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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eV/uKr辐照下PET薄膜的损伤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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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通过25MeV/u86Kr离子辐照叠层结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膜(PET),在不同的电子

能损(3.40¾7.25keV/nm)和离子注量(5暳1011¾3暳1012ions/cm2)辐照条件下,对 Kr离子在

PET中引起的辐照损伤效应进行了研究。借助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通过对样品的红外吸收

峰进行扣除基底后的Lorentz拟合,分析了与主要官能团对应的吸收峰强度的变化趋势,研究了化

学结构与组分在重离子辐照下的变化规律;利用 X射线衍射光谱仪测量,研究了 Kr离子在PET
潜径迹中引起的非晶化过程,并通过对吸光度和非晶化强度随离子注量的指数衰减规律的分析,获

得了不同电子能损离子辐照PET时主要官能团的损伤截面和非晶化截面及对应的潜径迹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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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快重离子(SHI)辐照聚合物主要以使靶原子的

电子激发和电离的方式损失能量,和低电离辐射粒

子不同的是,快重离子具有很高的电子能损值,可

达几个到几十个keV/nm,比低电离辐射粒子的高

2¾3个数量级。由于大部分电离电子的能量在100
eV以内,而100eV电子的射程小于2nm,这就使

快重离子沿其路径沉积的能量仅局限在很小的区域

里,从而当离子穿越介质时,沿其路径就会留下一

个柱状的损伤区域。由于沉积在径迹芯中的能量密

度很高(可达几个keV/nm3),而分子键的键能一般

只有几个eV,因而在径迹芯中所有的分子键都会

被破坏,使径迹中官能团的化学结构与组分都发生

改变。潜径迹经适当化学蚀刻后成为可见径迹,利

用这一技术可制备核孔膜,核孔膜已经被大量应用

于纳米通道[1]、过滤和防伪等领域,作为模板还可

制备直径从10到100nm 不等的纳米管、纳米线等

纳米材料[2¾4]。对快重离子电子能损在固体中引起

的辐照损伤过程至今仍不很清楚。解释电子能损效

应的试验性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库仑爆炸模型和热峰

模型。因而对快重离子辐照效应的研究,如电子能

损和辐照注量等参数对潜径迹大小、形貌的影响效

应,对电子能损理论模型的建立及纳米材料的生长

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热峰模型认为,SHI穿过材

料时,将能量以电子能损的方式沉积在其路径很小

的柱形带中,并留下非常高的激发电子系统。电子

能量的一部分通过电子灢声子耦合转移给原子,使

沿离子径迹中心区的温度可能超过材料的熔点,在

中心区产生一个几nm 直径的熔化径迹,然后通过

热传导冷却形成潜径迹[5]。柱形径迹内具有复杂的

损伤过程,如主链断裂、自由基形成、交联、三键

及非饱和键的产生等,对于结晶聚合物辐照后还会

产生非晶化现象[6]。本研究组通过对 22 MeV/u
Fe[7],35MeV/u40Ar,15.14MeV/u136Xe和11.4
MeV/u238U离子[8,9]辐照 PET 叠层膜的研究,得

到不同电子能损值时,其相应的非晶化截面。我们

认为非晶化转变和化学键的断裂随离子注量和电子

能损的增加而增大,而变化的总量仅依赖于总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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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注量。国外也有研究小组对重离子辐照聚合物改

性的研究,但基本上利用低能离子进行注入,如

Singh等[10]用80 MeV/uO6+ 和 LakhwantSingh
等[11]人用50MeV/uCu,86MeV/uNi辐照PC膜

都得到了有参考价值的结果。本文将通过分析 Kr
离子辐照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的红外吸收

