拉曼
光谱图。（c）CPM-A样品的N2吸附-脱附曲线。（d）CPM-A样品的孔径分布图。
（e）CPM-A样品以及商业化的活性碳的充放电曲线图。（f）商业总结的CPM-A样
品以及商业化的活性碳在不同电位下的容量分布图（e和f的数据均由0.05A g-1电流
密度下第10次循环所得） [71]。
Figure 1-10. (a) XRD patterns of the activated specimens (CPM-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ommercial activated carbon (CAC), the activated specimens at 600, 900, 1100, 1400 °C
were termed as CPM-600-A, CPM-900-A, CPM-1100-A, CPM-1400-A, respectively. (b)
Raman spectra of CPM-A and CAC. (c)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CPM-A. (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CPM-A calculated from the adsorption isotherms. (e)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CPM-A and CAC electrodes. (f) shang'ye Summary of capacity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f CPM-A and CAC electrodes. Data were from 10th cycle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0.05 A g −1 in both (e) an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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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附-嵌入机制。2012年，Cao等 [72]提出硬碳材料的低电位平台区域主要
对应着Na+在碳层结构中的嵌入和脱出，而高电位区域的斜坡对应着缺陷位点对Na+
的吸附。他们通过热解聚苯胺得到中空碳纳米线，研究发现该材料在锂离子电池和
钠离子电池中的电化学反应行为完全不同。但是在钠离子电池中，该材料在低电位
的电化学行为和石墨的嵌锂行为很相似，因此认为低电位主要对应着Na+在碳层结
构中的嵌入和脱出。2013年，Mitlin等 [71]进一步证实了该机制。他们探讨了不同煅
烧温度得到的热解碳的嵌钠行为。发现，随着热解温度的增加，得到的碳材料层间
距降低，石墨化程度增加，同时材料的微孔减少，介孔和大孔增加（图1-10 a-d）。
从充放电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热解温度增加，平台区域对应的容量增加，说明平台
区域的容量对应着Na+在石墨层间的嵌入和脱出(图1-10 e，f)。
（三）吸附-填充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某些硬碳材料，在嵌钠过程中，Na+不
能嵌入到石墨层间，因此，上述充放电机制不能用来解释他们的充放电机理。为了
系统研究硬碳纳米纤维结构与其充放电机制之间的关系，Tarascon等 [73]通过静电纺
丝方法合成了聚丙烯腈纤维，并通过控制煅烧温度来调节其微观组织结构以及表面
官能团。该聚丙烯腈纤维在650-2800 ℃的碳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650950 ℃主要是除去杂原子和超微孔隙；
（2）1000-2000 ℃主要是石墨化的增长；
（3）
2000-2800 ℃主要是材料石墨化以及介孔结构的形成。在这三个阶段得到的碳材料
展现了不同的储钠行为。第一个阶段合成的聚丙烯腈纤维的充放电曲线在高压区有
一个伪平台，之后线性下降至0 V, 该阶段容量主要来自于表面杂原子（O和N）对
Na+的吸附（图1-11 a）。当煅烧温度从800上升至950 ℃，高压区域平台位置对应
的容量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材料表面杂原子含量降低。在第二个阶段，材料的充放
电曲线主要由高压区的斜坡（0.1-1 V）和低压区（0.1 V）的平台构成（图1-11 b）。
一些研究者认为平台区的容量主要源于Na+嵌入到石墨层中，这与Dahn等所提出的
吸附理论相悖。为了进一步证实该容量来源，Tarascon等测试了第三阶段合成的材
料的充放电曲线（图1-11 c）。在首次嵌钠曲线中，在0.5 V左右有一个平台，主要
对应着固体电解质膜的形成。在随后嵌钠过程中，只在大概0.1 V出现一个平台，在
第二阶段观察的斜坡区域基本消失（图1-11 c）。通过原位XRD分析，2200度煅烧
得到的材料在首次嵌钠过程中，（002）晶面并未发生任何偏移，说明材料的容量
并非来自于Na+在石墨层中的嵌入（图1-11 d, f, g）。相反，该材料在嵌锂和脱离过
程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002）峰偏移和还原，说明Li+在石墨层中的可逆脱嵌（图
1-11 e）。通过以上系统研究，提出了以下储钠机制：（a）杂原子对Na+的吸附，
（b）斜坡区域对应着Na+吸收在随意排列的石墨片层上，（c）平台区域容量来源
于Na+在孔隙中的填充（图1-1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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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a，b，c）不同温度下碳化得到的硬碳材料的充放电曲线以及Na+存储机制
示意图。CNF-2200样品在（d）钠离子电池和（e）锂离子电池中首次放电过程中的
原位XRD图谱。（f）原始HCT1300样品以及（g）放电至0 V的HCT1300样品的非原
位TEM图。（h）由棉花得到的硬碳微米管的钠离子存储机制图 [73]。
Figure 1-11. (a, b, c)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hard carbon carboniz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Na+ storage mechanisms (bottom) in (a)
stage I, (b) stage II, and (c) stage III CNFs. In situ XRD patterns for the first discharge
of CNF-2200 in (d) SIBs and (e) LIBs. Ex situ TEM images of HCT1300 electrodes: (f)
the pristine HCT1300 sample, (g) the HCT1300 sample after discharging to 0 V. (h)
The schematic of sodium storage mechanism for hard microtubes from cotton.
尽管对于硬碳材料的储钠机制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其优异的性能吸引了大量研
究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对硬碳材料的改性研究，其电化学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
控制硬碳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引入缺陷被认为是提升其电化学性能的重要手段。硬碳材
料一般可以通过热解固相前驱体得到，例如：糖类（如葡萄糖、蔗糖和果胶，水果皮
（例如苹果，香蕉，椰子壳，和花生），聚合物（例如纤维素和木质素）和植物（如
木材，棉花和藻）[65, 74-78]。不同的前驱体，预处理过程以及不同的煅烧工艺（例如：
温度，气流，时间）都对得到的硬碳材料的性质有影响[79]。通过优化前驱体比例和热
解温度，由沥青-酚醛树脂得到的无定形碳展现了284 mAh g-1高的比容量和良好的循
环稳定性，尤其是其首次库伦效率达到88 %[78]。以聚苯胺为前驱体，在1150 ℃合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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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碳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0-1.2 V电压区间内，具有270 mAh g-1的比容量，且其
平均电压提升到了0.5 V[80]。研究表明，热解聚苯胺残余的氮原子减小了钠离子嵌入/
脱出的能垒。当使用蔗糖作为前驱体，调节煅烧温度到1600 ℃可得到单分散的硬碳小
球，该材料在钠离子电池中实现了22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且在100次循环后具有
93 %的容量保持率。有趣的是，通过软碳的包覆，该材料的库伦效率从54 %提升到了
83 %[81]。Li等[82]使用棉花作为前驱体，在不同煅烧温度下得到了一系列硬碳微米管。
当煅烧温度为1300 ℃时，得到的硬碳材料具有315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然而当煅烧
温度为1000 ℃，仅得到了大约88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但是后者具有更好的倍率性
能。由以上结果可知，碳源、碳化温度和材料形貌对硬碳材料电化学性能有很大影响。
除了以上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发现通过杂原子掺杂可以在碳材料中引入缺陷，对
材料的可逆比容量以及循环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目前，一系列杂原子掺杂（N，S，
P等）的硬碳材料得到了开发，并实现了优化的嵌钠性能。其中，氮掺杂能改进碳材料
的反应活性，电子导电性并引入大量缺陷，从而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Huang等
首次报道了氮掺杂的碳纳米纤维材料的嵌钠性能，该材料在0.2 A g-1电流密度下200

[83]

次循环后仍具有134.2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甚至在20 A g-1的大电流密度下，仍具有
73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自此之后，一系列氮掺杂的碳材料，例如：氮掺杂多孔碳片
，3D氮掺杂石墨烯泡沫[85]，氮掺杂多空碳[86]，氮掺杂碳纳米纤维[87]等。其中，3D

[84]

氮掺杂石墨烯泡沫在0.1 A g-1的电流密度下，具有1057.1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在0.5
A g-1电流密度下，能保持594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85]。为了对比，研究者合成了纯的
3D石墨烯泡沫，研究发现，氮掺杂改性以及该泡沫形貌是电化学性能提升的主要原因。
Lou等[87]研究了自支撑氮掺杂碳纤维的储钠性能，该材料展现了较高的放电比容量（在
5 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21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以及优异的循环稳定性（7000次
循环容量保持率为99 %）。除此之外，S，P等杂原子掺杂的碳材料也展现了优异的储
钠性能。Chen等[88]报道了S键合的石墨烯的储钠性能，该材料在0.05 A g-1电流密度下
具有291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该高容量主要来源于硫掺杂对碳材料电子结构改变。
Huang等[89]研究了S掺杂对碳材料嵌钠性能的影响。他们发现，当S含量为15.17 %时，
碳材料层间距能扩张到0.386 nm，得到的材料在0.5 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303.2 mAh g1

的放电比容量。与N, S相似，P掺杂以及B掺杂的碳材料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展现

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例如，Ji等[90]合成了P掺杂的碳量子点，P的掺入大大增加了材
料的层间距，该材料在0.1 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328 mAh g-1的高放电比容量。Wang等
[91]

合成了B掺杂的还原氧化石墨烯，研究发现B原子与碳材料中的氧原子具有很强的

键合作用，并且在碳层中引入了大量的缺陷。该材料在0.02 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280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远大于未掺杂的石墨烯材料。除了单原子掺杂，双原子掺杂以
及三元子掺杂的碳材料能结合氮原子掺杂的优势，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大量研究，例如
N，S共掺杂[92]，N，P共掺杂[93]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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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石墨类碳基材料由于层间距较小以及不能与Na形成稳定的嵌钠化合物，
因此不能直接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但是通过扩大层间距以及电解液的优化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其储钠性能。在非石墨类碳材料中，软碳材料由于其石墨化程度相对较高，
因此储钠容量较低，通过杂原子掺杂以及结构优化可提升其性能。硬碳材料具有较高
的放电比容量，但其首次库伦效率较低，通过调节碳源、煅烧温度、材料形貌以及杂
原子掺杂等手段能改进材料的储钠容量和首次库伦效率，其在钠离子电池中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
1.3.2.2 钛基材料
钛基化合物具有含量丰富，价格低廉环境友好等优点，当其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
其良好的结构稳定性，合适的嵌钠电位，以及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
关注。目前报道的钛基材料主要有TiO2，Li4Ti5O12，Na2TiO3和NaTi2(PO4)3等。在钠离
子电池中，这些材料主要基于Ti4+/Ti3+氧化还原电对。近年来，对于钛基材料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其嵌钠/脱钠机理的研究以及这类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改善。
1.3.2.2.1 TiO2
TiO2材料具有丰富的晶体构型，包括锐钛矿型[95]，金红石型[96]，板钛矿型[97]以及
青铜矿型[98]。其中，由于具有较低的Na+嵌入能垒，合适的3D通道结构，锐钛矿型TiO2
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99-100]。当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锐钛矿TiO2具有
~0.8 V的电压平台以及335 mAh g-1的理论比容量，但是在首次放电过程中存在较大的
容量损失。实验结果以及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在首次放电过程中会形成不可逆的无定
形NaxTiO2相[101]。其首次放电曲线中，0.2 V左右的平台主要对应着Na+嵌入锐钛矿TiO2
的间隙位置形成NaxTiO2相[102]。除了首次不可逆容量损失，其迟缓的Na+扩散，较低的
电子电导率大大降低了材料的电化学性能，限制了其实际应用。从而，改善TiO2的Na+
扩散动力学，提升其电子电导率成为改善其电化学性能的重要手段。一系列研究表明，
合适的结构设计以及将材料纳米化能缩短Na+在TiO2中的扩散路径，改善其Na+扩散动
力学。通过特殊形貌设计，具有特定暴露晶面的锐钛矿TiO2纳米立方体展现了优异的
嵌钠性能，其在0.5 C电流密度下具有242.7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且在25 C大电流下
30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5.5 %[103]。TiO2纳米笼由于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以及丰富
的孔，极大的提升了Na+扩散动力学，展现了优异的嵌钠性能。该材料在0.01-2.5 V电
压区间内，10 C大电流下，循环500次后仍具有93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104]。除了结构
形貌的设计，通过碳包覆以及杂原子掺杂等改性手段能提升TiO2的导电性，从而大大
提升其倍率性能。Ji等[105]以碳量子点为碳源，诱导TiO2生长，得到了碳包覆的玫瑰花
状TiO2/C,该材料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837.5 mAg-1电流密度下，
展现了144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甚至在3350 mA g-1的大电流密度下，4000次循环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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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保持74.6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随后，该课题组合成了松果状的TiO2/C，在0.1 C
下显示了264.1 mAh g-1的高放电比容量，甚至在10 C电流密度下，2000次循环后仍具
有108.2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106]。Cao等合成了核壳状TiO2/C复合材料，该核壳结构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有利于电极材料在电解液中的浸润，从而缩短Na+扩散路径，提
升了材料的电化学性能。该材料具有210 mAh g-1的高放电比容量，在40 C电流密度下，
20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85 %[107]。我们课题组[108]通过控制合成条件，得到了大量
（001）暴露晶面的TiO2纳米薄片，并通过酚醛树脂实现了均匀的碳包覆，不仅有效抑
制了纳米薄片的团聚，还保持了高活性面的稳定，目标材料显示了优异的储钠性能和
长循环寿命。通过杂原子掺杂能调节TiO2的能带结构，从而改善其本征导电性，提升
其大倍率性能。Chen等[94]通过在水热过程中加入硼氢化钠，合成了黑色TiO2，电子自
旋共振结果显示在该黑色TiO2的表面和晶格中具有丰富的缺陷和Ti3+。在钠离子电池
中，该材料展现了比未引入缺陷的材料更好的倍率性能以及首次库伦效率，这主要得
益于改进的电子电导率和Na+嵌入动力学(图1-12)。

图1-12.（a）W-TO和B-TO的晶体结构精修图谱以及样品照片。（b）W-TO和B-TO的
EPR图。（c）W-TO和B-TO在钠离子电池中1C下的循环性能图。（W-TO表示白色二
氧化钛，B-TO表示黑色二氧化钛）[94]。
Figure 1-12. (a) XRD patterns Rietveld refinement and their photographs; (b) ESR spectra;
(c) cycling performances at the rate of 1 C of black TiO2 (B-TO) and white TiO2 (W-TO)
anodes for 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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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锐钛矿型的TiO2之外，金红石相TiO2也得到了一系列研究。作为钠离子电池
负极，金红石相TiO2同样具有导电性差的问题，用于锐钛矿型TiO2的改性手段同样应
用到改进金红石相TiO2中。通过特殊形貌的设计，金红石相TiO2的电化学性能得到了
很大提升。多孔形貌金红石相TiO2由于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且与电解液有较好的接
触使得材料具有更多暴露的活性位点，有效的改善了其放电比容量和反应动力学[109]。
在我们前期的工作中，我们研究了不同浓度的Fe掺杂对TiO2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研究
发现，一定量的Fe掺杂能明显提高TiO2的储钠比容量和倍率性能，但是Fe含量太高会
降低TiO2的晶体结构稳定性，从而降低其循环稳定性。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我们
发现一定量的Fe原子掺杂能显著降低TiO2的能带和钠离子脱嵌吸附能，从而提升其嵌
钠性能[110]。相比于锐钛矿和金红石相，板钛矿、锰钡矿（TiO2-H）、青铜矿型TiO（
2 TiO2B）研究相对较少。通过氮掺杂，TiO2-B纳米棒展现了224.5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和优
异的倍率性能，这主要得益于氮掺杂对材料导电性的提升[111]。TiO2-H的晶体结构在c
轴方向具有一个大的通道，是潜在的钠离子脱嵌和扩散通道。当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
其展现了280 mAh g-1的首次放电容量和85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112]。近期，密度泛函
计算结果表明，TiO2-H在嵌钠过程中会先转化成单斜相Na0.25TiO2 (I 2/m)，再转化成层
状O′3-Na0.68TiO2，这种转化是不可逆的，因此其在首次嵌钠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可逆
容量[113]。
1.3.2.2.2 Na2TinO2n+1（2 <n <9）材料
Na2TinO2n+1（2<n<9）材料具有易于合成，结构特殊（层状或者隧道结构）等优点，
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质为Na2Ti3O7 ，每单位
Na2Ti3O7能嵌入2个Na+, 其具有较低的嵌钠平台（0.5-1.0 V）以及200 mAh g-1的理论比
容量[114-116]。Senguttuvan等[117]首次将层状Na2Ti3O7用作钠离子电池负极，在0.01-2.5 V
电压区间内，其放电容量为200 mAh g-1。遗憾的是，由于其较低的电子电导率以及结
构稳定性，该材料的倍率性能以及循环稳定性均较差，极大的限制了其应用 [118-119]。
形貌设计，杂原子掺杂以及碳包覆等手段被用于解决以上问题。目前，不同形貌的
Na2Ti3O7纳米材料被合成出来，例如，纳米颗粒、纳米管阵列，纳米片，纳米线以及
纳米棒。通过简单的碳包覆等手段，Na2Ti3O7的电化学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Qiao等
合成了氮掺杂的碳包覆的Na2Ti3O7中空球，该材料在50 C大电流下，1000次循环后

[120]

仍具有60 mAhg-1的放电比容量。除此之外，Na2Ti6O13[121]和Na2Ti7O15[122]在钠离子电池
中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其较低的首次库伦效率限制了其发展。
1.3.2.2.3 Li4Ti5O12 材料
作为具有前景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Li4Ti5O12在锂离子电池中展现了优异的循
环稳定性和合适的嵌锂电位~1.55 V[123-124]。当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该材料具有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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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g-1的理论比容量和0.9 V的嵌钠电压[125-126]。Li4Ti5O12在嵌锂过程中主要发生两相
转变反应，而在嵌钠过程中该材料发生三相转变反应[127]。原位XRD结果显示Li4Ti5O12
的储钠容量与材料尺寸大小息息相关，只有当颗粒尺寸小于44 nm时才具有较好的电
化学反应活性，与120 nm和440 nm的材料相比，44 nm的样品展现了更高的放电比容
量。由上可知，将Li4Ti5O12纳米化是提升其电化学性能的有效途径，但是和其他钛基
材料一样，Li4Ti5O12也具有扩散动力学较差的问题。通过将Li4Ti5O12与导电性优越的
碳纳米管复合，其电子转移和离子扩散都得到了有效的改进，从而大大提升了其储钠
性能[128]。除此之外，通过B掺杂的碳材料包覆，Li4Ti5O12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15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5 %，这主要得益于B掺杂在碳层中引入了非本征缺陷，从
而提升了材料的Na+扩散动力学[129]。
1.3.2.2.4 NaTi2(PO4)3 材料
NASICON结构的NaTi2(PO4)3具有开阔的框架结构和大的间隙通道，能提供高的
离子迁移，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其较低的电子电导率导致迟缓
的电荷转移动力学，使得其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较差[130-131]。像其他钛基材料一样，
通过合理的形貌设计，导电材料的包覆或者掺杂等手段能有效的改进其电子电导率，
同时缩短其钠离子扩散路径。目前，一系列不同形貌的NaTi2(PO4)3，以及NaTi2(PO4)3
与导电材料结合的复合材料被报道。为了克服NaTi2(PO4)3扩散动力学问题，Wu等[132]
将NaTi2(PO4)3纳米颗粒嵌入3D石墨烯网络中，该结构结合了3D石墨烯和0D纳米颗粒
的优势，大大增强了电子/离子转移的动力学，从而改进了材料的嵌钠性能。当用作钠
离子电池负极，该材料在1 C下展现了112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甚至在50 C大电流下
仍具有67 mAh g-1的比容量。同时，该材料也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性，10 C下1000次循
环后容量保持率有80 %。除NaTi2(PO4)3 之外，其他磷酸盐，例如Ca0.5Ti2(PO4)3 和
ATiOPO4（A=NH4+，K+和Na+）也被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通过用Ca代替NaTi2(PO4)3
中的Na,能在结构中引入更多的空位，因此能嵌入更多的钠，从而具有更高的放电比容
量（264 mAh g−1）[133]。尽管容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非线性光学材料ATiOPO4（A =
NH4+，K+，Na+）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合适的嵌钠平台（1.5 V），该平台能抑制SEI
膜形成，并且减小电池的安全问题[134]。
通过以上总结可知，作为主要的脱嵌型负极材料，钛基材料和碳基材料在循环
过程中结构稳定性高，因此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展现了良好的循环稳定性。然而，
其普遍存在电子电导率低的问题，该问题大大限制了材料的可逆比容量和倍率性能。
目前，通过将材料纳米化，特殊形貌的设计以及杂原子掺杂等手段，使得其电子电
导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材料的可逆比容量得到了很大提升，脱嵌型负极材料
（钛基和碳基）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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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合金化反应材料
由于具有较高的理论比容量，合金化材料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
脱嵌型负极材料不同，合金化材料可以与金属钠发生合金化反应。在合金化反应过程
中，合金会与钠形成新的Na-金属化合物。目前研究较多的合金化材料主要为以下几
种: Ge，Sn，Sb，Bi，P等。合金化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材料发生的巨大体积膨胀，会
导致循环稳定性的急速下降。此外，体积膨胀会暴露新的活性表面，从而会连续形成
新的SEI膜，厚的SEI膜会导致较低的首次库伦效率同时阻塞电荷转移。由以上分析可
知，较大的体积膨胀通常会给电池带来很多副反应，例如，电极材料溶解和坍塌，电
解液分解和过度消耗，电极膨胀和收缩。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电池的性能，也会导致安
全事故。因此，对合金化材料的研究关键在于减小其循环过程中的体积膨胀。目前，
纳米结构的设计以及导电材料的包覆已被证实能有效的减小合金化材料的体积膨胀。
除此之外，通过一些原位测试手段深入了解合金化反应过程对改进其电化学性能也有
很大影响。
1.3.2.3.1 Sn
Sn金属由于其较低的反应电位和较高的理论比容量（847 mAh g-1）成为目前研究
最多的合金化负极之一。Ellis等[137]最先研究了Sn金属的嵌钠/脱钠过程。在首次嵌钠
过程中，放电曲线中有四个放电平台，分别对应着c-NaSn3，a-NaSn，Na9Sn4和Na15Sn4
的形成。Wang等[135]提出了不同的反应过程，他们认为结晶性的Sn金属在与钠发生合
金化反应的过程中会先生成无定形NaxSn合金，然后该贫钠化合物再继续与钠反应，
生成富钠化合物（无定形Na9Sn4和无定形Na3Sn）。然而，金属Sn与Na发生合金化反
应生成Na15Sn4，会带来420%的体积膨胀（图1-13 a）[135]。纯锡电极在与钠合金化/脱
合金化反应过程中会迅速发生粉碎，因此材料与集流体剥离，导致容量迅速下降[136]
（图1-13b）。此外，缓慢的反应动力学以及不稳定的SEI膜带来的首次库伦效率低以
及倍率性能差的问题是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138]。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研究者进行
了一系列改进，主要分为以下两类：（1）特殊结构的设计；（2）将Sn基材料与碳基
质复合。Nam等[139]采用电沉积法合成了不同晶粒尺寸和形貌的Sn电极，证明由Sn晶粒
构成的薄层状材料具有较好的循环稳定性（40次循环后仍具有607.5 mA h g-1的容量，
对应着98.2 %的容量保持率）。相反，有尺寸较大的颗粒或者孤立的颗粒构成的电极
循环性能不佳，40个循环后容量衰减到125.3 mAh g-1。通过特殊形貌设计合成的Sn纳
米纤维展现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100次循环后仍具有776.3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容
量保持率为95.1 %。该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主要得益于纳米纤维特殊的几何特征，例如，
超细的尺寸效应以及长程有序的晶格取向[140]。Kim等[141]通过减小Sn颗粒的维度和多
孔结构的设计极大的改善了其循环稳定性，5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接近99 %。Chen
等[142]合成了超小尺寸的Sn颗粒嵌入到空心碳球中，该材料再2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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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93.6 mAh g-1放电比容量，在4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349 mAh g-1放电比容量，
同时在1000 mA g-1电流密度下500次循环后仍具有415 mA h g-1的稳定比容量。近期研
究表明，改变Sn电极的粘结剂，能有效的抑制电解液的分解，从而改进其电化学性能
。Yui等[145]研究了不同粘结剂（PVDF，PAA，聚丙烯酸钠，CMC，聚酰亚胺）

[143-144]

对Sn-Co电极嵌钠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PAA和CMC作为粘结剂时，材料展现了更好
的循环稳定性，这主要得益于PAA和CMC更好的粘附性。Dai等[146]发现，Sn颗粒使用
PFM作为粘结剂具有比CMC和PVDF粘结剂更好的电化学性能，这主要得益于PFM更
好的导电性和粘结性。

图1-13.（a）Sn纳米颗粒在嵌钠过程中结构变化示意图[135]。（b）结晶合金中观察到
的粉碎问题示意图[136]。
Figure 1-13.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Sn NPs during the
sodiation. (b) Illustration of the pulverization issue observed in crystalline alloys.
1.3.2.3.2 Sb
由于其高的理论比容量，Sb也是研究最多的合金化材料之一。Sb可以与3个Na发
生合金化反应，对应660 mA h g-1的理论比容量[150]。Sb在合金化反应过程中存在390 %
的体积膨胀，同时其也存在嵌钠/脱钠过程反应动力学迟缓的问题，这些稳定导致Sb较
差的循环稳定性[130, 151]。目前，有少量的工作对Sb的嵌钠/脱钠机理进行了研究，并提
出了不同的反应机理，但其具体反应过程仍然不确定[152]。Darwiche等认为Sb的嵌钠过
程包括两步：首先结晶性的Sb（c-Sb）形成无定形的NaxSb（a-NaxSb），然后无定形
NaxSb形成结晶性的Na3Sb（c-Na3Sb），他们指出在反应过程中其他物相均是无定形的
。Allan等[150]检测到在Sb嵌钠过程中有无定形Na3-xSb（x≈0.4-0.5）和结晶性Na3Sb

