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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是空间带电粒子辐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对航天用微电子器件产生严重的辐射损伤. 因此, 对
电子器件进行有效的辐射防护至关重要, 迫切需要一种轻质、高性能和低成本的辐射防护材料. 富氢的聚乙
烯 (PE)/碳纳米管 (CNTs) 复合材料是富有前途的空间辐射防护材料. 针对 PE/CNT 复合材料空间辐射防护
应用的需要, 系统研究低密度聚乙烯/多壁碳纳米管 (LDPE/MWCNTs) 复合材料电子辐照 LDPE/MWCNTs
的熔融与结晶行为,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工程实际意义. 本文利用差热扫描量热仪 (DSC) 和同步辐射 X 射
线小角散射 (SAXS) 及广角衍射 (WAXD), 针对 110 keV 低能电子作用下 LDPE/MWCNTs 复合材料的熔融
与结晶行为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MWCNTs 的添加, 可使 LDPE/MWCNTs 复合材料在加热过程中的起始融
化温度升高, 而终止融化温度降低, 并使冷却过程中的起始结晶温度提高, 而终止结晶温度降低, 结晶度增加.
在融化过程中, MWCNTs 可阻碍 LDPE 基体非晶区及晶区分子链运动, 抑制 LDPE 基体的初始融化, 在开始
融化后促进融化过程; 在结晶过程中, MWCNTs 促进 LDPE 基体晶体的形成, 并抑制晶体长大. 110 keV 电子
辐照可抑制 LDPE 基体的非晶区膨胀, 延缓 LDPE 基体中片晶的初始融化; 结晶过程中, 110 keV 电子辐照抑
制 LDPE 基体的非晶区收缩, 并抑制晶体长大.

关键词: 纳米复合材料, 电子辐照, 辐照效应, 热稳定性
PACS: 81.07.Bc, 61.46.–w, 73.63.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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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电离损伤、位移损伤及单粒子事件等多种效

1 引

言

应 [1−3] . 针对关键微电子器件 (如双极器件、CMOS

通 常, 航 天 器 的 传 统 设 计 (采 用 铝 作 为 结 构
材 料), 能 够 较 好 地 兼 顾 工 程 和 辐 射 防 护 需 求.
然 而, 铝 毕 竟 是 金 属 结 构 材 料, 其 密 度 尚 较 高
(2.7 g/cm3 ), 不利于更加有效地降低航天器的结

器件及光电器件等) 进行辐射防护, 已成为长寿命、
高可靠性航天器技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 [4] , 富氢聚合物材料如聚乙烯,
(polyethylene, PE) 具有突出的空间辐射防护能力.

构重量.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 对轻质、高性能和

一些轻原子核, 如常见的碳, 在发生核反应的时候,

低成本的辐射防护材料提出了迫切需求. 深空探测

倾向于发射 α 粒子, 而非中子, 成为继氢元素之后,

航天器要长时间在行星际空间飞行, 如火星探测器

最为合适的辐射防护材料元素. 这使聚乙烯成为富

飞行时间长达 500 天以上, 遭遇银河宇宙线和太阳

有前途的抗空间辐射防护材料. 然而, 目前直接选

质子辐射损伤的可能性更大. 特别是, 微电子器件

用聚乙烯作为空间辐射防护材料的应用尚较少, 主

是航天器的关键器件, 对带电粒子辐射十分敏感,

要原因之一是其强度不能很好地满足要求.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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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日本专家 Iijima [5] 首次报道发现碳纳米管

子辐照 PE/CNTs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机理, 为发

(Carbon nanotubes, CNTs) 以来, 因其超强的力学

展新型具有高性能的 PE/CNTs 复合材料提供基本

性能和好的热稳定性引起了不同科学领域的极大

依据和理论指导. 所得研究结果对于促进轻质、高

重视, 被认为是聚合物理想的填充材料. 因此, 通

性能和低成本的空间带电粒子辐射防护材料的发

过 CNTs 与聚合物的复合, 可实现各组元材料的优

展, 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和学术价值.

势互补, 使得聚乙烯/CNTs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及
辐射防护能力均较优异 [6,7] , 被认为是未来空间辐
射防护结构材料的理想选材, 在航天领域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8] . 新型空间辐射防护材料的设计与发

2 试样制备与实验方法
样品制备

2.1

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在空间辐射环境下该材料的

实验采用的基体材料为巴斯夫 (BASF) 公司生

稳定性. 空间实践表明, 空间带电粒子辐射环境会

产的低密度聚乙烯 (LDPE), 密度为 0.922 g/cm3 .

