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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离子束辐照引起Gd2Ti2O7 烧绿石体积肿胀效应研究*

李玉红,许春萍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暋730000)

摘暋要:在液氮低温下用400keV的 Ne2+ 离子束对Gd2Ti2O7多晶烧绿石进行了辐照实验研究,离

子束辐照量范围为5暳1014—1暳1016ions/cm2。利用掠 X射线衍射技术对样品辐照层的结构变化

进行了分析表征,X射线的掠射角分别为毭=0.25曘,0.5曘,1曘和3曘。结果表明:在该实验条件的离

子束辐照下,Gd2Ti2O7辐照层会发生明显的体积肿胀效应,体积肿胀程度随入射离子束辐照量的

增大而增大;在同一辐照量下,辐照层的体积肿胀程度也随 X射线入射角的增大而增大。当辐照

量达到1暳1016ions/cm2时,辐照层发生非晶化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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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核废料固化处置是核燃料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其成败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安全和核能事业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核废物的固化过程是将核废物封存

在基体材料(固化体)中,使封存的放射性废物在经

历漫长岁月的衰变后,变得相对稳定和安全,在此

期间不发生放射性核泄露。因此,放射性核废物的

固化是核废物处置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直接决定

着放射性核素的安全性。因此,国际上一些有核国

家已经把对核废物固化体的研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

高度[1]。前期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具有 M4O7分

子式的烧绿石相,特别具有 A2B2O7[A= La到

Lu,Sc和 Y,B=Ti,Zr,Hf,Th,U 和Sn等]化
学组分的烧绿石相复合氧化物陶瓷具有很高的密度

和包容量及良好的抗浸出和抗 辐 射 性 能。所 以

A2B2O7烧绿石复合氧化物陶瓷被认为是固化高放

射性 核 废 物 和 进 行 最 终 地 质 处 置 的 理 想 固 化

体[2-3]。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实验上评估材料的耐辐

射性能,载能离子束对材料的辐射损伤效应实验是

模拟放射性核素对固化体辐射效应很有效的一种实

验技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者在重离子束辐照

下,利用原位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技术对具有

A2B2O7化学组分的烧绿石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

究[4-8],但至今,还没有轻离子束辐照A2B2O7烧绿

石的实验研究报告。
基于此,本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轻离子束

辐照 A2Ti2O7烧绿石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一些重要

的研究成果[9-10],本文利用 GIXRD 技术,对在液

氮低温下,用400keVNe2+ 离子束辐照 Gd2Ti2O7

烧绿石所引起的体积肿胀效应进行了研究。

2暋实验

利用传统陶瓷制作工艺,用纯度为99.99%的

Gd2O3(美国 AlfaAesar公司生产 )和的 TiO2(美
国 Aldrich化学公司生产)的粉末合成 Gd2Ti2O7多

晶。所合成 Gd2Ti2O7样品的质量密度几乎与理论

值一致,为氀=7.369g/cm3。利用 GIXRD技术对

合成的样品进行了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样品具有

纯的烧绿石相结构。
离子束辐照实验是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

验室的200kVDanfysik高流强离子注入机上完成

的。离子束辐照的条件为400keVNe2+ 离子束,正

入射,束流强度为约1暳1012ions/(cm2·s),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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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底温度为液氮低温(~77K)。
用BrukerD8型全自动掠入射角X射线衍射仪

(GIXRD,CuK毩)测定样品的结构。测试条件为 X
射线的入射角毭=0.25曘,0.5曘,1曘和3曘,2毴扫描范

围10曘—80曘,2毴步长为0.25曘,记录一个点的时间

为4s。

3暋结果与讨论

图1给出了未辐照样品和辐射量为5.0暳1014

ions/cm2样品的掠X射线衍射技术(GIXRD)谱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未辐照样品的 XRD数据与JCP灢
DS标准卡(卡号:73灢1698)完全一致(见图1(a)),
这说明本实验所制备的 Gd2Ti2O7样品是纯的烧绿