[151]

形成，因此他们认为Sb的嵌钠过程如下：

c - Sb → a - Na 3-x Sb + c - Na 3Sb → c - Na 3Sb (sodiation)
c - Na 3Sb → a - Na 1.7Sb → a - Na1.0Sb → a - Na1.0Sb + c - Sb (desodiatio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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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Sn相同，Sb的晶粒尺寸，结构，形貌，相态均对其电化学性能有影响。Ramireddy
等[153]通过模拟研究了颗粒尺寸对Sb-C化合物嵌钠性能的影响，研究认为具有最小晶
粒尺寸(≈1 nm)和最大碳含量的材料具有最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对于Sb材料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Sb-C复合材料的研究上。通过将Sb颗粒嵌入到碳纳米管或者碳球中，
其体积膨胀得到了很好的抑制，同时其离子扩散和电荷转移也得到了增强[154-156]。Zhu
等[147]通过静电纺丝法合成了Sb/C复合材料，得到的Sb颗粒大约30 nm，并均匀包裹在
碳纤维中。该电极在100 mA g-1电流密度下首次放电比容量为422 mAh g-1，300次循环
后仍具有350 mAh g-1的容量。更重要的是，在1 A g-1大电流密度下，该电极仍具有273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该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主要得益于碳纤维对Sb体积膨胀的抑制
以及对反应动力学的提升（图1-14 a，b）。Qiu等[148]合成了Sb@C微球展现了高的可逆
比容量（640 mAh g-1）和优异的循环稳定性（3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92.3%）（图
1-14 c，d）。石墨烯由于具有较好的电子电导率，且能抑制Sb金属在循环过程中的体
积膨胀，被认为是理想的Sb载体材料[157-158]。 Wan等[149]合成了微纳结构的Sb/石墨烯
复合材料，其中Sb纳米球（~100 nm）通过化学键与石墨烯上的含氧官能团键合。通
过非原位XPS和红外测试证实，由于Sb-O-G键合作用的存在，该材料在200次循环后
Sb纳米球基本无团聚，因此该材料在200次循环中基本无容量衰减（图1-14 e，f）。同
样，粘结剂对于Sb的嵌钠性能也有一定的影响。Yang等[159]发现结晶性的和无定形的
Sb在使用CMC作为粘结剂时均具有更好的循环稳定性。

图1-14.由PAN/SbCl3静电纺丝纤维碳化后得到的SbNP@C复合材料的（a）扫描电镜图。
（b）在2A g-1下的循环性能图[147]。Sb@C微球的（c）扫描电镜图。（d）在0.5C下的
循环性能图[148]。Sb-O-G微纳材料的（e）扫描电镜图和（f）倍率性能图[149]。
Figure 1-14. (a, b) SEM image of as-spun carbonized PAN/SbCl3 fibers (a) and cycle
performance of SbNP@C electrode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2 A g-1 (b). (c, d) SEM image (c)
and long-term cycling performance at the current density of 0.5C (d) for Sb@C microspheres.
(e, f) SEM image (e) and the corresponding rate performance (f) of the Sb-O-G micro/nano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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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3 P
P由于其含量丰富，安全的工作电压(≈0.45 V vs. Na/Na+ )而吸引了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P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白磷，红磷和黑磷。其中，白磷有毒，且在空气
中极易自燃，所以不适合用作电极材料。红磷（RP）在空气中相对稳定，其无定
形相被广泛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 [162-163]。最近，黑磷(BP)由于其高导电性和层状结
构,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发了密集的探索为可充电电池 [164-165]。研究表明，
红磷和黑磷有相同的嵌钠反应机理（P+NaxP→Na3P (0<x<3)），对应着2596 mAh
g-1 的理论比容量 [166-167] 。红磷具有聚合物链状结构，其中P4 四面体通过共价键相
连。红磷在商业上容易获得，这使得它在商业化应用上具有很大的潜力。此外, 由
于Na-P间的共价作用，Na3 P中Na的摩尔体积相比其他钠金属合金要小很多 [168]。因
此，无定形RP在所有的合金化材料中具有最大的理论体积比容量。然而，由于，
红磷较低的电导率(≈10-14 cm -1)和嵌钠过程中较大体积膨胀(≈440%)，导致其缓慢
的反应动力学和快速容量衰减。同时，高反应活性的Na3P表面存在严重的电解质
分解，使得RP电极的可逆性差 [169]。因此，开发碳基复合材料，选择适当的电解质
添加剂和粘结剂等策略均被用于改善红磷的电化学性能。与碳材料复合能有效提
高红磷的导电性，抑制Na+嵌入/脱出过程中的应力变化，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168]。
在过去十年里，一系列碳材料被用来与红磷复合，例如，炭黑 [170]，碳纳米管 [171]，
碳 纳 米 纤 维 [172] ， 石 墨 [173] 等 等 。 将 红 磷 与 碳 纳 米 管 简 单 手 工 研 磨 得 到 的
RP/MWCNT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电化学性能（10次循环后具有1283.3 mAh g -1 的
放电比容量），远高于与炭黑复合的材料（三个循环后仅剩90 mAh g-1的放电比容
量）。因此，在红磷与碳复合时，碳的选择对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74]。Zhu
等 [175]人的报道是通过汽化-冷凝法合成了RP/SWCNT复合材料，得益于SWCNT较
好的导电性和机械强度，该材料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2000次循环后容量保
持率为80 %）。Song和Sun等 [170]同样证明了碳材料选择的重要性。他们发现石墨
/石墨烯堆垛相对于炭黑更有利于提升红磷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石墨 /石墨
烯堆垛以及S/MWCNT相对于炭黑具有更好的电子导电性以及足够大的尺寸，允
许有效活性物质粒子之间的连接并能抑制巨大的体积膨胀，从而具有更好的电化
学性能。提高RP/碳复合材料中的碳含量也有利于提升RP的电化学性能，但是考虑
到碳材料的嵌钠容量远低于RP，碳含量太高必将降低整体材料的容量。因此，很
有必要开发其他高性能的材料来取代碳材料。研究发现，非氟化粘合剂(例如，聚
(丙烯酸钠)(PANa)、CMC等)可以显著减少红磷材料不可逆容量损失，提高循环寿
命。当RP/炭黑电极使用PAA作为粘结剂时具有比使用PVDF粘结剂更好的循环性
能 [169]。使用CMC作为粘结剂，柠檬酸作为交联剂形成3D网络结构能有效改善红
磷循环稳定性（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在520 mAh g-1，容量保持率为91.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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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Na3P的高反应活性，表面会产生严重的电解质分解，导致不可逆容量
损失。通过在电解液中添加FEC添加剂能有效的改进P/C复合材料的循环稳定性
（80次循环后容量≈1000 mAh g -1），而使用未加添加剂的电解液材料发生严重的
容量衰减 [176]。因此，FEC添加剂对于稳定P电极具有重要作用。
与RP相比，黑磷（BP）由于其更高的电子电导率（≈102 cm -1 ）而吸引了研究
者的关注。BP材料具有层状正交晶体结构，在z轴方向通过弱的范德华力相互作
用。众所周知，在纳米片中引入大量缺陷有利于建立有效的电荷转移和离子扩散
通道。今年来，通过液相剥离技术或者撕胶带技术已成功实现将BP剥离成单层或
者少层结构，剥层后得到的BP我们通常称为磷烯。与产量极低的透明胶带技术相
比，液相超声或剪切混合剥离BP晶体的效果显著。n-环己基-2-吡咯烷酮液相超声
得到了尺寸可控的高质量多层BP纳米片 [177] 。二甲甲酰胺和二甲基亚砜也被证明
是制备原子薄BP纳米薄片的合适溶剂，并能在超声处理后保持均匀稳定的分散
[178]

。BP大的层间距以及更高的导电性为它在钠离子电池中的应用提供了巨大潜

力。Kulish等人 [165] 从理论上证明Na+ 在磷烯上扩散很快且各向异性扩散的能量势
垒只有0.04 eV。Liu等也通过DFT理论计算证实了磷烯在充放电过程中具有快速
的Na+ 迁移。通过原位TEM和非原位XRD技术证明，BP的嵌钠过程主要嵌钠和合
金化两步，在嵌钠过程中伴随着y轴和z轴各向异性的体积膨胀（图1-15a）,因此导
致较低的可逆比容量和快速的容量衰减 [160]。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合成了BP-石墨
烯复合材料，石墨烯不仅可以作为机械支柱抑制体积膨胀，还能提供快速的电子
传输通道（图1-15 b，c）。该复合材料在0.05 A g -1 电流密度下具有2440 mAh g -1
的可逆比容量，1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83%（图1-15d）[161] 。最近，Li等通过
高能球磨法合成了BP/科琴碳-多壁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纳米尺寸的BP颗粒和碳机
制被成功组装成微米尺寸的次级粒子，大大增加了活性材料的负载量。当BP负载
量为70%时，该复合材料仍体现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1.3A g -1电流密度下，100
次循环后仍具有1700 mAh g -1 的可逆比容量 [174] 。目前， BP在钠离子电池中的研
究还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些理论研究上 [179-180]。类似于RP体系，进一步的研
究可以重点放在开发BP/碳复合材料，BP的表面修饰，选择合适的电解液和粘结
剂等等。然而，BP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它暴露在水中或者空气中时，会迅速
氧化，从而降低其电性能 [181-182]。Island 等 [183] 证明，当BP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时，
会发生200%的体积膨胀。为了降低BP纳米片的恶化,人们普遍采用真空或惰性环
境下处理或通过缩短曝露在空气中的时间。此外,通过在BP表面包覆一层钝化层
也是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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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a）黑磷嵌钠反应示意图[160]。（b）磷烯的TEM图，图中标尺为2纳米。（c）
磷烯的HRTEM图，图中标尺为2纳米。（d）磷烯与不同含量的碳复合的材料在0.02-1.5
V，0.05 A g-1电流密度下前100圈的循环性能对比图[161]。
Figure 1-15. (a) Schematics of black phosphorus before sodiation, with the first step of
sodium-ion intercalation, and the second step of alloy reaction to form Na3P. (b) TEM image
of the phosphorene-graphene hybrid. Scale bar, 2 nm. (c) HRTEM image of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phosphorene-graphene hybrid (the turned-up right edge in (b). Scale bar, 2 nm. (d)
Reversible desodiation capacities for the first 100 galvanostatic cycles of various
phosphorene-graphene electrodes with different carbon-phosphorus mole ratios (C/P) of 1.39,
2.07, 2.78, and 3.46, between 0.02 and 1.5 V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0.05 A g-1.
1.3.2.3.4 其他合金化材料
由于其超高的理论比容量（3579 mAh g-1），Si在锂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该高容量同样吸引了研究者对于其嵌钠性能的研究[184-185]。然而，当Si作为储钠负极，
仅具有954 mAh g-1的理论比容量，且在完全嵌钠后会发生244%的体积膨胀[186]。虽然
其体积膨胀比Sn, Sb等金属要小，但大部分Si /晶体硅(同单晶硅)在储钠时是非活性的，
尽管存在NaSi和NaSi2相[187]。Legrain等[188]通过理论计算表明，由于Na+嵌入晶体Si中
需要很高的能量，因此晶体Si的储钠容量非常有限。Lim等[189]研究了无定形Si的储钠
性能，在36 mA g-1电流密度下，只有230 mAh g-1的可逆容量。最近，Zhang等[190]发现
在首次嵌钠过程中会发生无定形Si向晶体Si的转变，在后续过程中该晶体Si能进行可
逆Na+脱嵌。他们合成了Si/C复合材料，该材料具有438 mAh g-1首次充电容量以及优异
的循环稳定性与Sn，Sb，P以及Si相比，Ge由于理论容量较低（396 mAh g-1）而研究
较少。更重要的是有研究指出，与Si类似，Na+嵌入Ge晶格中的扩散势垒很大，因此很
难嵌钠[191]。尽管存在以上缺陷，但Ge具有更理想的导电性(Si的100倍)和更好的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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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系数(Si的400倍)[192]。Baggetto等[193]首次研究了Ge的储钠性能，其展现了350 mAh
g-1的储钠容量。尽管Ge很难嵌钠，Kohandehghan等[194]发现预嵌锂的单晶Ge纳米线和
100nm大小的无定形Ge具有较好的嵌钠活性。通过预嵌锂后，Ge纳米线在55 mA g-1电
流密度下，50次循环后展现了346 mAh g-1的比容量。除单金属合金化材料外，一系列
双金属合金化合物以及其与碳材料的复合材料也得到了研究，如SnSb[195]、SnSb-多孔
碳[196]，SnSb/碳纳米管等，这里就不多加赘述。
由以上可知，合金化材料由于其较高的理论比容量以及合适的嵌钠电位，在钠离
子电池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然而，其巨大的体积膨胀使得材料循环稳定性不能达
到应用要求。同时，体积膨胀会导致电极表面不断地形成SEI膜，降低材料的库伦效
率。因此，要实现合金化材料的商业化应用，抑制其循环过程中的体积膨胀是首要问
题。目前，通过将材料纳米化或者将其与碳基材料复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循环过程
中的体积膨胀问题，其电化学性能也得到了改善，但该方法也会引起振实密度低的问
题，该问题在材料设计上应尽可能避免。
1.3.2.4 转化型负极材料

图1-16.（a）转换型负极与钠发生转换反应示意图，对过渡金属来说（M=Fe，Co，Ni
等），仅发生第一步转换反应，对于金属/半金属（M=Sn，Sb，Bi等）还会发生进一
步的合金化反应[197]。（b）转换型负极材料的理论电压于容量关系图[198]。
Figure 1-16.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conversion reactions with sodium. For transition
metals (M = Fe, Co, Ni, etc.), only the first conversion reaction takes place, but further alloy
reactions occur for metals/semimetals (M = Sn, Sb, Bi, etc.). (b) Theoretical potential versus
gravimetric capacity for conversion-type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sodium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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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嵌入型材料不同，转化型电极材料在嵌钠和脱钠过程中会伴随着旧键的断裂和
新键的形成。与锂电相似，转化型材料的嵌钠过程如下（图1-16a）：

M a X b + (b- z)Na → aM + bNa z X

（1-5）

其中，M表示过渡金属（Fe，Co，Ni，Cu，Mn等），X表示非金属（O，N，F，
S，Se，P，F，H等），z为X的氧化态。除此之外，金属/半金属（M =Si，Ge，Sn，Sb，
Bi）与非金属形成的材料在首次嵌钠过程中也会发生转化反应形成金属/半金属单质，
该单质可继续与Na发生合金化反应[197, 199]。转化型材料既可以作为正极，也可以作为
负极。根据反应物和产物的热力学数据，理论电位，容量，和量密度可以计算出来。
图1-16 b显示了一系列转化型材料的理论平均电压和容量[198]。由图可知，非金属X对
电池的电压具有重要的影响，与金属卤化物相比，金属氧化物、硫化物和磷化物的理
论电压较低，比较适合作为负极材料。
1.3.2.4.1 氧化物
金属氧化物在锂离子电池中展现了比其理论容量更高的比容量，得到了广泛
的研究。最近，一系列金属氧化物，例如Co3O4[201-202]，Fe2 O3[203-204]，CuO[205-206]，
NiO[207]和MnO[208-209]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其储钠反应机理如下：

MO x + 2 xNa + + 2 xe- ↔xNa 2O + M

(1-6)

尽管对于金属氧化物的储钠性能研究较多，但是其储钠容量远低于其储锂容
量。以Co3O4 和Fe2O3为例，1D Co3 O4 @碳纳米线在锂离子电池中首次可逆容量为
768 mAh g-1，然而其在钠离子电池中首次可逆容量仅377 mAh g -1 [210]。Kong等 [203]
合成了2D Fe2O3 /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其首次储锂储钠容量分别为1238和402
mAh g -1。He等 [200]比较了NiO储锂储钠的反应动力学,发现在初始嵌钠过程中，在
NiO周围会形成Na2 O层，该Na2 O会阻止进一步的嵌钠反应，而在嵌锂过程中，NiO
晶格由于Li的反向缺陷而有利于进一步的嵌锂(图1-17)。尽管金属氧化物的储钠容
量远低于 储锂容量，其嵌钠电位要低于嵌锂电位，这使得他们更适用于作为钠离
子电池负极。虽然金属氧化物的储钠容量远低于其理论值，但将其与碳基材料复
合可有效提高其反应动力学和材料导电性 [211-212]。Komaba等 [213]通过将Fe2 O3与石
墨烯复合，得到Fe2 O3/石墨烯复合材料，在1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其可逆容量可达
535 mAh g -1，且200次循环后容量保持率为75 %。Chen等 [214]通过气相喷射技术制
备了多孔γ-Fe2O3/C纳米复合材料，该材料在200 mA g-1电流密度下显示了740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且在2 A g -1电流密度下，1400次循环后仍具有358 mAh g -1的可逆

比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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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a）NiO在锂离子电池组0.1 C下的充放电曲线图。NiO电极在（b）嵌钠，（c）
嵌锂过程中ab方向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图。
（d）NiO在嵌锂嵌钠过程中不同反应模型图[200]。
Figure 1-17. (a) First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NiO electrodes for Na and Li half cells at
0.1C. The ab initio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b) sodiated and (c) lithiated NiO
electrode surfaces at 10 ps, showing the formation of Li/Na antisite defects in NiO. (d)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different reaction modes for sodiation and lithiation of the NiO
electrodes.
除以上过渡金属氧化物外，主族金属氧化物如SnOx[215] ，SnO[216] ，SnO2[217] ，
Sb2O4[218]，和Sb2O3[219]在钠离子电池中也进行了研究。此类金属氧化物在发生转化反
应后，生成的金属单质会继续与Na发生合金化反应，具体反应机理如下：

MO x + 2 xNa + + 2 xe- ↔xNa 2O + M
+

-

xNa 2O + M + yNa + ye ↔xNa 2O + Na y M

（1-7）
（1-8）

类似于过渡金属，这些锡氧化物的可逆比容量也远低于相应的理论容量，即使通
过纳米结构优化[220-221]。锡氧化物及其复合材料的放电比容量介于300至600 mAh g-1之
间，其低容量与其不完全合金化反应有关。Su等[222]合成了SnO微球，并对其电化学行
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SnO通过转化反应生成Sn和Na2O，其中Sn发生不完全合金化
反应，导致形成最终产物是NaSn2而不是Na3.75Sn。与锡氧化物类似，氧化锑(Sb2O3)的
可逆容量比其理论容量要低得多，甚至不如纯Sb理论容量高.例如，纯Sb2O3电极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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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g-1电流密度下仅具有509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研究发现，在初始转化反应后，
形成的Sb与钠反应形成NaSb而不是Na3Sb[223]。尽管金属氧化物的反应机理得到了更深
入的理解，其电化学性能的改进仍然有限[224-225]。
1.3.2.4.2 硫化物
与氧化物相比，金属硫化物的理论比容量更低，氧化还原电位更高，但是由于其
具有更好的反应动力学，金属硫化物通常比氧化物具有更高的可逆比容量。目前，一
系列金属硫化物在钠离子电池中得到研究，例如FeS[229]，CoS[230]，Co3S4[231]，Co9S8[232]，
NiS[233]，MnS[234]，CuS[235]，FeS2[236]）等。Cho等[226]设计合成了1 D多孔Fe2O3和FeS纳
米线，并对其电化学行为进行了比较。如图1-18 a-c，在0.5 A g-1相同的电流密度下，
FeS纳米线可逆容量高达456 mAh g-1并具有81 %的首次库仑效率（ICE），而Fe2O3纳
米线的容量只有328 mAh g-1，首次库伦效率仅62 %。尽管FeS的理论电压（1.33 V）高
于Fe2O3（0.66 V），但FeS实验电压对应的容量与Fe2O3相似，说明FeS具有更小的极化
和更好的反应动力学。与FeS类似，CoS也具有很好的初始可逆容量、库仑效率（CE）
和循环稳定性。通过热解含Co的MOF材料得到的1 D CoS/C复合材料在5 A g-1电流密
度下，1000次循环后仍具有504 mAh g-1可逆容量（略低于其理论值589 mAh g-1）。对
其循环后的形貌进行研究，发现200次循环后形貌基本保持了原始结构（图1-18 e）。
为了改善其反应动力学，各种具有不同纳米结构的硫化物被报道，在钠离子电池中大
都具有较高的可逆比容量和优异的倍率性能[227]。
除了一硫化物，层状结构的二硫化物（MS2，M=Mo,W, Ti, Nb和V）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MoS2[237]。MoS2为二维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通过
范德华力相连，其较大的层间距有利于钠离子的可逆脱嵌（MoS2 + xNa ↔ NaxMoS2）。
值得注意的是，当超过1.5个钠离子嵌入二硫化钼（x 1.5）层间，其开始发生转换反
应，分解产生Na2S和金属Mo[228]（图1-18 f，g）。转换反应发生后，即使充电到3.0 V，
二硫化钼晶体结构也不能完全恢复。其储钠机制如下：

MS x + xNa + + xe- ↔ Na x MS (below 0.4 V vs. Na +/Na)

（1-9）

Na x MS2 + (4 - x )Na + + (4 - x )e- ↔2Na 2S + M

（1-10）

MS2 + (4 - x)Na + + (4 - x)e- ↔2Na 2S + M

（1-11）

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主要面临着电子导电性差的问题，同时，其充放电过程中的较
大的体积膨胀容易导致材料的粉化和脱落，从而引起容量的快速衰减。通过合成单层或
少层的MoS2纳米薄片能增强材料导电性，改进Na+扩散，减小材料的体积膨胀，从而提
升其电化学性能。Wang等[238]通过超声剥离法制备了厚度为10nm左右的MoS2纳米薄片，
该材料展现了比未剥离材料更优异的电化学性能。Yao等[239]采用PEO扩大MoS2层间距，
有效改善了Na+扩散，从而提升其电化学性能。除此之外，通过与碳基材料复合也能很
好的改善MoS2材料的导电性，抑制其体积膨胀，改善其扩散动力学。Kang等人[240]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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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法制备了MoS2/C/石墨烯中空微米球，该材料在0.2 A g-1电流密度下，可逆比容量高
达573 mAh g-1。乔世章课题组[241]通过将多孔MoS2纳米球负载于多壁碳纳米管上，极大
的改进了其电化学性能，在2 A g-1电流密度下，1000次循环后仍具有416 mAh g-1的可逆
比容量。作者认为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源于碳纳米管的加入可有效提高电子导电性。

图1-18.（a）Fe2O3和（b）FeS纳米纤维的扫描电镜图。（c）Fe2O3和FeS 纳米纤维的首次
充放电曲线图[226]。（d）CoS/C纳米棒的合成示意图。（e）CoS/C电极在0.5A g-1下的充放
电曲线图（插图为CoS/C电极在200次循环后的TEM和HRTEM图）[227]。（f）商业化MoS2
在嵌钠过程中的首次放电曲线图。
（g）商业化MoS2在嵌钠过程中的非原位XRD图谱[228]。
Figure 1-18.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mages of (a) Fe2O3 and (b) FeS nanofibers,
as well as (c) the initial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the Fe2O3 and FeS nanofibers electrodes. (d)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synthesis process for the CoS/C nanorods, and (e) discharge/charge
profiles of CoS/C electrodes at 0.5 A g-1 (inset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and
high resolution TEM (HRTEM) images of the CoS/C electrodes after 200 cycles). (f) Initial
discharge potential profile of Na intercalation into commercial MoS2, and (g) the corresponding
ex situ XRD patterns (with the numbers on the right of (g) the capacity (mAh g-1) of the
intercalated Na in MoS2 as shown i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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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 = Sn，Sb，Bi时，金属硫化物一般具有转换反应和合金化反应相结合的反应
机理。例如，SnS通过这两种反应得到最终产物（Na2S和Na15Sn4），具体反应过程如
下：

SnS + 2Na + + 2e- ↔ xNa 2S + Sn

（1-12）

Sn + 3.75Na+ + 3.75e- ↔ Na 3.75Sn

（1-13）

SnS具有1022 mAh g-1的理论比容量，远高于金属Sn（847 mAh g-1），与SnO相比，
SnS具有更好的反应动力学[242]。通过电极结构的设计，SnS在低电流下具有900 mAh g-1
的可逆比容量[243]。Chao等[244]合成了石墨烯泡沫支撑的蜂窝状SnS，在30 mA g-1电流密
度下具有1147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同样，Sb2S3/石墨烯复合材料在50 mA g-1电流密
度下也展现了750 mAh g-1的高比容量[245]。
1.3.2.4.3 磷化物
金属磷化物具有理论比容量高，电压平台低等优点，是很具潜力的高性能钠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目前报道的金属磷化物主要有：FeP[246]，CoP[247]，CuP2[248]，Ni2P[249]，
NiP3[250]，Cu3P[251]和Zn3P2[252]等。与金属氧化物类似，大多数金属磷化物均存在固相扩
散动力学差，体积膨胀大等问题，导致其放电比容量远低于其理论比容量以及较差的
循环稳定性。通过纳米结构的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扩散动力学，然而就容量
而已改进效果非常有限。例如，CuP2/C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展现了550 mAh g-1的可
逆比容量，远低于其理论比容量（1281 mAh g-1）[253]。Huang等[254]合成了碳包裹的MoP
纳米棒，其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性，但在100 mA g-1电流密度下仅具有398.4 mAh g-1的
可逆比容量（理论比容量为633 mAh-1）。Sn4P3[255]，Cu4SnP10[256]等锡基磷化物在钠离
子电池中也被广泛研究。与纯锡金属相比，Sn4P3具有1133 mAh g-1的高可逆比容量，
且磷的引入能降低材料成本。在0.1A g-1电流密度下，Sn3P4/C具有比Sn/C和P/C复合材
料更高的可逆比容量[257]。Sn3P4与金属Na的转换反应是不可逆的，在首次放电过程中，
Sn3P4会发生两步电化学反应，具体如下：

