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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溶液流延法制备了铁电聚合物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厚膜，用 Ｘ射
线衍射仪（ＸＲＤ）和热重分析仪（ＤＳＣ）确定了聚合物晶型，并用偏光显微镜（ＰＯＭ）比较了不同热
处理后聚合物的结晶形态。在此基础上，用热极化方式处理了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使该材料的压电
系数（ｄ３３）提高到２２ｐＣ／Ｎ，并比较了不同极化电场下三种热处理聚合物的压电性能。然后用介电
测试系统表征了退火处理后不同 ｄ３３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的介电性能，结果表明高压电性会降低
此类材料的介电常数。最后通过铁电测试系统解释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偶极子转向对材料极化强
度的影响，阐明了其压电性的来源和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物理方式改善聚合物的结晶性

能，可提高材料剩余极化强度，并可获得高压电性能聚合物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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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Ｈ．Ｋａｗａｉ于 １９６９年发现了聚偏氟乙烯
（ＰＶＤＦ）的铁电性和压电性以来，含氟压电聚合物
就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追捧［１］。ＰＶＤＦ在常温
下是一种半结晶聚合物，存在α、β、γ、δ和ε五种不

同的晶相，其中α、β和γ晶相属于正交晶系，δ和ε
晶相属于单斜晶系。ＰＶＤＦ从熔体急冷后通常可以
得到α相晶体，将其拉伸至原长的几倍可得到高度
取向的β相晶体。β相晶体的晶系属于点群 ｍ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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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状态下（分子取向完全一致时），室温最大电

极化强度可达１３μＣ／ｃｍ２。用直流电场处理后的 β
相ＰＶＤＦ，具有压电性和热电性。以前人们怀疑该
聚合物的极化是电场注入的电荷被俘获而造成的亚

稳态极化，即认为 ＰＶＤＦ只是一种驻极体（Ｅｌｅｃ
ｔｒｅｔ），不存在由晶体结构的非对称性决定的自发极
化现象。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人们通过 Ｘ射线衍射、
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及电滞回线等方法证实，ＰＶＤＦ
中的确存在自发极化，而且自发极化可在电场作用

下反转，从而确定了它作为铁电体的地位［２５］。

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６］，在ＰＶＤＦ中引入三氟
乙烯（ＴｒＦＥ）单元，当 ＶＤＦ的摩尔分数降到５０％ ～
８０％时，获得的二元共聚物聚偏氟乙烯三氟乙烯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不需拉伸也同样具有良好的铁电、
压电和热释电性能，可以测出明显的居里点和相变。

这是因为 ＴｒＦＥ单元的引入可以大大提高原 ＰＶＤＦ
的结晶度，增加对聚合物铁电性有贡献的晶区。该

类聚合物经报道后，其结构和性能的关系立刻成为

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ＺｈａｎｇＱＭ研究组采用电子辐
照的方式向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中引入缺陷，不仅大大
提高了该聚合物的常温介电常数，使该常数在铁电

顺电相变点超过５０，而且有效改善了其 ＤＥ特性，
在室温下将其从铁电体转变为顺电体，大大降低了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的居里温度［７９］。但是，这种方法

引入的缺陷单元在薄膜中的分布均匀性差，引入缺

陷时使用的高能射线会产生聚合物分解等其他问

题。此外，由于聚合物薄膜中存在人为引入的缺陷，

其耐击穿强度很低，在铁电和压电方面的应用有限。

为此，ＭｉｋｅＣｈｕｎｇＴＣ研究组通过化学方法向聚合
物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中引入 ＣＴＦＥ，并研究了三聚物
在较宽频率和较大温度范围内的弛豫性能，降低了

铁电聚合物的居里温度点，解释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链段结构与其性能的关系［１０］

然而，对于如何通过物理方式提高此类聚合物

的压电性能，同时怎样解释物理方法处理后聚合物

结晶性能的改变对其电学性能的影响，国内外缺乏

相应报道。本文通过特殊的退火处理工艺，提高了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的结晶度和晶粒尺寸，并用介电、
铁电和压电等测试设备表征了此类压电聚合物的介

电、铁电和压电性能，解释了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结晶
性能变化对其电学性能的影响。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原　料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吹塑级粒料为美国苏威公司

