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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高温合成法对掺杂 Ni 和 Fe 固体物质锰基锂正极材料进行研究袁 制备出锰基锂正极半导体材料

LiNi0.5Mn1.5O4,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袁利用 X 射线衍射仪分析该产物的晶体结构袁运用紫外可见光纤光谱

仪测试该材料的光谱特征袁采用高精度电池测试仪测试半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测试结果表明:锰基锂正极半导体材料
为立方尖晶石结构袁其晶体结构是立方晶系袁Fd3m 空间群.LiNi0.5Mn1.5O4,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的紫外可

见光吸收系数分别处于 0.830袁0.839 和 0.857 时袁 禁带宽度分别为 0.989 eV袁0.966 eV 和 0.922 eV. 半电池电特性测试
表明院充放电电压范围处于 3.45 V~4.8 V 区间袁充放电出现了 2 个平台.

关键词院锰基锂曰正极材料曰禁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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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锂离子电池以其功率密度高尧比能量高尧安全性能好尧输出电压高尧自放电小尧循环性能好尧无污染尧性

能价格比高尧资源丰富等优点袁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袁被认为是电动汽车的理想电源[1].

锂离子电池整体性能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正极材料袁因为它充放电比容量高尧倍率性能较好尧循环寿命

长.现阶段袁市场上往往会把晶石型的锰基锂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但锰基锂在本身材料制备的纯
度降低和锰基锂在电解质中的溶解减少都将对其循环寿命有影响袁因此需要采用掺杂来提高其电化学性

能[2].近年来袁随着掺杂性锂离子正极半导体材料的提高和改善袁以及市场对大功率尧高容量尧循环寿命长

电池的追求袁锰基锂一直成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究热点[3].研究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袁对于提高锂

离子电池性能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电子在固体中的能量取值为不可连续的袁却有一些不连续的能带曰要导电就必须有自由电子存在袁存
在于自由电子的能带称为导带渊可以导电冤袁被束缚的电子要变为自由电子袁需要吸收充足的能量后跃迁到
导带袁禁带宽度就是这个能量的最小值[4]袁相当于一个能带宽度渊电子伏渊eV冤冤.半导体价带和导带之间有一

个能隙渊energy gap冤,当入射光的能量等于能隙时袁入射光就会被材料大量吸收袁在能隙位置出现吸收峰袁这

是正极半导体材料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特征峰位置袁这就是正极半导体材料的吸收光谱原理[5].文献[6]利

用锰基锂中不同的分子结构在不同的紫外可见光波段对光具有选择吸收的特性来测量其结构袁 并且深入

对锰基锂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特征进行了定性的分析曰文献[7]利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吸光系数尧吸收峰的
位置以及其禁带宽度等特性进行其合理的研究.

实际工作中袁要求动力电池循环次数多尧安全稳定性高尧功率性能好[8]袁因此袁需要改善尖晶石锰基锂正

极材料倍率性能尧充放电比容量尧循环寿命的问题[9]袁本文选择在锰基锂正极材料中掺杂 Ni 和 Fe 离子袁通
过对 LiNi0.5Mn1.5O4,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这 3 种锰基锂正极材料晶体结构尧 电特性和禁带特

性的研究袁揭示这 3 种材料本征结构特性与性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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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
对于锰基锂正极半导体材料袁其吸收系数和吸收带边之间的关系如下院
hv窑a=B窑渊hv- Eg冤m

渊1冤

式中袁 hv 为光子能量袁a 为吸收系数袁B 为材料的特征长度袁Eg 为禁带宽度袁即光学吸收带隙袁间接带隙 m=

2袁而且介电函数的实部 着1渊x冤应该遵循 Kramer-Kronig 关系[10].因此袁可通过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测试方法
获得锰基锂正极材料的禁带宽度.

2

实验部分

2.1

主要仪器及试剂

实验所用主要仪器和试剂院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渊Maya2000-Pro冤袁 X 射线衍射仪渊DX-2700 Bruker D8

Advance,Cuk琢 radation 冤袁高精度电池测试仪渊BTS-4008冤袁高温气氛炉渊KFQ-1200冤袁恒温磁力搅拌器渊HJ原3
型冤袁小型涂覆机渊ZKTBJ-10冤和真空干燥箱渊ZZK冤.锰基锂尧醋酸镍尧氧化铁尧导电炭黑尧聚偏氟乙烯渊PVDF冤
和 N-甲基吡咯烷酮渊NMP冤.