对航天器用聚合物材料造成辐射损伤, 导致其性能

纳米管填料选用美国天奈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退化. 对于低地球轨道带电粒子辐射环境中, 最重

多 壁 碳 纳 米 管 (MWCNTs), 纯 度 大 于 95%, 平 均

要的辐射成分是电子, 且能量小于 200 keV 的电子

直 径 为 110 nm, 长 度 约 10 µm.

[9]

利 用 HAAKE

, 空间电子辐照会诱导聚合物

RHEOMIX OS 密 炼 机, 需 要 按 照 不 同 质 量 比

基复合材料产生自由基, 进而聚合物基体发生链断

将 MWCNTs 和 LDPE 进 行 机 械 共 混, 最 终 获

裂和交联等结构变化, 导致其热稳定性发生改变,

得了厚度约为 300 µm 碳纳米管含量为 2 wt.% 的

这将直接影响航天器的在轨可靠性及寿命. 电子是

LDPE/MWCNTs 复合材料.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

空间辐射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高能电子相

镜 (SEM) 对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在低温

比, 空间辐射环境中的低能电子数量多, 对暴露材

(77 K) 产生的脆性断口进行了观察, 可直观地观察

料 (尤其是辐射防护材料) 的影响大. 即使在相同辐

到 MWCNTs 在 LDPE 中的分布情况. 图 1 给出了

射吸收剂量条件下, 低能电子也会造成更严重的辐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脆性断面的 SEM 图

射损伤. 因此, 研究辐射防护材料聚乙烯/CNTs 复

片. 可以看出, MWCNTs 在 LDPE 基体中的分布

合材料低能热稳定性及机理,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工

比较均匀, 说明 MWCNTs 在 LDPE 中具有良好的

程实际意义.

分散性, 预示着该复合材料的热学性能较好.

通量高. 研究表明

迄今, 有关低能电子辐照聚合物/CNTs 复合
材料热稳定性机理研究尚未见报道. 针对 聚合
物/CNTs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未
辐照样品的热学性能特征方面. 并且, 在这些研究
过程中, 复合材料的热学性能测试主要采取非原位
检测, 不能实时获得微观结构变化信息, 导致辐照
前后聚合物/CNTs 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机理尚不
清楚.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同步辐射 X 射线散射技
术的发展, 能够准确而完整地提供高分子聚合物
图1

的内部微观结构信息, 为聚合物/CNTs 复合材料微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脆性断面的 SEM

图片

观结构变化的原位检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手

Fig. 1. SEM fracture image of LDPE/2% MWCNTs

段 [10] . 电子辐照前后, 基于同步辐射技术, 在线原

composites.

位研究聚合物/CNTs 复合材料在变温过程中微观
结构的演化规律, 可深入揭示辐照前后复合材料热

2.2

辐照实验

稳定性机理. 因此, 本项目利用同步辐射 X 射线散

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低能电子加速器

射技术, 对电子辐照前后 PE/CNTs 复合材料进行

对 LDPE 和 LDPE/MWCNTs 复合材料样品进行

原位变温实验, 在变温过程中可同时获得热学性能

辐 照 实 验.

的基本特征和微观结构演化规律, 从而揭示低能电

5 × 10

208101-2

15

辐 照 能 量 为 110 keV, 辐 照 注 量 为

e/cm2 , 真 空 度 约 为 10−4 Pa. 为 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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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方 便, 将 辐 照 前 后 LDPE 和 LDPE/2% MWC-

样品厚度校正. 利用 Fit2D 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是

NTs 复合材料样品分别简写为 LDPE-y, LDPE-e,

将图片格式的数据转换为数据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

LDPE/2% MWCNTs-y 及 LDPE/2% MWCNTs-e.

为: 从图像中心沿着径向方向取数据点, 得到的数

2.3

据为强度 I 随径向的分布情况. 径向长度可通过换

热学性能测试

算变换为散射角 θ 或者散射矢量 q (q = 4π sin θ/λ,

所 用 DSC 仪 器 为 德 国 Netzsch 公 司 的 DSC

其中 θ 是散射角, λ 是入射 X 射线波长). 此即可得

204 F1 型号差示量热扫描仪. 实验所用坩埚为铝

到典型的 SAXS 强度图 (I(q)-q) 和 WAXD 强度图

质. 样品质量为 5—10 mg. 升温范围 30—200 ◦ C,

(I(θ)-θ). 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时, 宜截取一

◦

◦

升温速率 10 C/min; 降温范围 200—30 C, 降温
◦

速率 10 C/min. 采用氩气作为吹扫气及保护气.

