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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型形状记忆聚合物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梁小燕，云宋建，宋卫宾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以环氧树脂、胺类固化剂ＤＤＭ为原料，经过化学反应得到形状记忆环氧树脂，将其作为基
体，加入导电炭黑，采用共混的方法制备了导电型的形状记忆环氧树脂．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了炭黑

含量对导电型的形状记忆环氧树脂的形状记忆性能、拉伸性能、黏弹性能、导电性能等的影响．实验
结果表明，导电型的ＳＭＰ具有较好的形状回复性能．通过不同温度下的应力松弛实验，显示随着温
度的升高，炭黑含量不同的４种样品的弹性模量均降低；随着炭黑含量的增加，各种样品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呈递减状态，同时ＳＭＰ复合材料的黏弹性减弱，材料表现为一定的绝缘性；当炭黑含量达
到２５％时，体积电阻率急剧下降，导电性迅速提高．
关键词：环氧树脂；导电炭黑；形状记忆性能；黏弹性；导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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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记忆聚合物（以下简称ＳＭＰ）是继２０世纪

的可选择范围宽、质轻价廉、加工性好等优点，日益

８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形状记忆材料．该类材

受到材料科学工作者的关注ｅｌｉ．ＳＭＰ分为热致、电

料在外界环境变化（如温度、光、电等）的刺激下，可

致、光致、化学感应型．电致型ＳＭＰ由于其自身结构

以实现形状记忆和回复特性．由于其具有温度记忆

特征，现有的高分子材料理论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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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状记忆功能．因此要对其独特的热力学性质开

多次缓缓倒人导电炭黑ＣＢ，搅拌１５ ｍｉｎ，待炭黑均

展深入细致的实验研究；同时由于电流可以使电致

匀溶于树脂中．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注入模具，放入

型ＳＭＰ做出驱动反应．对于有些不允许或者没有条
件进行外部加热的构件或机构，使用电流驱动就可

真空烘箱内，在８０℃状态保持２．５ ｈ，再升温至１５０
℃状态保持２ ｈ；最后从真空烘箱中取出样品，冷却

以使之达到预期的形状回复目的，这样极大地扩展

至室温，打磨样品至实验规定尺寸．

了ＳＭＰ的应用范围．电致型ＳＭＰ复合材料在未来

１．２形状回复性能测试

空间展开结构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但目前相关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２－４ Ｊ．陈龙等【５ Ｊ通过熔融共混

使用４种Ａ规格的样品进行试验，采用自制的
环境箱．实验过程如下：

法制成ＳＭＰ材料，在ＳＭＰ材料中填充导电炭黑（以

１）将带有标记点试件加热到玻璃化转变温度以

下简称ＣＢ），制成具有电致形状记忆特性的ＬＤＰＥ／

上２５℃，保持该温度３０ ｍｉｎ后，将试件置于烧杯

ＳＥＢＳ／ＣＢ复合材料．徐福勇等【６］研究了适度硫化工

中，使其紧贴烧杯内壁，然后冷却至室温．

艺制备的反式一１，４一聚异戊二烯／炭黑导电复合材

２）已经弯好的样品重置在环境箱的试验平台

料，结果表明炭黑含量增加导致材料的电阻减小，在

上，以１℃／ｍｉｎ升温速度对样品进行加热，通过观

其选用的电压下，炭黑含量的增加有利于复合材料

测窗口对样品进行拍照记录，每隔１℃拍摄一张样

的形状回复．

品恢复形状．读取照片中标记点坐标，计算试样在形

本文作者以环氧树脂和胺类固化剂ＤＤＭ为原
料，经过交联反应得到形状记忆环氧树脂，将其作为
基体，加入ＣＢ，制备了导电ＳＭＰ复合材料．同时讨
论了炭黑含量对材料形状记忆性能、拉伸性能、黏弹
性能、导电性能的影响．