2.2

实验过程

以锰基锂和 C4H6O4Ni窑4H2O袁 锰基锂和 Fe2O3 作为原材料袁 采用高温合成制备方法制备 LiNi0.5Mn1.5O4袁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三种正极材料. 运用 X 射线衍射仪对其产物进行晶体结构分析.通过调
浆尧涂覆尧滚压尧烘干和裁片等基本工艺流程制成半电池正极极片袁再通过混料尧搅拌尧焙烧尧研磨尧筛分尧干

燥尧装配制成半电池袁并测试其静态电池性能.

对 LiNi0.5Mn1.5O4袁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三种正极材料的结构采用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测

试材料的光谱特征院 在石英片上进行基线定位袁 称取适量 LiNi0.5Mn1.5O4 放在石英片 1 上袁 特征长度为

0.25 cm袁作为 1# 样品曰称取适量 LiNi0.5Mn1.5Fe0.1O4 放在石英片 2 上袁特征长度为 0.25 cm袁作为 2# 样品曰称取

适量 LiNi0.5Mn1.5Fe0.2O4 放在石英片 3 上袁特征长度为 0.25 cm袁作为 3# 样品.紫外可见光纤光光谱仪扫描范
围 225 nm~250 nm.

3

结果与讨论

3.1

锰基锂的晶体结构

用 X 射线衍射仪对 LiNi0.5Mn1.5O4,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三种锰基锂正极半导体材料进行

X 射线衍射图谱采集袁 扫描范围是

10毅 ~90毅 . 从 图 1 可 以 看 出 ,

LiNi0.5Mn1.5O4 均 在 18.79毅 袁36.43毅 袁
38.14毅袁44.29毅袁48.49毅袁58.63毅袁64.39毅
和 67.72毅附 近 分 别 出 现 了 几 个 强

峰袁 与标准的 LiNi0.5Mn1.5O4 的峰值
渊 标 准 卡 冤

位 置 相 吻 合 袁

LiNi0.5Mn1.5Fe0.1O4 均 在 18.88毅 袁
36.49毅 袁38.23毅 袁44.35毅 袁48.61毅 袁
58.72毅袁64.51毅和 67.84毅附近分别出

现 了 几 个 强 峰 袁 与 标 准 的

LiNi0.5Mn1.5Fe0.1O4 的峰值渊标准卡冤位

置 相 吻 合 袁LiNi0.5Mn1.5Fe0.2O4 均 在

18.73毅 袁36.37毅 袁38.11毅 袁44.23毅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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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6毅袁58.57毅袁64.33毅和 67.69毅附近分别出现了几个强峰袁与标准的 LiNi0.5Mn1.5Fe0.2O4 的峰值渊标准卡冤位置

相吻合袁表明制备的 LiNi0.5Mn1.5O4袁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三种正极材料均为立方尖晶石结构袁
属于立方晶系袁为 Fd3m 空间群袁并且具有很好的结晶度和结构完整.锰基锂正极材料随掺杂量的增大袁其

半高宽度变大袁晶格畸变程度增大袁结构稳定性越好.图中有一些杂峰出现袁原因是在高温合成过程中锰基

锂正极材料受热不均匀袁结晶出一些 MnO2 或者 Fe2O3 等杂质.
3.2

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

根据实验方式袁 在 Maya2000-Pro 紫外可见光纤光谱仪上扫描锰基锂正极固体材料实验样品. 由紫外

可见光吸收谱图可知袁 LiNi0.5Mn1.5O4袁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的吸收峰在不同的波段波形各不
相同袁图 2 中袁实验 1#,2# 和 3# 样品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在波长 243 nm 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吸收峰袁且波峰曲

线非常明显.LiNi0.5Mn1.5O4 波长处于 243.1 nm 时紫外可见光吸收系数为 0.83袁LiNi0.5Mn1.5Fe0.1O4 波长处于
243.2 nm 时紫外可见光吸收系数为 0.84袁 LiNi0.5Mn1.5Fe0.2O4 波长处于 243.8 nm 时紫外可见光吸收系数为
0.86.通过半导体材料的吸收带边和吸收系
数 计 算 公 式 可 以 得 出 LiNi0.5Mn1.5O4袁

1.0

带宽度分别为 0.99 eV袁0.97 eV 和 0.92 eV.

0.8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的 禁

0.9

由于铁锰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袁 铁浓

0.7

度的提高可以减轻锰的吸收光积累袁 所以

0.6

掺杂 Fe 后对锰基锂的吸收光的程度具有
一定的影响.