个扇形面积内的强度分布, 然后取平均值. 对于不
同类型的样品, 也有不同的扇形数据截取方法. 如
果样品是各向同性的, 则可选取任意的扇形范围.

2.4

同步辐射 X 射线小角散射 (SAXS) 及
广角衍射 (WAXD) 实验
利 用 上 海 同 步 光 源 BL16B1 线 站 的 SAXS

如果样品是各向异性的, 一般选取有代表性的两个
方向上的强度分布. 最终得到样品变温过程中微观
结构演化规律.

及 WAXD 对 110 keV 电 子 辐 照 前 后 的 LDPE 及
LDPE/2% MWCNTs 复 合 材 料 的 微 观 结 构 演 化
进行表征. SAXS 和 WAXD 实验时进行原位变温
实 验, 以 获 取 加 热 过 程 和 冷 却 过 程 中 样 品 的 实

3 结果与讨论
3.1

DSC 分析

时微观结构. 原位变温装置均由上海同步 辐 射
光 源 提 供, 原 位 变 温 过 程 包 括 升 温 和 降 温 过 程,

图 2 给 出 了 经 110 keV 电 子 辐 照 后 LDPE 和

升温范围 30—140 ◦ C, 升温速率 10 ◦ C/min; 降温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在加热阶段和冷却

范 围 140—30 ◦ C, 降 温 速 率 10 ◦ C/min. 上 海 同

阶段的 DSC 曲线. 由图 2 可见, 辐照前后的样品均

步辐射入射 X 射线波长为 0.124 nm, 光斑尺寸为

表现为单一的融化吸热过程和对应的结晶放热过

0.5 mm × 0.5 mm. 探测器尺寸为 2048 像素 × 2048

程. 表 1 给出了 LDPE 在辐照前后的融化和结晶参

像素, 每像素对应尺寸为 80 µm. SAXS 和 WAXD

数, 包括起始融化温度 T1 、终止融化温度 T2 、熔融

实验中, 探测器至样品距离分别为 5.15 和 0.15 m.

焓 ∆Hm 、起始结晶温度 T3 、终止结晶温度 T4 、结晶

实验过程中, 当达到预定温度时, 立即进行 SAXS

焓 ∆Hc 和结晶度 X. 实验结果表明, 110 keV 电子

及 WAXD 数据采集.

辐照对 LDPE 的起始融化温度、终止融化温度、起

完成同步辐射原位变温实验后, 利用 Fit2D 软

始结晶温度和终止结晶温度均无影响. MWCNTs

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 并进行了背景散射校正及

组元的添加提高了 LDPE/MWCNTs 复 合 材料的

表1

经 110 keV 电子辐照前后 LDPE 和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的热学参数

Table 1.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for LDPE and LDPE/2% MWCNTs composites before and after 110 keV
electron irradiation.
Fluence/cm−2

LDPE-y

LDPE-e

LDPE/2% MWCNTs-y

LDPE/2% MWCNTs-e

T1 /◦ C

89.4

90.2

100.2

106.7

T2 /◦ C

124.8

125.1

120.2

125.0

∆Hm /J·g−1

117.6

123.1

128.9

127.9

T3 /◦ C

110.8

110.2

115.7

110.1

T4 /◦ C

89.8

90.0

80.0

70.0

∆Hc /J·g−1

129.1

133.2

142.2

95.4

X/%

40

41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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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始 融 化 温 度, 但 降 低 了 其 终 止 融 化 温 度. 在

化和结晶过程中的 SAXS 强度分布曲线, 如图 4 和

LDPE/MWCNTs 复合材料的冷却过程中, MWC-

图 5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 在融化过程中, 辐照前

NTs 组元的添加提高了初始结晶温度, 但降低了终

后样品的散射强度随温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

止结晶温度. 并且, MWCNTs 组元的添加提高了

小的规律, 特征散射峰的峰位随温度的增加逐渐

LDPE/MWCNTs 复合材料的结晶度. 110 keV 电

向小矢量方向移动, 辐照前后温度分别升高至 118

子辐照提高了 LDPE/2% MWCNTs 样品的初始融

和 125 ◦ C 时峰位移动尤为明显. 辐照前后当温度

化温度和终止融化温度, 降低了起始结晶温度和终

分别升高至 120 和 130 ◦ C 时, 在所研究的散射矢量

止结晶温度, 这一结果与文献 [11] 的研究结果一致.

