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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纳米纤维素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纳米材料，独特的结构使其成为发展下一代高效、环保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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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nocellulose was a sustainable green nanomaterial. Due to the unique structure，it could be a new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devices with higher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ing in-situ polymerization，blending，layerby-layer self-assembly and other methods，nano-cellulose could be composited with carbon materials，conductive polymers，inorganic
nanoparticles，transition metal oxides and other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to form the multifunctional nano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conductive

and energy storage effects. In this paper，it was mainly review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nanocellulosebased 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energy storage devices，introduced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focal poin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nocellulose-based composite material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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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新能源设备

设备成本。因此，利用绿色且丰富的原材料、发展环

来满足，对于可持续能源设备 （如锂离子电池、超级

境友好型工艺、开发易回收和可降解的电子器件成为

电容器、太阳能电池） 的需求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增

了研究热点，低成本和节能的碳基绿色材料有望成为

长[1-2]。塑料、无机半导体和其他基于石油化工的产品
仍然是这些需求的基础，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环境
[3-4]

问题 。一是大量的废弃能源设备无法自然降解，二
是铟、镓等稀缺性天然元素资源的迅速枯竭[5-6]。未来
能源储存设备发展的主要挑战是降低生产成本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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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一些传统材料的候选材料。
纳米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作为各种电化学储能装置
碱水解/漂白

极具吸引力的原材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7]。将
从生物质资源中分离出来的其中一维尺寸 （直径或长

度） 小于 100 nm 的纤维素称为纳米纤维素。固有的

化学法

结构使其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如表面含有丰富的官

物理法

酶水解

能团、易于加工、高杨氏模量 （138 GPa）、高长径

比、高比表面积、优异的热稳定性和较高的碳含量
等[8]。这些特性使其可用于制备自支撑、高强度、高
柔性、多孔的储能材料，并用于制备电极材料和隔膜
等器件[9-10]。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诸多学者集中在储能用木质
纤维素材料领域的不同方面发表综述，为进一步研究

CNF

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在储能器件应用提供了见解和

碱水解
离心
超声
透析

帮助[11-12]。纳米纤维素作为一种非常有应用前景的新
型绿色纳米材料，其应用于储能领域的综述性文章还
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应用于储能领域的不同维

CNC
(a) CNF和CNC的制备过程

度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比
较，综述了目前基于纳米纤维素基储能材料的性能评
价与挑战，以期为未来纳米纤维素在储能领域进一步
发展和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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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维度的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

HO

O
OH

葡萄糖单元

根据制备方法和尺寸大小纳米纤维素分为：纤维

BC大分子

细菌
(b) BC的制备过程

素纳米晶 （cellulose nanocrystal, CNC）、纤维素纳米

纤丝 （cellulose nanofibrils, CNF） 和细菌纳米纤维素

（bacterial nanocellulose, BC） [13]。 其 中 ， CNC 和 CNF

Fig. 1

可从木材、竹材和农作物秸秆等天然植物纤维中获
取，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对纤维素进行分解，得

OH

1. 1

图1

纳米纤维素的制备过程[14]

Preparation process of nanocellulose[14]

一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

到纳米纤维素；BC 则是通过多种细菌对葡萄糖单元

通常利用湿法纺丝、静电纺丝法来制备一维纳米

进行摄取，然后形成大分子的纳米纤维素材料。纳米

纤维素基复合材料。十几年来，世界材料科学技术领

纤维素的制备过程如图 1 所示 。
[14]

域的研究者将静电纺丝技术应用于纳米纤维材料的制

由于纳米纤维素自身是绝缘体，形成导电复合材

备，取得了极大的研究进展[17-19]。因其设备制造简便、

料需要在纳米纤维素表面涂覆导电层或添加导电填

纺丝成本较低以及可纺材料种类繁多，静电纺丝技术

料；这些复合材料可以与活性材料结合，作为有效的

目前已成为制备纳米纤维材料的主要方法之一。

柔性电极，用于能量存储应用，具体见图 2

[15-16]

。根

一般来说，横向尺寸在 100 nm 以下的一维材料

据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使用过程中纳米纤维素所呈

具有独特的机械、光学、电学和热性能，可以作为功

现出的聚集态和形态的差异，可将纳米纤维素基复合

能材料和器件的构件。纳米纤维素具有长径比大、比

材料划分为一维、二维、三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

表面积高、高比强度等特点，是一种优良的超分子功

料。如图 2 所示，可以使用不同的复合方法将电活性

能化模板；后续移除模板后可形成具有可调属性的有

材料与纳米纤维素集成在一起，从而形成各种结构

序结构。然而，将一维的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应用于

（复合材料），如一维纤维，二维膜/纸和三维气凝胶/

储能材料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利用二维和

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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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的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方向。由于二维和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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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2