光谱及X射线衍射光谱的变化来描述这一过程。

2暋实验方法

实验样品为每层厚度为15毺m 的乳白色结晶

的PET,俗称涤纶树脂,为饱和聚酯(C10H8O4)。
为了研究电子能损效应,每一辐照注量组的样品采

用多层重叠。辐照实验是在兰州 重 离 子 加 速 器

(HIRFL)的辐照终端完成的,25MeV/u的 Kr离

子(考虑到三层8 mm Al箔的降能作用,实际到达

第一层样品表面的能量为1.978GeV)经磁扫描成

为3cm暳3cm 均匀束后,在真空室温环境中垂直

样品表面进行辐照。总的辐照注量由在线测量离子

穿过三层铝箔发射的二次电子电荷累积值通过法拉

第筒测量值校准确定。利用SRIM03程序模拟计算

表明,1.978GeVKr离子在PET中的投影射程为

410 mm。考虑到射程歧离,实验选择30层样品作

为一辐照注量组,各层中的平均电子能损值由入射

与出射能量的平均值给出,范围从 3.40 到7.25
keV/nm。选取的辐照注量组分别为:5暳1011,1暳
1012,2暳1012和3暳1012ions/cm2。未辐照及辐照过

的样品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测量用 PerkinEl灢
mer公司的SpectrumGX光谱仪以透射方式完成,
分辨率为 1cm-1。X 射线衍射谱是在兰州大学

DMAX灢2400X射线衍射光谱仪上完成的,测量选

用Cu的 Ka 辐射,扫描速度10曘/min,测量范围在

0曘¾90曘之间。

3暋实验结果和讨论

3.1暋红外吸收谱结果与分析

PET的主要官能团及相对应的红外光谱吸收

峰位为:1507cm-1(P 取代苯环对位的典型吸收

带),1472cm-1 (反 式 的 C—H 弯 曲 振 动),973
cm-1(Bu类型反式的C—O反对称伸缩振动),849
cm-1(Au类型反式的 CH 摆动),1609cm-1(C擷
C双键的振动)以及1454cm-1(旁式的CH2弯曲振

动),1043cm-1(旁式的 C—O 伸缩振动)和1577
cm-1(苯环的简谐振动)。未辐照及最大电子能损下

不同注量辐照的PET的红外光谱如图1所示。

图1 电子能损为7.25keV/nm 时不同注量下的红外吸收

光谱比较

右侧为局部放大后1610cm-1及1175cm-1两处的吸收峰。

由于样品较厚,特征峰之间存在交接和饱和现

象。为了正确反映吸光强度的变化规律,我们首先

选择未饱和峰,并对原始数据使用Origin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 Lorentz拟合确定峰强和峰位等图谱参

数。官能团的降解是聚合物离子辐照的主要效应。
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相同电子能损条件

下,随着离子注量的增大,大多数与PET的官能团

相对应的光谱吸光度(A)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

与王衍斌等[7]给出的结果相符合。例如,图中的

794,1021,1410,1471和1505cm-1,说明,这些

官能团具有较大的辐射敏感度。而有的吸收峰的强

度变化很小,如792,1577和873cm-1,说明这些

官能团有较稳定的结构,在所使用的辐照注量(5暳
1011¾3暳1012ions/cm2)范围内有较大的抗辐照性。
另外还有一些吸收峰的强度辐照后有所增大,如

1175和1610cm-1,这应该是由于辐照后官能团的

断链重组造成的。
图2给出了一些特征峰的归一化吸光度随不同

电子能损值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电子

能损超过4.0keV/nm 时,吸收峰强度随着电子能

损的增大而近似成线性减小。对低能重离子而言,
由于其 电 子 能 损 比 较 小,如 Singh 等[9]使 用 80
MeV的 O6+ 离子在注量为2.4暳1013ions/cm2时,
也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官能团降解的现象,这说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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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团的降解同样存在电子能损阈。吸收峰的降低是