区间不再观察到特征峰, 此时整个区间内的散射

电子辐照前后 LDPE 和 LDPE/2% MWCNTs 复合

强度大幅度减小, 且散射曲线不再随温度的进一

材料的结晶度几乎没有变化.

步升高而发生变化. 上述结果表明, 在温度增加的

Endothermic

过程中, 辐照前后 LDPE 的微观结构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 特征峰峰位的左移意味着长周期的增加, 而

(a)
LDPE/2% MWCNTs-e

散射强度的变化既与晶区和非晶区电子密度的变
化相关联, 也与聚合物中片晶份额的变化相关. 根

Heat flow/mWSmg-1

LDPE/2% MWCNTs-y

据小角散射原理, 散射强度与体系中电子密度差
的平方成正比. 在温度不太高时, 散射主要的贡献

LDPE-e

来自于晶区和非晶区的电子密度差异. 由于晶区
和非晶区的膨胀系数不同, 随着温度的升高, 晶区

LDPE-y

和非晶区电子密度的差异增大, 从而导致小角散
0

40

80

120

160

射强度的增加. 当温度进一步提高到晶区熔点附

200

Heat flow/mWSmg-1 Endothermic

Temperature/C

线散射贡献减小, 从而导致散射强度降低. 另一方

(b)

面, 电子辐照延迟了 LDPE 的融化过程. 从图 5 可

LDPE/2% MWCNTs-e

以看出, 在结晶过程中, 辐照前后样品的散射强度
随温度的降低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 这是由

LDPE/2% MWCNTs-y

于随着温度的降低, 开始形成片晶, 此时晶区与非

LDPE-e

晶区电子密度差较大. 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低, 片
晶增加, 晶区与非晶区电子密度差变小. 辐照前后

LDPE-y

温度分别降低至 104 和 110 ◦ C 时开始出现明显的
0

图2

近时, 由于片层结构的逐渐破坏, 体系对小角 X 射

40

80
120
Temperature/C

160

特征峰, 这说明辐照阻碍了晶体的形成. 辐照前后

200

样品特征散射峰的峰位随温度的降低逐渐向大矢

经 110 keV 电 子 辐 照 前 后 LDPE 和 LDPE/2%

量方向移动, 这意味着长周期的减小. 根据图 4 和

MWCNTs 复 合 材 料 在 加 热 阶 段 (a) 和 冷 却 阶 段 (b) 的
DSC 曲线

图 5 可计算出 110 keV 电子辐照前后的 LDPE 在融

Fig. 2. DSC curves of LDPE and LDPE/2% MWC-

化和结晶过程中的长周期与温度的关系, 如图 6 所

NTs composites: (a) Heating; (b) cooling.

示. 由图 4 和图 6 可知, 在融化过程中, 随着温度的

3.2

辐照前后 LDPE 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
微观结构演化

增加, 辐照前后 LDPE 样品的长周期逐渐增大. 并
且,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 与未辐照样品相比, 经电
子辐照后 LDPE 样品的长周期减小, 在实验温度范

利用同步辐射光源 SAXS 和 WAXD 对辐照前

围内, 长周期降低了 1.7%—6.5%. 这说明电子辐照

后 LDPE 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变化进

抑制了 LDPE 分子链的运动. 解释了辐照后 LDPE

行分析. 图 3 为 110 keV 电子辐照前后 LDPE 在融

的起始融化温度和终止融化温度略有提高的原因.

化与结晶过程中的 SAXS 散射花样. 利用 Fit2D 软

由图 5 和图 6 可知, 在结晶过程中, 随着温度的降

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获得了辐照前后 LDPE 在融

低, 辐照前后 LDPE 样品的长周期开始出现, 然后

208101-4

物 理 学 报 Acta Phys. Sin.

Vol. 65, No. 20 (2016) 208101

逐渐减小, 并且未辐照样品长周期减小的速率较

构的形成. 这也恰好是辐照后 LDPE 的起始结晶

快. 在相同温度条件下, 与未辐照样品相比, 经电

温度和终止结晶温度降低的原因. 此外, 结晶终止

子辐照后 LDPE 样品的长周期增加. 在实验温度

时, 辐照后 LDPE 样品的长周期明显大于未辐照样

范围内, 长周期增加了 6.8%—18.5%. 这说明电子

品. 这也充分说明电子辐照抑制了 LDPE 分子链的

辐照抑制了 LDPE 分子链的运动, 从而影响晶体结

运动.