干电池

离子电池

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Preparation of nanocellulose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的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纤维之间彼此交错连接，可

维素与高分子聚合物间的结合作用；制备方法主要有

以形成独特的交联网络，提供便于离子和电子传输的

共混法和纳米纤维素表面接枝共聚法。共混法是指将

多孔结构；同时，纤维表面附有羟基、羧基等亲水性

纳米纤维素与高分子聚合物直接混合的方法；表面接

官能团；纤维还可作为骨架材料与无机纳米粒子、碳

枝共聚法是指在纳米纤维素的存在下，通过引发剂和

材料以及导电高分子等光电材料复合。

交联剂使单体在纳米纤维素表面进行接枝共聚反应，

1. 2

从而获得纳米纤维素基水凝胶的方法。与共混法相

二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
纳米纤维素制备的二维结构膜材料是其主要应用

比，表面接枝共聚法制备的纳米纤维素基水凝胶中纳

形式。以石化基聚合物为原料制备的多孔膜存在不可

米纤维素与聚合物间具有良好的相互作用，因此水凝

再生、不可生物降解的问题，因此，可再生、可生物

胶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

降解且性能优异的纳米纤维素膜逐渐成为多孔膜领域

1. 3. 2

的研究热点

[18-19]

。

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气凝胶

纳米纤维素气凝胶的制备不涉及纤维素的溶解，

从纳米纤维素悬浮液到纳米纤维素复合膜的制备

过程主要包括成型和干燥两部分 。固含量在 0.05％
[20]

其制备过程主要包括湿凝胶的形成和特殊干燥处理。
通常选择溶胶-凝胶法制备，其具有工艺过程简单，

～5％之间的纳米纤维素悬浮液可通过流延、过滤等

反应过程易于控制的特点。利用纤维素分子间羟基形

方法成膜。其中，过滤法制备效率高于流延法，只需

成的氢键，通过在凝固浴帮助下形成湿凝胶，经过特

要将纳米纤维素悬浮液在一定的压差下通过孔径极小

殊的干燥处理后，可形成纳米纤维素气凝胶。由于单

的过滤膜，液体随压差流失，纤维逐渐沉积即可形成

纯的纳米纤维素气凝胶在很多应用中受到限制，所以

湿膜。纳米纤维素复合膜常见的干燥方式有常温干

研究焦点逐渐从制备工艺转向功能性应用。发展绿

燥、真空干燥、热压干燥、冷冻干燥和超临界干

色、高性能的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成为了目前纳米纤

燥等。

维素气凝胶的主要发展方向。

1. 3
1. 3. 1

三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

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气凝胶功能化制备方法之一便

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水凝胶

是与导电高分子复合[23-24]。高分子导电聚合物，如聚

将纳米纤维素与合成聚合物、天然聚合物结合能
够制备出生物相容性好、物理性能优异、应用广泛的
复合水凝胶材料

[21-22]

。其中，由于 CNF 具有更强的柔

韧性和缠结倾向，比 CNC 更容易形成水凝胶，且获

吡 咯 （polypyrrole， PPy）、 聚 苯 胺 （polyaniline，
PANI） 和聚噻吩 （polythiophere，PTh） 等，具有高

理论电容量、快速氧化还原切换能力和高导电性等优
势，现广泛用于电池、传感器、抗静电保护层和柔性

得的水凝胶弹性更大。制备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水凝胶

电子器件等领域，具有极大发展潜力。但由于导电聚

的关键在于纳米纤维素在体系中的分散方式和纳米纤

合物高分子成型不易控制、电子传递效率低、实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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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不佳等缺点，其实际应用受到极大限制。纳米纤
维素精细的纳米结构和高比表面积有利于纳米尺寸导
电聚合物的形成。通过原位化学聚合或电化学共沉积
法，可将导电高分子直接生长在纳米纤维素纤维表
面，形成不同纳米结构的导电复合材料[25]。目前，改
均匀且足够薄的导电聚合物层包裹纳米纤维素，减小
电极厚度是制备柔性电极的关键。
2

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在储能器件中的应用
由于纳米纤维素固有的结构，其具有许多独特的

50 μm
(a) 湿CNF/SWCNT无纺大纤维毡

大多数的能源设备和电子器件中。因此，将纳米纤维
研究

。这些复合材料通常具有纳米纤维素和导电

材料共同的优点，从而可以满足能源应用的最大需
求。经过物理或化学改性的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已广
泛应用于柔性电子产品、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超
级电容器等高附加值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进
一步降低从植物纤维中分离出纳米纤维素和赋予其导
电性而产生的能量消耗和制备成本，以及如何控制纳
米纤维素的尺寸和性能。
2. 1