与官能团的损伤截面相对应的,因此,超过一定电

子能损条件下,归一化吸光度随电子能损线性减少

的规律与Szenes在聚合物PVDF和PET应用热峰

模型分析的结论相一致[12]。

图2 相同辐照注量(3暳1012ions/cm2)下归一化吸光度随

不同电子能损值的变化

快重离子辐照聚合物形成潜径迹,经蚀刻后可

作为模板制备纳米线和纳米管等纳米材料。潜径迹

大小与入射离子能量及材料的性质有关,是电子能

图3 不同特征峰归一化吸光度参数 暣-ln((A0-A)/A0)暤

随离子注量的变化关系

损的函数。为了定量描述潜径迹行为,运用径迹饱

和模型(损伤仅发生在面积为氁的柱形径迹中),结

合介质(PET)对光的吸收过程,特殊官能团的损伤

服从指数规律A=A0[1-e(-氁p毜)](其中A0为未

辐照样品的吸光度,A 为辐照后样品的吸光度,氁p

=毿R2
p,Rp为损伤半径,毜 为离子注入总剂量),对

已通过 Lorentz拟合获得的归一化吸光度进行拟

合,进而得出不同官能团的损伤截面,如图3所示,
其中纵坐标为-ln[(A-A0)]/A0=氁p毜。

对本实验所涉及最大电子能损拟合的损伤截面

结果如表1所示,与以热峰模型为基础的X射线衍

射(XRD)数据处理相吻合[13]。

表1暋不同官能团在电子能损为7.25keV/nm时的损伤截面

官能团对应的吸收峰位 /cm-1 对应的截面 /nm2

794 41.4
849 69.3
972 59
1021 65.8

1341 39.4
1410 83.9
1505 89

3.2暋X射线衍射结果与分析

图4(a)给出了在Se=7.25keV/nm 时PET的

X射线衍射光谱随辐照注量的变化规律。由此图可

见,随着离子注量的增加,X射线衍射峰的强度逐

渐减小,表明 PET 的晶态结构随离子注量的增加

而逐渐被破坏。图4(b)给出了相同注量条件下不同

电子能损的衍射谱(离子注量3暳1012ions/cm2)。
从此图中可以看出,只有电子能损超过一定值后,
非晶化过程才会发生,这与红外对官能团的分析结

果相一致。

图4PETXRD光谱随 Kr离子辐照注量和电子能损的变化

图5给出了不同电子能损条件下PET(100)衍
射峰的强度及相对强度I/I0(辐照样衍射峰的强度/
未辐照样衍射峰的强度)随离子注量的变化规律,
由图可知(100)衍射峰的相对强度I/I0与离子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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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指数衰减的规律变化的。其数据可由公式I/I0

=exp(-氁毜)得到比较好的拟合,其中氁=毿R2 是

PET的非晶化截面,R 为非晶化截面半径。拟合结

果表明,当电子能损分别为6.62,6.93和7.25
keV/nm 时,其相应的非晶化截面分别为74.20,

99.93和143.99nm2。这些结果与上面红外谱数据

拟合的结果及Fe离子在相应能损区域的非晶化截

面非常接近[14]。

图5 不同电子能损下X射线衍射相对峰强度随注量的变化

4暋结论

运用FTIR 和 XRD 分析技术,通过测量离子

辐照引起的官能团降解及非晶化随辐照注量的演变

过程,研究了离子径迹中的特殊损伤过程。实验结

果表明,Kr离子辐照 PET,其官能团的降解及非

晶化行为都发生在其路径上几纳米直径的柱体内;
非晶化截面略大于官能团的损伤截面。可以认为快

重离子辐照聚合物的降解过程主要是在径迹芯中发

生的,同时也可以肯定通过光谱测量来预估潜径迹

半径的方法是可行的。损伤半径随电子能损的增加

而增大,且与热峰模型的预言走势相一致,但由于

所涉及电子能损变化范围较小,还不能用热峰模型

来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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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MechanismofPETIrradiatedby25MeV/uKr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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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roomtemperature,polyethyleneterephthalate(PET)foilstackswereirradiatedby25
MeV/uKrionsintheelectronicstoppingpowerrange(3.3¾7.66keV/nm)andthefluencerangefrom5
暳1011to3暳1012ions/cm2.Thebehaviourofthemainfunctiongroupswithfluenceandelectronicstopping
powerwerestudiedbyusingFourier灢transform灢infrared(FTIR)spectroscopy,thedegradationofthefunc灢
tiongroupwasinvestigatedwiththeLorentzfittingsubtractedbaseline.Theamorphousprocessesinthe
latenttracksofPETwerestudiedbyX灢raydiffraction(XRD)measurements.TheKrioninduceddegrada灢
tioncross灢sectionandamorphisationcross灢sections(radii)fordifferentelectronicenergylosswereacquired
fromtheexperimentaldata(FT灢IRandXRD)byexponentialdecayfunctionrespectively.

Keywords:polyechyleneterephthalate;swiftheavyionirradiation;irradiation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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