Sn 4 P3 + 9Na + + 9e- → 4Sn + 3Na 3 P

（1-14）

4Sn + 15Na+ + 15e- → Na15Sn 4

（1-15）

在后续的充放电过程中，Na15Sn4与Na3P反应形成P和Sn，而不是初始的Sn3P4，具
体反应过程如下：

Na15Sn4 → 4Sn + 15Na+ + 15eNa 3 P → P + 3Na + + 3e-

（1-16）
（1-17）

目前，通过降低材料尺寸，碳包覆，优化电解液等途径，Sn4P3的电化学性能得到
很大提升。通过简单的球磨法，Xu等人[258]合成了Sn4P3-P@rGO复合材料，该材料展现
了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性能，在0.1 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810 mA g-1的可逆比容量。
更重要的是，在10 A g-1大电流下，仍保持有300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该优异的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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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主要来源于其电化学性能源于其优异的结构，Sn4P3-P颗粒嵌在石墨烯网络，可
以防止颗粒的团聚和循环过程中材料的体积膨胀。且石墨烯能有效改善复合材料的导
电性。Yin等[259]通过水热磷化法合成了还原氧化石墨烯负载超小Sn4P3（5nm）颗粒的
复合材料。得益于超小颗粒带来的增强的可逆性与石墨烯的导电网络之间的协同效应，
该材料展现了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100 mA g-1的电流密度下，100次循环后的容量保
持在656 mAh g-1。窦士学课题组[260]发现电解液对磷化物的循环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
响。通过添加5%FEC添加剂，Sn4+xP3的循环稳定性得到很大提升，100次循环后容量
保持率为92.6%，远优于为加入添加剂时的电化学性能。该性能的提升主要源于FEC添
加剂有利于SEI膜的形成以及稳定，因此有效的抑制了材料循环过程中的体积膨胀。
转化型负极具有理论比容量高，成本低等优势，但是其电子电导率较低，反应动
力学迟缓，而且在循环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体积膨胀，这极大的限制了其电化学性能。
特殊结构的设计以及与碳基材料复合是改善其电化学性能的有效途径。相比而言，金
属氧化物由于生成的Na2O的可逆性较差，使得其实际放电比容量远低于其理论比容量，
而金属硫化物和磷化物的放电产物可逆性由于金属氧化物，因此其放电比容量接近理
论比容量。但金属硫化物放电平台高，作为负极将影响全电池的能量密度。而磷化物
虽然放电平台低，但其首次库伦效率低的问题也严重限制了其商业化应用。

1.4 选题依据和研究内容
由于钠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在大规模储能中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然而，石墨
和硅等在锂离子电池中应用较广的材料储钠容量非常低，不适合作为钠离子电池负极。
要实现钠离子电池大规模应用，合理的设计和开发高性能负极材料至关重要。相比于
其他类型的材料，脱嵌型负极材料在循环过程中体积变化小，有利于实现高的循环稳
定性。但是很多脱嵌型负极材料普遍存在可逆比容量低以及倍率性能不佳的问题。鉴
于此，本论文从钛基和碳基等关键脱嵌型负极材料入手，通过对材料的尺寸，形貌，
晶体结构以及电子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控，极大的提升了材料的可逆比容量、循环稳定
性以及倍率性能。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探究了材料形貌结构对TiO2/C的嵌钠性能影响。采用简单的水热法合成了
TiO2纳米材料，通过对溶剂、反应时间的调控，成功得到纳米颗粒状TiO2/C、纳米棒
状TiO2/C以及管中棒状TiO2/C等不同形貌的复合材料。其中，核壳结构纳米管状TiO2/C
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最佳的电化学性能。详细研究了结构调控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2）合成了本征缺陷丰富的TiO2/C复合材料。针对TiO2材料本征导电性差、固相
离子迁移率低等问题，采用热解MIL-125（Ti）得到TiO2/C复合材料，并成功通过热解
过程中镁热还原反应将部分Ti4+还原成Ti3+。探索了缺陷的引入以及Ti4+的还原对TiO2
材料电子电导率、离子电导率以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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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了元素掺杂含量对TiO2结构以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采用简单的水解法
合成了花菜形貌的TiO2，并通过在合成过程中加入FeCl3对材料进行Fe掺杂。研究了铁
掺杂量对材料形貌，电子结构以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结合DFT理论计算结果进一步
探索了Fe掺杂对TiO2缺陷特征以及能带结构的影响。
（4）调控了TiO2材料中元素掺杂的浓度以及位置。鉴于阳离子掺杂和阴离子掺杂
均会对TiO2的能带结构有影响，但是至今仍未有人比较不同位置的元素掺杂对于TiO2
电子结构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我们通过等离子辅助掺杂法成功合成了阳离子位S掺
杂的TiO2材料。首先通过等离子体处理在TiO2表明引入缺陷丰富的无定形层，该无定
形层更有利于S在TiO2结构中的扩散，从而实现深层次的阳离子位掺杂，而未进行等
离子处理的材料主要为阴离子位S掺杂。同时，等离子体处理后，S掺杂浓度也大大提
升。通过实验结果结合DFT理论计算结果探索了增加S掺杂浓度以及改变硫掺杂位置
提升TiO2储钠性能的机制。
（5）设计了一种调控氮掺杂的碳材料中氮类型的方法。氮掺杂的碳材料中氮的类
型是决定其电化学性能的关键，但实现高浓度活性吡啶氮目前仍是一个难题。基于暴
露的边缘碳对吡啶氮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我们设计合成了具有大量暴露的边缘碳的3D
蜂窝状结构，并通过磷掺杂对氮掺杂的碳材料的电子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控，实现
了吡啶氮含量的提升。通过3D蜂窝状结构的设计以及氮类型的调控，吡啶氮丰富的碳
材料的可逆比容量以及倍率性能得到了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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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实验方法
2.1 实验主要化学试剂及仪器设备
实验过程中使用到的仪器设备和主要化学试剂分别如表2-1和表2-2所示。
表2-1 实验主要仪器
Table 2-1 Equipment used in experiment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电子分析天平

Mchugh Electronic

Mchugh Electronic

超声探针

BRANSON

Ultrasonics Corporation

真空干燥箱

DZF-6020

合肥科晶

电热鼓风干燥箱

BPG-7032

合肥科晶

管式炉

VTF40/12

Labec

超级净化手套箱

Labmaster

MBRAU

X射线衍射仪

D8-Advance

Bruker

扫描电子显微镜

NanoSEM230

JEOL Ltd

透射电镜

Titan3 G2 60-300

FEI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微机差热天平

STA 449C

Netzsch

比表面积测试仪

Mictomertitics TriStar II

Micrometrics Instrument
Corporation

电化学工作站

CHI660D

上海辰华

充放电测试仪

Neware

深圳新威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LabRAM Aramis

HORIBA Jobin Yvon

高速离心机

Avanti JXN-26

Beckman coulter

紫外光谱

UV-2450

SHIMADZU

四探针测试仪

RTS-9

广州四探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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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实验主要化学试剂
Table 2-2 The main chemical reagents used in experiment
实验试剂

化学式

纯度

生产厂家

硫酸氧钛

TiOSO4

99.9%

国药

钛酸四丁酯

Ti(OC4H9)4

98%

国药

对苯二甲酸

C8H6O4

99%

阿拉丁

N, N-二甲基甲酰胺

Li(OH)·4H2O

99.9%

Sigma-Aldrich

镁粉

Mg

99.9%

天津光复化工

四氯化钛

TiCl4

99.9%

国药

三氯化铁

FeCl3

99.9%

国药

二硫化碳

CS2

99.9%

Sigma-Aldrich

苯乙烯

C8H8

99.9%

Sigma-Aldrich

丙烯酸

C3H4O2

99.9%

Sigma-Aldrich

C4H11NO3.HCl

99.5%

Sigma-Aldrich

盐酸多巴胺

C8H12ClNO2

99.9%

Sigma-Aldrich

次亚磷酸钠

NaH2PO2

99.9%

Sigma-Aldrich

科晶黑

C

99.9%

Sigma-Aldrich

聚偏氟乙烯

(H2C=CF2)n

99.9%

Sigma-Aldrich

高氯酸钠

NaClO4

99.9%

Sigma-Aldrich

N-甲基吡咯烷酮

C5H9NO

99.9%

Sigma-Aldrich

无水乙醇

CH3CH2OH

99.9%

市售

无水甲醇

CH3OH

99%

市售

丙三醇

C3H8O3

99.9%

Sigma-Aldrich

乙醚

C4H10O

99.9%

Sigma-Aldrich

碳酸丙烯酯

C4H6O3

99.9%

Sigma-Aldrich

碳酸乙烯酯

(CH2O)2CO

99.9%

Sigma-Aldrich

碳酸二甲酯

(CH3O)2CO

99.9%

Sigma-Aldrich

氟代碳酸亚乙酯

C3H3FO3

99.9%

Sigma-Aldrich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盐酸
盐

2.2 材料表征技术
2.2.1 X 射线衍射分析
X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 XRD）分析即通过分析由X射线照射得到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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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来得到材料组分，结构和形态等相关信息。其原理是基于Brag公式：2dsin=n，利
用已知波长的X射线测量角，计算晶面间距d。
2.2.2 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
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表征主要通过对高能电子
束在材料表面激发出的物理信息进行收集、放大和显示成像来获得样品表面的形貌特
征。SEM表征是目前最常用的表征材料形貌的手段之一。
2.2.3 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
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的工作原理主要基于
高压加速和聚集的电子束打到超薄的样品上会与样品中的原子发生碰撞，从而改变电
子束的方向，发生立体角散射。散射角的大小由样品的密度、厚度等因素决定，散射
角的不同会形成明暗不同的影像。 通过将影像放大、聚焦在成像器件上，可以将样品
的形貌显示出来。
2.2.4 X 射线光电子能谱表征
X射线光电子能谱（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用的原理是用X射线
照射所要分析的材料，通过测量材料表面1-10 nm范围内逸出电子的能量，得到X射线
光电子能谱。X射线光电子能谱能准确测量原子内层电子束缚能以及化学位移，提供
元素组成，含量，分子结构，原子价态，化学态以及化学键等相关的信息。
2.2.5 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
根据测量分子内部原子间的相对振动和分子转动等信息可以得到红外吸收光谱。
红外光谱峰位置，强度和形状可提供分子官能团或化学键的特征振动频率等信息，进
而计算出热力学函数和化学成分组成。
2.2.6 拉曼光谱分析
以拉曼（Raman）散射效应为工作原理，通过对与入射光频率不同的散射光谱进
行分析，可以得到分子结构内的振动和转动信息，从而对分子结构进行分析。该法对
纯定性分析，高度定性分析和测定分子结构等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2.3 电化学性能测试
恒电流充放电测试采用的深圳新威充放电测试仪，充放电电压范围根据不同的材
料不同。采用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得到循环伏安（CV）曲线。交流阻抗测试
（EIS）采用普林斯顿电化学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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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TiO2/C 复合材料的形貌调控及其嵌钠性能研究
3.1 前言
钠离子电池由于其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等优点，在大规模储能中具有很大的应用
前景。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合成高容量、高倍率钠离子电池电极
材料[261-262]。在一系列负极材料中，TiO2由于具有理论比容量高（335 mAh g−1），合
适的嵌钠电位（0.7 V），在钠离子嵌入/脱出过程中体积变化小以及合适的钠离子扩散
通道等优点在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中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63]。目前，不同晶型的
TiO2均得到了大量研究，例如：非晶型[264]、锐钛矿型[94, 265]、金红石型[266]以及板钛矿
型[267]等。然而，其本征导电性差以及迟缓的Na+扩散动力学极大地限制了其储钠性能。
在一系列改性手段中，将材料纳米化或者合成特定形貌的材料能有效改进Na+扩
散动力学。通过简单的将TiO2纳米化，锐钛矿型TiO2在36.85 mA g−1电流密度下容量由
125提升到135 mAh g−1[268]。通过调控纳米尺寸TiO2的形貌能进一步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例如TiO2纳米线和纳米方块展现了比纳米颗粒更优越的电化学性能[265, 269]。然而，由
于TiO2本征导电性差，即使其离子扩散得到了一定的改进，其倍率性能仍无法达到应
用要求。通过将TiO2与碳基材料复合能有效的改进其导电性，从而提升其倍率性能。
Zhang等[270]合成了氮掺杂的碳包覆的蛋黄结构的TiO2，该材料在20 C（6700 mA g−1）
大电流下仍展现了115.9 mAh g−1的高放电比容量。由以上可知，通过将特殊形貌设计
与碳基质复合相结合能有效的改进TiO2的电化学性能。
在一系列纳米形貌中，一维（1 D）纳米结构，包括纳米棒、纳米管、纳米线在各
种应用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271-272]。特别是复杂的一维管中管，管中棒，和线管状纳
米结构在钠离子储能方面展现了优异的性能。在这些纳米结构中，其中空的内部结构
填充满电解质，增强了电极材料与电解液的浸润，大大缩短了Na+扩散路径[273-274]。通
过将壳层功能化能进一步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基于以上分析，在本章中我们通过对水热反应过程中溶剂和反应时间的调控合成
了TiO2纳米颗粒，TiO2纳米棒以及管中棒状TiO2，并研究了不同形貌对其电化学性能
的影响。并通过将表面吸附溶剂碳化，得到了均匀的原位包覆碳层。其中核壳结构管
中棒状TiO2具有最大的比表面积和最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该结构由纳米棒构成核，纳
米管构成壳，且该壳层由二维纳米片堆叠而成。该独特的结构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有利于材料与电解液之间充分的接触，且表面的纳米片结构进一步增大了材料的比表
面积，缩短了Na+扩散路径。该结构具有很好的结构稳定性，能抑制循环过程中材料的
体积膨胀和团聚，原位包覆的碳层提升了材料的导电性，改进了材料的大倍率性能。
当用作钠离子电池负极，核壳结构管中棒状TiO2/C在50和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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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容量分别为277.5和153.9 mAh g−1。同时，该材料展现了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在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14000次循环容量保持率接近100 %，该性能优于大多数报道的
TiO2/C复合材料。该工作说明形貌调控和优化是提升TiO2电化学性能的有效手段。

3.2 实验方法
3.2.1 材料制备
不同形貌TiO2/C复合材料的合成。所采用原材料均为分析纯级，未经进一步纯化。
在典型的过程中，将甘油、乙醇和乙醚按体积比为1:2:1配成混合溶剂，再在混合溶剂
中加入1.0 g TiOSO4。搅拌0.5 h后，将混合悬液转入100 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高压釜
中，在120 ℃下溶剂热24小时。将制备好的沉淀物离心分离，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洗涤
多次，然后在80℃下真空干燥12小时。将得到的产物在700 ℃的Ar/H2气氛中煅烧2h，
升温速率为5℃ min-1，得到管中棒状TiO2/C复合材料（命名：TiO2/C HRTs）。作为对
比, 通过调节溶剂得到了不同形貌的TiO2/C复合材料。其中，采用乙醇和乙醚（体积
比为2:1）为溶剂，按照上述同样的条件反应得到碳包覆的TiO2纳米棒（命名：TiO2/C
NRs），按照上述方法，仅采用乙醇为溶剂制备了碳包覆TiO2纳米颗粒（命名：TiO2/C
NPs）。为了研究管中棒状TiO2的形态演变过程，我们通过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对不
同水热反应时间的中间产物（1，6，24，36 h）进行了分析。
3.2.2 材料表征
采用粉末x射线衍射（XRD）（DX-2700, Haoyuan x射线衍射仪，CuKα，λ=1.5418
Å）对样品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原位XRD实验在阿贡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加速器上
进行（11-ID-D，λ=0.799898 Å）。热重分析（TG）（HCT-1，HENVEN，Beijing）在
空气中进行，升温速率为10 ℃ min-1，测试范围为室温到800 ℃。采用SSA-4200进行
比表面积测试，基于Brunauer-Emmett-Teller（BET）对比表面积进行计算。Raman光谱
通过LabRAM Aramis（HORIBA Jobin Yvon）光谱仪进行采集。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
通过ESCALAB 250光谱仪采集（AlKα，1486.6 eV），并通过C1s结合能（284.8 eV）
进行校准。样品的形貌通过扫描电镜（SEM）（NanoSEM230，透射电镜（TEM）和
高分辨率透射电镜（HRTEM）（泰坦G2 60-300）进行分析。电子电导率通过直接四
点探针测得 (RTS-9，广州)。在测量之前将0.2 g试样在15 MPa的压力下压缩成直径1.2
cm的圆盘。
3.2.3 电化学测试
采用CR2016扣式电池对样品电化学性能进行测试，电池的组装在 Ar填充的
MIKROUNA手套箱中进行。将活性物质、粘结剂聚偏二氟乙烯（PVDF）和导电剂
（Super P）按质量比80:10:10混合均匀，再加入到N-甲基-2-吡咯烷酮（NMP）溶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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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成浆料，再将浆料涂敷在Cu箔集流体上。将涂有样品的Cu箔在100℃真空干燥箱
中烘干，再切成圆形电极片。每个电极上活性物质的质量负荷大约为1.5 mg cm-2。以
Na金属为对电极、1 mol L–1 NaClO4溶解在体积比为1：1的碳酸乙酯（DEC），碳酸乙
基甲酯（EC）溶剂中，并添加5 %氟代碳酸亚乙酯（FEC）添加剂作为电解液，活性
材料作为正极，玻璃纤维作为隔膜组装成CR2016电池。恒流充电/放电测试在Neware
充放电测试仪上进行，电压区间为0.01-3.0 V（vs. Na+/Na）。CV测试在CHI660e电化
学 站 （ Shanghai Chenhua ， China ） 上 进 行 。 电 化 学 阻 抗 谱 由 普 林 斯 顿 工 作 站
（PARSTAT2273，EG&G，US）测得，频率范围为100 KHz到10 mHz。在测试之前，
每个电池均充电到0.8 V，并恒压2小时。

3.3 结果与讨论
图3-1 a为所制备的TiO2/C HRTs、TiO2/C NRs、TiO2/C NPs样品的X射线衍射
（XRD）图。由图可以看出，三个样品均为锐钛矿TiO2（JCPDS No. 21-1272）和金
红石TiO2 （JCPDS No. 21-1276）的混合相，其中金红石相TiO2的衍射峰强度较高，
说明材料以金红石相为主。与TiO2/C NRs和TiO2/C NPs相比，TiO2/C HRTs的衍射峰
发生明显的宽化，表明TiO2/C HRTs样品的晶粒尺寸更小。较小的微晶尺寸有利于
降低晶界散射，提高材料的电导率，提升材料电化学性能 [275]。制备的样品的拉曼
光谱（Raman）如图3-1 b所示，在153.1 cm-1处的弱峰归因于锐钛矿TiO2的Eg振动模
式。在244.8，418.4和607.6 cm-1的峰分别对应金红石型TiO2的B1g、Eg和A1g振动模
式 [276]。显然，金红石相的峰值强度（607.6 cm−1）远高于锐钛矿型（153.1 cm−1），
再次表明金红石相为主相。此外，在1351.4 cm –1和1594.5 cm−1处可以观察到两个典
型的碳材料D带和G带。D带在1351.4 cm–1处，对应无序sp2碳，G带位于1594.5 cm−1，
对应碳材料的石墨化程度 [277]。TiO2/C HRTs、TiO2/C NRs和TiO2/C NPs的IG/ID分别
为0.89、0.85、0.83，表明TiO2/C HRTs中碳材料的石墨化程度更高，有利于提高材
料的导电性。热重（TG）结果表明TiO2/C HRTs、TiO2/C NRs和TiO2/C NPs的碳含
量分别为6.9 %，1.8 %和0.6 %。由于我们在实验合成的过程中并未加入额外的碳源，
因此材料中的碳主要是由于在溶解热过程中，材料与溶剂之间的键合作用，使得溶
剂吸附在材料表面，再在高温下惰性气氛中碳化所得。
图3-1 d-f分别为所得样品得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图。如图，三个样品的氮气吸
附-脱附等温线在高压下均存在明显的滞后回路，表现出典型的朗缪尔IV型特征。
其中，TiO2/C HRTs的比表面积高达336.4 m2 g−1，要远高于TiO2/C NRs（152.8 m2
g−1）和TiO2/C NPs（38.9 m2 g−1）。TiO2/C HRTs超高的BET比表面积主要源于其独
特的管中棒结构，在稍后将详细讨论。在TiO2/C HRTs的孔径分布图中，3.2-4.0 nm
范围内相对狭窄的孔隙主要对应样品颗粒之间的间隙，10-15 nm之间的介孔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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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其独特的管中棒结构 [278]。该高比表面积可以提供更多的钠储存场所，容纳循
环过程中产生应变/应力，改善电极/电解质接触，这些因素有望显著改善TiO2/C
HRTs的电化学性能 [279]。

图3-1. TiO2/C HRTs，TiO2/C NRs，和TiO2/C NPs的（a）XRD图谱，（b）Raman光谱
以及（c）TG曲线。（d）TiO2/C HRTs，（e）TiO2/C NPs和（f）TiO2/C NRs的N2吸附
-脱附曲线（插图为对应的孔分布曲线）。
Figure 3-1. (a) XRD patterns, (b) Raman spectra, and (c) TG curves of TiO 2/C HRTs,
TiO2/C NRs, and TiO2/C NPs.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d) TiO 2/C
HRTs，(e) TiO2/C NPs (f) TiO2/C NRs (inset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BJH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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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样品的形貌进行分析（图3-2）。当只使用乙
醇作为溶剂时，TiO2/C NPs表现为纳米颗粒形貌，平均粒径为~50 nm（图3-2 a和
b）。当在乙醇中加入乙醚溶剂，TiO2变成直径~2 μm，长度~ 10 μm的微米棒（TiO2/C
NRs）（图3-2 c和d）。有趣的是，当以体积比为1：2：1的丙三醇：乙醇：乙醚作
为溶剂时，材料形成两端开口，核为微米棒，壳为微米管的特殊形貌（TiO2/C HRTs）
(图3-2 e)。放大的SEM图显示，该微米管壳层由交织的纳米片组成（图3-2 f）。透
射电子显微镜（TEM）图（3-2 g，h）进一步表明TiO2/C NPs和TiO2/C NRs的纳米
颗粒和纳米棒形貌。放大的TEM图表明，TiO2/C NRs纳米棒由尺寸大约为20 nm的
微小颗粒组成，这些微小的颗粒具有很高的表面能，倾向于集成微粒体，使总界面
能最小化 [280]。

图3-2.（a，b）TiO2/C NPs,（c，d）TiO2/C NRs和（e，f）TiO2/C HRTs的扫描电镜图。
Figure 3-2. SEM images of (a, b) TiO2/C NPs, (c, d) TiO2/C NRs, and (e, f) TiO2/C H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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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a显示了TiO2/C HRTs的管中棒状结构，其核心为直径~1 μm的微米棒，壳
为两端开口的微米管，核和壳被中空间隙分开。该微管壳层厚度大约几十纳米，壳
层由大约几十纳米的二维纳米片构成（图3-3 b）。TiO2/C HRTs的高分辨透射电镜
（HR-TEM）显示，该纳米片均由大小约10 nm的颗粒构成（图3-3 c，d）。很明显，
这些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彼此之间的接触很松散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多孔结构，可作为
钠离子储存和电子传输的通道，也有利于电解质润湿 [281]。由图3 c和图3 d可知，非
晶态碳均匀的包裹在二氧化钛纳米晶粒表面，有利于抑制二氧化钛纳米晶粒的聚集
和体积变化，提高TiO2/C HRTs的电子电导率 [282] 。单个TiO2/C HRT的环形暗场
(HAADF)图像（图3 e）以及元素mapping图像进一步证实了钛、氧和碳元素的存在
以及均匀分布(图3-3 f-h)。

图3-3. TiO2/C HRTs的（a-b）TEM图, （c-d）HRTEM图, （e）选区环形暗场图，以及
（f-h）相应的元素元素分布图。
Figure 3-3. (a-b) TEM images, (c-d) HRTEM images, (e) selected HAADF image, and (f-h)
corresponding EDX mapping images of TiO2/C HRTs.
为了探索TiO2/C HRTs管中棒状结构的演变过程，我们对其水热过程中不同反
应时间（1 h、6 h、24 h、36 h）的中间体进行了扫描电镜（SEM）和透射电镜（TEM）
表征（图3-4）。如图3-4 a、b所示，反应时间为1 h时，TiO2/C HRTs为微米棒形貌，
每一个微米棒由几根直径约400 nm的纳米棒组成（图3-4 c和d）。以上结果说明，
在反应一小时后，硫酸氧钛发生醇解生成纳米粒子，纳米粒子聚合形成纳米棒。反
应六个小时后，几根组装在一起的纳米棒形成一根表面平滑的微米棒，直径约1.5
μm，在这个阶段，微米棒开始出现核壳分离（图3-4 e-h）。24小时后，管中棒状结
构形成，微管壳层变成表面粗糙的二维纳米片，核心纳米棒直径减小，在核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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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空空隙（图3-4 i-l）。图3-4m-p中可以观察到这种独特的管中棒结构在36小
时后消失，外壳进一步生长，变得更加粗糙，内部微米棒完全消失，形成一个中空
的微米管结构。

