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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法制备蚕丝基凝胶电解质的结构及其性能
张

昊

1，
2

，唐忠锋2 ，刘伟华2 ，田

2
1
丰 ，林海涛

( 1． 广西科技大学 a． 广西糖资源绿色加工重点实验室; b．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 2． 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201800)

摘要: 基于惰性气氛下，采用伽马射线对脱胶蚕丝和聚丙烯腈( PAN) 辐照处理，制备了一种蚕丝基凝胶电解质
( SB-GPE) 。并用傅里叶红外光谱和 X 射线衍射分析 SB-GPE 结构特征，研究了不同配比对 PAN 与蚕丝对 SB-GPE
的溶胀性能、导电性能及抗冻性能的变化。结果表明: PAN 和脱胶蚕丝通过辐照交联形成了新的化学结构，当 PAN
与蚕丝的质量比为 1∶1 时，电化学双层电容器的溶胀比达到最高 44，电导率 2． 1 × 10 － 3 S / cm，抗冻性能优异。该研究
可拓宽电化学双层电容器应用领域和范围，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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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a silk-based gel electrolyte material prepared by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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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ype of silk-based gel electrolyte( SB-GPE) was prepared by gamma-ray treatment of degummed silk and
polyacrylonitrile( PAN) which was under inert atmospher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SB-GPE were analyzed b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X-ray diffracti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PAN and silk on swelling，conductivity and
antifreeze properties of SB-GPE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N and degummed silk form a new chemical structure
by irradiation cross-linking． When the mass ratio of PAN to silk is 1 ∶1，the electrochemical double layer capacitor( EDLC)
has a swelling ratio of up to 44，an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t 2． 1 × 10 － 3 S / cm，and excellent antifreeze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ha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broadening the field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E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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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储能材料一直是国内外能源利用研究的热点，电

天等极端环境而言依旧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温度。因此，极端

化学双层电容器( EDLC) 也称为超级电容器被认为是最有前

环境下的 EDLC 适用的耐低温无溶剂电解质的研究，将对超

［1-3］

景的储能技术之一

。在 EDLC 中，电荷被静电储存于电
［3］

极 / 电解质界面处，与传统电池相比，具有更大的功率

。目

级电容器的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凝胶聚合物电解质( GPE) 是一种基于聚合物的电解质，

［4］
前，市售的超级电容器的电解质主要以乙腈( ACN) 为主 。

通过导电溶液相 ( 如盐溶液) 与聚合物基质 混合而成。GPE

但 ACN 具有很高的蒸汽压( 20 ℃ 时为 9． 7 kPa) 和高可燃性

具有低可燃性、低蒸汽压和低挥发性等特点，可较好地满足超

( 闪蒸温度为 2 ℃ ) ，这为 EDLC 的安全使用蒙上了阴影。此

级电容器的安全需求。目前制备超级电容器的主要聚合物有

外，ACN 为电解质的超级电容器的最低工作温度为 － 40 ℃ ，

［6］
聚丙 烯 腈 ( PAN) 、聚 环 氧 乙 烷 ( PEO ) 和 聚 偏 二 氟 乙 烯

导致其极端条件下诸如航空航天、极地、军工等领域的应用受

( PVdF) ［7］ 等材料。蚕丝纤维由于其良好的机械性能、优良的

到极大限制。美国航天局曾通过在 ACN 中添加甲酸甲酯的

吸湿性和极佳的生物相容性，是纺织工业的重要材料之一

［5］

方法成功地实现了在 － 60 ℃ 下工作

，然而 － 60 ℃ 相对于航

［8］

［9-12］

被广泛运用与医学、药品、生物工程等领域

，

。蚕丝纤维在

EDLC 领域中的应用是最近兴起的研究方向，通常以碳化［1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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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浸渍织物

等手段作为超级电容器中电极的衬垫材料，

可有效提高 EDLC 的能量密度。
本文在惰性气氛下采用伽马射线共辐照工艺制备了一种
新型的蚕丝基凝胶聚合物电解质材料( SB-GPE) ，研究了 SBGPE 的溶胀性能、电导性能和抗冻性能变化。该研究有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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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在超级电容器上的使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