一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的应用
通过湿法纺丝法来制备一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

料的结构具有优异的可定制性和循环稳定性。如 Niu
等 人[30] 通 过 湿 法 纺 丝 法 从 CNF/碳 纳 米 管 （Carbon

60
40
20

250 500 750100012501500
循环次数/次
(c) 超级电容器循环稳定性测试

前景[26-27]。但由于其不具有导电性，不能直接应用于

[28-29]

80

0

性能，在新型复合材料和能源设备中具有极大的应用

素与光电材料复合，制备功能化复合材料得到了广泛

电容保持率/%

(b) 串联3个无纺大纤维毡制备
耐磨超级电容器
100

善纳米纤维素与导电聚合物之间的界面相互作用，用

Fig. 3

图3

CNF 与 SWCNT 一维复合纤维[30]

Hybrid of CNF with SWCNT to fabricate 1D fibers[30]

响其电化学性能。

HSU 等人[31] 以 CNF、石墨烯和 PANI 为原料，利

用真空抽滤的方法制备了一种具有良好柔韧性、机械

强度和导电性的无金属纳米纤维素基 PANI/还原氧化

石墨烯二维薄膜电极，将其组装成类似三明治型的超
级电容器，如图 4 所示。通过优化 CNF、PANI 和还

原氧化石墨烯的比例实现超级电容器良好的电化学性
能和机械性能。该复合电极具有 16.5 mg/cm2 的高活

性物质负载率；电化学性能测试表明其电流密度在
0.2 A/g 时的质量比电容为 79.71 F/g。这项工作显示了

nanotubes，CNT） 复合溶液中制备了一维的纳米纤维

开发的柔性轻质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在制造超级电容

乙醇混凝固浴中挤出 （图 3(a)），并在空气中干燥，

肤在内的各种生物医学应用。

维的轴向排列，CNF 可以有效地防止 SWCNT 的聚集。

黏合剂材料，与活性材料结合以制备用于柔性锂离子

出良好的电化学性能 （图 3(b)）、杰出的可定制性和

颗粒的水分散液可以制备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柔性电

素复合材料。通过将 CNF/CNT （SWCNT） 悬浮液在
可以制造出直径约 50 μm 的大纤维。SWCNT 沿大纤

以此方法制备的无纺大纤维毡可穿戴超级电容器表现
循环稳定性。该超级电容器在 1500 个弯曲周期后仍
保持了其初始电容的 96％ （图 3(c)）；在第 5 次极端变
形后，超级电容器的电容保持率约为 93％。
2. 2

二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的应用

器方面的巨大潜力，该超级电容器可用于包括电子皮
此外，高长径比的 CNF 和 BC 可用作柔性基材和

电池 （LIB） 的纸或膜电极。利用 CNF、LiFePO4 和碳

极材料[32]，如图 5(a)~图 5(c)所示。该电极在干燥和浸入

电池电解质后均显示出良好的机械性能。对于在 170℃
下干燥的样品，其储存的电容量可达到 151 mA·h/g。

由于纳米纤维素纸/膜是亲水的，且表现出优异

二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的构造中，通过利用

的机械性能及热性能，因此，将纳米纤维素纸/膜用

可与石墨烯、CNT 和活性炭等碳材料复合形成牢固

作用在于避免电池正负极之间直接接触，同时还可以

CNF 和 BC 所具有的高长径比和类似网状的交联结构，

作 LIB 隔膜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LIB 隔膜的

的、高导电性网络的优良电子器件，并用于电极材

作为电解液储存器，使锂离子能够在 2 个电极之间传

料。CNF 或 BC 形成的交联网络，使复合电极具有良
好柔韧性、弯曲性、可折叠性和可压缩性，同时不影
·74 ·

输。WANG 等人[33] 开发了一种纳米纤维素双层隔膜，
包含中孔绝缘 CNF 层和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 PPy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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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40，No. 6，2021

专题论坛
RGO
混合
RGO+CNF

RGO
CNF

原位聚合

CNF
/RGO
/PANI

集电器

CNF
/RGO
/PANI

隔膜

抽滤成膜

电极

Fig. 4

图4

CNF/PANI/还原氧化石墨烯柔性薄膜电极的制备和超级电容器的组装[31]

Scheme for fabrication of the nanocellulose/PANI/RGO flexible film electrodes and assembling of the supercapacitor [31]