根据紫外可见光吸收谱图可以得出袁开
始时随着波长的递进其吸收系数缓慢上升袁
到达波峰后随着波长的继续递进其吸收系
数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袁 此时 LiNi0.5Mn1.5O4袁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的 禁

带宽度测试值也相对稳定[11].
3.3

LiNi0.5Mn1.5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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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半电池的电特性

利用电池测试仪对组装好的LiNi0.5Mn1.5O4袁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三 种

静置电池进行静态充放电特性测试袁 并对

其电特性进行研究袁充放电区间是在 3.4 V

~4.8 V.

由图 3~图 5 可知袁 电池在静态充放

电过程中袁其充电平台和放电平台出现 2

个袁分别是 4.0 V 和 4.6 V袁应该是锰基锂
正极材料中 Mn4+ 的价态发生了变化所导

致的. LiNi0.5Mn1.5O4 充 放电 比 容 量 分别为

103 mAh窑g -1袁91 mAh窑g -1. LiNi0.5Mn1.5Fe0.1O4

充 放 电 比 容 量 分 别 为 105 mAh窑g -1袁
94 mAh窑g-1. LiNi0.5Mn1.5Fe0.2O4 充放电比容量

分别为 110 mAh窑g 袁103 mAh窑g . 其充放电
-1

电压平台和比容量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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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iNi0.5Mn1.5Fe0.2O4 电池充放电曲线

结论
1冤通过高温合成法制备的锰基锂正极半导体材料 LiNi0.5Mn1.5O4袁LiNi0.5Mn1.5Fe0.1O4袁LiNi0.5Mn1.5Fe0.2O4 其晶

体结构为尖晶石结构袁属于立方晶系袁Fd3m 空间群.

2冤锰基锂正极固体材料开始时随着波长的递进其吸收系数缓慢上升袁到达波峰后随着波长的继续递

进其吸 收系数并没有多 大的改 变袁 LiNi0.5Mn1.5O4袁 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的 波 长 分别 处 于

243.1 nm袁243.2 nm 和 243.8 nm 时袁禁带宽度分别为和 0.989 eV袁0.966 eV 和 0.922 eV.

3冤LiNi0.5Mn1.5O4袁LiNi0.5Mn1.5Fe0.1O4 和 LiNi0.5Mn1.5Fe0.2O4 在静态充放电过程中袁 其充电平台和放电平台分

别出现 2 个袁分别是 4.0 V 和 4.6 V. 其充放电电压平台和比容量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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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云等院基于 LiDAR 点云的城市地区植被提取算法研究

LiDAR aased vegetation detection in city areas
YANG Xiao-yun, LIANG Yu, LIANG Xin

(College of Civil and Architertural Engineeri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院A simple method for vegetation detection in city areas was proposed. In a first step, a first-last-echo
difference model

(FLDM) is calculated by subtracting the last reflection

(lowest elevation) from the first

reflection with the highest elevation. Set height difference threshold, and derive potential vegetation areas. In the

second step, the difference model is further enhanced by applying a gradient filter for removing long thin

structures representing building edges and small areas. Then remain points are labeled vegetation. The method
is efficient and easy to work, with potential value in application.

Key Words院LiDAR; vegetation; density; multi- returns pulse;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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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and gap character of Mn-base lithium anode material
WU Han-jie袁LIANG Xing-hua*袁HUANG Mei-hong袁SONG Qing-qing袁 LIU Hao

渊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Auto Parts and Vehicle Technology, 渊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冤袁
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 For doping Ni and Fe solid material, studying on Mn -base lithium anode material by using high

temperature synthesis metho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Mn-Base lithium anode semiconductor material LiNi0.5Mn1.5O4,

LiNi0.5Mn1.5Fe0.1O4 and LiNi0.5Mn1.5Fe0.2O4.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sample was analyzed and collected through X-

ray diffractometry (XRD), It also tested spectrum features of the material by using ultraviolet 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 The character of charge -discharge were showed by high precision electrical tester. Tes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Mn-base lithium anode semiconducting material was diamond structure, crystal structure was
space group of Fd3m and the cubic crystal system. When absorption coefficient of ultraviolet visible light of

LiNi0.5Mn1.5O4, LiNi0.5Mn1.5Fe0.1O4 and LiNi0.5Mn1.5Fe0.2O4 were respectively 0.830, 0.839 and 0.857, the width of the
band gap were respectively 2.24e V, 2.22e V, 1.85eV.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tes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two
charge–discharge platforms and between 3.45 V and 4.8 V in the semi-finished products of the battery.

Keywords: Mn-base Lithium; anode material; band gap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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