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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氦尖晶石的红外光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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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利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注 He尖晶石样品随退火温变化而引起光吸收性能的变化进

行了研究。发现尖晶石样品在626.4cm-1附近的吸收峰随注入剂量的增加向小波数方向移动,而

在随后退火过程该吸收峰随退火温度的增加而向大波数方向回复。该吸收峰的回复行为依赖于注

入剂量和退火温度。认为在626.4cm-1附近吸收峰随注入剂量和退火温度的这种变化与尖晶石中

He的俘获以及释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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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尖晶石(MgAl2O4)具有较强的抗辐照性能,在

含有锕类元素核废料的嬗变处理中,它是最佳的无

铀惰性基质材料之一[1]。另外,由于尖晶石良好的

电绝缘性、较高的熔点和热导率,它在将来聚变反

应堆中作为电绝缘材料也具有应用潜力[2]。在核能

领域的使用环境常常存在因毩衰变和(n,毩)核反应

等导致材料中 He原子的积累,而 He的引入会加

速材料力学性能的劣化,所以对 He在尖晶石中的

俘获及释放行为的研究在核能领域具有现实意义。
载能离子束方法用以模拟材料中辐照缺陷和杂

质原子的产生,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和各种实验参

数精确可调等优点。所以往往用来快速地在尖晶石

中引入 He,以便对 He在尖晶石中的行为进行系统

的研究。目前对 He在尖晶石中迁移、聚集行为的

研究借助的主要手段有电子显微镜、正电子束湮没

谱仪、热解析谱仪以及卢瑟福背散射谱仪等,研究

的内容涉及 He的释放、注入过程中引起的晶格损

伤、He在材料中引起的非晶化转变以及 He泡的

形成等,研究的材料也涉及到了单晶(不同的晶面

趋向,如(100)和(111)等)和非晶[1—3]。然而,目前

借助于红外光谱对尖晶石中 He行为进行研究的相

关报道还比较少。本项工作借助于傅立叶变换红外

光谱(FTIR)对注 He(110)取向的尖晶石单晶样品

红外吸收特性的退火效应进行了研究。

2暋实验

实验采用表面取向为 (110)晶面、厚度 0.5
mm、经过单面光学抛光的尖晶石样品。离子注入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离子注入机上

完成的,注入过程样品表面倾斜7曘以避免沟道注入

的影响,采用100keV 能量的4He+ 离子,注入剂量

分别为5暳1015ions/cm2(1#样品),2暳1016ions/

cm2(2#样品)和8暳1016ions/cm2(3#样品)。注入

过程样品台保持在室温。对注入后的每个样品在真

空环境下做了等时变温退火处理,退火温度依次为

500,700,900,1000以及1100曟,真空度在1.2
暳10-3Pa以上,每个退火温度保温时间均为1h。
在室温下利用PE公司SpectrumGX型光谱仪对样

品进行了FTIR测试。

3暋结果

图1给出了1#、2#和3#样品退火前后的

暋第25卷暋第1期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Vol灡25,No.1暋
暋2008年3月 NuclearPhysicsReview Mar.,2008暋

* 收稿日期:2007灢06灢06;修改日期:2007灢07灢02

暋 暋*暋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575124)

暋 暋暋暋作者简介: 杨义涛(1981—),男(汉族),甘肃庆阳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生,从事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研究;

E灢mail:yangyt@impcas.ac.cn

暋 暋 #暋通讯作者: 张崇宏,E灢mail:c.h.zhang@impcas.ac.cn



FTIR测试结果及3#样品在626.4cm-1附近的局

部放大图。从图1可以看到,退火前随注入剂量的

增加,位于626.4cm-1的吸收峰向小波数方向移

动,并且吸收峰的形状与空白样品对比也发生变

化。而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吸收峰位开始向大波数

方向移动回复。具体吸收峰位的变化与退火温度的

关系如图2所示。

暋 暋 从 图2可 以 看 出 ,注 入 后 退 火 过 程 在 室 温

图1暋退火前后1#、2#和3#样品的FTIR测试结果((1),(2),(3))及3#样品在626.4cm-1附近的局部放大图(3a)

图2暋吸收峰位的变化与退火温度的关系

(RT)—500曟范围内该吸收峰位向大波数方向移

动很小,1#和2#样品在500—700曟范围内吸收

峰位向大波数方向的移动比较明显,并且在700曟
时基本回复到空白样品所对应的波数;而3#样品

的该吸收峰位随退火温度的变化关系表现出了明显

的不同。对于3#样品,在 RT—500曟和700—900
曟的两段温区该吸收峰位向大波数方向移动很小,

而在500—700 曟和900—1000 曟以及1000—1
100曟温区该吸收峰位向大波数方向的移动比较明

显,在1100 曟时基本达到空白样品所对应的波

数。总之,高剂量注入情形626.4cm-1吸收峰的峰

位随退火温度的曲线呈阶梯状,并且在波数对温度

比较敏感的范围内,波数随温度向大波数方向移动

的速率随温度增加而逐渐减缓。

4暋讨论

尖晶石(MgAl2O4)的点阵类型属于立方晶系,

原胞由两个原子排列不同的八面体交替组成[2],其

中一个八面体中,Mg2+ 离子位于 O2- 构成的四面

体间隙位内,而与之相临的八面体中的位置由

Al3+ 离子占据。这样在单胞中共有32个 O2- 离子,

64个四面体空隙,32个八面体空隙,在正尖晶石

结构中,Mg2+ 离子占据了 8/64 四面体间隙位,

Al3+ 离子占据16/32个八面体间隙位。

红外光谱上较强的626.4cm-1吸收峰是 Al—

O键振动所引起[5]。尖晶石中注入的 He,大约有

95%的几率都处于八面体间隙位[4],所以注 He
后,在样品红外光谱中626.4cm-1附近的吸收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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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注入剂量的增加向小波数方向移动可能是由于