(a)

(b)

图3

(网刊彩色) 电子辐照前后 LDPE 在融化与结晶过程中的 SAXS 散射花样

(a) 辐照前; (b) 辐照后

Fig. 3. (color online) SAXS patterns for LDPE during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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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AX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 during melting: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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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AX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 during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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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Long periods vs. temperature for the irradiated/unirradiated by 110 keV electrons LDPE during
(a) melting and (b) crystallization.

为了进一步分析辐照前后样品微观结构的

(200) 峰的强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

变化, 利用 WAXD 对 LDPE 辐照前后的晶体结构

WAXD 信号的变化, 图 9 和图 10 分别给出了 (110)

进行分析. 图 7 和图 8 分别给出了电子辐照前后

衍射峰对应的晶面间距及 (110) 峰强度随温度的

LDPE 在 融 化 和 结 晶 过 程 中 的 WAXD 强 度 分 布

变化关系. 结合分析图 7 、图 9 (a) 和图 10 (a) 可知,

曲 线. 可 以 发 现, 所 有 样 品 的 WAXD 强 度 图 中

在融化过程中, 与原始 LDPE 样品相比, 辐照后

均 有 两 个 明 显 的 衍 射 峰, 分 别 是 LDPE 正 交 晶

LDPE 样品的 (110) 晶面间距较小, 且增加速率稍

系的 (110) 和 (200) 峰. 随着温度的变化, (110) 和

慢; (110) 晶面的衍射峰强度降低速率较慢. 结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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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辐照前; (b) 辐照后

Fig. 7. WAXD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 during melting: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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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WAXD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 during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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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融化过程; (b) 结

晶过程
Fig. 9. The (110) spacing vs. temperature for the irradiated/unirradited LDPE by 110 keV electrons during
(a) melting and (b) crystal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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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过程
Fig. 10. The (110) peak intensity vs. temperature for the irradiated/unirradited LDPE by 110 keV electrons
during (a) melting and (b) crystallization.

析图 8 、
图 9 (b) 和图 10 (b) 可知, 在结晶过程中, 随

与原始 LDPE 样品相比, 辐照后样品的 (110) 衍射

着温度的降低, (110) 晶面的衍射峰开始出现, 然

峰强度降低, 降低了 6.6%—21.4%, 且增加的速率

后 (110) 衍射峰强度逐渐增加, 且晶面间距逐渐降

较慢. 上述所有结果充分说明, 在融化和结晶过程

低. 与原始 LDPE 样品相比, 辐照后 LDPE 样品的

中 110 keV 电子辐照能够抑制 LDPE 分子链运动.

(110) 晶面间距较大, 且增加速率稍慢; 另一方面,

这是由于电子辐照会导致 LDPE 产生大量的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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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链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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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复合材料中基体 LDPE 长周期的消失, 这是由
于 LDPE/MWCNTs 复 合 材 料 的 SAXS 散 射 信 号

.

由 LDPE 基体和 MWCNTs 组元决定, 添料 MWC-

辐照前后 LDPE/2%MWCNTs 复合
材料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微观结构
演化

3.3

NTs 与基体 LDPE 两相的电子密度差远大于基体
LDPE 中晶区与非晶区之间的电子密度差. 从图
中可知, 辐照前后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

图 11 和图 12 示出了电子辐照前后 LDPE/2%

样品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 SAXS 强度分布曲线特

MWCNTs 复合材料样品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的

征未发生明显变化, 只是相对强度发生变化. 因

SAXS 强度分布曲线. 由图可知, 电子辐照前后,

此, 无法利用 SAXS 获得有关辐照前后 LDPE/2%

LDPE/2% MWCNTs 复 合 材 料 样 品 在 融 化 和 结

MWCNTs 复合材料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微观结构

晶 过 程 中 均 未 出 现 长 周 期, MWCNTs 的 添 加 导

演化的更多信息.