从室温降至 － 100 ℃ 再加热至 60 ℃ ，N2 流量 40 mL / min。

用价值。

1． 3． 2

FT-IＲ

取少量干燥的 SB-GPE 研磨至粉末，以 KBr 压片法对纯

1

－1
的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其中，扫描范围 400 ～ 4 000 cm ，分

材料与方法

1． 1

－1
辨率为 4 cm ，扫描 32 次取平均值。

主要材料与设备
3A 级蚕丝( 贵盛茧丝工贸有限公司) ，ZnCl2 ( AＲ) ( 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Mw 150 000 的 PAN( 上海麦克林生
化科技有限公司) 。
D8 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仪( XＲD) ( 德国 Bruker) ，AVATAＲ-560 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FT-IＲ) ( 美国 NICOLET 公司) ，
200F3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 ( 德国 NETZSCH) ，DMM7510 71 /2
型电阻测量仪( 美国 TEKTＲONIXektronix Company) 。

1． 2

脱胶蚕丝的制备工艺

XＲD

分别对脱胶蚕丝、PAN 粉末及 SB-GPE 样品进行测试，
2 θ 范围 10 ° ～ 50 ° ，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30 mA，扫描速度
5 ° / min。
1． 3． 4

溶胀性能测试

取一定量的凝胶样品用去离子水浸泡至无白色沉淀析出
后脱水烘干后称重( w d ) ，随后将其放入放入原溶剂中，间隔不
同时间取样，擦干表面溶剂后称重( w s ) 计算其溶胀比，测量结

脱胶蚕丝与 PAN 凝胶的制备
［15］

1． 3． 3

［16］

束后将样品放回原溶液。溶胀比公式为

: 将蚕丝置于 0． 5% 的 Na2 CO3 溶
Qs =

液中煮沸 30 min，后用去离子水彻底冲洗以去除丝胶和残留
碳酸钠，重复两次后置于 60 ℃ 干燥箱中烘干。将得到的脱胶

1． 3． 5

蚕丝纤维与 PAN 按照不同的质量比( 表 1) ，溶于 50 mL 质量

:

( ws － wd )
wd

( 1)

电导率测试

取相同溶胀比下的不同实验条件的凝胶切分为条状，测

分数为 60% 的 ZnCl2 水溶液中，在 60 ℃ 下加热搅拌直至完全

量其长度( L) 和截面( S) 后放入电阻测量仪测量其电阻( Ｒ) ，

溶解。将所得溶液置于辐照管内，充 N2 后密封，采用伽马射

测量 5 次后取平均值。根据下式计算电导率:

线辐照，辐照剂量为 20 kGy，样品如图 1 所示。
表1
Tab． 1

L
ＲS

( 2)

Different ratios of degummed silk
to polyacrylonitrile
PAN 质量

编号
a

σ =

脱胶蚕丝与 PAN 的不同配比

0． 1

g
脱胶蚕丝( SF) 质量
1． 9

b

0． 5

1． 5

c

1． 0

1． 0

d

1． 5

0． 5

2

结果与分析

2． 1

化学结构变化

2． 1． 1

FT-IＲ

FT-IＲ 光谱是用以表征样品化学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图

e

纯 PAN 粉末

2 是不同质量配比下( 表 1) 制备的 SB-GPE 样品( a) ～ ( d) 、

f

纯丝素片段

PAN 粉末( e) 及脱胶蚕丝( f) 红外光谱。其中，
2 243 cm － 1 是 PAN
［17］

的特征峰，
归属于 PAN 的 C≡N 伸缩振动

，而 1 699 cm － 1 和

1 650 cm － 1 为蚕丝蛋白的特征峰，分别归属于蚕丝蛋白酰胺 I
［18］

中的 β 折叠结构和 α 无规则卷曲结构

。经过辐照交联不同

－1
－1
质量配比的样品红外谱图显示，位于 1 699 cm 和1 650 cm

处的酰胺特征峰消失，这说明经过辐照交联以后，脱胶蚕丝
－1
纤维的二 级 结 构 已 经 发 生 改 变。同 时，在 1 674 cm 处 和

900 cm － 1 处出现新的吸收峰，可分别归属为 C  C 伸缩振动
吸收峰和烯烃的弯曲振动峰，这意味着在辐照过程中生成了
C  C 双键结构。从红外光谱可以看出，在钴源辐照生成凝
图1
Fig． 1