大量的 He原子占据八面体间隙位置致使邻近的处

于八面体格点位置的 Al3+ 离子与 O2+ 离子偏离正

常位置,导致化学键的键角、键长发生变化所致。
而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波数向大波方向移动可能

是由于在高温下伴随着 He从八面体间隙位的释

放,使得在注入过程中变形的 Al—O 键角键长逐

渐回复的原因。
尖晶石中 He泡形成的 He原子浓度阈值为大

于等于1atoms%[1],在本实验条件下,约相当于2
暳1016 ions/cm2。1#和2#样品在退火温度高于

700曟以后吸收峰位已经基本达到空白样品所对应

的波数,并没有随温度表现出如3#样品阶梯变化

的特性,这说明从八面体空隙中脱离出来的 He与

注入过程中所形成的辐照缺陷相互作用较弱,He
原子很快地从样品表面逸出。而在较高的辐照剂量

下(3#)吸收峰位置随退火温度向大波方向移动呈

阶梯状的变化,可能与高剂量下材料中 He团簇以

及 He泡的形成有关。500—700曟温区退火可认为

与 He从八面体空隙的脱离相应,而高剂量情形在

900—1000曟以及1000—1100 曟两段温区的退

火行为可能相应于 He从不同缺陷中心的脱离。所

以,可以推测在高剂量辐照下所形成的缺陷与低剂

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低剂量辐照所形成的缺

陷可以通过退火容易消除,并且与从八面体空隙脱

离出来的 He的相互作用截面很小,而高辐照剂量

下所形成的缺陷对 He具有较强的捕获能力;其

次,在高辐照剂量下,材料中可能已经有 He团簇

或 He泡的形成,它会有效俘获从八面体空隙脱离

出来的 He,使其不能很快地从材料表面逸出,而

在低辐照剂量下,从八面体间隙位脱离出来的 He
原子不会发生聚集或者仅发生少量的聚集,并且会

很快地从材料的表面逸出。

Fromknecht等[1]采用注 He的尖晶石样品(表
面取向为(100))做不同温度的退火,对 He在尖晶

石中随温度释放行为作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在 He的能量和注入剂量分别为260keV,1暳
1016ions/cm2 和2 MeV,7.8暳1016ions/cm2 时,
材料中 He的释放呈阶梯状进行,尤其在较高能量

注入情形 He随温度进行的阶梯状释放更加显著,
与上述FTIR结果相对应。然而,He的释放对温度

的敏感区域主要集中在800曟以后,与上述FTIR

结果却有一定的差异,我们推测这主要是由于:
(1)注入能量和剂量的差别。Fromknecht等[1]

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能量和剂量 He的释放温

度阈值是不同的。在260keV 和注入剂量为1暳
1016ions/cm2 时,大量的 He在820 曟时被释放,
而在2MeV和注入剂量为7.8暳1016ions/cm2 时,
其 He的释放要到较高的温度才开始,在850曟以

前没有任何 He的释放。所以在100keV,注入剂

量为1暳1016ions/cm2 时,He的释放应该低于800
曟。

(2)测试方法的差别。Fromknecht等[1]采用

Knudsen装置测量从样品中释放出 He的气体来确

定 He释放的温度阈值,而 He在从材料表面释放

出来之前,材料内部结构上的变化在红外光谱上应

该有所反映。所以,这点被认为是导致从红外光谱

上得 到 尖 晶 石 中 He 释 放 的 温 度 阈 值 低 于

Fromknecht等人所得结果的主要原因。

5暋结论

采用100keV He离子注入尖晶石(MgAl2O4)
中,随后在真空中进行退火,借助FTIR对样品进

行了分析,发现626.4cm-1波数附近材料的吸收峰

随辐照剂量的增加向短波数方向持续移动,而随着

退火温度的升高该吸收峰开始向长波数方向移动回

复。对于低剂量情形该吸收峰位随退火温度的变化

主要发生在500—700 曟温区,而在高剂量情形吸

收峰位随退火温度的变化发生在3个不同的温区,
分别为500—700 曟,900—1000 曟以及1000—

1100曟温区。分析认为位于626.4cm-1附近的吸

收峰随注入剂量和退火温度的变化与尖晶石中所形

成的辐照缺陷以及 He在不同位置的俘获和释放行

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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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IRAbsorptionBehaviorofHelium灢implantedSpi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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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fraredabsorptionbehaviorofhelium灢implantedspinelwithannealingtemperaturewas
studiedbyFouriertransformedinfrared(FTIR)spectroscopy.Itwasfoundthattheabsorbancepeakat
626.4cm-1shiftedtosmallerwavenumberswiththeincreaseofimplantationfluence,whileonsubse灢
quentannealingtheabsorbancepeakshiftedbacktolargerwavenumberswiththeincreaseofannealing
temperature.Theshiftofthepeakat626.4cm-1 withHe灢implantation/annealingisconsideredtobere灢
latedwiththetrappingandreleaseofheliumatomsinlatticesitesinthespinel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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