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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 2.45 GHz微波等离子体对聚四氟乙烯材料进行了表面接枝

共聚改性研究.经接枝后的表面，亲水性、粘接性均有明显改善;X

射线光电子能谱、衰减全反射富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与扫描电镜等测

试分析表明，表面发生了明显的脱氟交联并含有极性基团，而且表面

形貌也发生了变化，证实接枝已获成功，在-定程度土揭示了分析结

果与改性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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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GRAFT COPOLYMERIZATION

MCDIFICATION OF PTFE SURFACE USING

MICROWAVE PLASMA
(In ChiMse)

Wen Yunjan G回n Weishu Fang Van Ying y，侃piang

〈区)UTHWESTERN INSTITUTE OF PHYSI(骂， CHENGDU)

ABSTRACT

Investigation of graft cc:脚，Iymerization modification of PTFE 阳rface with

kind of one or another reactive m侃侃le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n∞·叫回libri皿B

microwave plasma at 2.45 GHz under various 饵~rating c田lditions. Untr回ted clean

samples and grafted 副mpl四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51且rface

analytical techniques 阳ch as X-Ray ph侃侃lectron Spectr，倒叩y (XPS) , Attenuated

Total Reflectance-Fourier Transform Infnred Spectre配叩'y (ATR-FTlR) and

Scanning EI配tron Micro配叩y (SEM). The r四ults showed that the occurr'l!nce of

notic臼ble defluorination and cr，饵s linking on grafted surface, and different 阴阳r

grω阳 and content of oxygen-containing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grafted surface

of PTFE. Fibriform hetero-structure layer was also fonned. Th幌 results con

firmed the success of graft and indicated that the hydrophilicity of the grafted sur

face is excellent and a significant im阳oventent in adhesion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achieved. The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the changes in surface propenies are corre

lated closely to the changes in chemical structure , composition and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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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噩四组乙烯、黯乙烯、禀丙烯、噩丁篱'噩舍"钳属质量'量、佳能优良、价幡筐..广

泛应用于机植、缸'但囊、交通运输、建筑、电气、电子、 E筝"蝠，已经It为近代失

蜻辑学技术中不可融少的树属.但由于这些树割的结掏为掌握住，寝面篱筐. _IrA擅躏噩

相融撞，量It印刷、撞砸、帖撞'寝画画Z回疆.因此要在囊西班性后才能开拓'曲应用

市场. ..等离子体噩命相等离子体处理撞术矗在嗣备膏...撞层相撞..舍'囊面性

.方面的-个霸'幢.奠中'擅等离子体由于舍菁高幢厦、高化学活性的各种基因相撞钟，

除了电离厦高、电子密厦画、电子能量高、离子.量恒、工作压力革圃宽，无篝撞电莓'警

点之外.宦还矗真空'外、近章外及可见壳a:勤的富窜E川在等离子体"噩、等离子体化孝

榈先化学过理的同时，与下，能促量各钟"理过蟹和化孝反应，大大罐罐处理时间，面且

能降低传进化学反应所需的桂高温度.具菁英官工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植虞功地用

于膏鹏科学与表面技术的许多方面.在国际上受到幢大关注，已迅速发厦成为前黯课画之

本文研究用撞撞等离子体对'四氟乙烯材料进行襄面撞撞禀合政性，达到提高费面调

理性、帖撞性，保留本体优异性能的目的，从面改善其可撞饰性及与各仲金属或真它盟、'

树剧之间的帖接力，开拓工艺本身和政性材属霸的应用领峨.

1 实验

1.1 .理筒遥

在噩合物分子主链或侧幢上撞上结构、组成不同支链的过踵，称为撞撞，形成的严"

叫撞枝禀合物.由于材料亵面性质受我层分子功能团的种类、假性、撇发态和交联度的.

响很大，在费面上撞撞上特殊官能团，将舍得到具帝预期结构相性质的囊面与保留本体优

异特性的'舍1tJ.

'四氟乙烯 (PTFE> 是一仲白色，非惯性直锺形结晶性高分子化合物，其分子式结构

为 CFr-CF"，.先将待处理的PTFE样晶"在2.45 GHz徽植瞰发的惰性气体等离子体中.