在不同质量配比下制备的 SB-GPE 样品照片
Photo of the SB-GPE samples of different mass ratios

胶的过程中，蚕丝纤维的结晶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酰胺特征峰
消失，分析认为是与 PAN 经辐照产生的烷基自由基结合，生

1． 3

测试与表征

1． 3． 1

DSC 测试

在 N2 气氛保护下以并以液氮冷却，以 10 ℃ / min 的速率

2

成了含有烯烃官能团的新结构。这预示着 PAN 与脱胶蚕丝
通过辐照产生了新的化学结构，也证明了 SB-GPE 材料的成功
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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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B-GPE 样品溶胀曲线。从图 4 可以看出，在溶胀初期，不
同样品溶胀比均随时间的增加而呈现先线性增长后增长缓
慢，最终趋于平衡，不再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分析认为是因
为在溶胀初期，样品内部有足够多的空隙，主要是以溶剂进入
为主，溶胀比仅与溶胀时间相关; 随着样品内部溶剂的增加，
溶剂进入与溶出同时发生，并逐渐达到动态平衡。

图2
Fig． 2

2． 1． 2

不同质量配比下样品的 FT-IＲ 谱图

FTIＲ spectra of samples of different mass ratios

XＲD

XＲD 谱图主要是用以表征材料的结晶结构，图 3 是不同质
PAN 粉末( e) 及
量配比下( 表 1) 制备的 SB-GPE 样品( a) ～ ( d) 、
16． 79°
脱胶蚕丝( f) XＲD 谱图。图 2( a) 中，PAN 属于六方晶系，
［19-20］

和 29． 32°归属为 PAN 的特征衍射峰

，分别对应于［100］和

［210］晶面; 图 2( f) 中，
20． 67°出现的衍射峰是属于脱胶蚕丝的特
图4

［21］

征衍射峰

，
分析认为是由于制备的脱胶蚕丝样品无特定取向，

Fig． 4

因此并未观测到文献中报道的位于于 30°附近的衍射峰。由图 2

衍射峰。说明蚕丝纤维和 PAN 的原始结晶结构遭到破坏，并生
成了新的结晶结构，
也进一步证实了 SB-GPE 材料的成功制备。

Gel swelling curve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t room temperature

( a) ～ ( d) 可见，
PAN 和脱胶蚕丝溶液在经过辐照处理后，
属于脱
同时在 11． 17°出现新的
胶蚕丝和 PAN 的特征峰均没有观测到，

室温下不同实验条件下凝胶溶胀曲线

另外，经 γ 射线辐照制备的不同配比下的 SB-GPE 样品均
达到较高的溶胀比，但是其达到溶胀平衡的时间存在明显的
差异，随着脱胶蚕丝含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即蚕丝的增加提
高了凝胶的溶胀速率。分析认为与脱胶蚕丝上的亲水基团有
关，溶液进入凝胶内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图 4 还可以看出，SB-GPE 材料的溶胀比与 PAN 的质
量分数密切相关，随着 PAN 质量分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但
当 PAN 的质量百分比大于脱胶蚕丝时，其溶胀比略有降低。
由于纯的脱胶蚕丝不溶于 ZnCl2 水溶液，可以推测凝胶的产
生主要源于 PAN 的存在。根据文献［22］报道，PAN 属于辐照
交联型聚合物，在无氧条件下辐照时，PAN 主要发生交联，生
成三维网状结构，从而在其良溶剂中发生溶胀。当 PAN 质量
等于脱胶蚕丝质量时的溶胀比最高( 图 4( c) ) ，约为 44，这远