（ＳｏｌｖａｙＳｏｌｅｘＣｏ．）产品，其中 ＶＤＦ的摩尔分数为
７８％；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为美国 Ａｌｆａ公司生产
的分析纯。

１．２　样品制备
１．２．１溶液流延法制备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压电材料

厚膜

　　将５ｇ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溶于１００ｍｌＤＭＦ溶液
中，超声处理２ｈ。用溶液流延法将混合物均匀铺展
到清洁后的石英片上，在 ７０℃的干燥箱中使 ＤＭＦ
完全挥发形成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厚膜。然后将此材
料加热到２００℃，分别用以下三种方式处理：①保温
２ｈ，迅速取出并在室温条件下自然冷却成膜，记为
样品 Ｃ０；②迅速转移到 ０℃的冰水混合物中淬
火［１１］，完全冷却后得到厚度为 ２０μｍ左右的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厚膜，记为样品 Ｑ０；③保温
２ｈ，然后在１４０℃环境中退火２４ｈ，记为样品Ａ０。
１．２．２　升温极化

取足量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厚膜样品Ａ０、Ｃ０
和Ｑ０，用ＪＥＯＬＪＦＣ１６００离子溅射仪为其做双面金电
极，然后在９０℃环境中分别施加９次不同强度的直流
电场，电场从０到１２０ＭＶ／ｍ，每次增加１５ＭＶ／ｍ，各
获得９种不同极化程度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驻
极体厚膜压电材料。

１．３　测试方法
１．３．１　Ｘ射线扫描

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厚膜（Ａ０）在专用玻

璃片上制样，用 ＲＩＧＡＫＵＤ／ＭＡＸ２４００型 Ｘ射线衍
射仪 （Ｘ射线波长为 １．５４２?，４０ｋＶ，１００ｍＡ），以
１０°／ｍｉｎ的速度在２０°～７０°扫描测试样品。
１．３．２　热重分析

取１０ｍｇ左右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Ａ０和

Ｑ０样品）厚膜碎料，在氮气气氛保护下，用德国
ＮＥＴＺＳＣＨＴＧ２０９型热重分析仪在温度 ２０℃ ～
２５０℃范围内测定物质的热流差和质量变化，升温速
率为２０℃／ｍｉｎ。
１．３．３　晶型和晶粒尺寸观察

分别取适当尺寸的三种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
物厚膜，用奥林巴斯 ＢＸ５１Ｂ型偏光显微镜观察聚
合物结晶形态与晶粒尺寸，放大倍数为１０００，偏光
角度为９０°。
１．３．４　电学性能测试

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４２９４Ａ型阻抗分析仪在室温下测试
了不同压电系数下Ａ０样品的介电性能，ＴＦ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２０００型（ａｉｘＡＣＣＴ，德国）铁电分析仪测试系统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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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膜 Ａ０在不同电场下的电滞回线，测试频率为１０
Ｈｚ。用中国科学院研制的 ＺＪ４Ａ型准静态压电测
试仪测定了不同极化程度的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驻极
体样品厚度方向的压电系数。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结晶状态与晶型
图１为退火处理后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的ＸＲＤ图。

样品在 １９．０°附近出现强衍射峰，加之在 ３４．８°和
４０．９°附近出现的两个弱衍射峰表明该聚合物晶型为
β型［１２］，即由 ＣＦ和 ＣＨ化学键构成的偶极距为
ＴＴＴＴ式排列，此类排列方式是聚合物强自发极化性
能的前提。β晶型的含氟聚合物是一种典型的铁电
聚合物，有熔点和铁电顺电相变转化（居里点，ＦＴ）
两个温度点，对应的温度可以分别记为Ｔｍ和Ｔｃ。

图１　二元共聚物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Ｘ射线衍射图
Ｆｉｇ．１　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ＸＲＤ）ｏ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图２所示为 ＤＳＣ测试结果。图２表明，Ａ０的
Ｔｍ和Ｔｃ分别为１４８．５℃和１２０．３℃。此外，Ａ０样品
在Ｔｃ温度点有较强吸热峰，Ｔｃ吸热峰积分面积为
２４．８７Ｊ／ｇ，再次说明了此类聚合物为β相铁电聚合
物［１３］。相比之下，淬火样品 Ｑ０的 Ｔｍ和 Ｔｃ分别为
１４６．６℃和 １１９．８℃，Ｔｍ吸热峰积分面积为 ２２．３８
Ｊ／ｇ，Ｔｃ吸热峰积分面积为２３．２５Ｊ／ｇ，以上４个值均
低于它们在样品Ａ０中的测试结果，说明退火处理可
以提高此类含氟聚合物的结晶度，这与笔者先前报