在等离子体中荷能植于与化学活性物种的囊击下，表面分子键明显断链〈匍碾氟、破破等

化学幢}产生一些具有化学反应活性的游离基，这些断键的分子有可能通过活性游离基反

应相互交暇，此时迭入带有现幢或三幢等不饱和键的低分子化合物单体(按照所需用逮选

择具体单体仲樊)与戴气，在此混合体革的橄榄披电中的各种辐射、光、热等物理能量引

发下生成双由离基单体(• M. •• • Mr • .…)及提气游离薯，官们具宿很高的活性，这

些活幢幢种与 PTFE 在面相互作用，产生新的活性点.井且迅速与'合物表面上的游离基

作用形成*幢游离墓的连续反应，从而实现丧面接枝共囊，使已不能作内部反转的高分子

量极性支幢固定在 PTFE 毒面，在表面上形成分子结构、组成、形态和性能不同的掘'的

鼻种高分子层，达到袭面改性的目的.

1.2 !c撞撞置

实盛装置如圆 1 所示.该肇置曲等离子体室、鳝晶处理室、橄榄墨镜、Nd-Fe-B永久醺

体、真空且测量墨镜.供气~缆、电雷A辈置屏蔽罩组成.得晶处理室内有可升降相旋转

的水冷基鹿托蟹，托报与整置电气绝罐，可以强立加各种偏压(负.iE偏压或rf 偏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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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于矗捍电位«撞撞.革II本应真空可达 3X 10- I Pe.各种工作气体革量Jl分压比曲ft.和

质量.量控嗣嚣撞嗣后遗入等离子体重.由 Z. 45 GHz.一定功事的幢幢幢.Jt:工作气体革

尊体与戴气的混合气体产生等离子体.

器略髦

窑

-
a一

段
?

锁四
脏应

口
反
入

u
f

H怦
被

曲
T
t
占
V
I国

a
4
l
台
v
-
m

体
室

-
·
·
、

A••,
'r

离尊

2 亿 Gtta

Ia;唯恐

.，气体或吁'体入 II

回 1 ~.擎量示，因

1· 3 宴黯方法

开展了不同体系压力、徽植功率、挥品在等离子体中的不同位置、不同工作气体神莞、

不同处理时间、不同尊体和不同.体入口佳置且用二、三元尊体与囊四氟乙烯接桂英疆的

宴撞研究.应用惰性气体徽被电子回篝共疆等离子体照It处理和在.体与最气的混合体系

徽撞等离子体中撞撞共噩帕结合的处理工艺.实撞中，精挽过的待处理悻晶固定在基座. t:.
用惰性气体等离子体情挽-定时间，使挥晶瘦面情描.幢幢化并产生活性离离蓦，造入接

枝用的捂住尊体和工作气体，在不同工作气体和尊体的混合体磊徽撞撞电严生的'鹰于悴

中，利用费面捂住摒离基之间的相互交联橱'离基与.体活幢幢神和自由矗团结合.实现

蟹枝共赢政佳.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对处理前后的 PTFE样晶，作了躏噩{亲水}宴疆、精接实撞，井请菁英测试中心停

了 X 射辑先电子能瑞.囊藏式金反射富里叶变换红外先词，及扫描电子显辙幢测试分析.结

果如下，

2·1 X射镜先电子健遭饵 PS) 分析

对处理葡盾的阿·FE 样晶用先电子能谱仪作了 X 射缉先电子能遭分析， XPS 对在 X 射

缉照射下，样晶囊团.J:出的光电子结合能及相应的谱峰位移和伴"进行分析，从而了'

囊团组分和结构的变化.

回 z 矗未经处'的原始样品和接枝停晶的 Y射辑先电子能遭 <XPS) 的全扫描测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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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V)

回 2 .枝'号'在笆'后的 PTFE 的 XIS 金组

"测量.

襄 E 列出了相应组凰元寰的原于百分雄度

辘 I US给街.果<..，，>

元'
C瞄 '瞄 。圄 N,• F..IC.. 。回IF..

瓢..". 4‘ ..7 .'.7' J. 7. 1.071 0. 075..". ‘'.13 1.53 11. 51 Z- 13 O.OD 17.317

XPS曾分析囊明，对于原蛐樨晶，除了C.s峰外， F路蜻穗.，有-非常徽弱的。"峰，囊

固有很徽属氧化，来观察到Nil". 面篝枝后的挥晶，融合菁CIS崎剧外. F..峰明显踊弱到

了几乎嚣'不到的程度，而且出骂了艘'的氧原子的特征峙。IS' 与原样相比艘，还有2"

左右的N胁

由于所回主峰的丰富宽值 (FWHM> 幢大，精固缉~对称幢幢量，费明主..可能由多

个..舍，跑，因此用蕾帽分离技术将各个峰作了'叠，圄3 示出了分蜡处理的蜡果.