图3-4.不同溶剂热时间得到的产物的SEM和TEM图（a-d）1 h，（e-h）6 h,（i-l）24 h,
（m-p）36 h。
Figure 3-4. SEM and TEM images of samples after solvothermal times of (a-d) 1 h, (e-h) 6
h, (i-l) 24 h, and (m-p) 36 h.
通过上述分析，该管中棒状结构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结为著名的不对称奥斯特瓦
尔德熟化过程 [283]。如图3-5所示。在早期，TiOSO4和乙醇之间发生醇解反应形成纳
米颗粒，随后，这些纳米粒子聚集成固体微粒，固体微粒表面含有大量可水解配体
(如甘油氧基和乙氧基)，纳米颗粒的聚集能减少总界面能 [284]。随着反应的继续，固
体微粒表面的可水解配体与乙醚之间发生反应，导致表面团簇的溶解和重排 [285]。
在这个过程中，纳米片以溶解核心材料为代价形成和生长，导致管中棒结构的形成，
待核心棒完全消耗殆尽，管中棒结构变为中空结构(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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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管中棒结构形成示意图。
Figure 3-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rod-in-tube structure.
为了研究形貌对TiO2材料储钠性能的影响，我们对TiO2/C HRTs、TiO2/C NRs、
TiO2/C NPs复合材料的储钠性能进行了研究。如图3-6 a所示，在50 mA g−1电流密
度下，TiO2/C HRTs具有520.1 mAh g−1的首次放电比容量和55.9 %的首次库伦效率，
远高于TiO2/C NRs（445.3 mAh g−1和43.1 %）（3-6 b）和TiO2 /C NPs（404.9 mAh
g−1和40.3 %）（3-6 a）。如图所示，在首次放电过程中，所有样品均在1.25 V附近
存在一个不可逆放电平台，主要归因于SEI膜的形成和不可逆的Na+嵌入 [286]。在充
放电过程中，所有样品均展现出典型的TiO2 嵌钠曲线特征。由充放电曲线可知，
TiO2/C HRTs具有更高的首次库伦效率和可逆容量，且在后续循环过程中具有更佳
的循环稳定性，这主要得益于其均匀包覆的碳层提升了材料的导电性，使得钠离
子嵌入脱出可逆性增强。其次，其特殊的结构更有利于电解液浸润，提升了钠离
子扩散动力学。150次循环后，TiO2/C HRTs仍具有242.5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
而 TiO2/C NRs 和 TiO2/C NPs 仅 具 有 164.8 和 151.3 mAh g−1 的 放 电 比 容 量 ， 表 明
TiO2/C HRTs具有显著增强的钠储存能力（图3-7 a）。图3-7 b显示了所有样品在
200 mA g–1电流密度下，800次循环过程中的循环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TiO2/C
NRs和TiO2/C NPs在前期循环过程中容量呈现增加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电化学活化
过程，在250个循环时，容量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80.1 mAh g−1和147.6 mAh g −1 。
TiO2/C HRTs的活化过程大大缩短了，且放电比容量极大提升（246.8 mAh g −1），
表明其具有增强的Na+ 嵌入/脱出动力学。在随后的循环过程中， TiO2/C NRs和
TiO2/C NPs逐渐降低到115.9 mAh g −1和90.8 mAh g −1，而TiO2/C HRTs容量保持在
250 mAh g−1。以上结果说明，该独特的结构，更小的晶粒尺寸以及均匀的碳层之
间的协同作用提升了材料的导电性和扩散动力学从而提升材料的放电比容量和循
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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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a）TiO2/C HRTs，（b）TiO2/C NRs和（c）TiO2/C NPs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
的充放电曲线图。
Figure 3-6.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a)TiO2/C HRTs, (b) TiO2/C NRs, and (c) TiO2/C
NPs at 50 mA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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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TiO2/C HRTs，TiO2/C NRs和TiO2/C NPs在（a）50 mA g−1和（b）200 mA g−1电
流密度下的循环性能图。
Figure 3-7. Cycling performance of TiO2/C HRTs, TiO2/C NRs, and TiO2/C NPs at the
current density of (a) 50 mA g−1 and (b) 200 mA g−1.
图3-8 a比较了所合成材料的倍率性能。TiO2/C HRTs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放电
比容量为277.5 mAh g−1，对应着约0.78 Na+插入。在100、200、500、1000、2000、5000
和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该材料分别具有249.8、225.6、210.3、191.9、168.6、141
和125.2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当电流密度恢复到50 mA g−1，容量恢复到270.8 mAh
g−1，接近于它的初始值。TiO2/C NRs和TiO2/C NPs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的可逆容量
分别为207.9 mAh g−1和162.3 mAh g−1，在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其容量迅速下降
至38.8 mAh g−1和23.2 mAh g−1。从图3-8 a可以看出，通过形貌调控以及碳层的修饰，
TiO2/C HRTs的倍率性能显著提高。图3-8 b为TiO2/C HRTs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
曲线图。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倍率下该材料在0.8 V左右的平台保持稳定，且曲线形
状保持良好。通过四探针测得TiO2/C HRTs、TiO2/C NRs和TiO2/C NPs的电子电导率分
别为2.68×10–4，4.91×10–5和2.93×10–7 S cm–1。根据电化学阻抗（图3-8 c）结果可知，
TiO2/C HRTs较其他两个材料具有更小的界面电荷传递阻抗以及固相扩散阻抗，说明
TiO2/C HRTs高的比表面积以及表面均匀包覆的碳层使得材料具有更强的电子电导率
。此外，管中棒结构的高比面积使TiO2充分暴露于电解液中，更有利于离子扩散和

[287]

电子输运，提升的电子导电性与快速离子扩散相结合是TiO2/C HRTs倍率性能提升的
主要原因。据我们所知，TiO2/C HRTs的倍率性能要优于很多二氧化钛基材料，包括石
墨烯修饰二氧化钛微球[288]，碳包覆橄榄状锐钛矿TiO2纳米粒子[289]、锐钛矿TiO2纳米
方块[265]、松果状锐钛矿TiO2/C[290]，TiO2/碳空心球[291]和氮掺杂的碳包覆蛋黄状TiO2[292]
（图3-8d）。我们进一步研究了TiO2/C HRTs的长循环稳定性。如图3-8 e所示，在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经过几百次活化过程后，其可逆容量达到153.9 mAh g−1，并在后
续14000次循环过程中基本保持稳定，显示出优越的循环稳定性。其库仑效率经过几十
次循环后达到98.8 %，之后几乎一直保持在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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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a）TiO2 /C HRTs，TiO2 /C NRs和TiO 2 /C NPs的倍率性能图。（b）TiO2 /C
HRTs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图。（c）TiO2 /C HRTs，TiO 2 /C NRs和TiO2 /C
NPs的电化学阻抗图。（d）TiO2 /C HRTs与报道的材料的倍率性能对比图。（e）
TiO2 /C HRTs在5000 mA g −1 电流密度下，14000次循环过程中的循环性能和库伦
效率图。
Figure 3-8. (a) Rate performances of TiO 2 /C HRTs, TiO 2 /C NRs, and TiO 2 /C NPs; (b)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TiO 2 /C HRTs at different rates; (c)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of TiO 2 /C HRTs, TiO 2 /C NRs and TiO 2 /C NPs; (d)
comparison of rate capability of TiO2/C HRTs with previously reported TiO 2 and
TiO2 /C composites with various morphologies; and (e) cycling performance and
coulombic efficiency of TiO 2 /C HRTs at 5000 mA g −1 over 14,000 cycles.
为了进一步了解TiO 2 /C HRTs性能提升的根本原因。我们将不同溶剂下反应
得到的材料在空气下煅烧，除去了材料中的碳。由图3-9结果可知，在200 mA g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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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密度下，除碳后的TiO2 HRTs较其他两个形貌的材料展现了更高的可逆比容

量，同时相较另外两个形貌的材料而言，TiO 2 HRTs在循环过程中容量呈现上升
趋势。主要是电极活化过程使得更多的TiO 2 活性位点被利用，从而提升其可逆比
容量。但是，除碳后的材料的可逆比容量相较有碳包覆的材料而言，其可逆比容
量大幅度降低。说明通过特殊形貌调控能增强材料与电解液的接触，减小钠离子
扩散距离，从而提升材料的离子电导。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碳包覆能更大程
度的提升材料的电子电导，从而实现更大的可逆比容量和更优的倍率性能。以上
结果表明，特殊形貌设计结合均匀的碳包覆更有利于实现TiO2 更优的储钠性能。

图3-9.TiO 2 HRTs，TiO 2 NRs和TiO2 NPs在200 mA g -1 的循环性能图。
Figure 3-9. Cycling performance of TiO2 HRTs, TiO2 NRs, TiO 2 NPs at 200 mA g -1
为了了解锐钛矿相/金红石相混合相的结构优势，我们通过原位XRD表征技术测
试了TiO2/C HRTs材料在0.01-3.0 V电压范围内，50 mA g-1电流密度下充放电过程中材
料晶体结构的变化。如图3-10所示，在开路电压下，XRD图谱中的衍射峰主要对应锐
钛矿相的（101）和（105）衍射晶面以及金红石相的（110）、（101）、（111）、（220）
衍射晶面（图3-10 a和b）。在首次嵌入Na+后，主要衍射峰在端电压处（0.01 V和3.0
V）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表明Na+嵌入锐钛矿相/金红石相混合相是完全可逆的（图3-10
b）。由此说明，首次循环过程中的不可逆容量损失主要来源于电解液发生的副反应，
即SEI膜的形成和电解液的分解。此外，在前两次循环过程中，主要衍射峰未发生明显
变化，说明在循环过程中晶体结构保持较好（图3-10 c）。原位XRD测试结果表明，
TiO2/C HRTs混合相在循环过程中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定性。该结果表明，TiO2/C HRTs
的高容量也可能源于其独特的结构以及较大的比表面积带来的赝电容，在接下来的分
析中我们将通过循环伏安曲线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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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a）TiO2/C HRTs在前两圈中的充放电曲线图。TiO2/C HRTs电极在（b）前两
圈循环过程中的端电位处（c）前两圈循环过程中的原位XRD图。（电压区间为0.01–
3.0 V，电流密度为50 mA g−1）。
Figure 3-10. (a) Charge-discharge profile of TiO2/C HRTs in the first two (dis)charge cycles.
In operando HEXRD patterns of TiO2/C HRTs (b) at terminal voltages during the first two
cycles and (c) during the first two cycles. Voltage range is 0.01–3.0 V and current density,
50 mA g−1.
众所周知，电极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结构稳定性，基于
此，我们对不同循环次数后的TiO2/C HRTs电极的形貌进行了测试[280]。从图3-11 a和b
可知，电极在经过不同循环次数后（第3次和第100次）其壳层上的纳米片发生轻微的
畸变，但仍能看到明显的管中棒结构。100次循环后的TEM图（图3-11 e-f）进一步展
现出良好的管中棒形貌，进一步证实了该多级结构良好的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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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TiO2/C HRTs电极在（a-b）3次循环后和（c-d）100次循环后的扫描电镜图。（ef）TiO2/C HRTs电极在100次循环后的透射电镜图。
Figure 3-11. SEM images of TiO2/C HRTs electrode after (a-b) 3 cycles and (c-d) 100 cycles;
(e-f) TEM images of TiO2/C HRTs electrode after 100 cycles.
为了阐明TiO2/C HRTs超高速率性能的原因，我们测试了TiO2/C HRTs在不同扫速
下的循环伏安曲线。当扫描速率为0.2 mV s−1时，TiO2/C HRTs在首次循环过程中约1.1
V处出现一个宽峰，该峰在随后的扫描中消失，主要对应着首次SEI膜的形成和不可逆
的Na+插入（图3-12 a）[290]。第一次扫描后，在0.73/0.83 V处出现一对阴极/阳极峰，对
应着Na+插入/脱附过程。该氧化还原峰之间的电位差小于0.1 V，说明该电极具有较好
的可逆性。当扫描速率从0.4 mV s−1增加到4 mV s−1（图3-12 b），再到100 mV s−1（图
3-12 c）的过程中，该材料的氧化还原峰形状保持良好，说明随着扫速增大材料极化较
小，Na+嵌入/脱出具有良好的可逆性。通过不同扫速的循环伏安曲线，作扫速与峰电
流的对数曲线，发现TiO2/C HRTs的峰值电流和扫速的对数之间呈线性关系（图3-12
d）。在扫速小于4 mV s−1时，直线斜率为0.832，表示该过程主要是电容控制过程，有
助于超快钠的储存过程，这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纳米结构和较大的表面积[290]。当扫速
大于4 mV s−1时，直线斜率为0.569，说明TiO2/C HRTs在高扫速下，Na+存储行为转化
为扩散控制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知，TiO2/C HRTs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和速率性能主要源于以下
几种因素的协同作用：（1）该管中棒结构具有丰富的孔隙和较大比表面积，可以大大
缩短Na+扩散路径，促进电解液的渗透；（2）该结构具有超高的结构稳定性，增强了
材料的循环稳定性；（3）原位形成的均匀碳层大大提高了材料的电子电导率，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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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抑制TiO2在循环过程中的团聚和体积膨胀，提升了材料的倍率性能。

图3-12.TiO2/C HRTs在不同扫速下的循环伏安曲线：（a）0.2 mV s−1，（b）0.4-4.0 mV
s−1，（c）6.0-100.0 mV s−1。（d）TiO2/C HRTs在不同扫速下的峰电流与扫速的对数关
系图。
Figure 3-12. Cyclic voltammograms at scan rates of (a) 0.2 mV s−1, (b) from 0.4 to 4.0 mV
s−1, and (c) from 6.0 to 100.0 mV s−1of TiO2/C HRTs. (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k
currents and scan rates (logarithmic scale) of TiO2/C HRTs.

3.4 本章小结
我们通过溶剂热法合成了多级结构的管中棒状TiO2/C HRTs复合材料。通过对不
同反应时间产物的形貌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该特殊形貌的形成遵循奥斯特瓦尔德熟化
机制。同时，我们通过对溶剂热过程中溶剂的调控，合成了纳米颗粒状，纳米棒状以
及管中棒状TiO2/C复合材料，并研究了形貌对电极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其中，管
中棒状TiO2/C HRTs具有最佳的电化学性能，在50和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放电容量
分别为277.5和153.9 mAh g−1，且在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14000次循环基本无容量
衰减。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主要来源于其特殊的结构，较高的比表面积（336.4 m2 g−1）
和较大的孔隙率（5-20 nm）以及原位碳层的均匀包覆。这些因素协同作用促进了TiO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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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Ts复合材料的Na+扩散动力学、提升了材料的电子电导率，使得材料具有更高的容
量、更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该工作揭示了形貌调控对电极材料电化学性能优
化的积极作用，且可以为其他电极材料的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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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缺陷引入对 MOF 衍生的 TiO2-δ/C 复合材料嵌钠性能的
影响
4.1 引言
通过上一章的研究以及文献报道，TiO2导电性差以及钠离子扩散迟缓的问题可
以通过特殊形貌的设计以及与碳材料复合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进。特别是设计具有高
比表面积和高孔隙率的材料，能增强电极材料与电解液的接触，大大缩短钠离子扩
散路径，是提升其扩散动力学的有效途径 [293]。将二氧化钛纳米粒子包裹在碳基体
中（石墨烯 [294]或多孔碳 [295]）可以有效地限制结构的应变和活性物质的聚集。此外，
碳基体可以作为一个高度导电网络，保证了电子的高效传输和电解液的润湿。因此，
将特殊形貌与碳包覆相结合在改善TiO2储钠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90]。
近年来，由有机配体和中心金属离子构成的金属有机骨架（MOFs）被广泛应
用于模板或前驱体，用于合成高度多孔的金属氧化物/碳复合材料 [296]。在惰性气体
中，有机配体的热解能产生多孔碳基体限制金属氧化物的生长。煅烧后得到的多孔
材料能有效的避免活性物质团聚，更有利于钠离子进入孔隙，从而提高材料的反应
动力学 [297]。通过热解Ti-MOF前驱体制备的松饼状TiO2/C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储锂
性能。最近，研究者对Ti-MOFs前驱体制备的TiO2/C复合材料的储钠性能进行了研
究，该材料在84 mA g-1电流密度下显示175 mAh g-1的放电容量 [277]。值得注意的是，
碳材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TiO2材料的导电性，但是TiO2和碳材料之间很难形
成键合作用，因此碳材料只能改进材料表明的导电性。近期研究表明，在TiO2材料
中引入缺陷能调整其电子结构，将Ti4+还原成Ti3+或引入氧空位可明显缩小TiO2带
隙从而改善其本征导电性，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298]。
因此，在本章工作中，我们通过热解MIL-125（Ti）前驱体得到了TiO2/C复合材
料，通过在热解过程中进行镁热还原，在TiO2中引入了大量氧空位，并成功将部分
Ti4+还原成Ti3+。该缺陷丰富的TiO2-δ/C复合材料（D-MTO-700）呈月饼状，其中直
径约为5 nm的TiO2-δ颗粒均匀地限制在多孔碳基体中。高孔隙率的碳基体不仅提供
了丰富的钠离子扩散通道，缩短了钠离子的扩散距离，也有效抑制了TiO2纳米晶在
循环过程中的聚集，从而改善了钠离子扩散动力学，提升了材料循环稳定性。更重
要的是，镁热还原策略可在TiO2表面和体相内引入大量的氧空位，导致更高的电子
和离子电导率。与未引入缺陷的样品比较，此缺陷丰富TiO2-δ/C复合材料具有更好
的钠储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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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方法
4.2.1 材料制备
所有化学品均为分析级且未经进一步提纯处理。其中，本文使用的试剂分别为钛
酸四丁酯（Ti(OC4H9)4，国药，纯度98 %），对苯二甲酸（C8H6O4，阿拉丁，纯度99 %），
N, N-二甲基甲酰胺（DMF，国药，纯度99.5 %），无水甲醇（CH3OH，国药，纯度
99.5 %），镁粉（Mg，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纯度99.99 %）。
（1）MIL-125（Ti）前驱体的合成
首先，按照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MIL-125（Ti）前驱体的制备。具体方法如下：3.0
g对苯二甲酸，6 mL无水甲醇，54 mL无水N, N二甲酰胺（DMF）和1.56 mL钛酸四丁
酯（Ti(OC4H9)4）混合均匀后加入100 mL的反应釜内衬内，在150℃下反应24 h。反应
结束后，反应釜冷却至室温，将得到的白色MIL-125（Ti）悬浮液用甲醇溶液抽滤洗涤
3次。最后，将收集到的粉末在65 ℃下真空干燥12 h。
（2）缺陷丰富月饼状TiO2-δ/C复合材料（D-MTO-700）的合成和月饼状TiO2/C复
合材料（MTO-X）（X = 600, 700, 800, 900）的合成
缺陷丰富月饼状TiO2-δ/C复合材料（D-MTO-700）的制备过程详细如下：首先，将
500 mg的MIL-125（Ti）和150 mg的Mg粉加入60 mL乙醇中，悬浊液搅拌0.5 h。然后
将其加热至60 ℃，继续搅拌直至溶剂完全蒸发。收集的混合粉末放置于管式炉中，在
Ar气氛下以5 ℃ min-1的升温速率在700 ℃加热2 h。待管式炉冷至室温后，将收集到
的样品浸泡于1 M的HCl中去除不稳定的镁基材料，然后过滤，用蒸馏水冲洗。最后，
在110 ℃真空烘箱中干燥获得具有丰富缺陷的TiO2-δ/C复合材料（D-MTO-700）。在镁
热还原前，我们还研究了热解温度对产物结构、形貌和比表面积的影响。另外四种
TiO2/C复合材料的制备如下：将500 mg MIL-125（Ti）前驱体在Ar气氛中，分别在600 ℃、
700 ℃、800 ℃和900 ℃下烧结2 h得到。得到的材料分别命名为MTO-X（X = 600，
700, 800, 900）。
4.2.2 材料表征
采用粉末x射线衍射（XRD）（DX-2700, Haoyuan x射线衍射仪, CuKα, λ=1.5418
Å）对样品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由Nicolet 6700 FT-IR
谱仪记录。热重分析（TG）（HCT-1，HENVEN, Beijing）测试于空气气氛中进行，
以10 ℃ min-1升温速率由室温升温到800 ℃。采用SSA-4200进行比表面积进行测试，
基于Brunauer-Emmett-Teller（BET）对比表面积进行计算。Raman光谱通过LabRAM
Aramis （HORIBA Jobin Yvon）光谱仪进行采集。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通过
ESCALAB 250光谱仪采集（AlKα，1486.6 eV），并通过C1s结合能（284.8 eV）进行
校准。样品的形貌通过扫描电镜（SEM）（NanoSEM230，透射电镜（TEM）和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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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透射电镜（HRTEM）（泰坦G2 60-300）进行分析。电子自旋共振（ESR）测量由
JES-FA200在100kHz下测得。电子电导率通过直接四点探针测得（RTS-9，广州）。在
测量之前将0.2 g试样在15 MPa的压力下压缩成直径1.2 cm的圆片。
4.2.3 电化学测试
与第三章电化学性能测试相同。

4.3 结果与讨论
首先，对合成的MIL-125（Ti）前驱体的相纯度进行了XRD的表征，如图4-1a所示，
所得前驱体的相与模拟的MIL-125（Ti）XRD图谱一致，说明得到了纯度较高的MIL125（Ti）前驱体[293]。图4-1b为MIL-125（Ti）前驱体的FT-IR光谱，存在的羧酸官能
团（1300-1800 cm-1）、苯环（700-1200 cm-1）和O-Ti-O（400-800 cm-1），进一步证明
了MIL-125（Ti）前驱体的成功合成[293]。

图4-1. MIL-125（Ti）前驱体的（a）XRD光谱和（b）红外（FT-IR）光谱图。
Figure 4-1 (a) XRD patterns and (b) FT-IR spectrum of MIL-125(Ti) precursor.
通过XRD对不同温度下煅烧Ti-MOF前驱体以及镁热还原条件下煅烧Ti-MOF前
驱体得到的五个不同TiO2/C复合材料的晶体结构进行了表征。如图4-2a所示，所有样
品的XRD图谱均为锐钛矿TiO2 (JCPDS No. 21-1272)和金红石TiO2 (JCPDS No.21-1276)
的混合相。随着煅烧温度的升高，金红石相衍射峰的相对强度逐渐增大，这主要是因
为金红石相的热稳定性较好，因此，在高温下锐钛矿相TiO2发生了向金红石相转变的
趋势。另一方面，镁热还原使D-MTO-700中金红石相的含量高于MTO-700，这主要是
镁热还原反应会放出大量的热，使得反应温度升高。而且，随着烧结温度升高， XRD
衍射峰的强度变强，说明复合材料的粒度和结晶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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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所有合成的TiO2/C复合材料的（a）XRD光谱图和（b）拉曼（Raman）光谱图。
Figure 4-2 XRD patterns (a) and Raman spectra (b) of all as-prepared TiO2/C samples.
拉曼光谱进一步分析了所有制备样品的结构和缺陷特性。如图4-2b所示，所有
样品都具有典型的锐钛矿相与金红石相混合的拉曼光谱图特征，这与XRD结果一致。
对于MTO-600, MTO-700和D-MTO-700，拉曼光谱中强度较高的峰值位于151.8 cm1

左右（Eg），表明锐钛矿相是主导相 [299]。对于MTO-800和MTO-900而言，拉曼光

谱中强度最高峰值位于417.8 cm-1（Eg），表明金红石相成为主要相 [300]。图4-2b中
放大部分表明MTO-700在151.8 cm-1（Eg）处的拉曼峰在镁热还原后向更大的波数方
向移动（D-MTO-700，155.9 cm-1），Eg峰的蓝移可能与氧缺陷的增加有关，这可能
大大提高TiO2的电导率 [288]。同时，所有样品均表现出典型的D带和G带。峰强更强
的D带（1351.4 cm-1）对应于缺陷和无序碳，而G带（1594.58 cm -1）对应于石墨型
碳 [295]。通过热重分析，MTO-600中碳的含量约为20.3%，并随着温度的升高碳含量
逐渐降低（MTO-700：18 %、D-MTO-700：17.1 %、MTO-800：14.3 %，MTO-900：
6.5 %）（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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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所有合成的TiO2/C复合材料的热重曲线。
Figure 4-3 TG curves of all as-prepared TiO2/C composites.
D-MTO-700和MTO-700样品的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结果如图4-4所示。
两种样品的XPS全谱图都有相似的Ti、O和C元素的峰 (图4-4 a)[301]。如图4-4 b所
示，经高温还原和酸处理后，Mg 1s谱中未发现明显的特征峰，说明没有Mg元素
的存在。MTO-700的O1s高分辨XPS谱图在530.5 eV和531.6 eV处有两个峰，分别
对应于Ti-O和C-O-C或C-OH键（图4-4 c）[302] 。作为对比，D-MTO-700的O1s高分
辨XPS谱图中存在两个额外的Ti3+-O（532.5 eV）和Ti-O-C（531.8 eV）峰，表明
TiO2中存在Ti3+（图4-4 d）[294]。通过比较两种样品的Ti 2p光谱，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钛的化学状态。从图4-4 e可以看出，MTO-700的Ti 2p谱在459.2 eV和464.9 eV处
出现了两个峰，对应于Ti4+ 2p3/2和Ti4+ 2p1/2的峰。D-MTO-700（图4-4 f）在456.6和
461.9 eV处出现两个额外的肩峰，对应于Ti3+ 2p3/2和 Ti3+ 2p1/2，进一步证实TiO2中
Ti3+的存在 [303]。显然，Ti3+应该源于高温下TiO2被镁粉还原。
为了进一步验证缺陷和Ti3+ 的存在，我们对MTO-700和D-MTO-700进行了电
子顺磁共振（EPR）表征。如图4-5所示，两个材料都在g=2.007处存在一个信号，
对应于未配对电子和氧缺陷 [94]。除此之外，D-MTO-700在g=1.962处的信号来源于
表面Ti3+，这与Ti 2p的XPS结果相符合 [94]。EPR光谱进一步证实D-MTO-700中氧缺
陷以及Ti3+的存在。具体缺陷方程式如下所示：
1

′
2𝑇𝑖𝑂2 → 2𝑇𝑖 𝑇𝑖
+ 𝑉𝑂∙∙ + 3𝑂𝑂 + 2 𝑂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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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a）MTO-700和D-MTO-700的XPS全谱图。（b）D-MTO-700的Mg 1s XPS光谱
图。（c）MTO-700的O 1s XPS光谱图。（d）D-MTO-700的O 1s XPS光谱图。（e）MTO700的Ti 2pXPS光谱图。（f）D-MTO-700的Ti 2p XPS光谱图。
Figure 4-4 (a) XPS survey spectra of MTO-700 and D-MTO-700, (b) Mg 1s spectrum of DMTO-700, (c) O 1s spectrum of MTO-700, (d) O 1s spectrum of D-MTO-700, (e) Ti 2p
spectrum of MTO-700, (f) Ti 2p spectrum of D-MTO-700.