状回复过程中标记点间的距离，＇２，形状回复率用下
式计算

Ｒ。＝慰枷ｏ％

㈩

式中：ｆ０为样品未弯曲时两标记点的原始距离；ｆｌ
为样品弯曲固定后两标记点的初始距离．

１实验部分

１．３拉伸及黏弹性能测试

１．１样品制备

使用Ｂ规格的４种样品进行试验，试验机为

实验选择的原材料为：环氧当量０．５１的双酚Ａ

ＷＤＷ一２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中国济南试

型环氧树脂Ｅ一５１（南通星辰有限公司生产的凤凰

金集团有限公司，配置环境箱）．以恒定位移加载速

牌）、纯度为９７％的胺类固化剂二氨基二苯甲烷（化

度ｕ＝０．１ ｍｍ／ｍｉｎ进行单轴加载，当应力达到某

学名称ＤＤＭ，比利时Ａｃｒｏｓ公司生产），以及Ｄｅｇｕｓ—

一预定值时，再以相同的位移加载速度将应力卸载

４０８２炭黑（比表面积１２５ ｍ２／ｇ，密度

到零，从而完成一次应力循环实验．分别在不同温度

ｋｇ／ｍ３）．根据表ｌ所示的几种质量配比，按下述
加工工艺制备了４种ＳＭＰ材料样品．选用了两种规

点进行应力循环实验．实验中由实验机的数据采集

ｓａ

ＨＩＢＬＡＣＫ

２８０

格的样品尺寸：Ａ：８０．０

ｍｍ×１０．０ １ＴｔｌＴＩ×２．５ ｍｍ；

通过应力松弛实验，使用Ｂ规格的４种样品试

ＩＴｌＩｎ，模具利用塑料

验研究ＳＭＰ材料的黏弹性能．在单轴加载过程中开

Ｂ：１１０．０ ｍｍ×１９．９ ｉＴｌｒｎ×３．９

薄膜黏接自制而成，内涂脱模剂．
表１
Ｔａｂ．１

系统得到如图１所示的应力一应变曲线．

始保持相同加载速度ｕ＝０．１ ｍｍ／ｍｉｎ，当达到预定

形状记忆环氧树脂质量配比
Ｓｈａｐ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ｅｐｏｘ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载荷时（作用时间为ｔ）停止加载；再保持位移恒定，
％

直至ｔ（ｔ＝ｔ＋１

６００

Ｓ）时刻停止，从而完成一次应

力松弛实验．实验中由试验机的采集系统记录应力．
时间关系曲线，如图２所示．
在玻璃化转变温度Ｔ。附近（Ｔ。＝８０～１００
℃），该材料在橡胶态和玻璃态转变过程中，力学行
材料制备过程：称取一定质量（约５０９）环氧树

为表现出较强的黏弹效应．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该

脂于烧杯中，置于磁力搅拌仪（德国ＩＫＡ公司ＲＥＴ

ＳＭＰ材料的应力松弛特性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引入

型加热磁力搅拌器）上搅拌，温度控制在１２０℃，搅

应力松弛因子刁１，其表达形式为

拌速度２６０ ｒ／ｍｉｎ；再称取一定配比的固化剂ＤＤＭ，

少量多次缓缓倒入烧杯中，慢慢溶解并搅拌２０
ｍｉｎ．待固化剂ＤＤＭ基本溶于环氧树脂后，再少量

刀１＝一ｘ

呀ｌ－坠、二垒型×１００％
’‘

（２）
ＬＺ，

巧ｐｒｃ

式中：Ｏ＇ｐｒｃ表示以恒定速率加载至ｔ时刻的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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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数据及图中可看出，９５℃时，４种样品
的回复率不到１０％；１１５℃时，４种样品的回复率均
达到９０％以上．也就是说，４种样品的回复过程主要
发生在９５℃～１１５℃这个温度区间．随着ＣＢ含量

的增加，４种样品在同一温度点处的回复率基本上
呈递增状态，如１００℃时，４种样品的回复率依次为
图１应力一应变曲线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ｉｇ．１

图２应力一时间曲线

７．２１％、１２。４％、１５．２％、３０．４％；１０５℃时，４种样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品的回复率依次为１４．９％、４７．７％、５５．５％、

Ｆｉｇ．２

ＶＳ．ｔｉｍ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ｖｓ．ｓｔｒａｉｎ

仃Ｒ（ｔ）表示ｔ＝ｔｏ＋１

６００

６４．０％．随着ＣＢ含量的增加，各样品在同一温度点

ｓ时刻对应的应力值．

的回复率是递增的．也就是说，随着ＣＢ含量的增

１．４导电性能测试

以不锈钢为电极，用数字万用表测其电流，求出
体积电阻．根据电阻公式Ｒ＝ｐ·Ｌ／Ｓ可以得』Ｄ，＝
Ｒ。·ｂ·ｄ／Ｌ，可将体积电阻换算为体积电阻率．其
中，Ｒ。为体积电阻，单位为Ｑ；试样的宽度、厚度及
长度分别为ｂ、ｄ、Ｌ，单位均为ｃｌ＇ｎ．用Ｂ规格的４种