200 nm
(a) 柔性单层LiFePO4纸电极照片

(b) LiFePO4纸电极SEM图

500 nm
(c) 双层电极纸（亮颗粒）
CNF（暗表面）侧SEM图

扭曲

CNF纸
真空

正常

电解质

扭曲
(d) SEA制备示意图

图5

Fig. 5

(e) 电子传输途径和
电解质可及性示意图

(f) 反复扭曲
/解扭变形后SEA的电化学活性

柔性二维锂离子电池（LIB）用纸电极和隔膜[32]
Flexible LIBs based on CNF hybrid materials[32]

层。制成的隔膜可用于增强 LIB 的容量。LI 等人[34] 开

些挑战。首先，在电化学循环中，硫颗粒的体积变化

层垫电池，如图 5(d)~图 5(f)所示。与传统的 LIB 相比，

次，硫和 Li2S 绝缘，导致电化学动力学缓慢；第三，

发了新型隔膜/电极组件 （SEA） 架构，并制造了异

导致活性材料的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电池容量低；其

Li-S 电池可以提供较高的理论质量 （2.5 kWh/kg） 和

多硫化物易溶解在电解质中，这是产生“穿梭现象”

体积 （2.8 kWh/L） 能量密度，且电池容量 （1675 mA·
h/g） 比 LIB 高出一个数量级，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35-37]

。此外，元素硫含量丰富，廉价且使用范围广

泛，这使得 Li-S 电池成为一种特别有吸引力且低成本
的储能设备。然而，Li-S 电池的实际应用仍然面临一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6 期

的主要原因[38-40]。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设计和
开发各种新颖的电极、隔膜和电解质，目前已开发了

几 种 类 型 的 纳 米 纤 维 素 材 料 来 构 造 高 性 能 的 Li-S
电池。

纳米纤维素可以与活性材料复合，用于制造 Li-S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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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混合电极。由于其高长径比、缠结的网络结构
和表面丰富的羟基，CNF 可用于开发为一种灵活的构
件，制造具有高面积质量负载的独立式和夹心结构的
阴极材料，用于长寿命 Li-S 电池 ，如图 6 所示。将
[41]

硫浸渍在 N 掺杂的石墨烯中，构造主要活性材料，然

后将其进一步掺杂在 CNF/CNT 框架中，合成活性层

两侧的 CNF/CNT 互连层，以捕获多硫化物并提供有

效的电子传输。碳质材料 （石墨烯和 CNT/CNF 纤维）
的物理包封和化学功能化 （杂 N 掺杂） 吸附多硫化锂

的协同效应导致良好的导电性，并抑制了多硫化物的
溶解和迁移。独特的设计结构使电极具有较高的比容
量和良好的倍率性能。
2. 3

三维纳米纤维素基复合材料的应用

原位聚合等方式与导电聚合物 （如 PPy） 复合在一

起。因为 CNC 长度较小且长径比较低，CNC 衍生三
维材料 （如气凝胶） 通常机械性能较弱，并且在弯曲

或压缩时容易断裂。Yang 等人[43]开发了一种化学交联
方法，以生产具有可定制的机械性能和形状恢复能力

的 CNC 气凝胶 （图 7）。CNC 气凝胶由醛基改性 CNC
和酰肼改性 CNC 化学交联制备，其充当各种活性纳

米粒子的通用基底，可以提供足够的活性物质表面积
材料，促进电荷存储。CNC 气凝胶组装对称的纽扣
电池型超级电容器，其中包含 2 个复合气凝胶，由浸
入饱和 Na2SO4 水溶液中的聚乙烯多孔膜隔开。

然而 CNC 复合薄膜和气凝胶易碎，且在弯曲或

压缩时很容易断裂，这限制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使

除电极外，电解质在超级电容器中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具有三维网络结构和纳米孔径的纳米纤维
素基凝胶电解质能够使电解质离子传输更加有序，电
荷转移电阻大幅度降低，电解质离子电导率进一步提
[42]

高。Sun 等人 系统地分析了同一种电极在纳米纤维
素基凝胶电解质与传统 KOH、H2SO4 等液体电解质中
的电化学性能，如图 7 所示。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

用，如用于开发柔性超级电容器。尽管可以使用如化

学交联等方法来制造柔性 CNC 电极，但复杂的合成

路线会带来成本较高等问题。为了扩展纳米纤维素气
凝胶材料在多个领域的实用性，可以在气凝胶的微观
结构中掺杂一些特殊的活性物质，以实现不同功能。
自组装这种自下而上的技术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各组
分能按最佳结构和组合方式组装[44]，利用自组装方法