图4-5. MTO-700和D-MTO-700的EPR谱图。
Figure 4-5 EPR spectra of MTO-700 and D-MTO-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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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EM对MIL-125（Ti）前驱体和5种TiO2/C复合材料的尺寸和形貌进行了表征。
如图4-6 a所示，MIL-125（Ti）前驱体呈月饼状，平均直径约为1 μm。烧结后，各材料的
形貌基本保持不变，但随着温度的升高，月饼状复合材料的尺寸逐渐减小（图4-6 b-e）。
颗粒尺寸的减小可能是由于在较高的温度下碳分解较多。值得注意的是，D-MTO-700的
形貌保持良好，表明镁还原过程对MIL-125（Ti）前体的形貌没有明显的影响（图4-6 f）。
利用TEM和HRTEM进一步研究了D-MTO-700的形态结构。图4-6 g进一步证明了
D-MTO-700具有月饼状的形貌，直径形态约为1 μm，与SEM结果一致。图4-6 h结果表
明，该材料由大量的超细纳米颗粒和多孔碳组成。HRTEM图（图4-6 i）表明超小的二
氧化钛纳米晶尺寸约为5 nm，且均匀地嵌在多孔非晶碳中。其中，0.16 nm的晶格条纹
间距对应于锐钛矿TiO2的（211）晶面。元素分析（图4-6 j）进一步证实了TiO2纳米颗
粒的均匀分布以及多孔碳的存在。

图4-6.（a）MIL-125（Ti）前驱体, （b）MTO-600,（c）MTO-700，（d）MTO-800，
（e）MTO-900，（f）D-MTO-700的扫描电镜图。D-MTO-700的（g，h）透射电镜图，
（i）高分辨透射电镜图,（j）HAADF图以及（j1-j3）元素分布图。
Figure 4-6 SEM images of (a) MIL-125(Ti) precursor, (b) MTO-600, (c) MTO-700, (d)
MTO-800, (e) MTO-900, (f) D-MTO-700, TEM (g, h), HRTEM (i), and HAADF (j) images
of D-MTO-700, and the corresponding elemental mapping of titanium (yellow) (j1), oxygen
(green) (j2), and carbon (red) (j3).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ferences to colour in this figure
legend, the reader is referred to the web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61

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缺陷引入对 MOF 衍生的 TiO2-δ/C 复合材料嵌钠性能的影响

图4-7为N2吸附-脱附等温线结果。结果表明，MTO-600，MTO-700、D-MTO-700
和MTO-800的BET比表面积分别为297.5 m2 g-1、371.0、369.0和359.4 m2 g-1。由于在高
温下TiO2纳米颗粒会生长且碳会进一步分解，使得MTO-900的比表面积减小到251.3
m2 g-1。上述结果表明，700 ℃下煅烧的材料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且MTO-700和DMTO-700的比表面积基本相同，表明Mg粉的加入对MTO-700的比表面积基本没有影
响。由上可知，制备的五种不同复合材料的比表面积基本取决于热解温度。在这些
TiO2/C复合材料中，具有较高孔隙率的碳可为钠离子嵌入脱出提供大量的通道，且在
循环过程中能有效抑制TiO2的聚集。同时该均匀包覆的碳层能提高TiO2的导电性[293]。
此外，超细TiO2纳米晶可以大大缩短钠离子的扩散距离，提高材料倍率性能[293]。

图4-7.（a）MIL-125（Ti）前驱体,（b）MTO-600,（c）MTO-700，（d）D-MTO-700,
（e）MTO-800，（f）MTO-900的N2吸附-脱附曲线以及相应的孔径分布图。
Figure 4-7 N2 sorption isotherms of (a) MIL-125(Ti) precursor, (b) MTO-600, (c) MTO700, (d) D-MTO-700, (e) MTO-800, (f) MTO-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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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不同煅烧温度对TiO2/C复合材料嵌钠性能的影响，我们对比了不同
煅烧温度下合成的材料的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从图 4-8 a和图4-8 b可以看出，
MTO-700在200 mA g-1和1000 mA g -1电流密度下提供了最高的可逆容量，分别为
216.1mAh g-1和165.6 mAh g -1。图4-8 c显示四个样品的倍率性能。很明显，MTO700样品表现出最佳的倍率性，在50，100，200，500，1000，2000，5000和10000
mA g -1电流密度下可逆比容量分别为221.5，201.8，179.9，148.4，123，91.2，52.8
和50.2 mAh g-1。当电流密度回到50 mA g -1时，比容量恢复到初始值并保持稳定。
通过电化学阻抗（EIS）结果分析（图4-8 d）进一步比较了上述材料的电荷转
移特性。四个材料的奈奎斯特图均由低频部分的斜线和高频区域的半圆组成 [304] 。
四条EIS曲线都根据等效电路图进行了拟合。显然，四个材料的斜率近似。然而，
MTO-700的半圆大大地减小，表明电极与电解质之间电荷转移增强 [304]。

图4-8. MTO-600，MTO-700，MTO-800和MTO-900在（a）200 mA g-1（b）1000 mA g-1
循环性能图。
（c）MTO-600，MTO-700，MTO-800和MTO-900的倍率性能图。
（d）MTO600，MTO-700，MTO-800和MTO-900电化学阻抗图。
Figure 4-8 Cycling performance of MTO-600, MTO-700, MTO-800 and MTO-900 at 200
mA g-1 (a), and 1000 mA g-1 (b), (c) Rate performance of MTO-600, MTO-700, MTO-800
and MTO-900 at different rates. (d) EIS results of MTO-600, MTO-700, MTO-800 and
MTO-900 (the inset is the equivalent electric circuit of fit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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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为MTO-600，MTO-700，MTO-800和MTO-900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图。
由图可知，在相同的充放电倍率下，MTO-700具有更明显的充放电平台和更小的极化。
随着充放电倍率的增加，MTO-700的容量保持率以及平台保持更好，说明700℃煅烧
得到的材料具有更好的储钠性能。MTO-700由于比表面积大、良好的形貌、优化的碳
含量和TiO2尺寸等优点，更大程度上提高了的电荷转移、缩短离子扩散距离，因此在
这四种TiO2/C复合材料中具有最佳的电化学性能[304]。

图4-9.（a）MTO-600,（b）MTO-700,（c）MTO-800和（d）MTO-900在不同倍率下的
充放电曲线。
Figure 4-9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a) MTO-600, (b) MTO-700, (c) MTO-800 and (d)
MTO-900 at various rates.
为了研究缺陷的引入对 TiO2 电化学性能的影响，我们对比了 D-MTO-700和
MTO-700的电化学性能。图4-10 a为D-MTO-700和MTO-700在200 mA g -1下的循环
性能图。D-MTO-700的首次放电/充电比容量分别为455.5/261.2 mAh g -1，而MTO700的首次放电/充放电比容量分别为329.4 mAh g-1和130.4 mAh g -1。显然，D-MTO700的首次库伦效率（57.3 %）明显高于MTO-700（39.5 %），表明缺陷的引入可
以提高循环的可逆性。D-MTO-700的放电比容量在最初的几个循环中缓慢减少，
64

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缺陷引入对 MOF 衍生的 TiO2-δ/C 复合材料嵌钠性能的影响

在随后的循环中维持在约238.5 mAh g-1，表明其良好的循环稳定性。之前的研究
结果表明，首次循环过程中不可逆比容量损失可能是由于SEI膜的形成以及TiO2和
碳矩阵中的钠离子活性位点的不可逆插入造成的 [305]。MTO-700的比容量在第60圈
时先增大到202.2 mAh g -1并在随后的300圈内保持稳定，然后在接下来的循环中慢
慢下降，600次循环后比容量为177.1 mAh g -1。在前期循环过程中，MTO-700放电
比容量的逐渐提高可能是由于电化学活化过程。有报道证明，二氧化钛由于其较
低的电导率，阻碍了其内部活性位点的利用，从而导致相对较低的首次放电比容
量 [306]。经过多次充放电循环后，钠离子插入位点增加，导致循环过程中比容量的
提高。引入氧缺陷以及进行Ti还原后，电子导电率大大地提升，电极的可逆性得
到了有效改善，从而获得更高的放电比容量和优越的循环稳定性 [307]。两个材料的
倍率性能如图4-10b所示。D-MTO-700在50、100、200、500和1000 mA g -1电流密
度下的比容量分别为330.2、280.5、249.4、217.2和172.2 mAh g -1。当电流密度高
达2000、5000和10000 mA g -1时，D-MTO-700仍能保持128.3、98.1和88.6 mAh g -1
的可逆比容量。而且，经过45圈循环后，当电流密度恢复到50 mA g -1时，D-MTO700的比容量没有明显的损失，表明D-MTO-700具有优异的倍率性能。D-MTO-700
的倍率性能要远远优于MTO-700。值得注意的是，D-MTO-700样品的电化学性能
远远优于之前报道的大多数TiO2/C和TiO2@rGO复合材料 [308-309] 。MTO-700和DMTO-700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如图4-10c，d所示。随着电流密度增大，DMTO-700充放电曲线的形状比MTO-700保持得更好。D-MTO-700优异的倍率性能
归因于独特的月饼状形貌以及良好的电导率（来源于碳矩阵及Ti3+ 和氧空位的引
入）之间的协同作用。确实，D-MTO-700的电导率（4.3×10 -4 S cm -1）远高于MTO700（2.1×10-5 S cm-1）。高倍率下的循环寿命是D-MTO-700的另一个优势。倍率性
能测试结束后，我们将电极在10 A g-1下继续循环了5000次。如图4-10e所示，其放
电比容量保持在88.5 mAh g -1，在5000次循环过程中容量基本保持不变，且库伦效
率几乎保持100 %，表明其优越的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报道的杂原子
掺杂及碳包覆的TiO2材料相比，本文的D-MTO-700显示出更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
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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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a）MTO-700和D-MTO-700在200 mA g-1的循环性能图，（b）MTO-700和
D-MTO-700倍率性能图，（c）MTO-700和（d）D-MTO-700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
曲线图,（e）D-MTO-700在10 A g-1的循环性能图。
Figure 4-10 (a) Cycling performance of MTO-700 and D-MTO-700 at 200 mA g-1, (b) Rate
performance of MTO-700 and D-MTO-700 at various current densities,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MTO-700 (c) and D-MTO-700 (d) at various current densities, (e) Cycling
performance of D-MTO-700 at 10 A g-1.
为了阐明D-MTO-700优异储钠性能的原因，我们对其进行了不同扫速下的CV测
试。图4-11 a显示的是D-MTO-700在0.2-2.0 mV s-1的扫描速率下的CV曲线。如图所示，
在0.2到2.0 mV s-1扫速范围内，D-MTO-700具有形状良好的阴极/阳极峰（~0.73/0.83 V），
且电压间隔极小（0.1 V），意味着高倍下的D-MTO-700只有很小的极化。甚至在4-100
mV s-1高扫速下，D-MTO-700的CV曲线的基本形状仍然保持良好（图4-11 b）。对于
MTO-700来说，其氧化还原峰就不那么明显了（~0.60/0.86 V），在0.2-2.0 mV s-1的扫
描速率下峰明显变宽（图4-11 c）。在高扫速下（4-100 mV s-1），MTO-700的氧化还
原峰基本消失（图4-11 d）。结果表明缺陷的引入以及Ti4+的还原更有利于提升钠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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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脱出过程中的电荷转移，减小循环过程中的极化问题。
根据峰电流密度（i）与扫描速度的关系（v）：i=avb对钠离子存储行为进行了研
究。b值对应的是电化学行为中的速率控制类型，即b=0.5表示完全的扩散控制行为，
而b=1.0表示赝电容控制过程，b值可以从log(v)-log(i)图中的斜率计算得出[94]。D-MTO700（图4-11 e）在0.1-10 mV s-1范围内b=0.995，表明在该扫速范围内主要为表面赝电
容控制过程。扫速大于10 mV s-1时，斜率从0.995减小到0.590发生，这意味着在超快扫
描速率下D-MTO-700的钠离子存贮主要为扩散控制过程。对于MTO-700（图4-11 f），
当扫描速度大于2 mV s-1时，其斜率由0.874变为0.525，说明钠离子的扩散主要是是扩
散控制过程。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TiO2基材料的储钠行为在高扫速下
转变为扩散控制。因此，为了提高TiO2的电化学性能，特别是为了扩大TiO2的赝电容
控制过程，需要对其表面和本体结构进行优化。在本文中，我们在TiO2表面与内部引
入Ti3+和氧空位，扩大了其表面赝电容控制过程的范围，电化学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这种扩大赝电容过程的方法在TiO2/C，S掺杂锐钛矿TiO2和化学键合TiO2/rGO复合
材料中已有报道。

图4-11.（a-b）D-MTO-700和（c-d）MTO-700在0.2-100 mV s-1扫速区间内的循环伏安
曲线图。峰电流与扫速的对数关系图（e）D-MTO-700和（f）MTO-700。
Figure 4-11 Cyclic voltammograms at scan rates from 0.2 to 100 mV s-1 of (a), (b) D-MTO700 and (c), (d) MTO-700.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k currents and scan rates in the
logarithmic format (e) D-MTO-700 and (f) MTO-700.
为了研究其优异循环稳定性的原因，我们对200圈循环后的D-MTO-700电极的形
貌变化进行了研究。从TEM图像中可以看出，循环后的D-MTO-700（图4-12 b）仍然
呈现清晰的月饼状，相对于循环前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变化（图4-12 a）。D-MTO-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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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倍率下优越的循环稳定性归因于其稳定的月饼状结构以及碳矩阵的限制效应。此
外，200圈循环后，平均直径为5nm的TiO2纳米晶仍均匀地限制在碳矩阵中，表明在循
环过程中二氧化钛纳米粒子的团聚和结构应变现象受到碳矩阵的良好抑制（图4-12 c-d）。
以上研究表明，D-MTO-700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可归因于以下因素的协
同效应：首先，月饼状TiO2-δ/C复合材料中的多孔碳矩阵既能充当有效的导电通道，又
能减缓二氧化钛纳米晶体在充放电过程中的团聚和体积变化，提升材料的循环稳定性。
同时，超细二氧化钛纳米晶和孔隙丰富的碳基质使电解液能够有效地渗透到电极上，
大大缩短了钠离子的扩散距离且加快了钠离子存储，特别是在扩散控制过程中。更重
要的是，在引入缺陷（Ti3+和氧空位）后，TiO2的电导率和离子电导率都有了极大的提
高，从而实现高倍率下钠离子的快速嵌入脱出。

图4-12.（a）D-MTO-700未循环电极（b）D-MTO-700循环后的透射电镜图。（c）DMTO-700未循环电极（d）D-MTO-700循环后的高分辨透射电镜图
Figure 4-12 TEM images of D-MTO-700 (a) fresh materials and (b) cycled materials,
HRTEM images of D-MTO-700 (c) fresh materials and (d) cycled materials.

4.4 本章小结
通过镁热还原MIL-125（Ti）前驱体，TiO2-δ纳米晶体成功地嵌入到月饼状多孔碳
矩阵中。高度稳定的多孔月饼状碳矩阵不仅可以作为导电网络，还能在充放电过程中
抑制TiO2-δ纳米晶体的团聚及体积膨胀。动力学分析表明，在引入缺陷后，TiO2表面的
赝电容过程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能大大提高材料的倍率性能。由于电子导电
性的提高、钠离子扩散距离的缩短及钠离子存储动力学的提高，制备的TiO2-δ/C材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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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A g-1下，具有较高的可逆比容量（330.2 mAh g-1），良好的倍率性能（10 A g-1时
88.6 mAh g-1）和优越的循环稳定性（5000次循环后几乎保持100 %）。因此，本文中，
将缺陷丰富的TiO2颗粒嵌入到坚固的多孔碳矩阵的策略为构建先进的电极材料提供
了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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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铁掺杂浓度对金红石型 TiO2 形貌及储钠性能调控机制
研究
5.1 前言
通过上一章分析，我们知道在TiO2中引入缺陷（例如：氧空位）能改善其本征导
电性，引入更多的活性位点，从而提升其电化学性能。近期研究表明，杂原子掺杂是
一种有效的引入缺陷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部分元素掺杂能在TiO2带隙中引入桥带，
从而减小电子跃迁所需的能量，提高其电子电导率[310-311]。在一系列杂原子中，铁由
于其无毒、含量丰富，被证明是一种有前途的掺杂剂。更重要的是，Fe3+离子的半径
与Ti4+相似，能有效控制掺杂浓度和掺杂效果[312]。近期，Shyamal等人发现铁掺杂锐钛
矿TiO2较未掺杂的TiO2具有更好的锂离子存储性能[313]。Lai等人[314]发现，铁掺杂锐钛
矿TiO2/C复合材料具有比原始材料具有更好的钠存储性能。但是，目前仍未有工作系
统的研究Fe掺杂改进TiO2嵌钠性能的机制，以及不同的掺杂浓度对嵌钠性能的影响。
而系统研究杂原子掺杂对TiO2电子结构以及储钠性能的影响对材料的设计以及电化
学性能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首次合成了不同Fe掺杂浓度的金红石TiO2，通过实验结合DFT
理论计算系统研究了掺杂浓度对金红石TiO2电子结构以及储钠性能的影响。为了更好
的探究元素掺杂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未引入任何碳基质。据我们所知，这是第
一篇涉及到铁掺杂浓度对金红石TiO2的钠储存作用机制的研究。在具体的合成过程中，
我们采用简单的水解法成功地合成了一系列不同浓度的铁掺杂的花椰菜状金红石
TiO2，并系统研究了其储钠性能。当铁含量为6.99 %时，金红石TiO2具有最优的电化
学性能。在16.8 m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327.1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该性能优于大多
数报道的TiO2材料，甚至比碳包覆金红石TiO2性能还要优越。

5.2 实验方法
5.2.1 原始 TiO2 及铁掺杂金红石型 TiO2 材料的合成
所有化学品均为分析级，且没有经过进一步的提纯处理。四种不同铁含量的FeTiO2样品均采用简单的水热法制备再经过进一步的处理烧结处理得到。首先，将适量
的无水FeCl3溶解于50 mL去离子水中。然后，在剧烈搅拌的条件下，将5 mL的TiCl4逐
滴滴入FeCl3溶液中。搅拌0.5 h后，将温度提高到120 ℃并且连续搅拌以除去溶剂。之
后，将得到的粉末用去离子水洗涤几次，直到溶液的pH值接近7，并在80 ℃的温度下
烘干。将收集到的黄色样品在空气中400 ℃煅烧2 h，得到铁掺杂的金红石型TiO2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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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同铁掺杂浓度的的样品分别命名为：1.68 %-Fe-TiO2，3.45 %-Fe-TiO2，6.99 %Fe-TiO2，8.1 %-Fe-TiO2。作为对比，原始的TiO2在不添加无水FeCl3的情况下合成，其
他合成步骤与铁掺杂的金红石型TiO2合成过程相同。
5.2.2 材料表征
采用粉末x射线衍射（XRD）（DX-2700, Haoyuan x射线衍射仪，CuKα，λ=1.5418
Å）对样品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采用SSA-4200进行比表面积进行测试。Raman光谱
通过LabRAM Aramis （HORIBA Jobin Yvon）光谱仪进行采集。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
通过ESCALAB 250光谱仪采集（AlKα，1486.6 eV），并通过C1s结合能（284.8 eV）
进行校准。样品的形貌通过扫描电镜（SEM）（NanoSEM230，透射电镜（TEM）和
高分辨率透射电镜（HRTEM）（泰坦G2 60-300）进行分析。电子电导率通过直接四
点探针测得(RTS-9，广州)。在测量之前将0.2 g试样在15 MPa的压力下压缩成直径1.2
cm的圆片。
5.2.3 电化学测试
与第三章电化学性能测试相同。
5.2.4 理论计算
我们使用密度泛函理论（DFT）进行了第一线性原理计算，该理论在Vienna Abinitio仿真包（VASP）中得到了实现。交换相关势采用广义梯度近似（GGA）与库仑
排斥（GGA+U）相结合的方法。采用Hubbard Ueff参数得到的Ti 3d态的值为2.3 eV，
与之前研究确定的值一致。在整个计算过程中使用了500 eV的能量截止值。对于有缺
陷的体系，采用√2×√2×2个含有24个原子的超单元和3×3×3个含有162个原子的超单元
进行计算。

5.3 结果与讨论
通过XRD对原始的TiO2和铁掺杂的TiO2的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如图5-1a所示，所
有样品的主要衍射峰基本相同，都与金红石型TiO2相（JCPDS No. 21-1276，空间群
P42/mnm(136)）相匹配。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明显的铁基相的衍射峰出现，表明我们
成功地将铁掺杂到TiO2晶格中。众所周知，Ti4+（0.68 Å）和Fe3+（0.64 Å）的离子半
径非常接近。因此，在烧结过程中，铁离子很容易嵌入到TiO2晶体中并占据一些Ti4+位
置，形成Fe-Ti固溶体[315]。同时，TiO2（111）衍射峰往高角度的偏移，说明TiO2（111）
面层间距的减小。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铁代替了钛的位置导致，这与之前报道
的文献相一致[316]。而且，随着铁含量的升高，TiO2的XRD主衍射峰变得更弱，更宽，
表明铁掺杂能降低金红石型TiO2晶粒的尺寸和结晶度。所有样品的平均晶粒尺寸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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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谢乐公式计算，具体如表5-1所示。Farhangi等早已报道了铁掺杂可以降低TiO2的结
晶度且对TiO2晶体的生长也有抑制作用[317]。
拉曼光谱进一步分析了原始TiO2和铁掺杂的TiO2的结构。如图5-1 b所示，所有样
品均显示典型的金红石相TiO2的拉曼特征（即B1g：144.2 cm-1，Eg：236.9 cm-1，Eg：
448.0 cm-1和A1g：610.6 cm-1）。众所周知，448.0 cm-1处的Eg模式对应于金红石型TiO2
的Ti-O-Ti对称伸缩振动[318]。总的来说，铁取代钛会生成氧空位从而减弱了Ti-O-Ti对
称伸缩振动，进而导致Eg与A1g相对强度的降低。显然，当铁含量升高时，A1g模式没
有出现明显的位移，而Eg（448.0 cm-1）模式向更高的波数移动。根据报道，晶粒尺寸
太小（< 10nm）或者缺陷的引入将造成拉曼光谱（Eg模式）的蓝移[319]。考虑到本文中
制备的样品晶体尺寸大于10 nm，因此这里Eg模式的蓝移应该是由于氧空位的引入造
成，这与下面的XPS和ESR结果相符合。

图5-1. 原始TiO2以及铁掺杂的TiO2样品的（a）XRD图谱，（b）拉曼光谱。
Figure 5-1 XRD patterns (a) and Raman spectra (b) of pristine TiO2 and iron doped TiO2 samples.
表5-1.所合成的TiO2样品的（111）晶面间距，晶粒大小以及能带。
Table 5-1. Interplanar spacing distance of (111) planes, average crystallite size and
bandgap of all as-prepared samples.
(111) distance

Average crystallite

(Å)

size (nm)

Pristine TiO2

3.2476

19.117

3.19

1.68%-Fe-TiO2

3.2385

17. 289

3.02

3.45%-Fe-TiO2

3.2365

16.988

2.93

6.99%-Fe-TiO2

3.2225

14.872

2.76

8.10%-Fe-TiO2

3.2180

14.573

2.65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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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XPS对原始TiO2和6.99 %-Fe-TiO2 的表面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两个材料的
XPS全谱图都呈现出相似的Ti和O元素的峰，但是6.99 %-Fe-TiO2的XPS谱图中存在
明显的Fe 2p峰，证明Fe成功地掺杂到TiO2晶格内（图5-2 a）。图5-2 b为原始TiO2和
6.99 %-Fe-TiO2的Ti 2p的XPS高分辨谱图。如图所示，两个材料在458.6 eV和464.3
eV处都出现两个峰，分别对应于典型的Ti4+ 2p3/2和Ti4+ 2p1/2[303]。与原始TiO2相比，
6.99 %-Fe-TiO2的Ti 2p峰偏移到更低结合能，这可能是由于铁掺杂后引入了氧空位，
与之前的文献报道结果相吻合。两个样品O 1s峰（图5-2 c）都可以分为529.8和531.9
eV处的两个峰，分别对应Ti-O键和表面的-OH键。颗粒表面的氧空位趋向于与H结
合，形成更多的表面-OH键 [94]。很明显，6.99 %-Fe-TiO2（34.9 %）中位于531.9 eV
的峰比例大于原始TiO2（28.3 %），这意味着前者含有更多的氧空位。高分辨Fe 2p
的XPS峰值分为710.6 eV和724.0 eV处的两个峰，分别对应Fe 2p3/2以及Fe 2p1/2，证
实了样品中Fe3+的存在（图5-2 d） [320]。
图5-3 a为原始TiO2与铁掺杂金红石型的TiO2 紫外（UV-vis）吸收光谱。原始的
TiO2具有典型的金红石TiO2的特征，在388.2 nm处有尖锐的吸收边，对应的带宽为
3.1 eV[321]。铁掺杂后，不同铁含量样品的吸收边发生红移（409.8-467.0 nm）。6.99 %Fe-TiO2的吸收边在448.7 nm处，对应于2.76 eV的带宽。据报道，经过适当的金属掺
杂后，TiO2带隙内会形成掺杂能级，在TiO2的价带和导带间可以作为有效促进电荷
转移跃迁 [322]。因此，铁掺杂可以缩小金红石型TiO2的带隙，使得铁掺杂样品的电
子导电性增强，这与我们后续的理论计算相符合。
ESR光谱用于检测TiO2中的缺陷。图5-3 b比较了原始TiO2和6.99 %-Fe-TiO2的
ESR光谱。两个样品都在g=2.003处有信号，对应于氧空位 [94]。很明显，6.99 %-FeTiO2的信号强度更高，证明氧空位更多。ESR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铁掺杂可以引入氧
空位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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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原始TiO2和6.99 %-Fe-TiO2的（a）XPS全谱图,（b）Ti 2p光谱图（c）O 1s光谱图。
（d）6.99 %-Fe-TiO2的Fe 2p光谱图。
Figure 5-2 (a) XPS survey, (b) Ti 2p, (c) O 1s spectra of pristine TiO2 and 6.99 %-Fe-TiO2.
(d) Fe 2p spectrum of 6.99 %-Fe-TiO2.