加，各样品玻璃化转变温度Ｔ。呈现递减状态．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随着ＣＢ含量的增加，单位
体积内ＤＤＭ固化剂的百分比是降低的，而随着
ＤＤＭ固化剂含量的降低，ＳＭＰ复合材料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也降低．从图中还可以得出，４种样品中回
复率最大的是１＃样品，原因是１＃样品ＤＤＭ固化

样品进行试验，其中新增加样品Ｄ（Ｅ一５１树脂：ＤＤＭ

剂含量是最高的，回复效果必定最好，最终回复率为

固化剂：ＣＢ＝１００：１５：２５）．在样品两端施加２２０

９９．２％．

Ｖ

交流电压，接通电源１０ ｒａｉｎ，等电流表趋于稳定后，
测量闭合电路的电流．实验测试系统见图３．
电流表、

２．２拉伸性能

选取拉伸试验图中直线段部分的原始数据，可
得到该材料的弹性模量．试验求得４种样品在各温
度点的弹性模量，将４种样品弹性模量进行对比，如
图５所示．

导电足
实验件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旱２５００

图３实验测试系统
口吲２０００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２结果与讨论

型１

５００

器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１形状回复性能

Ｏ

实验得到４种样品在不同温度点的形状回复率
如图４所示．
图５
Ｆｉｇ．５

４种样品不同温度下的弹性模量
Ｙｏｕｎｇ’Ｓ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Ｖ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图５可见，随着温度的升高，４种样品的弹性
模量均降低．１＃（基体）样品２５～７０℃缓慢下降，７０
～１００℃急剧下降，１００～１２０℃趋于平缓；２＃、３
＃、４＃样品２５～６０℃缓慢下降，６０～９０℃急剧下
降，９０～１２０℃趋于平缓．２＃、３＃、４＃样品曲线较
接近，即这３种样品弹性模量变化较接近．７０℃以
前，聚合物以“玻璃态”的方式作出响应，４种样品弹
图４

４种样品形状回复率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性模量都较大，超过１

６００

ＭＰａ．１＃样品和其他３

种样品弹性模量区别较大，原因是加入了导电炭灰
ＣＢ，使得复合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因此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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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２＃、３＃、４＃样品先进人“黏弹性”状态，导

９３

材料的刚度，降低材料的黏度

致其弹性模量迅速下降，而温度升至９０℃后，１＃样
品才进入“黏弹性”状态．温度继续升高，４种样品均
进入“橡胶态”，弹性模量都较小，在１０ ＭＰａ左右．
形状记忆聚合物应力一应变响应曲线的非线性
现象主要集中在材料玻璃化转变温度丁。附近，随
着温度降低或升高，这种非线性均逐渐减弱．这主要
是由于低温时，材料处于“玻璃态”，其变形主要以弹
３００

性变形为主；在高温时，材料处于“橡胶态”，其极限

３２０

３４０

３６０

３８０

４００

温度／Ｋ

应变将较大，而线弹性响应一般超过１０％．因此本
（ａ）Ｅ．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实验所加载的应变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材料表现出
较好的线弹性响应．

２．３黏弹性能
微观上，形状记忆环氧树脂由微晶相结构以及
环绕在其周围的非晶链两相结构组成．微晶结构显
示出弹性性能，非晶链结构显示出黏弹性．随着温度
的改变，非晶链出现冻结、回复的反应，宏观上表现
为形状记忆性能．
为了研究微晶相与非晶链结构变形特性的异

同，现引入流变学模型来描述不同温度下材料的应

（ｂ）Ｅ２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力松弛行为，如图６所示．
喁

也≥、

Ｅ卜一盯
坩ｌ
鱼

￡芝≥

一

图６黏弹性模型的原理图
Ｆｉｇ．６

矿驴．矿矿驴舻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温度／Ｋ

微晶相由刚度为Ｅ，的弹簧模拟，非晶链由参
数为Ｅ２与叩２的Ｋｅｌｖｉｎ模型来模拟．因此，应力松
弛实验用以下公式表达
，，．、

（ｃ），／２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图７
Ｆｉｇ．７

Ｅｌ（Ｔ）Ｅ２（Ｔ）

４种样品的模型参数与温度的关系曲线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４导电性能

烈１，‘卜ｉ万丌１玎可￡ｏ十

Ｅｌ（Ｔ）￡。（·一丽臀‰）ｅ≮笋
（３）

式中：ｅｏ表示松弛实验中的恒定应变；杨氏模量
Ｅ１（Ｔ）和Ｅ２（Ｔ）分别表示微晶相和非晶链的瞬时
响应；黏度叩２（Ｔ）表示非晶链的黏性响应．图７为
模型参数与温度的关系．结果表明炭黑对Ｅ２（Ｔ）和
叩２（Ｔ）的影响大于对Ｅｌ（Ｔ）的影响．另外与低温相
比，较高温度下Ｅ２（Ｔ）和叩２（Ｔ）对炭黑含量的依赖
性更大一些．炭黑颗粒分散在非晶相中，影响了非晶