(a)

图 11

0.2

0.3 0.4
q/nm-1

0.6

0.8

pe
ra
tu
re
/C

30
70
100
108
112
116
120
130
140

0.1

0.2

0.3 0.4
q/nm-1

辐照前后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在融化过程中的 SAXS 强度分布曲线

Te
m

0.1

Te
m

pe
ra
tu
re
/C

30
70
100
108
112
116
120
130
140

Intensity/arb. units

Intensity/arb. units

(b)

0.6 0.8

(a) 未辐照; (b) 辐照后

Fig. 11. SAX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the LDPE/2% MWCNTs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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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SAXS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the LDPE/2% MWCNTs composites during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利 用 WAXD 对 电 子 辐 照 前 后 LDPE/2%

图 9 和图 16 分析可知, 在融化过程中, 30—90 ◦ C

MWCNTs 复合材料在融化和结晶过程中的微观

时, LDPE 的 (110) 晶面间距随温度不断增加. 这

结构进行分析, 得到的 WAXD 衍射花样如图 13 所

说明材料吸热膨胀过程中, 不仅非晶区发生膨胀,

示. 利用 Fit2D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获得了样

晶区也会发生膨胀现象. 温度在 90—125 ◦ C 时,

品在加热融化和冷却结晶过程中的 WAXD 强度

LDPE 的 (110) 晶面间距保持不变. 对 LDPE/2%

分布曲线, 如图 14 和图 15 所示. 图 16 和图 17 分

MWCNTs 复合材料而言, (110) 晶面间距增加现象

别给出了 LDPE 的 (110) 衍射峰对应的晶面间距

发生在 30—100 ◦ C, 且升高速率低于 LDPE. 这说

及 (110) 衍 射 峰 强 度 随 温 度 的 变 化 规 律.

明, MWCNTs 组元对 LDPE 基体的晶区膨胀有抑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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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3

(网刊彩色) 辐照前后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在融化与结晶过程中的 WAXD 衍射花样

(a) 辐照

前; (b) 辐照后
Fig. 13. (color online) WAXD patterns for LDPE/2% MWCNTs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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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辐照前; (b) 辐照后

Fig. 14. WAXD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2% MWCNTs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制作用. 对于电子辐照后 LDPE/2% MWCNTs 复

(110) 晶 面 衍 射 信 号, 且 温 度 在 110—90 ◦ C 范 围

合材料而言, 经辐照样品的 (110) 晶面间距增加现

内, 晶面间距保持不变. 这是由于结晶过程放出

◦

象发生在 30—106 C, 且其增加的速率低于未辐照

的大量热量抑制了已形成片晶的冷却收缩过程.

样品. 这说明, 110 keV 电子辐照一定程度上抑制

90—30 ◦ C 时, 结晶过程已完成, 晶区开始随温度

了 LDPE 基体的晶区膨胀.

降低发生收缩现象. 故 (110) 晶面间距开始下降.

结 晶 过 程 中, LDPE 于 110

◦

C时开始出现

对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来说, (110) 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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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出现的温度点为 115 ◦ C, MWCNTs 组元的添

言, (110) 晶 面 间 距 信 号 在 温 度 降 至 110 ◦ C 时 开

加使初始结晶温度提高了 4.5%. (110) 晶面间距

始 出 现, (110) 晶 面 间 距 保 持 不 变 的 温 度 区 间 为

◦

保持不变的温度区间为 115—80 C, (110) 晶面间

110—70 ◦ C; (110) 晶面间距降低对应的温度区间

距下降对应的温度区间分别为 80—30 ◦ C, 且下

仍为 70—30 ◦ C, 且下降速率低于未辐照样品. 这

降速率小于 LDPE. 这意味着 MWCNTs 对晶区冷

意味着 110 keV 电子辐照对晶区冷却收缩过程有一

却收缩有抑制作用. 对于经电子辐照的样 品 而

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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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辐照前; (b) 辐照后

Fig. 15. WAXD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for LDPE/2% MWCNT composites during crystallization:
(a) Before irradiation; (b) after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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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6. The (110) spacing vs. temperature for the irradiated/unirradited LDPE/2% MWCNT composites
by 110 keV electrons during (a) melting and (b) crystallization.

结合图 10 和图 17 分析可知, 在融化过程中,
◦

于 LDPE, 意味着 MWCNTs 组元的添加可阻碍非

30—90 C 时, LDPE 的 (110) 衍 射 峰 强 度 随 温 度

晶区热膨胀; 第二区段的初始温度分别为 100 和

的升高而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非晶区热 膨 胀所

106 ◦ C, 且下降速率高于 LDPE. 这表明 MWCNTs

致. 90—125 ◦ C 时, (110) 衍 射 峰 强 度 下 降 速 率

组元的添加既延缓了 LDPE 基体片晶的初始融化,

明 显 增 加, 这 是 由 于 晶 区 融 化 所 致. 温 度 高 于

在开始融化之后, 又可促进片晶融化. 经电子辐照

◦

125 C 时, (110) 衍射峰消失, 说明融化过程结束.

样品的 (110) 衍射峰强度随温度升高也呈单调下降

对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来说, (110) 衍

趋势, 但其下降速率始终低于未辐照样品. 这意味

射峰强度随温度呈单调下降趋势, 其下降速率与

着 110 keV 电子辐照阻碍了材料非晶区的吸热膨胀

LDPE 有所不同. (110) 衍射峰强度随温度的下降

过程及延缓了 LDPE 基体中片晶的初始融化及随

曲线可分为两个区段. 第一区段的下降 速 率低

后的融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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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7. The (110) peak intensity vs temperature for the irradiated/unirradited LDPE/2% MWCNT composites by 110 keV electrons during (a) melting and (b) crystallization.