图5-3.（a）原始TiO2以及所有铁掺杂TiO2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b）原始
TiO2以及6.99 %-Fe-TiO2的ESR图。
Figure 5-3 (a)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pristine TiO 2 and all iron doped TiO2 samples.
(b) ESR spectra of pristine TiO 2 and 6.99 %-Fe-TiO2.
图5-4为原始TiO2与不同Fe含量掺杂的TiO2的SEM图像。如图所示，原始的TiO2显
示出三维（3D）花椰菜状的形貌，尺寸约为800 nm（图5-4 a）。在铁掺杂后，形貌（图
5-4 b-e）基本保持不变，TiO2尺寸随着Fe含量的增加而显著减小，表明铁掺杂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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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的大小。这可能是由于铁掺杂对TiO2晶体生长起抑制作用，与XRD结果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三维花椰菜状结构是由大量的一维纳米棒团簇组成（图5-4 f）。一维纳
米棒通过中心相互连接，形成三维花椰菜状形貌。

图5-4.（ a）原始TiO2,（ b）1.68 %-Fe-TiO2,（c）3.45 %-Fe-TiO2,（ d）6.99 %-Fe-TiO2
和（e）8.10 %-Fe-TiO2的扫描电镜图。（f）6.99 %-Fe-TiO2高倍下的扫描电镜图。
Figure 5-4 SEM images of (a) pristine TiO 2 , (b) 1.68 %-Fe-TiO2, (c) 3.45 %-Fe-TiO2,
(d) 6.99 %-Fe-TiO2 and (e) 8.10 %-Fe-TiO2. (f) Magnified SEM image of 6.99 %-FeTiO2.
图5-5为N2吸附-脱附等温线结果。结果表明，原始TiO2和6.99%-Fe-TiO2的BET比
表面积分别为33.33m2 g-1和53.15 m2 g-1。由于Fe掺杂后TiO2晶粒生长受到抑制，使得
6.99%-Fe-TiO2的比表面积增加到53.15 m2 g-1。上述结果表明，Fe掺杂有利于提升TiO2
的比表面积，比表面积的增加将减小钠离子扩散距离，提升钠离子扩散动力学。

图5-5.（a）原始TiO2,（b）6.99%-Fe-TiO2的N2吸附-脱附曲线。
Figure 5-5 The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a) pristine TiO 2, (b)
6.99%-Fe-TiO2.
TEM和HRTEM用于进一步研究花椰菜状TiO2的详细形貌特征。图5-6 a, b进一
75

博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铁掺杂浓度对金红石型 TiO2 形貌及储钠性能调控机制研究

步表明原始TiO2和掺铁TiO 2是由相互连接的一维纳米棒组成的三维花椰菜状形貌，
这与SEM结果相符合。很显然，在钠离子的嵌入脱出过程中，交联的纳米棒的可
以有效地防止团聚并保持结构的稳定，提高材料循环性能。而且，铁掺杂后的颗
粒尺寸的减小可以大大地缩短钠离子扩散距离，从而显著提高钠离子扩散动力学。
HR-TEM图像（图5-6 c，d）证明了两个材料都存在0.22 nm和0.16 nm的晶格间距，
分别对应于金红石型TiO2的（111）和（220）晶面。6.99 %-Fe-TiO2的元素分析图
谱（图5-6 e1 -e3）证明了Ti、O、Fe元素在三维花椰菜颗粒中的均匀分布。

图5-6.（a）原始TiO2，（b）6.99 %-Fe-TiO2的透射电镜图。（c）原始TiO2，（d）
6.99 %-Fe-TiO2的高分辨透射电镜图。（e-e3）6.99 %-Fe-TiO2的元素分布图。
Figure 5-6. TEM images of pristine TiO 2 (a) and 6.99 %-Fe-TiO2 (b) HRTEM images
of pristine TiO 2 (c) and 6.99%-Fe-TiO2 (d) Elemental mapping images of 6.99%-FeTiO2 (e).
我们对原始TiO2和不同浓度铁掺杂TiO2的储钠性能进行了评估。如图5-7 a所示，
几个材料的放电曲线呈现出相似的趋势，主要分为三个区域。电压从开路电压迅速
地下降到1.2 V，对应于钠离子吸附产生的赝电容 [323]。在1.2 V下降到1.0 V电压区间
内，所有样品均有明显的放电平台，这可能源于SEI膜的形成和不可逆的嵌钠行为，
对应于首圈CV曲线中的不可逆容量 [324]。1.0 V以下主要对应于钠离子在金红石型
TiO2主体材料的可逆脱嵌行为，这与之前报道的文献相符合 [324]。
图5-7 b, c为所有样品在168 mA g-1和840 mA g-1下的长循环性能。从图中可以
看出，6.99 %-Fe-TiO2具有最高的放电比容量。在168 mA g-1下，循环50圈后的比容
量为280.3 mAh g-1，在840 mA g-1下，600次循环后，比容量为186.2 mAh g-1。而原
始TiO2、1.68 %-Fe-TiO2、3.45 %-Fe-TiO2和8.10 %-Fe-TiO2在168 mA g-1下，50圈循
环后的放电比容量分别为147.5、174.2、199.3和224.1 mAh g-1。当电流密度增加到
840 mA g-1时，这些材料经过600次循环后的放电比容量为分别为50.3、101.1、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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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17.4 mAh g-1。显然，掺铁样品的储钠能力随着铁含量的增加而增强，其中6.99 %Fe-TiO2的电化学性能最好，且优于报道的具有不同形貌的TiO2。虽然8.10 %-Fe-TiO2
在前期放电过程中展现出最高的放电比容量(351.1 mAh g -1)，但是比容量衰减非常
严重。根据以往的报道，Fe元素可以作为重新配位中心，并导致Fe周围晶体结构扭
曲 [325]。因此，过量的Fe3+掺杂可能会损害TiO2晶体结构的结构稳定性，从而导致循
环的不稳定，这一现象与Ni2+掺杂的TiO2相似 [310]。
为了研究铁掺杂对钠离子扩散的影响，我们对168 mA g-1电流密度下50次循环
后的材料的电化学阻抗谱（EIS）进行了研究。如图5-7 d所示，所有的奈斯特曲线
都由低频区域的斜线和高频区域的半圆组合而成 [303]。它们的拟合是根据等效电路
（图5-7 d插图）完成的。R1对应的半圆表示电极-电解质界面上的电荷转移阻抗，
Z '轴上的截距表明电解液内阻（RS）。斜率部分对应着钠离子在固相中的扩散阻
抗。C1和CPE1分别对应双电层电容和常数相。拟合结果如表5-2所示。当铁含量增
加到6.99 %时，R1逐渐降低，其中，6.99 %-Fe-TiO2样品具有最小的R1值（113 Ω·cm-2）。
Fe3+掺杂使得TiO2结构中氧空位增加，同时Fe形成的桥带使得电子跃迁增强，从而
导致TiO2的电导率提高。而且，颗粒尺寸的减小可以使电荷更快地传输，致使优异
的扩散动力学。然而，8.10 %-Fe-TiO2材料的R1升高到135 Ω·cm-2，这与TiO2的晶体
结构破化导致可逆性降低有关。

图5-7.（a）所有样品在168 mA g-1的初始放电曲线图。所有样品在（b）168 mA g-1
和（c）840 mA g-1电流密度下的循环性能图。（d）所有样品的阻抗图。
Figure 5-7 Initial discharge curves of all samples at168 mA g-1 (a) Cycling performance
at 168 (b) and 840 mA g -1 (c). (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of all asprepared samples at 168 mA g -1 after cycling.
77

第五章 铁掺杂浓度对金红石型 TiO2 形貌及储钠性能调控机制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表5-2.由等效电路图拟合得到的阻抗参数。
Table 5-2. Impedance parameters from the fitting equivalent circuit.
Materials

Results

RS

CPE1

R1

W1

C1

(Ω cm-2)

(S s1/2cm-2)

(Ω cm-2)

(S s1/2cm-2)

(F cm-2)

6.93

1.52×10-5

255.5

0.61

4.14

0.62%

2.51%

1.34%

1.95%

18%

8.00

2.39×10-5

238.3

0.54

0.24

0.52%

2.6%

1.07%

2.1%

11.3%

7.85

2.20×10-5

125

0.51

0.020

1.03%

3.5%

1.32%

0.69%

5.9%

7.0

2.18×10-5

113

0.53

0.005

0.60%

2.8%

1.5%

1.2%

4.8%

9.633

1.14×10-5

135

0.41

0.002

0.88%

3.1%

0.9%

2.3%

4.5%

(pristine TiO2)
Error (%)
Results
(1.68%-Fe-TiO2)
Error (%)
Results
(3.45%-Fe-TiO2)
Error (%)
Results
(6.99%-Fe-TiO2)
Error (%)
Results
(8.10%-Fe-TiO2)
Error (%)

我们进一步详细比较了6.99 %-Fe-TiO2 与原始TiO 2 的电化学性能。图5-8 a，
b显示了0.2 mV s -1 扫速下原始TiO 2 和6.99 %-Fe-TiO2 初始3圈的CV曲线。在首圈
中，两个材料都在1.2 V左右处观察到一个不可逆的宽峰，对应于SEI膜的形成和
电解液的分解 [94] 。从第二个循环开始，原始TiO 2 在0.51/0.81 V出现一对阴极/阳
极峰，对应于典型的TiO2 的脱钠/嵌钠过程。与原始TiO2 相比，6.99 %-Fe-TiO2 的
阴极/阳极峰位置为0.72/0.88 V。值得注意的是，铁掺杂后阴极和阳极峰之间的电
压偏移显著减小，说明铁掺杂后TiO2 材料极化更小，有利于Na+ 的嵌入-脱出 [323] 。
6.99 %-Fe-TiO2 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充放电曲线（图5-8 c）显示，6.99 %-FeTiO2 在0.8 V左 右 的 放 电 平 台 在 持 续 升 高 的 倍 率 下 能 够 稳 定 存 在 ， 进 一 步 说明
6.99 %-Fe-TiO2 良好的可逆性。当电流密度从16.8 mA g -1 升高到840 mA g -1 时，原
始TiO2 的放电比容量迅速地从219.6 mAh g -1 衰减到51.4 mAh g -1 。而6.99 %-FeTiO2 负极在16.8 mA g -1 下，放电比容量高达327.1 mAh g-1。即使在840 mA g -1 的
电流密度下，6.99 %-Fe-TiO2 的可逆比容量仍能保持160.5 mAh g -1 ，是原始TiO2
的3倍。当电流密度恢复到16.8 mA g -1 时，6.99 %-Fe-TiO2 负极的比容量能恢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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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 mA g -1 ，证明了其优异的高倍性能（图5-8d）。如图5-8 e所示，6.99 %-FeTiO2 的倍率性能明显优于最近报道的纳米TiO 2 电极，包括金红石型TiO2 [326] 、锐
钛矿型TiO2 [268] 、TiO 2（B）[327] ，MOFs衍生的金红石型TiO 2 /C [277] ，石墨烯-锐钛
矿型TiO 2 三明治状复合材料 [294] ，以及石墨烯修饰的锐钛矿型TiO2 微球 [288] 。很明
显，我们的材料，特别是在高倍率下，展示出比上述材料更高的放电比容量。值
得注意的是，铁掺杂TiO2 的性能优于所有金红石型TiO2 基负极，包括碳包覆的
TiO2 ，甚至比一些碳包覆的锐钛矿TiO 2 性能好，进一步揭示了铁掺杂的策略在本
工作中的意义。铁掺杂TiO2 的高倍率性能的显著提高可能是由于引入大量氧空位
造成的能带的变窄，这极大地改善材料的电导率。事实上，四探针法所测得的
6.99 %-Fe-TiO2的电导率为3.18×10-4 S cm-1，比原始TiO2的电导率（2.9×10-8 S cm-1）高
出4个数量级。
在1680 mA g -1 （10 C）下对6.99 %-Fe-TiO2 的长循环稳定性进行了评估。如
图5-8f所示，6.99 %-Fe-TiO2 的比容量在开始的几百圈内持续增加，并在随后的循
环中保持稳定。3000圈循环后，6.99 %-Fe-TiO 2 的比容量为127.3 mAh g -1 ，表明
掺铁材料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TiO 2 材料普遍首次库仑效率都
比较低，这可能是在首次嵌钠的过程中，不可逆的嵌钠，固体电解质界面（SEI）
膜的形成，电解液的分解以及其他的副反应引起的。对于6.99 %-Fe-TiO2 ，在几
次的活化循环之后，其库仑效率在第7圈快速地提高到98.8 %，然后在随后的循
环中几乎高达100 %。大大提高的比容量和循环性能可能归因于良好的的电子/离
子电导率以及稳定性的三维菜花状结构。
非原位的XRD图谱用于进一步研究6.99%-Fe-TiO 2 的钠离子嵌入/脱出机理。
如图5-9 a所示，与图5-1中的粉末材料对比，铁掺杂电极的TiO2 电极的XRD出现
了一些新的峰，这与我们之前的报道一致 [328] 。显然，在放电时（a-d），铁掺杂
TiO2 的衍射峰偏移到较高的角度并在之后的充电时返回原来的位置（图5-9 b）。
在放电-充电的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新峰出现，表明6.99%-Fe-TiO2 的充放电机理
不是转换机理 [329] 。众所周知，衍射峰的偏移对应于晶格的膨胀和收缩（即晶格
在嵌钠的过程中膨胀，在脱钠的过程中收缩）。在本文中，TiO 2 的衍射峰恢复良
好，而且金红石型TiO 2 晶体结构在循环过程中保持良好，证明了铁掺杂的TiO2 在
嵌钠/脱钠的过程中有着高度的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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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a）原始TiO2和（b）6.99 %-Fe-TiO2在0.2 mV s -1扫速下，0.001-3 V电压区
间内前三圈的循环伏安曲线图。（c）6.99 %-Fe-TiO2在不同倍率下的充放电曲线
图。（d）原始TiO2和6.99 %-Fe-TiO2的倍率性能图（e）6.99 %-Fe-TiO2与已报道的
文献中的TiO2材料的倍率性能对比图（f）6.99 %-Fe-TiO2在1.68 A g -1（10 C）电流
密度下的循环性能以及库伦效率图。
Figure 5-8 Cyclic voltammograms of initial three cycles of (a) pristine TiO 2 and (b)
6.99 %-Fe-TiO2 at 0.2 mV s -1 during 0.001-3 V versus Na+/Na. (c) Charge-discharge
profiles of 6.99 %-Fe-TiO2 at different rates. (d) Rate performances of pristine TiO 2
and 6.99 %-Fe-TiO2 ; (e) Comparison of rate capability of 6.99 %-Fe-TiO2 with other
typical nanostructured TiO 2 electrodes in references. (f) Cycling performance and
Coulombic efficiency of 6.99 %-Fe-TiO2 at 1.68 A g -1 (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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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a）6.99 %-Fe-TiO2在168 mA g-1下的充放电曲线。（b）6.99 %-Fe-TiO2 在不同电
压下：a-3.0 V，b-1.25 V，c-0.50 V，d-0.01 V，e-0.60 V，f-1.75 V，g-3.0 V的XRD图。
Figure 5-9 (a)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6.99 %-Fe-TiO2 at 168 mA g-1. (b) XRD patterns
of 6.99 %-Fe-TiO2 at various voltages: a-3.0 V, b-1.25 V, c-0.50 V, d-0.01 V, e-0.60 V, f1.75 V, g-3.0 V at 168 mA g-1.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铁掺杂对金红石型TiO2电子结构的影响，我们根据密度泛函理
论（DFT）方法，计算了铁掺杂TiO2价带（VB）和导带（CB）总的态密度和部分态密
度（PDOS）。计算用到的2×2×2的超晶胞由16个TiO2组成[311]。根据以前的计算结果，
Fe3+体系常伴有氧空位，大概有11种不同的Fe3+掺杂金红石型TiO2类型。为简化计算过
程，我们选择了具有最低生成能的模型（12.5 %的Fe3+掺杂量）（图5-10）作为后面的
计算模型。如图5-10 a所示，原始金红石型TiO2的TDOS表现为独立的的VB和CB，带
隙为2.068 eV。由于GGA本身的缺陷，所以计算得到的带隙低于实验值（3.0 eV）。虽
然带隙的绝对值不是很准确，但是对于论证铁掺杂后的相对带隙变化仍然是有意义的。
铁掺杂后，费米能级向CB移动，证明这个结构中的主要载流子是电子。此外，铁掺杂
在导带和价带中引入一个中间态，从而使带隙能量下降（图5-10 b）。因此，电导率得
以提高。经计算，铁掺杂TiO2的带隙为0.099 eV，远低于原始TiO2的带隙（2.068 eV）。
结果证明了在金红石TiO2中用Fe代替Ti可以有效地缩小带隙，提高电导率，这与我们
的实验结果相吻合，也与之前的工作结果相一致[330]。
然后，我们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了原始TiO2和铁掺杂TiO2在嵌钠过程中的钠离子
吸附能：

ΔEsodiation = Esodiated TiO2 -( ETiO2 + ENa )

（5-1）

Esodiated TiO2，ETiO2和ENa分别代表嵌钠的总能量、主体TiO2的总能量和钠离子的总
能量。图5-10 c-f表示的是原始TiO2及铁掺杂TiO2的嵌钠前与嵌钠后的模型。计算得到
的原始TiO2及铁掺杂TiO2的Esodiated TiO2，ETiO2和ΔEsodiation列于表5-3。原始金红石TiO2
的能垒ΔEsodiation为1.52 eV，高于铁掺杂的TiO2，说明钠离子更容易嵌入到后者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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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实验和计算结果相结合，可以总结出：（1）电子电导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能带
的缩小以及氧空位的增加。能带减小能促使电子的传输速度。（2）铁掺杂有效降低钠离
子吸附能，可以使钠离子快速嵌入到TiO2结构中。（3）小颗粒组成的一维纳米棒组合成
稳定的三维菜花状结构，可以大大缩短钠离子的扩散距离并提高循环稳定性。这些优点
的协同作用可以提高铁掺杂TiO2钠离子电池负极的可逆比容量以及倍率性能。

图5-10. 计算得到的部分态密度（PDOS，红色代表O，黑色代表Ti，绿色代表Fe）以
及总态密度（TDOS ）：（a）金红石型TiO2,（b）铁掺杂金红石相TiO2。（c）原始金
红石相TiO2以及（d）嵌钠的金红石相TiO2的晶体结构模型。（e）铁掺杂金红石相TiO2
以及（f）嵌钠的铁掺杂金红石相TiO2的晶体结构模型。
Figure 5-10 (a) Calculated part density states (PDOS, marked by the line of red for O, dark
for Ti, and green for Fe) and total density of states (TDOS, marked by the line of navy) of (a)
rutile TiO2, (b) iron doped rutile TiO2. Structure models of rutile (c), iron doped rutile (d),
Na inserted rutile (e), Na inserted iron doped rutile TiO2 (f).
表5-3 计算所得的原始TiO2以及铁掺杂的TiO2的嵌钠的总能量、以及主体TiO2的总能量。
Table 5-3. Calculated Esodiated TiO2，ETiO2 eight unit cells for pristine TiO2 and iron doped TiO2.
Structure

Esodiated TiO2/eV

ETiO2/eV

Pristine TiO2

-4.100685800E+4

-3.970452536E+4

Iron doped TiO2

-3.908298780E+4

-3.777913750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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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本章小结
本章中成功制备了铁掺杂的三维花椰菜状金红石型TiO2，并对其储钠性能进行了
测试。研究表明，一定浓度的铁掺杂有利于提高金红石型TiO2的可逆比容量和倍率性
能，但是掺杂浓度太高会降低金红石型TiO2的晶体结构稳定性，从而降低其循环稳定
性。在一系列不同浓度的金红石型TiO2材料中，掺杂浓度为6.99 %的材料具有最佳的
电化学性能。在16.8 mA g-1和在168 mA g-1电流密度下，6.99 %-Fe-TiO2的放电比电容
量分别为327.1 mA h g-1和252.6 mA h g-1，其比容量远高于文献中报道的金红石型TiO2
基材料。在1680 mA g-1下，6.99%-Fe-TiO2电极在3000圈的循环后比容量为127.3 mAh
g-1。实验和DFT计算结果表明，铁掺杂TiO2优越的储钠性能主要来源于氧空位的引入，
缩小电子跃迁能垒以及降低的嵌钠能垒所引起的本征电子/离子电导率的提高。此外，
小颗粒组成的稳定三维菜花状结构可以缩短离子扩散距离。这种三维的菜花状铁掺杂
金红石型TiO2可作为钠离子电池先进负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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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等离子体诱导非晶态壳层和深度阳离子位 S 掺杂赋予
TiO2 超高储钠性能
6.1 前言
根据文献报道以及上述几章研究结果显示，杂原子掺杂能在TiO2晶格中引入缺陷
和氧空位，从而显著促进TiO2的本征导电性。因此，各种形式的杂原子掺杂的TiO2被
研究(如N[331]，B[332]，Nb[333]，Sn[324]，S[301])，掺杂后TiO2的储钠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然而，理论计算表明，只有当掺杂原子浓度足够高到能连续诱导TiO2产生电子
态的空位带才能显著改善其电子电导率[334]。否则，低掺杂浓度只能引入局域氧空位
带，这会破坏电子移动性，并严重损害掺杂的效率[335]。此外，部分计算结果显示，深
度的阳离子掺杂相比阴离子位的掺杂能在更大程度上缩小TiO2的带隙，导致较高的本
征电子导电率。
由于杂原子在TiO2中的固相扩散较差，所以掺杂深度始终局限在表层，且大都为
阴离子位掺杂。有趣的是，最近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显示，设计具有非晶态特征的材料
可以加快材料表面的原子扩散，同时也能提升材料的离子电导率和电子电导率[336-337]。
Siegel等[338]表明，非晶态氧化锂具有比晶态氧化锂高12个数量级的离子电导率。与晶
体TiO2相比，表面非晶态(SA)-TiO2@石墨烯复合材料展现出了更优的锂存储性能[280]。
一般来说，非晶态TiO2不仅能提高表面杂原子的扩散，还能提高材料本身的离子迁移
率和电子电导率，从而大大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受上述启发，在本章工作中，我们通过Ar/H2等离子处理在TiO2中引入了表面缺陷
丰富的无定形层。该无定形层促进了杂原子在材料中的固相扩散，从而实现了高浓度
的阳离子S掺杂（≈4.68 at %）（R-TiO2-x-S）。高浓度的阳离子位S掺杂改善了材料的
本征导电性，同时表面的无定形TiO2层提升了材料离子扩散和电子电导率，大大提升
了材料的储钠性能。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进一步表明，高浓度的杂原子掺杂能
更大程度提升材料的电子电导率。在相同的掺杂浓度下，阳离子掺杂能更大程度减小
带隙，加速空位迁移。