曲回可见，原始挥晶基本上只舍'相氟，只布世弱的桓矗峰(-OH)，篝枝边的挥晶，

C.I"在艘高能量侧明显量出峰屑，显锦由不同峰佳〈蜻舍'监〉组分复合而且t(飞分崎处理

后，有三个主要的含有舍.基团的分离葡峰，官们分别是担矗(-OR>. .矗 (>C-o> 和

搜基 (-α)OR)，这充分说明在囊面上引入了-窟.量和不同种冕的植佳基团.

此外，从襄 1 还可剧，出 F.s/C.s比，由原蛐椰晶的 1.015蜻少到撞撞盾的0.022，而

且。I，S/F，s比值也由 0.075 (篝枝前〉增加到了 11.33 (撞撞盾>.这些戴揭囊嚼，徽撞'离

子体对PTFE囊团照射处理糊用活性'鼻体篝幢费'相辅舍，布明显的囊团鹏氟.吏醺放果，

寝面分子键上引入了.体及遇入的'自气中所锦布的含氧、啻氟幢幢蓦团，并且提生了化掌

幢舍，囊团结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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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查撞撞亵面的结构特征.对挥晶用富里叶变换红外先遭方法进行了回试，

并对政性前后的谱田作了对比分析.回 4 是改性前后的挥晶襄面 ATR-FTJR 红外先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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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岔子的备静蕃圃膏自己'定的缸外幢幢区.. e·遭申瞌代寝摹矗圃'在、井

有植面噩噩曲'筐幢幢峰墨真相应曲雷'但置••筐囔囔"事量管归属量'回.厦巅..

在撞'啻llt5c.--. 12幅画-I.膏.氯. (C-F)伸.".曲..幢，撞撞椰矗在撞'

为 1141c.--. 1200c.--篝..了...伸蝠 .18曲囔囔，但囔幢畸噩度.....这囊

.C-F 佳，n在.撞撞电申撞撞高·量翩雹子灯........，...蟹..产生了黯萄

申心.这与 us._申麓'蜀 F.‘大·度"‘..舍，回时.旬也， ..埠'到.撞撞庸"

..在撞'为1剧c.--到 1750 c.--...自由aT...‘曲'囔囔e. …

(>C-G)..←αXJH) 等舍氯·量蕃.B寻lλ了PI'FE囊团，与E唱'橱'靡'的结

暴-量.IE宴撞撞巳莓'配..

跑flo...麓'的矗...茸的囊…·了原蛐得晶的篡些主要囔囔峰flo.还在 1415

-1451c.--.圈内出现了蟹'量的男-...目菌蝇不.宵窟宫的曲归属..避--查对

篝准回遭露配合奠宦撞遭手段量管篝舍'街.

2- 3 寝画..的量化

PTFE撞撞囊菌'篝的"变化是伴回囊菌化学精掬的壁也胃产生的.用锢'电子显

徽撞术 (SDO对篝枝'盾的鼻晶'面与...1'了SEN麓..回s 中'片是撞撞樨矗与

原蛐"矗囊菌..的SEMI徽圃，田6矗撞撞得晶撞晴胃SEM属片F 圄 7示出了...

..1:lIIa曲鼻厦鹰的高倩戴大SEN田.由这些'片可剧麓'到，量篝撞撞佳处理的'胃比

原蛐"晶壶....上面有许多小丘相大量蚀槐，这有利于黯瞌嗣矿..入幢幢篝树"囊

菌的徽小田'鞠乱'申，蜻捆幡舍囊丽的舰.晴舍悻用.A商提高幢幢强度l.) • A田 6鞠田

7 中还可以"楚地'到-.与本体编掬不同的鼻质结楠，内布许多哥罐就幅画. t窗台 XPS

革 ATR-FI'JR的分析结果，相馆宫的是撞撞上的'幅画，这说明量括性.悻篝桂英'佳盾

的 PTFE 囊面蟠掏橱....t生了变化.

斗v
" ~吨厅t

、 L、:"I'!主鸣jB

.aI斗句:找?气
- 气II一二 、 •

二、， ~

ill] LE
l....

l.•

..... .....
圃 S 细细电子且.....片 <SD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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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鼻...商••大‘子...It (eV)

....
…·田II..子….It

<SEll)

2- 4 .温幢

矗窜剧霞体酣'在固体上的撞撞.'章度量霞停在固体囊画上的嗣噩霄'2. 撞撞.'

矗矗越气·擅-.三棚鼻圃矗吨'厨悻擅摘...蝇与擅摘撞锺囊团在霞体-方的亮...

田. Cd If示.官由团体囊团囊力、田体'霞体的鼻胃篝:bA擅体囊胃囊为《元. 7...
凡》厨共同.21

ca. ,- (7.-7..>/瓦

由此"出国8 (b> 厨示擅停在圃停止酣馨的三种情况.