石相。当毭=0.25曘和0.5曘时,样品的 XRD谱图与

未辐照样品的 XRD谱图相似,只是衍射峰位(2毴)
略向小角度方向移动,且2毴随毭 的增大而减小。
当毭=1曘和=3曘时,在每个衍射峰的右侧又出现了

一个衍射峰,而且该峰的峰位与未辐照样品的峰位

一致;XRD左侧峰的峰位随毭的增大而减小。与毭
=1曘的XRD相比较,毭=3曘时,右侧衍射峰的相对

强度变大。图1中的插图为所有样品(222)衍射晶

面的放大图。需要指出的是,在7.0暳1014和1.0暳
1015ions/cm2量辐射下,样品的 XRD 谱与5.0暳
1014ions/cm2的规律完全相同。

图1暋未辐照样品和辐射量为5.0暳1014ions/cm2样品在

不同 X射线入射角(毭)的 GIXRD谱图

为了理解 X射线入射角(毭)对辐照层 XRD 的

影响,图2给出了利用全反射临界角法及几何计算

法得到的X射线在 Gd2Ti2O7中的深度随毭的变化

曲线[11-12]。由图可以看出,X 射线的探测深度随

毭的增大而增大。当毭=3曘时,根据全反射曲线,X

图2暋X射线在 Gd2Ti2O7中的深度随 X射线入射角(毭)的

变化关系曲线

射线在 Gd2Ti2O7中的深度约540nm,由蒙特卡罗

方法模拟程序SRIM2008估算[13],400keV 的 Ne
离子在 Gd2Ti2O7中的射程为(411暲125)nm,所

以,当毭=3曘时,辐照样品的 XRD谱同时来自辐照

层和未辐照层,XRD 衍射谱表现为是两组烧绿石

相衍射峰的叠加。当毭=0.25曘和0.5曘时,X射线在

Gd2Ti2O7中的深度小于100nm,其远远小于离子

束在 Gd2Ti2O7中的射程,所以XRD谱仅仅表征样

品表面的辐照层。当毭=1曘时,虽然从图2中得到

的X射线在 Gd2Ti2O7中最大深度小于200nm,但

在XRD中表现出未辐照层的XRD谱峰,这是由于

离子束辐照引起样品辐照层的体积发生肿胀(见下

面的详细讨论),从而使辐照层的密度变小。相应

地,X射线在 Gd2Ti2O7中的实际深度比由图2中

估算出的深度大,从而导致在毭=1曘时,XRD也探

测到一部分未辐照层的结构信息。另外,由于毭=
3曘时X射线在样品中的深度大于毭=1曘时在样品中

的深度,所以毭=3曘时右侧的衍射峰强度大于毭=1曘
时相应的衍射峰强度。

图3给出了X射线在毭=3曘角度入射时,未辐

照样品和辐照量分别为5暳1014,7暳1014,1暳1015

和1暳1016ions/cm2的XRD谱图。根据蒙特卡罗方

法模拟程序SRIM2008估算[13],这些量辐照相应

的离位损伤峰值分别为~0.16,0.22,0.32和3.2
dpa(每原子的位移)。由图3可以看出,对辐照量

为5暳1014,7暳1014 和 1暳1015ions/cm2 样品的

XRD图谱(图3中(a),(b)和(c)),所有样品的衍

射峰都表现为两个峰的叠加。即 XRD为两组具有

不同2毴烧绿石相 XRD的叠加,其中,样品右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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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衍射峰的峰位与辐照量无关,几乎与未辐照样