相的黏弹性能．此外，在材料Ｌ之上，非晶链非常
柔软．因此，刚性的炭黑颗粒的存在能够显著的提高

炭黑含量对电阻率的影响见表２．在ＳＭＰ基体
中掺入ＣＢ制得导电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导电率
在较低配比的ＣＢ浓度下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实验
结果显示：复合材料电阻率不随ＣＢ含量的增加成
比例地下降．ＣＢ配比较低时，随着ＣＢ含量的增加，
体积电阻率变化甚微，材料仍表现为绝缘性；当ＣＢ
含量达到某值时，体积电阻率急剧下降，导电性迅速
提高．ＣＢ颗粒加入量很小时，复合材料的体积电阻
率很大，且电阻率基本无变化；ＣＢ含量小于２０％
时，体积电阻率基本为５．８６８×１０６Ｑ·ｃｒｎ，这正是由
于ＣＢ颗粒的掺杂引起的，但仍处于绝缘状态；随后
ＣＢ含量达到２５％时，材料体积电阻率急剧下降两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９４

个数量级，达到８．８×１０４Ｑ·ｃｍ

Ｔａｂ．２

［２］Ｗａｎｇ

第３９卷

ｚ Ｄ，Ｌｉ Ｚ

Ｆ，Ｗａｎｇ

表２炭黑含量对电阻率的影响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ｐ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０，１１８（３）：１４０６—１４１３．

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３］Ｌｕ

Ｌ Ｙ，ｅｔ ａ１．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Ｊ］．Ｊ

Ａｐｐｌ Ｐｏｌｙｍ Ｓｃｉ，

Ｈ Ｂ，Ｌｉｕ Ｙ Ｊ，Ｇｏｕ Ｊ Ｈ，ｅｔ ａ１．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ｐａｐｅ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ｐ争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ａｒｔ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

ｐｏｌｙｍｅｒ［Ｊ］．

Ｍａｔ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２０１０，１９（７）：０７５０２１．

［４］秦瑞丰，朱光明，杜宗罡，等．电致形状记忆聚己内酯／炭
黑复合导电高分子材料的研究［Ｊ］．中国塑料，２００５，１９
（５）：２３—２８．

３

结论

ＱＩＮ Ｒｕｉｆｅｎｇ，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ｒｎｉｎｇ，ＤＵ Ｚ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ｔ ａ１．

对制备的ＳＭＰ复合材料进行了形状记忆性能、

Ｅｌｅｃｔｒｏ－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ｈａｐ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ｏｌｙｃａｐｍｌａｃｔｏｎｅ／ｓｔｕｄｙ

拉伸性能、黏弹性能、导电性能实验研究．经实验测
定，该４种复合材料均具有良好的形状记忆性能，但
随着炭黑含量的增加，ＳＭＰ复合材料的玻璃化转变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Ｃｈｉｎａ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９（５）：２３

ＯＨ

Ｈａｓ—

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陈龙，胡贵，刘庆，等．ＬＤＰＥ／ＳＥＢＳ／ＣＢ电致形状记忆复
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Ｊ］．塑料科技，２０１０，３８（５）：３１—

温度降低．随着温度的升高，每一种样品的弹性模量

３５．

均降低；ＳＭＰ复合材料的黏弹特性随着炭黑含量的

ＣＨＥＮ Ｌｏｎｇ，ＨＵ

增加而减弱．通过比较不同炭黑含量的ＳＭＰ复合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料的导电性能，初步判断渗滤阈值为炭黑质量分数

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５％．

３１

Ｇｕｉ，ＬＩＵ Ｑｉｎｇ，ｅｔ ａ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ｆ ｄｅｃｔｒｏ－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ｈａｐ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８（５）：

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徐福勇，姚薇，陈利，等．反式一１，４一聚异戊二烯／炭黑导电
复合材料的形状记忆性能［Ｊ］．特种橡胶制品，２０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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