。:i ,

p.飞' 飞 tI> 10"不桐• 1<10"嗣. '-0罐.r"
S c.....>

圃. (.) ....~... •• (.) 攘"在·停止的....

人的常常也对檀体租团体的囊西班为f凡和马》遭行比蟹'隆重准确地判断桐'性...

'几<7.，篇很好躏量，反之则需属为不良帽...回氯乙娟的事撞触角为lor. 寝胃篝

力为 18. 5XIO-s N/em ， 小于常用精舍唰的囊西班为 E哥辄橱'矗用型为 47Xl0- S N/cm).

矗典型的..囊圃，通常不能帽a(ll ， .于实现'舍'之间就与金属的精舍.

键的时情It边的来处噩'蛐椰晶徊.撞撞政性的椰晶用水直撞呻挠，幢幢了最佳椰晶

的最水笆，Jt现水情撞撞迫的PTFE囊胃逼迫均匀扩展'开，说明水晴'在PTFE寝固立

的篝触角撞近为。，..辙..健《篝逅噩'嗣噩>.丽在来"于'离子体的椰晶'田』己

的水楠，则很快'虞慧~，无桐..怠，与在未经处噩的原蛐椰矗立现'酶的..-樨，这

囊嚼，.擅离子体篝兽'舍娃噩，属霞'了囊团幢幢，又帽'了本体"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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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幢仓惶

囔酣罩诠认为幢舍悻用是由幢舍It.幢幢舍固体害尊画上..并产生分子·囔酣面引

蝠，幢酣适幢大量倍'幢幢触与囔酣胃个酣段.圃jt幢舍'悔'要幢嗣噩幢幢舍的固体寝画才

.达到阿静分子在近E离间撞撞并产生强的政倩.囔酣力.是撞撞撞性后的 PTFE 寝画与

环氧噩'幢合嗣之间有段野的帽事筐，高分子撞血可U帽~r.运动ell罐罐罐悔.a高

幢笛噩噩.

提旬.(直t! 10…高 10..的·桂与厚。.3_. 直径3O -M.片胃"宴II>

囊画娃疆远的租来娃噩远的·圃，雹乙..分..环tl-噩醺踵.撞嗣与金属幢幢篝.篱.囊

a. 来蟹'量疆的'尊晶幢噩噩厦明显.于娃理边的'尊品，后者用.大的撞1J也未见匾. (有

矗件时..在撞力.上悻瞌啻噩噩圄试>.这是因为寝画上号l入了畏矗 (-OIl>，撞基

(-αX亮的帽'基 (>C踵的'幢幢篝圃.筐树fl..章为大大Jill. 撞撞角赢小.a于与

许多融合嗣植撞E·:.同时.量'撞'离子体"相撞撞共.ft:性后的费画撞克分精捕并且变

'幢幢《旦回 ω. 膏稠于蜻细勘舍毒面曲辄幢嘈合悻用力.面且幢笆'厦同理槽生艘吁，葡

稠于矿幢幢幢舍嗣窑'躏踵幢黯篝囊画.因此幢幢合噩度大为提高.

3 结论

瘦的在不同宴撞矗件下，用融撞'离于体对阿亨E寝噩噩行了插量单悻撞撞共赢政性

的宴撞研究. XPS. ATR-FηR. SEM 副武分析寝嚼.撞撞毒面上引入了啻氧、啻氟幢幢

矗圃，证宴撞撞已在虞均.遭迫对撞撞由后椰晶悖的躏踵'幢幢宴撞比蟹，发现是撞撞共

霞藏量后的悻晶费画.最水性和勘蟹懂得到里薯啤"面来"于司，离子体的'分与未ft:

幢悖晶膏要佩带tI.这些事宴宽分揭示出寝画幢幢改变与 PTF£ 寝面上发生的凰氟变..

引入的各仲幢幢基因面引起的 0瑞租 FIS比事的增细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针对专门

的应用，有目的地遣"一元、二元甚至多元活性尊悻罩在合适的运行'撞下，果用'撞'

属于体 !Itt处理衔接桂英'班'章相结合的工艺.可&;.(Jf PTFE 寝面进行撞撞持'硬性，使

真寝面结构、成分、髓"性、司~.糊"懂'足要求，达到把费菌幢幢和块悻待量避行优化

结合的目的.从西开拓政性赢舍"与政性工艺本身的应用.

*工作曲幢工量单公司资助.化工'虞'有机幢研究中心、四川大零分析'试中心、中

国饵.院四川分院测试中心'单位蜡于了许多技术上的'助，作者画'此辄金向所有蜡于

本工作大力'助和支梅的同行们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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