道的结果一致［１０］。

图２　不同热处理后二元共聚物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ＤＳＣ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ＤＳ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为了更直观的描述不同热处理方式对聚合物的

结晶性能的影响，研究者用ＰＯＭ观察了３种聚合物
的结晶情况。结果发现，三种处理方式得到聚合物

的片状晶粒大小明显不同（详见图３）。

图３　三种不同热处理方式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偏光显微镜下晶粒照片
Ｆｉｇ．３　ＰＯＭ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由图３可看出：Ａ０的晶粒尺寸在５０μｍ左右
（见图３（ａ）），说明退火可以延长聚合物的结晶时
间，有利于聚合物晶粒生长；Ｃ０的晶粒大小在 １０
μｍ以下（见图３（ｂ））；在１０００倍的偏光显微镜下
几乎看不到 Ｑ０样品的晶粒（见图３（ｃ））。原因是
聚合物从２００℃左右的熔体冷却或剧烈降温，结晶
区域的晶核来不及生长变大就被强制固化，晶粒无

法生长，尺寸变小，并且小尺寸晶粒在厚度为２０μｍ
的聚合物膜中呈多层不规律分布。因此，偏振光在

此厚膜通过时受到影响。此外，由于 β晶型的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是典型的铁电聚合物，对铁电性有
贡献的偶极子主要来自其结晶区域［１３］，因此，聚合

物晶粒尺寸和结晶度的变化会造成铁电及压电性能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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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驻极体压电性能
铁电聚合物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为半结晶聚合物，

对压电性能的贡献主要来自于结晶区域不可逆的电

偶极子。通过表１比较了不同热处理方式下聚合物
压电系数 （ｄ３３）随极化电场的变化。可以看出，三
种热处理方式样品的（ｄ３３随极化电场强度的增加而
增加，原因是在９０℃条件下，极化电场强度的升高
会使聚合物中更多的电偶极子沿电场方向取向，当

取向的电偶极子在电场撤掉后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

态，就会形成不可逆电偶极矩，即剩余电极化强度

（Ｐｒ），从而在宏观上表现为压电性。由于退火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具有更高的结晶度，Ａ０在１０５
ＭＶ／ｍ的极化条件下ｄＡ０３３可达到最大值２２ｐＣ／Ｎ，高
于先前报道的 ＰＶＤＦ的２０ｐＣ／Ｎ［１４］，且该值不再随
极化电场提高而增加。相比之下，在同一极化电场

下，Ｃ０和 Ｑ０的压电系数 ｄ
Ｃ０
３３和 ｄ

Ｑ０
３３均小于 ｄ

Ａ０
３３，原因

是Ａ０的结晶度和颗粒尺寸大于其它两种样品。一
方面高结晶度的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厚膜可以提供更
多对压电性有贡献的电偶极子；另一方面尺寸大的

晶粒对已随电场翻转的电偶极子有更强的束缚力，

进而形成更多不可逆的电偶极矩，表现出更大的

ｄ３３。所以，增加此类压电聚合物的结晶度和晶粒尺
寸可以提高其压电性能。

表１　不同极化电场下三种热处理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样品的压电系数ｄ３３

Ｔａｂ．１　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极化电场／
（ＭＶ／ｍ） ｄＡ０３３／（ｐＣ／Ｎ） ｄＣ０３３／（ｐＣ／Ｎ） ｄＱ０３３／（ｐＣ／Ｎ）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２ １ １
３０ ８ ５ ４
４５ １２ １０ ８
６０ １６ １３ １１
７５ １７ １５ １３
９０ １９ １６ １４
１０５ ２２ １７ １４
１２０ ２２ １８ １５

２．３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驻极体介电性能
退火处理后不同ｄ３３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