在 结 晶 过 程 中, 对 LDPE 来 说, 温 度 降 至

降低. MWCNTs 组元的添加可降低折叠链表面

◦

110 C 时, (110) 衍 射 峰 出 现, 意 味 着 结 晶 开 始.

自由能, 从而提高 LDPE 的初始融化温度. 片晶

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低, (110) 衍射峰强度不断增

在开始融化后, 需要吸收大量的热量以维持融化

加. 这主要由材料非晶区冷却收缩所致 (晶区收

过程的进行. LDPE 和 MWCNTs 的热导率分别为

缩量小得多). 对 LDPE/2% MWCNTs 复合材料

0.4 和 3000 W/(m·◦ C) [16] . 可见, MWCNTs 具有比

来说, 在 115 ◦ C 出现 (110) 衍射峰, 且其随温度降

LDPE 高近万倍的热导率, 可为片晶融化所需热量

低而上升的速率低于 LDPE. 这说明 MWCNTs 促

提供良好的传递途径, 从而促进片晶的融化.

进了 LDPE 基体的起始结晶过程, 但不利于片晶

MWCNTs 组 元 对 LDPE/2% MWCNTs 复 合

长大. 随着温度降低, LDPE/MWCNTs 复合材料

材料结晶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抑制 LDPE 基体

的 (110) 衍射峰强度的增加速率仍低于 LDPE, 说

非晶区收缩、促进 LDPE 基体结晶的形成及抑制

明 MWCNTs 组元可阻碍 LDPE 基体的非 晶 区 膨

LDPE 基体晶体的长大. MWCNTs 对非晶区收缩

胀. 对经电子辐照的 LDPE/2% MWCNTs 复合材

的抑制, 仍是由于均匀分散的 MWCNTs 对非晶区

料来说, 在温度降至 110 ◦ C 时出现 (110) 衍射峰,

分子链运动的限制所致. 已有研究表明, MWCNTs

且 (110) 衍射峰强度的上升速率低于未辐照样品.
这说明 110 keV 电子辐照不利于 LDPE 基体片晶长
大过程. 随着温度降低至 70 ◦ C 以下, 经辐照样品
的 (110) 衍射峰强度增加速率低于未辐照样品, 说
明 110 keV 电子辐照阻碍了 LDPE 基体的非晶区膨
胀过程.
基 于 上 述 分 析 可 知, MWCNTs 组 元 对
LDPE/MWCNTs 复合材料融化过程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抑制 LDPE 基体非晶区膨胀、延缓 LDPE
基体片晶的初始融化, 在开始融化之后, 又可促
进片晶融化. MWCNTs 对非晶区膨胀的抑制, 主
要是由于均匀分散的 MWCNTs 可限制非晶区分
子链的运动, 从而阻碍非晶区发生膨胀变形. 已

组元可在 LDPE 结晶过程中, 起到形核作用 [17,18] .
MWCNTs 对晶体长大过程的抑制作用, 可能是由
于 MWCNTs 分布较为均匀, 晶体长大时易受到相
邻 MWCNTs 的阻碍, 从而使晶体长大速率受限.
110 keV 电子辐照对 LDPE/2% MWCNTs 复
合材料融化和结晶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
LDPE 基体的影响. 110 keV 电子可抑制 LDPE 基
体的非晶区膨胀, 延缓 LDPE 基体中片晶的初始融
化, 并在片晶开始融化后抑制片晶的融化过程; 结
晶过程中, 110 keV 电子辐照抑制 LDPE 基体的非
晶区收缩, 抑制晶体长大.