6.2 实验方法
6.2.1 材料制备
（1）表面缺陷丰富、深度阳离子位S掺杂TiO2（R-TiO2-x-S）和阴离子位S掺杂
的金红石TiO2（R-TiO2-S）。所采用原材料均为分析纯，未经进一步纯化。在一个典
型的合成工艺中，将2 mL TiCl4滴加到50 mL体积比为1: 1的去离子水和乙醇的混合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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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中。室温搅拌0.5 h后，将混合溶液移至100 ℃油浴中，继续搅拌使溶剂蒸发。然后
用去离子水离心多次洗涤，直到pH值接近7，在真空条件下80 ℃干燥过夜得到白色粉
末（产物记为TiO2前驱体）。然后将0.1 g TiO2前驱体放入瓷船中，转移至等离子体化
学气相沉积装置（天津中环）腔体内进行Ar/H2（10%）等离子体处理。Ar/H2（10%）
等离子体处理温度为350 ℃，等离子体输入功率为200 W，Ar/H2流量为15 mL s−1。冷
却至室温后，将装有1.0 g S粉末的瓷船放入炉上游，将Ar/H2等离子体预处理的TiO2粉
体装入另一瓷船内，置于炉下游。随后，试样在Ar气氛中以5 ℃ min−1的升温速率升
温至500℃并保温1h，Ar流速为15 mL s−1，整个反应过程中管内压力保持在10 Pa。待
腔体温度降至室温，将材料用二硫化碳多次洗涤除去表面多余的S，再用去离子水洗
涤，真空80℃烘干，得到表面缺陷丰富、深度阳离子位S掺杂TiO2（R-TiO2-x-S）。为
了进行比较，我们采用与R-TiO2-x-S类似的处理方法，在没有等离子体辅助的情况下，
得到了阴离子位S掺杂的金红石TiO2（R-TiO2-S）。
（2）原始TiO2（R-TiO2）与富缺陷TiO2（R-TiO2-x）的合成。原始金红石TiO2（RTiO2）合成方法如下：将TiO2前驱体在350 ℃ Ar/H2气氛煅烧1 h，待降至室温，再在
50 ℃煅烧1 h，升温速率和气流均与上述合成过程一致。表面缺陷丰富的金红石TiO2
（R-TiO2-x）合成过程与R-TiO2-x-S类似，只是后期煅烧过程中未加入S粉。
6.2.2 材料表征
采用粉末x射线衍射（XRD）（DX-2700，Haoyuan x射线衍射仪，CuKα，λ=1.5418
Å）对样品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原位XRD实验在阿贡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加速器上
进行（11-ID-D，λ=0.799898 Å）。热重分析（TG）（HCT-1，HENVEN，Beijing）在
空气中进行，升温速率为10 ℃ min-1，测试范围为室温到800 ℃。采用SSA-4200进行
比表面积测试，基于Brunauer-Emmett-Teller（BET）对比表面积进行计算。Raman光谱
通过LabRAM Aramis（HORIBA Jobin Yvon）光谱仪进行采集。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
通过ESCALAB 250光谱仪采集（AlKα，1486.6 eV），并通过C1s结合能（284.8 eV）
进行校准。样品的形貌通过扫描电镜（SEM）（NanoSEM230，透射电镜（TEM）和
高分辨率透射电镜（HRTEM）（泰坦G2 60-300）进行分析。电子电导率通过直接四
点探针测得（RTS-9，广州）。在测量之前将0.2 g试样在15 MPa的压力下压缩成直径
1.2 cm的圆盘。
6.2.3 电化学测试
与第三章电化学性能测试相同。

6.3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6-1为材料合成过程示意图。我们首先通过简单水解法合成了TiO2前驱体。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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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TiO2前驱体进行Ar/ H2等离子体处理在材料表面形成一个薄的非晶态TiO2-x壳层（浅
灰色）。这种非晶外壳有大量的缺陷（稳定的Ti3+和氧空位），变得更容易掺杂原子
。随后对缺陷丰富和表面松散的TiO2−x在Ar气氛中进行S蒸气掺杂。S蒸气主要由S

[339]

粉在高温下升华产生，等离子体处理设备如图6-2所示。由于材料表面无定形层的存在，
使得S蒸气在固相材料中更容易扩散，从而确保高的S掺杂浓度（≈4.68 at %）和深度阳
离子位S掺杂，形成棕黄色的R-TiO2−x-S。作为对比，未进行等离子处理的材料在S掺
杂后颜色为浅黄色（R-TiO2-S）。详细的实验步骤可以参照实验合成部分。

图6-1. R-TiO2-S, R-TiO2−x和R-TiO2−x-S的合成过程示意图。
Figure 6-1 Synthesis process for R-TiO2-S, R-TiO2−x, and R-TiO2−x-S.

图6-2.等离子体处理设备示意图。
Figure 6-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plasma treatment device.
通过扫描电镜对所有样品的形貌进行了表征。如图6-3 a所示，原始的R-TiO2为花状形
貌，经过等离子体处理和S掺杂后，样品的形貌保持良好(图6-3 b-d)。TEM显示，每个花瓣
的长度约为250 nm，宽度约50 nm。由TEM结果可以看出，每个花瓣上分布着直径大约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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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m的孔（图6-3 e-h）。BET结果表明，R-TiO2和R-TiO2−x-S的比表面积分别为46.33和53.15
m2 g−1（图6-4）。等离子体处理后的样品（R-TiO2-x-S）比表面积增加，这与Xu等人[340]报
道的结果一致。他们证明等离子体处理可以使NiO纳米片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在我们的
工作中，R-TiO2-x-S比表面积增加可能是由于等离子体的作用下材料表面的非晶化引起的。
多孔的花状形态以及提高的比表面积，可以有效地提高的改善R-TiO2-x-S与电解质接触，减
小Na+扩散距离，有效的抑制材料的团聚，得到更好的电化学性能[341]。

图6-3.（a）R-TiO2，（b）R-TiO2-x，（c）R-TiO2-S和（d）R-TiO2-x-S的扫描电镜
图。（e）R-TiO2，（f）R-TiO2-x，（g）R-TiO2-S和（h）R-TiO2-x-S的透射电镜图。
Figure 6-3 SEM images of (a) R-TiO2, (b) R-TiO2-x, (c) R-TiO2-S, and (d) R-TiO2-x-S.
TEM images of (e) R-TiO2, (f) R-TiO2-x, (g) R-TiO2-S, and (h) R-TiO2-x-S.

图6-4.（a）R-TiO2和（b）R-TiO2-x-S的N2吸附-脱附曲线图（插图分别为R-TiO2 和RTiO2-x-S的孔径分布图）。
Figure 6-4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a) R-TiO2 and (b) R-TiO2-x-S (with
the insets showing the corresponding Barrett-Joyner-Halenda (BJH)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R-TiO2 and R-TiO2-x-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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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样品的高分辨透射电镜图（HRTEM）如图6-5 a-d所示。R-TiO2呈高度结晶结
构，晶格间距为0.16 nm，对应着金红石相的（220）晶面（图6-4 a）。普通S掺杂，一
种厚度小于1 nm的非常薄的非晶壳出现在R-TiO2-S粒子上（图6-4 b）。值得注意的是,
Ar/H2等离子体处理样品R-TiO2−x具有更明显的无定形壳层（≈3 nm）（图6-5 c），该
壳层在S掺后无定形层保持良好（图6-5 d）。元素映射图像显示，Ti、O和S元素均匀
分布在R-TiO2-S和R-TiO2-x-S中 (图6-5 e, f)。
样品的x射线衍射（XRD）图谱显示R-TiO2-S和R-TiO2-x-S均为锐钛矿和金红石相
混合相，其中主要衍射峰与金红石相一致（JCPDS#21-1276, P42/mnm(136)），少数峰
对应的是锐钛矿相（JCPDS#21-1272）。为了研究不同方法进行S掺杂对材料晶体结构
的影响，我们通过Rietveld晶体结构精修对R-TiO2-S和R-TiO2-x-S的晶体结构和晶胞参
数进行了分析（表6-1）。与原始R-TiO2相比(a=b=4.5966 Å, c=2.9597 Å)，R-TiO2-S的
晶胞参数增大了(a = b = 4.5982 Å，c = 2.9602 Å)，而R-TiO2−x-S的晶胞参数减小了（a
= b =4.5939 Å，c = 2.9576 Å）（图6-5 g，h）。我们知道，当S占据O位会在晶体结构
中形成Ti-S键，由于S的原子半径大于氧，会使得晶胞参数增加。而当S替代Ti位，会
形成S-O键，导致晶胞参数减小。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R-TiO2-S中S原子主要占据
O位，而在R-TiO2-x-S中更趋向于占据较深的Ti位点。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掺杂方式的样品中的键合情况，我们进行了x射线光电子能
谱（XPS）研究。由S 2p XPS图谱可以看到，R-TiO2-S和R-TiO2- x-S中均存在S2-和S4+两
种状态的S（图6-5i）。对于R-TiO2-S，优势S态为S2−（161.7 eV和164.0 eV），主要由
表面O2-被S2-取代[301]。等离子处理后，R-TiO2-x-S样品中大部分S态转变为S4+离子（168.8
eV），说明S主要取代了Ti4+，该结果与XRD结果一致[301]。定量分析结果表明，R-TiO2x-S中S含量为4.68

%，R-TiO2-S中S含量为0.87 %。EDX结果进一步证明，等离子辅助

掺杂后实现了更高浓度的S掺杂（图6-6）。一般情况下，S取代了TiO2晶体中的Ti4+离
子比O2-离子要困难得多。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通过对样品进行Ar/H2等离子处理使
得S掺杂浓度大大增加，且S的掺杂更深入，说明Ar/H2等离子体使S更容易掺杂到TiO2
晶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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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a）R-TiO2,（b）R-TiO2-S,（c）R-TiO2-x和（d）R-TiO2-x-S的高分辨透射电镜图。
（e–e3）R-TiO2-S和（f–f3）R-TiO2-x-S的元素分布图。（g）R-TiO2-S和（h）R-TiO2-xS晶体结构精修图。（i）R-TiO2-S和R-TiO2-x-S的S 2p XPS图。
Figure 6-5 HRTEM images of (a) R-TiO2 , (b) R-TiO2-S, (c) R-TiO2-x , and (d) R-TiO2x -S.

Selected high-angle annular dark field (HAADF) imag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DX mapping images for (e–e3) R-TiO2-S and (f–f3 ) R-TiO2-x -S. XRD patterns for the
as-prepared (g) R-TiO2 -S and (h) R-TiO2-x -S samples with Rietveld refinement. i) S 2p
XPS spectra of R-TiO2-S and R-TiO2-x-S. The insets in (b) and (d) are the respective
line profiles along the re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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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a）R-TiO2-S和（b）R-TiO2-x-S的EDX图谱。
Figure 6-6. EDX spectra of (a) R-TiO2-S and (b) R-TiO2-x-S.
表6-1. R-TiO2，R-TiO2-S和R-TiO2-x-S晶胞参数表。
Table 6-1. Lattice parameters of R-TiO2, R-TiO2-S, and R-TiO2-x-S.
Samples

Phase (%)

Lattice parameters (Å)

Rutile

Anatase

a

b

c

R-TiO2

91.9%

8.1%

4.5966

4.5966

2.9597

R-TiO2-S

85.4%

14.6%

4.5982

4.5982

2.9602

R-TiO2-x-S

82.5%

17.5%

4.5938

4.5938

2.9579

为了检测样品中S元素的掺杂深度，我们进行了二次离子质谱（TOF-SIMS）
测试。如图6-7 a所示，R-TiO2 和R-TiO2−x 中并未检测到S元素的信号，表明这两个
样本中没有S。R-TiO 2 -S中存在S的信号，但随着溅射深度的增加，信号强度保持
稳定，说明硫元素的分布局限在材料表面 [342] 。而在R-TiO 2-x -S样品中，随着溅射
深度和溅射时间的增加，S的信号强度显著增加，表明随着溅射深度的增加，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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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增加，表明S在R-TiO2-x -S中的掺杂深度较深 [342] 。以上结果表明，与R-TiO2 S相比，S在R-TiO 2-x -S中掺杂浓度较高且较深。采用电子顺磁共振（EPR）测量方
法进一步证明缺陷（Ti 3+ 或氧空位）的存在（图6-7 b，c）[343] 。R-TiO 2 -S、R-TiO 2x 、R-TiO 2-x -S均在g

= 2.003处观察明显的峰，该信号主要对应于氧空位中的未配

对电子对 [303] 。如图所示，R-TiO2– x 在g = 1.996出现另一个信号，对应于Ti 3+ ，可
归因于Ar/H 2 等离子体部分还原TiO2 （图6-7 c）。在S掺杂后，R-TiO 2-x 中氧空位
的含量降低，Ti 3+ 的信号几乎消失，这可能是由S原子的结合引起的 [344] 。研究表
明，结合外来原子掺杂会改变金属氧化物的缺陷特征。我们收集了所有样本的紫
外可见吸收光谱（UV-vis），如图6-7 d所示，经等离子体处理和S掺杂后的样品
吸收锐边有明显的红移，带隙减小，表明电子电导率增强。

图6-7.（ a）所有制备的TiO2样品的二次离子质谱图。（b）R-TiO2和R-TiO2-S，（c）
R-TiO2−x和R-TiO2−x -S的电子自旋共振图。（d）所有制备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图。
Figure 6-7 (a) TOF-SIMS depth profiles of S element for all the as-prepared TiO2
samples. EPR images of (b) R-TiO2 and R-TiO 2-S, and (c) R-TiO2−x and R-TiO2−x-S.
(d)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of all the as-prepared TiO 2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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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估等离子体诱导产生的表面非晶态壳层，以及其带来的高浓度和高深
度的S掺杂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我们对所有样品的储钠性能进行了测试。图6-8
a为所有样品在50 mA g −1电流密度下，0.01-3.0 V电压范围内的首次从放电曲线图。
如图所示，所有样品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1.0到1.2 V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平台，这
可以归因于首次嵌钠过程中SEI膜的形成和电解质副反应（图6-8 a）[290]。很明显，
所有的样品表现出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在50 mA g-1 电流密度下，R-TiO2-x -S、RTiO2-S、R-TiO2-x和R-TiO2 100次循环后放电容量分别为254.2、192.7、147.1和91.4
mAh g−1（图6-8 b）。很显然，表面非晶壳层的引入和硫掺杂均对TiO2的钠储存性
能有提升，其中，R-TiO2-x -S的储钠性能尤为突出。图6-8 c为所有样品倍率性能对
比图，R-TiO2−x -S在50、100、200、500、1000和2000 mA g−1电流密度下放电比容
量分别为264.8、243.7、222.5、183.8、162.9和138.3 mAh g−1。甚至在5000和10000
mA g−1超高电流密度下时，仍分别具有111.3和101.9 mAh g−1的放电比容量。当电
流密度返回至50 mA g−1时，放电比容量恢复到257.5 mAh g −1，表明R-TiO2−x-S具
有良好的可逆性。在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R-TiO2−x -S放比容量为R-TiO2的6.3
倍，而R-TiO2 -S和R-TiO 2-x分别为R-TiO2的2.6倍和3.2倍。随着电流密度增加， RTiO2-x -S的充放电曲线变化较少，过电位较小，进一步验证了其优越的倍率性能（图
6-8 d）。该优异的倍率性能可能来源于深度阳离子掺杂和表面非晶化带来的电子
电导率的提升。四探针测试结果显示，R-TiO2、R-TiO2 -S、R-TiO2-x，R-TiO2-x -S的
电子电导率分别为2.78×10 -8，4.91×10 -7分别为2.93×10 -7和1.28×10 -6 S cm -1。该实验
合成的R-TiO2-x -S的储钠性能优于大部分报道的原始TiO2、杂原子掺杂TiO2、碳包
覆TiO2 。值得注意的是，该样品没有经过任何的碳修改，其表面非晶化和深度阳
离子掺杂成为其电化学性能显著增强的关键因素之一。R-TiO2-x -S电极在倍率测试
后，我们在10000 mA g −1电流密度下对其进行了长循环稳定性测试。即使在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该材料仍具有128.5 mAh g −1的放电比容量，6500次循环过程
中几乎无容量衰减，且循环过程中库伦效率接近100%，证明其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能。
为了证明R-TiO2-x -S电极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性的原因，我们对不同循环后
的电极进行了TEM测试。TEM结果显示，R-TiO2-x -S在循环1000次后花瓣状形貌
仍保持良好，进一步证明优越的结构稳定性，有利于提升材料的循环稳定性（图
6-9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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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a）所有合成样品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0.01–3.0 V电压区间内的充放电
曲线图。（b）所有合成样品在50 mA g−1电路密度下的循环性能图。（c）R-TiO2，
R-TiO2-S, R-TiO2-x和R-TiO2-x-S的倍率性能图。（d）R-TiO2-x-S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
充放电曲线。（e）R-TiO2-x-S在10 A g−1电流密度下6500次循环过程中的循环性能以
及库伦效率图。
Figure 6-8 (a) The initial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all the samples at 50 mA g −1 in the
voltage range of 0.01-3.0 V. (b) Cycling performances of all the samples at 50 mA g −1.
(c) Rate performances of R-TiO2, R-TiO2-S, R-TiO2-x, and R-TiO2-x-S. (d) Charge–
discharge profiles of R-TiO2-x-S at different rates. (e) Cycling performance and
Coulombic efficiency of R-TiO2-x-S at 10 A g−1 over 6500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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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R-TiO2-x-S在1000次循环后的透射电镜图。
Figure 6-9 TEM images of R-TiO2-x-S after 1000 cycles.
研究表明，非晶态活性材料能加速它们的离子扩散和电子转移。为了验证等
离子体引入的非晶态壳层对钠离子扩散的影响，我们对比了R-TiO2−x （图6-10a）
和R-TiO2（图6-10b）循环伏安曲线。两个材料均显示了典型的TiO2电极的电化学
特性，R-TiO2−x的阴极/阳极的峰电压值为0.76/0.84，而R-TiO 2的阴极/阳极峰电压
为0.67/0.86 V。显然，R-TiO2−x的电压差（ΔEp）远低于R-TiO2，说明R-TiO2−x极化
较小。以上结果表明非晶态壳层的引入能加快电化学反应动力学。非晶壳比晶体
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更有利于钠离子进入电解液/二氧化钛接触界面 [345]。此外，
此非晶壳层不同于普通的非晶态结构，它具有丰富的缺陷，可以增强材料内电荷
转移 [338]。

图6-10.（a）R-TiO2和（b）R-TiO2-x在0.2 mV s−1扫速下前三圈的循环伏安曲线图。
Figure 6-10 Cyclic voltammograms (CVs) for the first 3 cycles of (a) R-TiO2 and (b) RTiO2-x at a scan rate of 0.2 mV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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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S掺杂浓度和掺杂位置对TiO2电子结构的影响，我们通过第一性原理
对S掺杂的TiO2的总态密度（TDOS）和局部态密度（PDOS）进行了计算。其中阴
离子位S掺杂表示为：S@O，阳离子位S掺杂表示为：S@Ti，分别使用24个原子（4.17
at %）和162个原子（0.62 at %）金红石超胞进行计算（结构模型如图6-11所示）。
显然，在S@O和S@Ti之后，带隙都减小了。对于S@O，由于S 3p态的原子轨道能
级比O 2p高，S 3p与TiO2价带顶（VBM）混合，从而导致价带宽度增加，从而缩
小带隙（图6-12 a，b）。S@Ti不产生自由载流子，而孤对3s态出现在VBM中，也
导致了带隙减小（图6-12 a, b）。纯TiO2和S掺杂的TiO2的的导带最大值（CBM）
和价带最大（VBM）的波函数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图6-12 c-f）。

图6-11.（a）阴离子位硫掺杂TiO2162个原子超胞，（a）阳离子位硫掺杂TiO2162个
原子超胞，（a）阴离子位硫掺杂TiO224个原子超胞，（a）阳离子位硫掺杂TiO224
个原子超胞的计算模型图。
Figure 6-11. Structure models of (a) anion-site sulfur doped 162 atom supercell, (b)
cation-site sulfur doped 162 atom supercell, (c) anion-site sulfur doped 24 atom
supercell, (d) cation-site sulfur doped 24 atom super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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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原始金红石相TiO2和不同S掺杂位置的TiO2超胞（a）162个原子（b）24个原子
的TiO2超胞的总态密度以及部分态密度图。（c，d）原始TiO2，（e，f）氧位S掺杂TiO2
（S@O），
（g，h）钛位S掺杂TiO（
的导带最小值（CBM）和价带最大值（VBM）
2 S@Ti）
的平方波函数图。
Figure 6-12 Calculated total density of states (TDOS) and partial density of states (PDOS) of
(a) pristine rutile TiO2 and S doped 162 atom TiO2 supercells with different doping sites, (b)
pristine rutile TiO2 and S doped 24 atom TiO2 supercells with different doping sites. The
average potentials of the host elements far away from the dopant are used to align the DOS.
Square wavefunctions for the conduction band minimum (CBM) and valence band maximum
(VBM) in 24-atom supercells of (c,d) pure TiO2, (e,f) O-site S doped TiO2 (S@O), and (g,h)
Ti-site S doped TiO2 (S@Ti) (electron density: 2 × 10−5 e Å−3).
以上结果说明，在金红石相中阴离子位和阳离子位的掺杂对能带结构有两种不同
的作用机制，其中阳离子掺杂较多有利于在相同掺杂条件下更大程度的减小带隙（表
6-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带隙从1.54 eV（S掺杂浓度为0.61%）逐
渐减小到0.98 eV（S掺杂浓度位4.16%）（表6-3）。此外，计算结果显示，S掺杂能有
效降低空穴的有效质量，从而增加空穴的迁移率，因此增加其固有的电子导电性。以
上计算结果表明，阳离子位S掺杂与高掺杂浓度相结合可有效地减小带隙，且在更大
程度上提高金红相相空穴的流动性，从而产生更好的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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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计算所得原始金红石型TiO2以及不同浓度硫掺杂金红石型TiO2的带隙表。
Table 6-2. Calculated band gaps of pristine rutile and sulfur doped rutile TiO2 with
different doping sites and doping concentrations.
Samples

Super cell

Doping

Band gap

concentration

Anion-site

Cation-site

Pristine TiO2

√2*√2*2

/

1.87 eV

1.87 eV

162 atoms

3*3*3

0.61 at. %

1.53 eV

1.54 eV

24 atoms

√2*√2*2

4.16 at. %

1.15 eV

0.98 eV

表6-3 计算所得24个原子的原始金红石型TiO2以及S掺杂金红石型TiO2超胞在不同方
向的载流子相对有效质量。
Table 6-3. Calculated carrier relative effective masses along different axes in 24-atom
supercells of pure and S doped TiO2.