的频率谱线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所有样品的介电
常数（εｒ）随频率的增加而降低，未极化样品（ｄ３３＝
０）在测试频率升至５ＭＨｚ后，εｒ下降速度非常快。
极化样品的 εｒ在高频段 （１０～１００ｋＨｚ）也有明显
下降趋势。此外，所有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的介电
损耗（ｔａｎδ）在高频段，即１０ｋＨｚ～１００ＭＨｚ之间出
现倒“Ｖ”字形，倒“Ｖ”字形的顶点为介电弛豫峰。

对于压电聚合物来说，极化方式主要包括偶极子转

向极化、离子位移极化和电子极化［１５］。在低于 ５０
ｋＨｚ时，以上三种极化方式共同作用，聚合物表现出
较高的εｒ，未极化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的εｒ在
１００Ｈｚ时甚至达到１０以上。当测试频率逐渐增加
时，偶极子转向极化逐渐跟不上测试频率的变化，会

表现出明显的介电弛豫现象，εｒ下降明显，ｔａｎδ增加
并形成峰值。当测试频率足够高时，偶极子转向极

化完全跟不上测试频率变化，对 εｒ基本没有贡献，
只剩下离子位移极化和电子极化，εｒ值较低。

图４　不同压电系数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
介电常数及损耗和频率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ａｓ
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４还比较了Ａ０经极化后的不同ｄ３３样品的介
电常数和损耗频率谱线，极化后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在相同测试频率下表现出较低的 εｒ和高的 ｔａｎδ，原
因是聚合物被极化后，一部分电偶极子被束缚住，在

频谱测试时无法做出响应，即此类偶极子无法随测

试电场转向。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ｄ３３越大，被束
缚的偶极距越多，对 εｒ的贡献越小，ｔａｎδ也相应变
大。从图４还可以看出，ｄ３３分别为１９ｐＣ／Ｎ和１２
ｐＣ／Ｎ的两个样品在 １０８ＭＨｚ附近各出现 １个尖
峰，此尖峰是压电材料特有的谐振峰［１６］。

２．４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铁电性能
为了详细了解聚合物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中偶极

子转向对电极化强度的影响，图 ５比较了 ２００
ＭＶ／ｍ极化电场下材料的单双向电滞回线，测试条
件为室温。可以看出，当双向施加电场时，在高极化

电场下，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的饱和极化强度（Ｐｓ）可达
１０．５μＣ／ｃｍ２以上，接近此类材料的最高 Ｐｓ值

［８］，

表明此材料中绝大多数偶极子随高极化电场转向。

同时材料的剩余极化强度值（Ｐｒ）接近７５μＣ／ｃｍ
２，

说明当极化电场撤除后，大约有８０％的随电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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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偶极子未回复到极化前状态，正是这些未回复

的偶极子，形成材料的自发极化强度，宏观上表现为

材料的压电性。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部分偶极子的特

性，在双向施加电场后，再接着对材料施加同样强度

的单向极化电场，得到的Ｐｓ值不到３μＣ／ｃｍ
２，而Ｐｒ

值基本为０。原因是先前双向电场施加后，材料的
大部分形成自发极化强度的偶极子已被束缚住，这

些被束缚的偶极子对单向极化电场无法作出响应，

而对单向电场响应的却是先前双向电场测试后已回

复的偶极子，宏观上表现为双向电滞回线中 Ｐｓ与
Ｐｒ的差值。结果表明，在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中，并非
所有的偶极子都对压电性有贡献，这为以后研究如

何提高该类材料的压电性提供了参考。

图５　退火后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样品在２００ＭＶ／ｍ
极化电场下单双向电滞回线比较

Ｆｉｇ．５　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ＤＥｌｏｏｐｓｏｆＡｎｎｅａｌｅ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ａｔ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ｆ２００ＭＶ／ｍ

３　结　论

通过ＸＲＤ、ＤＳＣ和 ＰＯＭ测试确定了 ＶＤＦ的摩
尔分数为７８％ 的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聚合物材料的晶
型和结晶状况，用相应设备比较了不同热处理聚合

物样品的电学性能，用退火处理提高了 β晶型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的晶粒尺寸和结晶度。在未进行
拉伸的情况下获得了压电系数为 ２２ｐＣ／Ｎ的聚合
物压电材料样品。此外，介电测试结果说明高压电