不同样品的 XＲD 谱图

大于一般丝基凝胶在水中的溶胀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

XＲD spectra of different samples

PAN 的交联结构有关，SB-GPE 中 PAN 质量的增加，可增加凝

图3
Fig． 3

2． 2
2． 2． 1

性能分析

胶的三维网状结构，从而提高溶胀比，但随着 PAN 质量分数

溶胀性能

的持续增加，网状结果将变得更加紧密，然而过度紧密的网络

溶胀比是衡量凝胶对溶剂的吸收能力的重要参数，通过

交联阻 碍 了 聚 合 物 的 流 动 性 和 松 弛，从 而 影 响 溶 剂 的 溶
［23-24］

，这也 是 导 致 溶 胀 速 率 增 加 的 原 因 之 一。综 上，SB-

检测不同配比下的丝基凝胶对溶剂的吸收行为可以评估其溶

胀

胀性能。作为 EDLC 的电解质材料，高溶胀比意味着 EDLC 中

GPE 的溶胀比主要受 PAN 控制，而溶胀速率则与 SF 相关，当

的电解质可达到较高的浓度。溶胀比的测量需在室温下进

PAN∶SF = 1∶1 时，溶胀比最高，比较适宜。

行，将干燥的样品置于溶剂中，间隔不同时间后取样称重，直

2． 2． 2

导电性能

至其溶胀后的质量不再增加，表明其溶胀已经达到平衡，通过

导电性能是关乎 SB-GPE 能否能用于 EDLC 的重要指标之

溶胀前后的质量变化计算溶胀比。图 4 为室温下不同配比下

一，在本文中电导率将采用标准的两点法测量，其结果如图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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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考虑到误差因素影响，在同溶胀比、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3
凝胶电导率大体相同，主要分布在 2． 1 × 10 S / cm 上下，这一
［2］

数据优于一般凝胶电导率

。相比于水凝胶而言，大多数水凝

通常通过添加无机填料改善其导电性，如石墨
胶导电性较低，
［25］

烯、
锌

［26］
、
铜 等。这些无机填料虽然显著提高了电导率，
同时

PAN 与脱胶蚕丝的质量分
也会降低其溶胀能力。在 SB-GPE 中，
数变化对电导率的影响不大。分析认为是因为在 SB-GPE 材料
中盐溶液( ZnCl2 ) 是影响其导电率的主要因素，
这意味着以盐溶
液作为填料的 SB-GPE 并不会因其而降低凝胶的溶胀能力，
相反
溶胀能力的提高对于凝胶的电导性能可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图7
Fig． 7

3

结

在 － 85 ℃ 下的凝胶图片

Picture of gel samples at － 85 ℃

论

脱胶蚕丝与 PAN 的 ZnCl2 溶液经过伽马射线惰性气氛辐
照引发交联，成功制备了 SB-GPE，吸收剂量为 20 kGy，其溶胀
比最高可达到 44。通过 FT-IＲ 和 XＲD 分析，研究了 SB-GPE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电导率

的化学结构和结晶结构，并对其性能进行了评测。结果表明，

Ｒesult of conductivity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

PAN 与脱胶蚕丝形成了新的化学键，而且其原有的结晶结构

图5
Fig． 5

2． 2． 3

发生了改变; 该 SB-GPE 材料显示了优异的溶胀性能和抗冻性

抗冻性能

GPE 的抗冻性能是制约 EDLC 使用条件的一项重要指标，
为了检测 SB-GPE 的抗冻性能，
选择溶胀比最高的样品( c) ，采

能，其溶胀比最高达到 44 左右，为 SB-GPE 材料在极端条件下
拓展 EDLC 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用低温 DSC 测试其相转变温度，
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以
看出，
该凝胶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 95 ℃ ，显著优于目前市面上
以 ACN 基的超级电容器的最低适用温度( － 40 ℃ ) ，亦优于美
［5］

国航天局的工作报道

。图 7 为凝胶在 － 85 ℃ ( 由于实验设

备因素制约，
最低精确温度为 － 85 ℃ ) 下保存 24 h 后取出的照
片，
可观察到 SB-GPE 未发生相转变。这也证实了制备的 SBGPE 材料在极低温条件下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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