4 结

论

有研究表明 [14,15] , MWCNTs 可延缓聚合物链段的

1) DSC 分析表明, 110 keV 电子辐照对 LDPE

起始可动性, 从而使其初始融化温度提高. LDPE

的起始融化温度、终止融化温度、起始结晶温度

的初始融化温度随折叠链表面自由能的增加而

和终止结晶温度未产生明显影响. MWCNTs 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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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可使 LDPE/MWCNTs 复合材料在加热过程中

[4] Wilson J W, Cucinotta F A, Thibeault S A, Kim M H

的起始融化温度升高, 而终止融化温度降低, 并使

Y, Shinn J L, Badavi F F 1997 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NASA CP-3360

冷却过程中的起始结晶温度提高, 而终止结晶温度

[5] Iijima S 1991 Nature 354 56

降低, 结晶度增加.

[6] Jung C H, Lee, D H, Hwang I T, Im D S, Shin J H,

2) 通过 SAXS 和 WAXD 实时测试分析表明,

Kang P H, Choi J H 2013 J. Nucl. Mater. 438 41

MWCNTs 可在融化过程中, 阻碍 LDPE 基体非晶

[7] Kumar A P, Depan D, Tomer N S, Singh R P 2009 Prog.
Polym. Sci. 34 479

区及晶区分子链运动, 抑制 LDPE 基体的初始融

[8] Li Z, Nambiar S, Zhang W, Yeow J T W 2013 Mater.

化, 在开始融化后促进融化过程; 在结晶过程中,

Lett. 108 79

MWCNTs 促进 LDPE 基体晶体的形成, 并抑制晶

[9] Mauri R E, Crossman F W 1983 AlAA 21st Aerospace

体长大.

Sciences Meeting Reno, Nevada, Jan. 10–13, 1983

3) 110 keV 电子辐照可抑制 LDPE 基体的非晶

[10] Xu L, Bai L G, Yan T Z, Wang Y Z, Wang Z, Li L B
2010 Polymer Bulletin 10 1 (in Chinese) [许璐, 柏莲桂,

区膨胀, 延缓 LDPE 基体中片晶的初始融化, 并在

颜廷姿, 王玉柱, 王劼, 李良彬 2010 高分子通报 10 1]

片晶开始融化后抑制片晶的融化过程; 结晶过程

[11] Martínez-Morlanes M J, Castell P, Martínez-Nogués V,

中, 110 keV 电子辐照抑制 LDPE 基体的非晶区收

Martinez M T, Alonso P J, Puértolas J A 2011 Compos.
Sci. Technol. 71 282

缩, 抑制晶体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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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s are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radiation space of charged particles and could damage microelectronic
devices. Therefore, eﬀective radiation prot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ectronic device. So, a radiation protecting
material with lightweight, high performance and low cost is urgently needed. Polyethylene (PE) with high hydrogen
content /carbon nanotube (CNT) composite as a space shielding material is very promising for spacecraft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space applications for PE/CNT composite, it is of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ﬁcance to explore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s of LDPE/MWCNT composites. In this
paper,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behaviours of the irradiated LDPE/MWCNT composites irradiated by 110 keV electrons are studied by diﬀ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small angle scattering (SAXS)
and wide angle diﬀraction (WAX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rradiation by 110 keV electrons does not aﬀect
the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DPE, but can enhance the initial mel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melting-terminating
temperature of LDPE/2% MWCNT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Also, the radiation by 110 keV electrons could reduce
the initial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and the crystallization-terminating temperature during crystallization. MWCNTs
could enhance the initial melting temperature and reduce the melting-terminating temperature of LDPE/2% MWCNT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Moreover, MWCNTs could enhance the initial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and crystallinity,
and reduce the crystallization-terminating temperature during crystallization. SAXS and WAXD analyses show that
with increasing the temperature, long periods of the irradiated/unirradiated LDPE increase during melting.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unirradiated LDPE, at a given temperature, long period of the irradiated LDPE is small. During crystallization, with reducing the temperature, long period of the irradiated/ unirradiated LDPE begins to appear and gradually
decreases.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long period of the irradiated LDPE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nirradiated one. For
LDPE /2% MWCNT composites, long periods of the irradiated/unirradiated samples during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do not exist. The 110 keV electron irradiation mainly inﬂuences LDPE matrix of LDPE/2% MWCNT composites during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The 110 keV electron irradiation can slow down the amorphous region expansion and the
initial melting of lamellae of the LDPE matrix during melting. The 110 keV electron irradiation can slow down the
amorphous region shrinkage and inhibit crystal from growing up during crystallization. During melting, MWCNTs can
hinder the amorphous and crystalline molecular chains of LDPE from moving, which hinders the LDPE matrix from
initially melting, but promotes the melting process after the initial melting has begun. During crystallization, MWCNTs
c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rystal of the LDPE matrix and inhibit the crystal from grow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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