液态电解质存在泄漏、腐蚀、蒸发和易燃等问题，三

制备纳米纤维素基气凝胶复合材料，对扩展其结构和

维纳米纤维素基凝胶电解质既克服了安全性和稳定性

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差的问题，还兼有电解质和隔膜的双重作用，改善了

层层自组装 （Layer-by-Layer，LBL） 技术是指分

柔性全固态超级电容器效率低和不稳定的问题，具有

子及纳米颗粒等结构单元在平衡条件下，通过非共价

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

键作用自发的缔结成热力学上稳定、结构上确定、性

与 CNF 及 BC 相比，CNC 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

并且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与电活性材料复合，制

备功能化气凝胶复合材料。CNC 可以通过电沉积、

能上特殊的聚集体的过程[45]。Hamedi 等人[46]率先开发

了一种将电活性材料包覆在 CNF 气凝胶表面的 LBL
技术 （图 8）。在进行 LBL 组装之前，为了避免 CNF

20 cm

(b) 电极的柔性数码照片

纤维膜

S

CNT

CNF

NG
200 μm

(a) 独立式电极制备示意图

(c) 电极3D XRM图

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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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验演示

用于 Li-S 电池的纳米纤维素衍生材料[41]

Nanocellulose-derived materials for Li-S batterie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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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冷冻干燥

MnO2-NP

复合气凝胶

用于超级电容器的三维 CNC 基复合材料示意图[43]

CNC-derived hybrid materials for supercapacitors[43]

BTCA

Fig. 8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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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L 组装 CNF 气凝胶及超级电容器制备示意图[46]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paration of LBL assembly CNF aerogel and supercapacitor [46]

气凝胶在组装过程中瓦解，首先对 CNF 气凝胶利用
BTCA 进行了共价交联，使其成为一种适用于 LBL 组

隔离层

电活性材料1
气凝胶基底

电活性材料2

装的理想基质。然后将单壁碳纳米管 （SWCNT） 等

活性物质利用 LBL 技术组装于 CNF 气凝胶的表面及

孔隙结构内部，并以此为电极组装成三明治结构的超
级电容器。超级电容器表现出杰出的循环稳定性和高
质量比电容 （419 F/g），远远高于之前在纸衬底上报
道的 SWCNTs 的最佳值 （200 F/g） [47]。

Nystro 等 人[48] 使 用 共 价 交 联 CNF 气 凝 胶 作 为 基

底，在气凝胶表面沉积 CNT 和分离层，形成三维超

电活性材料1
基底

电活性材料1

级电容器，如图 9 所示，可以发现在添加第一层电

电活性材料1

变厚。由此三维电极组装而成的超级电容器在 400 多

图9

极、分离层和第二层电极时，CNF 气凝胶的孔壁逐渐
个周期内运行稳定，其质量比电容为 25 F/g，即使压
缩时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高形变可达 75%。
《中国造纸》2021 年第 40 卷 第 6 期

隔离层
电活性材料2

基底

Fig. 9

2 μm

电活性材料1
隔离层

基底
2 μm

电活性材料2
电活性材料2

2 μm

LBL 组装 CNF 气凝胶基超级电容器原理及表征图[48]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NF aerogel-based
supercapacitors assembled by LBL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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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for green electronics，biological devices，and energy applications

语

［J］. Chemical Reviews，2016，116（16）：9305-9374.

随着不断开发新的复合材料以及优化各组分之间
的结合方式和结构的不断创新，纳米纤维素基储能器
件的研究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将纳米纤维素
应用于储能器件中的作用不仅可以作为基底或支撑材
料，还可以形成便于离子和电子传输的多孔结构。虽
然已经成功开发了纳米纤维素构建高性能超级电容器
的一系列新颖的复合电极材料，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纳米纤维素基复合
材料在储能领域未来的发展重点应在以下几点。
（1） 纳米纤维素的大规模制造。目前仍难以大规
模生产具有高质量和尺寸均匀的纳米纤维素，尤其是
大规模生产高长径比和表面活性的 CNF。

（2） 复合方法。纳米纤维素与电活性材料之间的

复合方式、界面相容性以及微观形貌调控等还需要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
（3） 柔性化。智能电子时代需要开发具有环境友
好性、质量轻、低成本和先进的柔性能量存储装置。
纳米纤维素满足上述要求，并可用作构建柔性基底/
骨架或作为碳前体的构建体。未来应着重开发新颖的
纳米纤维素基柔性电极活性材料。相信随着研究工作
者们的不断努力，纳米纤维素基材料能够更好地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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