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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钴、镍、锰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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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高含量的钴、镍、锰成分进行测定。探讨了利用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调整燃烧头角度和采用对应元素的次灵敏线对高含量钴、镍、锰进行测定的条件。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准确 

度和精密度，回收率为97，7％～105，3．％，相对平均偏差小于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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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o，Ni，Mn in cathode material of Li．ion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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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Chemistryand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hangsha UniversityofScienceand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077，China；2，Hunan Engineering Center of Traction Battery Technology，Ctmngsha，Hunan 410004，China) 

Abstract：The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 wag used tO determine hlgh-contents Co，Ni，Mn in cathode materials 

of Li-ion battery．The measurement conditions were studied，The high-content Co，Ni，Mn were determined by adjusting~nsle of 

burner and 8eoondary absorbing wavelength in the N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The results showed the method Wilts 

accurate and precision with the recovery of97．7％ ～105．3％ ．the RSD Waft below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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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种快速、准确度高的方法测定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中高含量成分很有必要。本文作者研究了原子吸收光度法分 

析锂电池正极材料中高含量的钴、镍、锰的实验条件。结果表 

明：原子吸收光度法快速简便，只要条件控制得当，测定高含量 

成分具有较好的准确度。有关单位可以用此测定方法进行正 

极材料的质量控制。 

1 实验 

1．1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A ，钴、镍、锰空心 

阴极灯(北京)。 

1．2 仪器条件 

仪器的工作条件见表1。 

I．3 主要试剂及配制 

除特别说明外，试剂均为AR级，水均为去离子水。 

1．3．1 标准溶液 

钴标准溶液(1．000rag／m1)：称取0．1407gCo203(光谱纯) 

表 1 仪器的工作条件 

Table 1 Work conditions of the instrument 

放入 100 ml烧杯中，加入少量水润湿，然后加入 HCI(1：1) 

5 m1，加热溶解，冷却后，转入 100 ml的容量瓶中，定容。 

镍标准溶液(1．000 mg／m1)：称取0．100 0 g镍粉(99．8％) 

放入 100 ml烧杯中，加入少量水润湿，然后加入 HCI(1：1) 

5 m1，加热溶解，冷却后，转入 100 ml的容量瓶中，定容。 

锰标准溶液(I．000 ms／m1)：称取 0．100 0 g电解金属锰 

(99．8％)放入100 ml烧杯中，加入少量水润湿，然后加入HC1 

(1：1)5 ml，加热溶解，冷却后，转入100 ml的容量瓶中，定容。 

1．3．2 其他试剂 

HO(1：1)，H2So4(1：5)，浓 HN03，H2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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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方法 

在相应的仪器工作条件下，根据正极材料中钴、镍、锰的含 

量，分别移取一定体积的钴、镍、锰标准溶液于50 ml容量瓶中， 

用水稀至刻度，摇匀，以蒸馏水作空白，偏转燃烧头或采用次灵 

敏线，依次测定吸光度值。 

2 结果与讨论 

2．1 酸的影响 

正极材料试样需要用HCI进行分解，即测定介质为HCI，故 

只对HCI的量进行了实验。在仪器测定条件下，随着 HC1的量 

逐渐增加，钴、镍、锰的吸光度呈下降趋势。试样分解完全后，应 

尽可能蒸至近干，冷却后，用水溶解，再转入容量瓶中，定容。 

2．2 共存离子的影响 

钴的测定主要考虑锂、镍、锰的影响，结果表明：0．3 mg锂、 

O．5 mg镍、0．3 mg锰不干扰钻的测定(实际测定 0．100 0 g样 

品中的钴时，对应的锂、镍、锰的质量分别小于0．3 mg、0．5 mg、 

0．3 rag)；镍的测定[ 】主要考虑锂、钴、锰的影响，结果表明： 

0．3 mg锂、0．5 mg钴、0．3 mg锰不干扰镍的测定(实际测定 

0．100 0 g样品中的镍时，对应的锂、锰、钴的量分别小于 

0．3 mg、0．3 mg、0．5 rag)；锰的测定主要考虑锂、镍、钴的影响， 

结果表明：0．3 mg锂、0．5 mg镍、0．5 mg钴不干扰锰的测定(实 

际测定0．100 0 g样品中的锰时，对应的锂、镍、钴的量分别小于 

0．3 mg、0．5 mg、0．5 rag)。 

2．3 吸收线的选择 

由于正极材料中钴、镍、锰含量较高，若采用灵敏线测定， 

样品稀释倍数必须很大，会有较大的误差，测定这几个项目时， 

可将燃烧头偏转一定角度L3】，或采用次灵敏线的方法来扩大线 

性范围，以提高测定的准确度。经实验，确定吸收线为：钴 

252．1 nm，线性范围为0～100~g／ml；镍 352．5 nm，线性范围为 

0～100．g／ml；锰 280．1 nm，线性范围为 0～50 v．g／m~。 

2．4 标准曲线 

2．4．1 钴的标准曲线 

移取钴标准溶液 0 ml、1．O0 ml、2．O0 ml、3．O0 ml、4．O0 ml、 

5．00 ml于50 ml容量瓶中，以蒸馏水定容，摇匀，以蒸馏水做空 

白。采用钴的次灵敏线 252．1 nm，测定吸光度值。从图 la可 

看出：0～100 g／ml的钴标准溶液服从比耳定律 r=0．9998)。 

0．5 

0．4 

蔷0．3 
泉 0l2 
宦cQl 

0 

C，g．g·Ird一 

图 1 标准曲线 

2．4．2 镍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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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standard curler 

移取镍标准溶液0 ml、1．O0 ml、2．O0 ml、3．O0 ml、4．O0 ml、 

5．00 ml于50 ml容量瓶中，以蒸馏水定容，摇匀，以蒸馏水做空 

白。采用镍的次灵敏线 352．5 nm，测定吸光度值。从图1b可 

看出：0～100 g／ml的镍标准溶液服从比耳定律 r=0．9999)。 

2．4．3 锰的标准曲线 

移取锰标准溶液 0 ml、0．50 ml、1．O0 ml、1．50 ml、2．O0 ml、 

2．50 ml于50 ml容量瓶中，以蒸馏水定容，摇匀，以蒸馏水做空 

白。采用锰的次灵敏线280．1 nm，测定吸光度值。从图 1c可 

看出：0～50 ml的锰标准溶液服从比耳定律 r=0．9995)。 

2．5 样品分析及回收实验 

准确称取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0．100 0 g于 100 ml烧杯 

中，用少量水润湿，加入 HCI(1：1)5 ml，盖上表面皿后，置于电 

热板上加热溶解(若有不溶物，补加 30％H2o2数滴)；待样品完 

全溶解后，取下稍冷，用蒸馏水冲洗表面皿，转入 100 ml容量瓶 

中，定容，然后按实验方法进行测定。不同的正极材料在酸处理 

前加入一定标准的量，同时进行回收实验，结果见表2。 

表 2 样品分析结果及回收率 

Table 2 Results of鼹mple8 and recovery 

2．6 精密度实验 

称取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试样 2号各5份，按样品分析方 

法进行处理和测定，相对平均偏差小于0．76％，结果见表3。 

表 3 精密度实验 Table3 Tests ofprecision ／％ 

3 结论 

综上所述，原子吸收光谱法快速简便，将燃烧头偏转一定 

角度或采用次灵敏线，测定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高含量的 

钴、镍、锰时，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回收率为97．7％～105．3％。 

该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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