性的 β晶型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材料介电常数随频率
增加而减小，介电损耗随测试频率呈倒“Ｖ”字形变
化，解释了 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介电常数随压电系数
降低的原因。最后通过铁电性能测试阐明了该类压

电性主要来自于剩余电极化强度，此电极化强度主

要是电场极化后聚合物材料结晶区中不可逆的偶极

子的宏观表现，因此与材料的结晶性能直接相关。

以上结论为研究该类材料的压电性能提供了参考。

研究结果说明，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是一种优良的可取

代ＰＶＤＦ的压电聚合物材料，在了解其结构和性能
的基础上，通过特殊物理处理可提高其压电性能。

参考文献：

［１］ＫａｗａｉＨ．Ｔｈｅ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Ｊ］．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６９，８：
９７５９７６．

［２］ＫｅｐｌｅｒＲ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Ａ．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Ｊ］．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２，４１：１５７．

［３］ＦｕｋａｄａＥ．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ｌａｎｔｌｅａｆ［Ｊ］．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５，１７１（１）：２１１２１５．

［４］ＮａｂｅｒＲＣＧ，ＴａｎａｓｅＣ，ＢｌｏｍＰＷＭ，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ｅｆｆ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５，４：２４３２４８．

［５］ＷａｎｇＷＪ，ＦａｎＨＱ，ＹｅＹＸ．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Ｊ］．Ｐｏｌｙ
ｍｅｒ，２０１０，５１（１５）：３５７５３５８１．

［６］ＫｏｇａＫ，ＮａｋａｎｏＮ，ＨａｔｔｏｒｉＴ，ｅｔ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ｉｎ
ｄｕｃｅｄ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ｉｅｚ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ＴｒＦ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ｍｏｌ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
ｒｉ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０，６７（２）：
９６５９７４．

［７］ＺｈａｎｇＱＭ，ＢｈａｒｔｉＶ，ＺｈａｏＸ．Ｇｉａ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
ａｘｏｒ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ｖｉ
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２８０：２１０１２１０３．

［８］ＸｕＴＢ，ＣｈｅｎｇＺＹ，ＺｈａｎｇＱＭ．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ｉ
ｃ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ｕｎｉｍｏｒｐｈ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８０：１０８２１０８４．

［９］ＷａｎｇＺＹ，ＳｕＫＨ，ＦａｎＨＱ，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ｈ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ｒｉ
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０７，４８（１１）：３２２６３２３６．

［１０］ＺｈａｎｇＺＣ，ＭｉｋｅＣｈｕｎｇＴ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ｌｕｏｒ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ｆｏｒ
ｈｉｇｈｐｕｌｓｅ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ｗｅｎ
ｅｒｇｙｌｏｓｓ［Ｊ］．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０７，４０：７８３７８５．

［１１］ＸｉａＷ Ｍ，ＸｕＺ，ＷｅｎＦ，ｅｔ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ｐｏ
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ｃｈｌｏｒｏ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９７（２２）：２２２９０５．

［１２］ＭｅｎｇＱＪ，ＺｈａｎｇＺＣ，ＭｉｋｅＣｈｕｎｇＴＣ．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ｅｒ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
ｙｌｅｎｅｃｈｌｏｒｏ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Ｊ］．Ｐｏｌｙｍｅｒ，
２００９，５０：７０７７１５．

［１３］ＴａｎＳＢ，ＬｉｕＥＱ，ＺｈａｎｇＱＰ，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ＶＤＦｃｏＣＴＦＥ）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ｃｏ
ＣＴＦ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ｕＸ（Ｘ＝Ｃｌ，Ｂ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４７（１５）：
４５４４４５４６．

［１４］赵文元，赵文明，王亦军．聚合物材料的电学性能及其
应用 ［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８７１９２．

［１５］何曼军，陈维孝，董西侠．高分子物理 ［Ｍ］．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７２３９２．

［１６］ＣｈｅｎＨＬＷ，ＺｈａｏＺ，ＫｗｏｒｋＫＷ，ｅｔ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ｉｃｋ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ｉｄｅｎｅ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ｆｉｌ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６，８０（７）：
３９８２３９９１．

（责任编辑　王卫勋）

７７１　夏卫民等：热处理方式对Ｐ（ＶＤＦｃｏＴｒＦＥ）压电、介电及铁电性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