品的XRD衍射峰位一致;而左侧一组衍射峰的峰

位随着辐照量的增加,2毴向小角度方向移动。当辐

照量增大到1暳1016ions/cm2(如图3(e))时,在

(222)衍射峰周围出现了明显宽化,这表明在3.2
dpa的辐照量下,样品发生了非晶化相变。

图3暋X 射线在毭=3曘,未辐照样品和辐照量分别为5暳

1014,7暳1014,1暳1015和1暳1016ions/cm2的 XRD谱图

图4给出了X射线在毭=0.5曘入射下,未辐照

样品和辐照量分别为5暳1014,7暳1014和1暳1015

ions/cm2的XRD谱图。由图可以看出,所有辐照

样品的XRD谱与未辐照样品的XRD谱相似,只是

2毴随辐照量的增大向小角度方向移动。这说明在

该实验条件的离子束辐照下,辐照层并没有发生从

有序相到无序相的结构相变[14]。根据布拉格方程

2dsin毴=k毸,当2毴减小时,晶体的晶面间距变大。
对烧绿石相,晶格常数a与晶面间距d 之间的关系

为a=d(h2+k2+l2)1/2,所以相应的晶格常数a变

图4暋在毭=0.5曘角度X射线入射下,未辐照样品和辐照量分

别为5暳1014,7暳1014和1暳1015ions/cm2的XRD谱图

大。这表明在离子束辐照后,X 射线所对应的2毴

减小,晶格常数变大,即辐照后,Gd2Ti2O7晶体的

体积发生了肿胀效应,并且体积的肿胀程度随辐照

量的增加而增大。
为了定量表征Gd2Ti2O7晶体在400keVNe离

子束辐照样品层的晶格常数变化,图5给出了在不

同X射线角度入射下,未辐照样品和辐照量分别为

5暳1014,7暳1014和1暳1015ions/cm2样品的晶格常

数随辐照量的变化曲线。由图可以看出,在毭相同

时,辐照样品的晶格常数大于未辐照样品的晶格常

数,且晶格常数随辐照量的增加而增大;对同一样

品,晶格常数随毭的增大而增大。在本实验中,造

成晶格常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应力和辐照效

应。对未辐照样品,应力是影响晶格常数变化的主

要因素,当毭=0.25曘和0.5曘时,由图2可以看出,X
射线在Gd2Ti2O7中的深度小于100nm,即由XRD
所计算出的晶格常数只反应样品表面很薄层的晶格

常数大小,由于样品在表面抛光过程中,外力会在

样品表面引起三向压应力,而三向压应力会导致晶

格常数变小。当毭=1曘和3曘时,由XRD计算得到的

晶格常数反应的是距离样品表面较深层样品的晶格

常数大小。对辐照样品,晶格常数的变化会同时受

到样品表面应力和辐照效应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图5暋未辐照样品和在5暳1014,7暳1014和1暳1015ions/cm2

辐照量下样品的晶格常数与毭的关系

为了扣除表面应力对晶格常数的影响,图6给

出了辐照量为5暳1014,7暳1014和1暳1015ions/cm2

样品的晶格体积变化率((辐照样品的晶格体积-未

辐照样品的晶格体积)/未辐照样品的晶格体积)与
辐照量及毭之间的关系。其中,晶格体积的计算是

由晶格体积和晶格常数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到。由于

烧绿石相 Gd2Ti2O7是立方结构,所以晶格的体积

为V=a3,其中,a为晶格常数。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毭相同时,辐照层的晶格体积变化率随辐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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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大,在同一辐照量下,体积变化率也随毭
的增大而增大,即样品的晶格体积肿胀程度随辐照

层的深度增加而增大。

图6暋辐照样品的体积变化与辐照量及毭之间的关系

图7给出了在各种辐照量和不同角度 X 射线

入射下,晶格体积变化率与平均离位损伤峰值(以

<dpa>为单位)之间的关系。其中,<dpa>是根

据X射线在 Gd2Ti2O7中的探测深度随 X射线入射

角(毭)的变化关系(图2)及根据蒙特卡罗方法模拟

程序SRIM2008[11]估算出的。由图可以看出,在不

同的X射线入射角毭=0.25曘,0.5曘,1曘和3曘入射下,
根据XRD计算出的晶格体积的膨胀率都随<dpa>
的增大而增大,不同辐照量和 X射线入射角度下,
相同的<dpa>所造成的晶格体积肿胀程度相近。

图7暋 辐 照 样 品 的 体 积 变 化 与 平 均 离 位 损 伤 峰 值 (以

<dpa>为单位)之间的关系

4暋结论

通过 400keV Ne2+ 离子束在液氮低温下对

Gd2Ti2O7多晶烧绿石的辐照结果表明,当离子束的

辐照量为5暳1014—1暳1015ions/cm2时,Gd2Ti2O7

辐照层未发生从有序相到无序相的结构相变,但辐

照层的体积发生了肿胀效应,当离子束的辐照量为

1暳1016ions/cm2时,Gd2Ti2O7发生了非晶化相变。
样品辐照层的体积肿胀程度随辐照量的增加而增

大,也随辐照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在不同的X射

线入射角(毭=0.25曘,0.5曘,1曘和3曘)入射下,辐照层

晶格体积的肿胀率都随着平均<dpa>的增大而增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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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llingEffectsofPyrochloreGd2Ti2O7Induced
byNeIonIrradiation*

LIYu灢hong1),XUChun灢ping
(School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PolycrystallinepyrochloreGd2Ti2O7compoundswereirradiatedwith400keV Ne2+ ionsat
cryogenictemperature(~77K).Theirradiationfluenceswasrangingfrom5暳1014to1暳1016ions/cm2,

correspondingtoapeakballisticdamagedoseof~0.16to3.3displacementsperatom <dpa>.Irradia灢
tion灢inducedstructuralevolutionwasexaminedusinggrazingincidenceX灢raydiffraction(GIXRD)atan灢
glesfrom0.25曘to3曘degrees.Itwasfoundthatthelatticeparameterincreasesasafunctionof(1)X灢ray
incidentangleand(2)ionirradiationfluence,suggestingthattheirradiatedlayerisvolumetricallyswelled
comparedwiththeunderlyingun灢irradiatedsubstrate.Ationfluenceof1暳1016ions/cm2,theirradiation
layerwasfoundtobeamorphous.

Keywords:Gd2Ti2O7;ionirradiation;GIXRD;swellingeffect

·96·暋第3期 李玉红等:Ne离子束辐照引起 Gd2Ti2O7烧绿石体积肿胀效应研究

* Receiveddate:7Dec.2010;Reviseddate:27Dec.2010

暋暋* Foundationitem: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10775062,10975065);FundamentalResearchFundsfortheCentral

Universities(lzujbky灢2009灢25)

暋暋1) E灢mail:liyuhong@l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