Pure

S@O

S@Ti

direction

mh *

[001]

4.20

[100]

2.44

[110]

2.43

[001]

1.39

[100]

2.62

[110]

1.15

[001]

0.43

[100]

0.30

[110]

0.54

6.4 本章小结
本章设计了Ar/H2等离子体辅助S掺杂策略对金红石TiO2进行改性研究。通过Ar/H2
等离子体处理，可在金红石TiO2形成一种超薄的非晶态表面壳层（≈3nm），该结构疏
松、缺陷丰富的非晶态壳层有助于实现较高的S掺杂浓度与较深S掺杂（阳离子位掺杂）。
当用作钠离子电池负极时，制备的R-TiO2-x-S性能较其他样品储钠性能得到明显的改
善。在50 mA g−1和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放电比容量分别为264.8 mAh g−1和128.5
mAh g−1。在10000 mA g−1大电流密度下，循环6500次后，容量保持率几乎为100%。该
等离子体辅助掺杂技术合成的R-TiO2-x-S具有超快的钠离子嵌入/脱出性能和优异的循
环稳定性，该性能甚至优于大多数碳包覆的TiO2材料。DFT计算结果进一步表明，R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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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x-S优越的电化学性能主要源于其深度高浓度S掺杂对其内在电子电导率和离子
扩散动力学的提升。该实验结果表明，等离子体改性手段是一种有效的提升电极材料
电化学性能的方法，可拓展到其他材料的合成和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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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通过磷掺杂调控三维多孔碳内氮的类型提升其储钠性能
7.1 前言
碳材料由于具有来源广泛，成本低廉，电化学性能优异等优点，在储能领域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346-347]。石墨作为商业化锂离子电池负极，由于其层间距较小，不能
形成稳定的碳化钠中间化合物而不适合嵌钠。其他碳材料，特别是硬碳材料在钠离子
电池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6]。
然而，硬碳材料由于其无定形程度较高，导致其导电性较差，这大大降低了其倍
率性能。杂原子掺杂（N[348]，S[348]，P[349]和B[129]）是调节碳材料电子结构，提升其电
子电导率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氮掺杂不仅能提升碳材料的导电性，而且还能在碳
材料引入大量的活性位点，从而提升其电化学性能[350]。目前，有部分研究表明，氮掺
杂的类型是决定碳材料电化学性能的主要因素。相比于石墨-N和吡咯-N，吡啶-N能在
碳骨架中引入更多的有效活性位点，且更容易与碱金属离子结合，从而更大程度提升
碳材料性能[350-351]。众所周知，吡啶-N是由N取代石墨层的缺陷边缘的C原子形成的。
目前为止，最常用的控制吡啶-N含量的方法是通过控制碳材料的热解温度。一般情况
下，低温热解会导致含量较高的吡啶-N，提升热解温度会导致吡啶-N含量的减少。这
主要是由于煅烧温度升高会减少碳骨架中的缺陷和边缘碳，导致吡啶-N减少[351]。Sun
等人[352]通过过氧化氢预刻蚀氧化石墨烯，在氧化石墨中生成更多缺陷和边缘位置，从
而获得了高的吡啶- N含量的石墨烯。显然，缺陷和边缘位置的碳骨架是实现高比例吡
啶-N的关键因素。因此，具有高比表面的碳质材料面积和足够的孔隙缺陷和孔隙边缘
将提供形成高含量吡啶-N的先决条件。
基于以上考虑，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提出了一种结构设计与磷掺杂相结合的方法
调控氮掺杂的碳材料中吡啶-N含量，实现了较高的氮含量。通过三维多孔形貌的设计，
我们在氮掺杂的碳材料中引入更多的边缘缺陷，再通过磷掺杂调控氮掺杂的碳材料的
结构骨架和电子结构，大大提升了材料的吡啶-N含量。吡啶-N含量高的材料相较于其
他材料展现了展现了更优越的储钠性能。

7.2 实验方法
7.2.1 材料制备
（1）聚苯乙烯（PS）微球的合成
3D蜂窝状碳材料是通过以分散的聚苯乙烯（PS）微球为模板合成的。首先，采用
分散聚合法制备直径约100 nm的聚苯乙烯（PS）微球。具体的过程为：70 mL去离子
水，10 mL苯乙烯，和1.0 mL丙烯酸加入到三颈的圆底烧瓶中。将三颈圆底烧瓶置于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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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中，并接上回流冷凝器装置以及氮气。首先，用氮气将装置内的空气排干净，整个
反应过程均在惰性气氛中进行。当油浴温度达到70 ℃后，将0.15 g的过硫酸钾加入到
上述溶液中催化聚合反应，并在70 ℃中反应6 h。然后，将所得的PS微球用去离子水
离心、洗涤，最后再分散于80 mL去离子水中。
（2）N, P共掺杂蜂窝状碳（PNHC）及氮掺杂蜂窝状碳（NHC）的合成
为制备N, P共掺杂蜂窝状碳，将5 mL上述合成的PS微球溶液加入60 mL的去离子
水中。然后，将0.6 g的三（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加入到溶液中，并通过1 M的盐
酸将溶液的pH值调至~8.5。随后，加入300 mg多巴胺于上述溶液中，并在45 ℃下连续
磁力搅拌反应24 h。反应后的产物通过去离子水洗涤离心并在80 ℃真空烘箱中干燥24
h，得到三维蜂窝状碳的前驱体。磷化过程如下：将200 mg的碳前驱体和1.0 g次磷酸钠
（NaH2PO2）分别放置于两个单独的瓷舟内，且前者与后者分别置于管式炉的下游和
上游两侧。首先，材料以5 ℃ min-1的升温速率升温至300 ℃，煅烧1 h，然后以5 ℃
min-1的升温速率升温到800 ℃，并在Ar气中保温2 h。在Ar气氛下冷却到室温后，得到
的N, P共掺杂蜂窝状碳（PNHC）。氮掺杂的碳材料（NHC）的合成过程与PNHC的合
成过程相同，除了烧结的过程中不添加次磷酸钠（NaH2PO2）。
（3）N, P共掺杂碳（NPC）及N掺杂碳（NC）的合成
在65 mL去离子水中加入0.6 g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并通过1 M的盐酸将溶液
的pH值调至~8.5。然后，在上述溶液中加入300 mg多巴胺，在45℃下连续磁搅拌24小
时。用去离子水离心洗涤后，将材料在真空干燥箱中80°C干燥24 h得到碳前驱体。N,
P共掺杂碳（NPC）及N掺杂碳（NC）的煅烧过程分别与PNHC和NHC的合成过程相同。
7.2.2 材料表征
采用粉末x射线衍射（XRD）（DX-2700, Haoyuan x射线衍射仪，CuKα，λ=1.5418
Å）对样品的晶体结构进行分析。原位XRD实验在阿贡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加速器上
进行（11-ID-D，λ=0.799898 Å）。热重分析（TG）（HCT-1，HENVEN, Beijing）在
空气中进行，升温速率为10 ℃ min-1，测试范围为室温到800 ℃。采用SSA-4200进行
比表面积测试，应用Brunauer-Emmett-Teller（BET）进行比表面积计算。Raman光谱通
过LabRAM Aramis（HORIBA Jobin Yvon）光谱仪进行采集。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
通过ESCALAB 250光谱仪采集（AlKα，1486.6 eV），并通过C1s结合能（284.8 eV）
进行校准。样品的形貌通过扫描电镜（SEM）（NanoSEM230），透射电镜（TEM）
和高分辨率透射电镜（HRTEM）（泰坦G2 60-300）进行分析。电子电导率通过直接
四点探针测得（RTS-9，广州）。在测量之前将0.2 g试样在15 MPa的压力下压缩成直
径1.2 cm的圆盘。
7.2.3 电化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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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章电化学性能测试相同。

7.3 结果与讨论
PNHC的合成过程如图7-1所示。首先，多巴胺通过聚合反应，均匀包裹在直径约
为100 nm的聚苯乙烯（PS）微球表面，形成核壳结构的PS@PDA。在煅烧过程中，
NaH2PO2在300℃以下开始分解生成PH3气体；同时，PDA涂层开始碳化并掺杂P（图72）[353]。然后，PS微球在400℃左右分解，形成蜂窝状结构（图7-2）。为便于比较，
我们也分别合成了未添加PS微球模板的N掺杂碳（NC）、N, P共掺杂碳（NPC）以及
N掺杂的蜂窝状碳（NHC）。详细的合成过程在实验部分中已介绍。

图7-1. PNHC的合成过程示意图。
Figure 7-1 Fabrication process for PNHC

图7-2. PS球和盐酸多巴胺在Ar气氛下的热重分析图。
Figure 7-2.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curves of PS spheres and polydopamine
under Ar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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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a）NC，（b）PNC，（c）NHC（d）PNHC的扫描电镜图。（e-f）PNHC的透
射电镜图。（g-h）NHC和PNHC的高分辨透射电镜图。（i-l）PNHC的元素分布图。
Figure 7-3 SEM images of (a) NC, (b) PNC, (c) NHC (d) PNHC. (e-f) TEM images for
PNHC. (g-h) HR-TEM image for NHC and PNHC. (i-l) Corresponding EDS elemental
mappings for PNHC.
扫描电子显微镜结果显示，NC和PNC呈现出块状形貌，且颗粒大小不规则（图7-3 a，
b）。加入PS微球后，NHC（图7-3c）和PNHC（图7-3 d）呈现为三维蜂窝状结构，内部
为有序的大孔(~100 nm)，且具有大量的暴露边缘。PNHC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果进一步
表明其蜂窝状形貌（图7-3 e-f）。HRTEM图显示NHC（图7-3 g）和PNHC（图7-3 h）为
无定形碳。EDS元素分析图像进一步证实了PNHC中N、C和P元素的均匀分布（图7-3 i-l）。
图7-4 a-d为所得样品得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图。如图，所有样品的氮气吸附-脱附
等温线在高压下均存在明显的滞后回路，表现出典型的朗缪尔IV型特征。NHC和PNHC
的BET比表面积分别为306.4（图7-4 c）和330.9 m2 g-1（图7-4 d），NC和PNC的BET比
表面积分别为116.4和128.7 m2 g-1（图7-4 a, b）。BJH方法用于进一步分析NHC和PNHC
的孔隙率。加入PS模板后，NHC和NPHC在100 nm存在大量的大孔，主要对应于3D蜂
窝状结构中的孔。具有高比表面积、多孔及暴露边缘丰富的三维大孔结构有利于PNHC
中吡啶N的形成。此外，由于离子扩散距离的缩短及电极/电解液接触的改善，三维多
孔结构能产生足够的活性位点，有利于Na+储存和离子扩散[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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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a）NC，（b）PNC，（c）NHC和（d）PNHC的N2吸附-脱附曲线（插图为对
应的孔径分布图）。
Figure 7-4 Nitrogen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isotherms of (a) NHC, (b) NC, (c) PNC and
(d) PNHC, with the insets showing the corresponding pore size distributions.
所有样品的XRD图谱（图7-5 a）均展现出一个宽的（002）衍射峰和一个不明显
的（101）衍射峰，这表明了制备的碳材料均为无定形状态。与NC和NHC相比，PNC
和PNHC的（002）衍射峰更宽且向低角度偏移，说明P掺杂后在氮掺杂的碳骨架中
引入了更多的缺陷[355]。所有样品的拉曼光谱都分别在1333 cm-1和1559 cm -1处呈现
出两个典型的D带和G带峰。D带对应于无序的碳，而G带反映着对称和sp2结晶碳（图
7-5 b）[356]。PNHC显示较高的ID：IG，说明通过对其形貌和结构的设计，产生了更
多的缺陷。电子顺磁共振（EPR）结果进一步证实了PNHC缺陷的增加（图7-6）。

图7-5.所合成样品的（a）X-射线衍射图和（b）拉曼光谱图。
Figure 7-5 (a) XRD patterns, and (b) Raman spectra of all as-prepar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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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NHC和PNHC的电子顺磁共振图。
Figure 7-6 EPR results for NHC and PNHC samples.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掺杂方式的样品中的键合情况，我们进行了X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研究。NHC和NPHC的全谱图显示，两个样品中均为C、N、O元素，除了PNHC
中出现额外的P峰，说明P成功的掺杂到氮掺杂的碳材料中（图7-7 a）。PNHC的P 2p XPS
谱图证实了P-C（132.8 eV）、P-N（133.9 eV）和P-O（135.1 eV）键的存在，其中主要以
P-N键为主要的存在方式（图7-7 b）[357]。结果表明，在N掺杂碳结构中，P原子主要取代
C原子并与N原子成键。在NHC的N 1s图谱中，出现三个典型的氮峰，分别对应吡啶N
（398.45 eV）、吡咯N（400.62 eV）以及石墨N（404.05 eV）（图7-7 c）[358]。有趣的是，
P掺杂后，NHC中吡啶N的含量从27.1 %增加到PNHC中的40.3 %（图7-7 d），从NC的24.5 %
增加至PNC中的31.0 %（图7-7 e-f）。值得注意的是，三维蜂窝状结构材料中吡啶N的含
量比块状结构的高，P掺杂后吡啶N含量有较大的增加。因此，具有足够缺陷和暴露边缘
的三维多孔结构为更高比例吡啶N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为了进一步证实P掺杂对N种类比
例的调整效果，我们将合成NC和PNC过程中300 ℃的中间产物进行了XPS的分析。很明
显，N-P键300 ℃时已经形成（图7-7 g），吡啶N的比例随P的掺杂而增加了8 %（图7-7 hi），这表明形成的N-P键可能会对电子结构进行调整，导致N掺杂结构的改变，从而导致
更多的缺陷和边缘位置，最终促进了更高比例吡啶N的形成[350]。据报道，由于吡啶N具
有最高的反应活性，能提高碳材料的电子电导率，在碳材料中诱导产生更多的活性位点
。因此，具有更高含量吡啶N的材料能呈现出更好的储钠性能。在我们的文章中，我

[350]

们通过P掺杂而不是降低烧结温度得到高含量的吡啶N，成功避免了电子电导率的降低，
从而提高了PNHC的储钠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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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a）NHC和PNHC的XPS全谱图。（b）PNHC的P 2p XPS谱图。（c）NHC,（d）
PNHC,（e）NC和（f）PNC的N 1s XPS谱图。（g）合成PNC过程300 ℃下中间产物的
P 2p XPS谱图。（h）NC和（i）PNC合成过程中300 ℃下中间产物的N 1s XPS谱图。
Figure 7-7 (a) XPS survey spectra of NHC and PNHC. (b) P 2p XPS spectrum for PNHC. N
1s XPS spectrum for (c) NHC, (d) PNHC, (e) NC and (f) PNC. (g) P 2p XPS spectrum for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obtained at 300 ℃ during the synthesis of PNC. N 1s XPS spectrum for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obtained at 300 ℃ during the synthesis of (h) NC and (i) PNC.
为探讨调节活性N种类的意义，我们对所有制备的样品的储钠性能进行了研究。
图7-8 a为所有样品在200 mA g-1下循环性能图。在前期循环过程中，NHC和NPHC均呈
现出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在前期过程中SEI膜的不稳定以及不可逆的嵌钠导致的容
量的下降[359]。经过十几圈循环后，所有样品均展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500次循环
后，PNHC，NHC，PNC以及NC的放电比容量分别为270.7 mA h g-1，203 mA h g-1，73
mA h g-1和30 mA h g-1。对比所有材料在初始过程中的循环稳定性，经过P掺杂和三维
结构设计后，电极比容量衰减更为严重，这可能是因为引入了更多的缺陷造成的[360]。
图7-8 b为所有样品的首次充放电曲线图，所有样品充放电曲线形状相似，在首次循环
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不可逆比容量，首次不可逆容量主要来源于首次SEI膜的形成以及
电解液的副反应导致的，低首次库伦效率在硬碳材料是常见的一种现象。与其他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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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相比，PNHC的放电比容量以及首次库伦效率有明显的提高，这是由于其活性吡
啶N含量的增加和合理三维结构的设计，从而为表面电荷转移和Na+的吸附提供了大量
的活性位点。

图7-8.（a）所有样品在200 mA g−1电流密度下的循环性能图。（b）所有样品在 200 mA
g−1电流密度下，0.01-3.0 V vs. Na+/Na电压区间内的充放电曲线图。（c）所有样品的倍
率性能图。（d）所有样品在1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循环500次的循环稳定性能图。
Figure 7-8 Sodium storage performance of all the as-prepared samples. (a) Cycling
performances of all the samples at 200 mA g−1. (b) Galvanostatic charge/discharge curves of all
the samples at 200 mA g−1 in the voltage range of 0.01-3.0 V vs. Na+/Na. (c) Rate performances
of all the samples. (d) Cycling performances of all the samples at 1000 mA g−1 over 500 cycles.
倍率性能的测试进一步证明了PNHC卓越的储钠性能。在50、100、200、500、1000
和2000 mA g-1下，PNHC的放电比容量分别为317.9、292.3、267.6、235.6、206.1和186.6
mA h g-1（图7-8 c）。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在5和10 A g-1下，PNHC的放电比容量仍
高达148.3和136.5 mA h g-1，当电流密度恢复到50 mA g-1时，其比容量可恢复到276.9
mA h g-1。值得注意的是，在50 mA g-1和10 A g-1下，PNHC的放电比容量分别是NC的
3.4倍和35.2倍，进一步验证其优异的倍率性能。
所有材料在1000 mA g-1的长循环稳定性进一步证实PNHC优异的循环性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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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d所示，1000圈循环后，PNHC的比容量仍高达180.4 mA h g-1，明显高于NC（9.5
mA h g-1）、PNC（23.9 mA h g-1）和NHC（152.6 mA h g-1）。相比大多数报道的碳材
料，我们的PNHC电极显示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与其他三个电极对比，PNHC也呈现
出更好的电化学性能。
众所周知，活性材料的循环稳定性与材料的结构稳定性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测
试了PNHC在1000 mA g-1下100次循环后的TEM图，如图，7-9 a，b所示，100次循环后，
材料的微观结构虽有一定的变化，但PNHC仍保持蜂窝状形态。结果表明，蜂窝状形
貌具有超高的结构稳定性，有利于促进材料的循环性能。

图7-9. PNHC电极在100次循环后的透射电镜图。
Figure 7-9 TEM images of PNHC after 100 cycles
为了研究所合成材料的电化学反应机理和反应动力学，我们对NHC和PNHC在
0.01-3.0 V电压区间内不同扫描速度下的循环伏安（CV）曲线进行了测试。如图7-10 a，
d所示，PNHC和NHC均展现出典型的碳材料的循环伏安曲线。当扫描速率从0.4增加
到20 mV s-1时，NHC的峰电压从0.27 V迁移到0.85 V，对应着0.58 V的电压偏移（图710 b, c）。相比之下，随着扫速的增加，PNHC电压偏移大大减小，从0.28 V迁移到0.78
V（图7-10 e，f）。说明P掺杂和氮类型调控后，PNHC的极化大大减小，在大电流下
具有更快的Na+迁移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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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NHC电极在（a）0.2 mV s−1,（b）0.4-2.0 mV s−1和（c）4-20.0 mV s−1的循环伏
安曲线图。PNHC电极在（d）0.2 mV s−1,（e）0.4-2.0 mV s−1和（f）4-20.0 mV s−1的循
环伏安曲线图。
Figure 7-10 Cyclic voltammograms (CVs) of NHC and PNHC at scan rates. (a) 0.2 mV s −1,
(b) 0.4-2.0 mV s−1 and (c) 4-20.0 mV s−1 for NHC, (d) 0.2 mV s−1, (e) 0.4-2.0 mV s−1 and (f)
4-20.0 mV s−1 for PNHC in the voltage range of 0.01-3.0 V (vs. Na+/Na).

图 7-11.不同结构 P，N 共掺杂的碳的结构模型。
Figure 7-11. Different structure mode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nergies of P, N-dope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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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究P掺杂对N掺杂的碳储钠性能影响的机制，我们进行了DFT理论计
算。首先，通过对12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模型的能量进行计算，我们筛选出了能量最低，
最稳定的模型，并将它作为进一步计算的结构模型（图7-11）。N掺杂的碳以及N，P
共掺杂的碳的态密度结果显示，随着P元素的掺杂，碳材料费米能级向右偏移，说明磷
掺杂后更有利于电子跃迁，碳材料的电子电导率增强（图7-12）。

图7-12. N掺杂的碳以及N，P共掺杂的碳的总态密度图。
Figure 7-12. DOS results of N-doped carbon and P, N-doped carbon.

7.4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成功地合成N, P共掺杂蜂窝状碳材料（PNHC）并应用钠离子电池。
我们发现合理的形貌设计与P掺杂相结合可以在碳材料引入更多的暴露边缘缺陷，调
节碳材料的电子结构，这为高比例的活性吡啶-N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新颖及有效
的策略使PNHC具有更多更高的活性吡啶-N，从而改变了N掺杂碳的反应活性和离子
扩散动力学。与其他材料对比，这些协同作用使PNHC具有更高的放电比容量和更好
的倍率性能。该方法为调节氮掺杂碳材料中吡啶-N含量，制备先进碳材料应用于储能
系统提供了一种有效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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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总结与展望
8.1 全文总结
得益于其丰富的资源储量，低廉的成本，钠离子电池在大规模储能领域得到了学
者的广泛关注。开发循环稳定性好和倍率性能优异的钠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是实现钠离
子电池商业化应用的关键。基于此，本论文从关键材料入手，通过特殊材料形貌的设
计、材料结构以及电子结构的调控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二氧化
钛、碳基材料）。着眼于目前关键负极材料存在的导电性差和钠离子扩散迟缓的问题，
通过结构优化、元素掺杂改性等手段提升了材料的本征导电性和钠离子扩散动力学。
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探究了材料形貌结构对TiO2/C的嵌钠性能的影响。采用简单的水热法合成了TiO2
纳米材料，通过对溶剂、反应时间的调控，对TiO2/C复合材料的形貌结构进行了优化。
其中，管中棒状TiO2/C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在钠离子电池中展现了更优的电化学性能。
该管中棒结构的壳层由二维纳米片组成，大大增加了材料的比表面，从而增强了电解
液与电极材料之间的接触，大大缩短了Na+扩散距离。其次，原位形成的碳包覆层提升
了材料的电子电导率，改善了材料的倍率性能。当用于钠离子电池负极，该材料在50
mA g−1和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分别具有277.5 和153.9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且在
5000 mA g−1电流密度下，4000个循环后容量保持率接近100 %。该工作表明，通过纳
米结构优化是提升TiO2负极材料电化学性能的有效手段。
合成了本征缺陷丰富的TiO2/C复合材料。 采用热解MIL-125（Ti）得到TiO2/C复
合材料，并通过热解过程中镁热还原反应将部分Ti4+还原成Ti3+，成功合成了缺陷丰富
的TiO2-δ/C复合材料。该TiO2-δ/C复合材料具有月饼状形貌，其中5 nm左右的TiO2-δ颗粒
均匀分布在碳基质中，大大缩短了Na+扩散路径。该碳基质形成了均匀的导电网络，提
升了材料的导电性并抑制了材料在循环过程中的体积膨胀和团聚。同时，镁热还原引
入的氧空位和Ti3+缺陷极大的提高了材料的本征导电性，提升了材料的倍率性能。基
于以上优势，该材料在50 mA g-1电流密度下展现了330.2 mAh g-1的高容量，甚至在10A
g-1高电流密度下仍具有88.6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且5000次循环几乎无容量衰减。
探索了杂原子掺杂含量对TiO2结构以及电化学性能的影响。采用简单的水解法合
成了Fe掺杂的TiO2，并探索了元素掺杂含量对材料形貌和电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
随着Fe含量增加，TiO2形貌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但是尺寸逐渐减小。随着Fe含量增加，
TiO2本征导电性逐渐增强，但是Fe含量过高会破坏材料的结构稳定性。研究发现，随
着Fe含量增加，材料的放电容量逐渐增加，但是Fe含量太高会导致循环稳定性下降。
其中，6.99 %-Fe掺杂的TiO2具有最佳的电化学性能，在16.8 m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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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1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在1680 mA g-1电流密度下，3000次循环基本无容量衰减。
DFT理论计算结果进一步表明，Fe掺杂会在TiO2中引入缺陷，减小TiO2能带，将降低
Na+嵌入能垒，从而提升其电化学性能。
调控了TiO2材料中元素掺杂的浓度以及位置。我们通过等离子辅助掺杂法成功合成
了阳离子位S掺杂的TiO2材料。通过等离子体处理在TiO2表面引入了无定形壳层，该无定
形层具有丰富的缺陷，更有利于杂原子在TiO2结构中的扩散，从而实现高浓度的阳离子
位S掺杂，而未进行等离子处理的材料主要为阴离子位S掺杂，且掺杂含量大大降低。DFT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增加S掺杂浓度更有利于提升材料导电性，同等掺杂浓度下，阳离子
掺杂会更大程度提升TiO2的电子电导率以及空位的迁移率。该阳离子位S掺杂的TiO2材料
展现了优异的嵌钠性能，在50和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分别具有264.8和128.5 mAh g−1
的放电比容量，且在10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循环6500圈几乎无容量衰减。
设计了一种调控氮掺杂的碳材料中氮类型的方法。基于氮掺杂的碳材料中氮类型
是决定其电化学性能的关键，实现高浓度活性吡啶氮是提升氮掺杂的碳材料电化学性
能的关键，但目前仍是一个难题。鉴于此，我们合成了具有大量暴露的边缘碳的3D蜂
窝状结构，并通过磷掺杂对氮掺杂的碳材料的电子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控，成功合
成了高吡啶氮含量的碳材料。研究发现，该3D蜂窝状结构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钠离子
扩散动力学。通过氮类型的调控，材料导电性有了极大提升，且具有更多的钠吸附活
性位点。在1000 mA g-1电流密度下，具有180.4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且循环1000圈
几乎无容量衰减，其电化学性能远优于未改性的氮掺杂的碳材料。

8.2 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钠离子电池研究的深入，关键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
能有着显著的提升。然而要实现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还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
目前，大都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均面临着首次库伦效率低的问题。较低的首次库
伦效率将大大降低全电池的实际能量密度。目前，通过电解液的优化、材料结构形貌
的设计、粘结剂的优化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材料的首次库伦效率。但是要在根
本上解决首次库伦效率低的问题仍具有很大的挑战。
对于目前一些高容量负极材料，其循环过程中较大的体积膨胀带来的材料粉化脱
落是限制其循环稳定性的关键原因。如何合理的设计电极结构，甚至电池的结构来避
免体积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缺陷工程在提升电极材料性能上具有显著效果，但是目前对于缺陷的存在形式，
缺陷浓度，以及缺陷存在对电化学性能提升的作用机理仍然没有定论，这将是未来研
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特别是要比较精准的对缺陷的存在形式以及浓度进行调控在目
前仍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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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提供有利的科研条件。Guo教授对待学术认真求实、精益求精的态度对我影响深
远。虽然联培的时间比较短，但在Guo教授的悉心培育下，我的理论基础以及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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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广西大学黄丹老师在我实验过程中为我提供的理论计算方面的帮助。感
谢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刘素琴教授，刘洪涛教授，钱东教授，纪晓波教授，香港
科技大学邵敏华教授，湖南文理学院黄小兵老师对我实验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实验室
王琦师妹对我实验和生活提供的帮助。感谢甘庆孟博士，孙旦博士，李静莎博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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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伍伦贡大学联培期间Mr Xiaolong Li, Mr Junnan Hao, Dr. Wei Kong Pang,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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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lin Liu, Dr. Wenchao Zhang, Dr. Yan Lu, Dr. Xinyu Zhao, Mr Qining Fan, Mr Shilin
Zhang, Mr. Fuhua Yang, Mr. Meng Ge, Mr Yifeng Chen等为我的实验和生活提供的各种
帮助。
一路走来，离不开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对我的支持，包容和理解以及我的亲朋好
友对我的帮助，是你们无私的付出让我能专心科研，让我能义无反顾、一路向前。
感谢母校中南大学对我的培养！人生最青春、最美丽、最奋斗的年华留在了这里
--本科、博士。未来，我将秉承“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校训一路前行，与母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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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校增光添彩。
感谢伍伦贡大学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对我学业的支持。
感谢本论文的评阅老师和答辩委员会老师，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博士即将毕业，不仅感慨：博士不易，且读且珍惜！感谢每一位给予过我帮助和
支持的人，愿您们一切都好！感谢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经历，让自己沉淀下来，重拾
学生时代的美好，此生难忘！
何菡娜
2019年9月于澳大利亚伍伦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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