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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制备及性能研究 

学    生：郭皓月 

指导老师：王广胜 

摘要 

随着隐身材料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具有良好介电性能和力学性能的复合纳米吸

波材料被关注并研究。本实验即是通过简单的油浴合成法，制备了具有良好的吸波、介

电增强性能的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通过与高分子材料复合得到了具有良好力学性能，

易于加工的可塑性材料。 

我们通过六水合氯化钴（CoCl2·6H2O）、硫粉（S）在均相乙二醇（EG）和乙二

胺（EDA）混合溶剂中，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制备得到了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通过对

其进一步热处理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一维硫化钴材料通过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

射等进行了表征，其生长机理通过红外光谱等进行了探究。 

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聚偏氟乙烯（PVDF）复合后，我们得到了有机无机复合

材料。通过对复合材料的进一步表征和测试，我们获得了其吸波、介电和力学性能结果。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在 2 - 18 GHz的频率范围下表现出了良

好的吸波增强性能。在只有 5 wt%的低负载时，就能达到-45 dB 的反射损耗值，且吸收

峰较宽。我们探究了复合材料的吸波机理以及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量对其吸波性能

的影响。复合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后，复合材料在 103 - 107 Hz 频率范围下的介电性

能明显增强。在低负载量时，随着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量增大，复合材料介电常数

迅速提高。当一维硫化钴负载量在 20 wt%时，介电常数最大达 800。当负载量大于 20 wt%

后，介电常数随负载量增大而下降，但仍远远高于聚偏氟乙烯的介电常数。另外，基于

一维硫化钴纳米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也得到了提高。复合了一维硫化

钴纳米材料后，其屈服极限值提高了一倍。 

 

关键词：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复合材料，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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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 and the Study of their 

Properties 

Author: Haoyue Guo 

Tutor: Guangsheng Wang 

Abstract 

With stealth materials are widely used in military, the wave absorbing materials with good 

dielectric properti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raised much attention. Ou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simple synthesis of cobalt sulfide nanorod with excellent wave absorbing and dielectric 

enhancement properties. By mixing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 with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 a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was prepared.  

The cobalt sulfide nanorods were synthesized by the reaction of Cobalt (Ⅱ) chloride 

hexahydrate (CoCl2·6H2O) and sulfur powder (S) in solvent of ethylene glycol (EG) and 

ethylenediamine (EDA). The porous structures were obtained by the heat treatment of cobalt 

sulfide nanorods. The cobalt sulfide nanorods was characterized by electronic microscope, 

X-ray diffraction spectrometry, etc. Its growth mechanism was researched by infrared 

spectrum. 

By mixing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 with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 a 

composite material was prepared. The wave absorbing, dielectric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composite material showed 

outstanding wave absorption properties under the frequency range of 2-18 GHz. In a loading 

of as low as 5 wt%, the reflection loss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can reach -45 dB, and the 

band is relatively wide. The mechanism of the wave absorption enhancement properties was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loading of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 on the wave 

absorption properties was analyzed. The composite material also showed outstanding 

dielectric properties under the frequency range of 103 - 107 Hz. At low loading of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increased rapidly as 

the loading raising. When the loading reached 20 wt%,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was 800. When 

the loading is more than 20 wt%,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decreased with loading increased, but 

is still far higher than that of pure PVDF. In additi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material was enhanced. The max yield value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doubled than that of 

pure PVDF. 

 

Key words: Cobalt sulfide porous nanorod，composite material，wave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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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自 1959 年 12 月 29 日，物理学家理査得·费曼在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提出一些纳

米技术的概念，纳米技术迅猛发展，至今已逐步发展成为新兴科学技术的主导。纳米技

术包括纳米结构或纳米材料的设计、制备和应用，以及对其物理性质或物理现象受到材

料尺寸影响的研究。纳米技术研究的对象是纳米级别的材料或结构，即尺寸从亚纳米大

小到几百纳米大小。纳米技术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从纳米级别的电子器件和光学

器件，纳米生物系统，纳米汽车，纳米机器人，到纳米药物和新材料。由于纳米材料和

结构具有与宏观物质完全不同的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

效应和量子限域效应[1]，因此常表现出特殊的力学[2, 3]、磁学[4]、热学[5]、光学[6]、电学[7, 

8]、生物学等性能。研究纳米材料的特殊的理化性质以实现其潜在的应用价值将成为纳

米科技的发展重点。近年来，将金属、无机导体、半导体的纳米颗粒与高分子材料复合

得到的复合纳米材料已引起科研工作者的关注。 

吸波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功能材料，由于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成为各国竞相研

究的热点。传统的反射式屏蔽存在对屏蔽体的导电连续性要求较苛刻和可能发生谐振等

问题[9]。新型吸波材料对电磁波有屏蔽作用，可以用来克服反射式屏蔽的不足，在日常

生活中的应用也具有可观的前景。目前，传统的吸波材料存在诸多缺点，需要进一步开

发新材料和新工艺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近年来对纳米材料，尤其是纳米半导体吸波材

料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发现半导体纳米吸波材料具有良好的吸波性能，而且质量

轻、厚度薄、兼容性好及宽频带，因此纳米材料成为新一代吸波材料研究热点。 

复合纳米吸波材料是以一种高分子材料为基体，另一种纳米吸波材料为填充物或增

强体，通过复合工艺形成的材料。聚偏氟乙烯是一种常见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基体，具有

机械强度高，耐辐照性好，化学性质稳定等特点，广泛用于压制化工机械零件、密封材

料、电绝缘及防腐涂层中。用聚偏氟乙烯作复合吸波材料的基体，使得复合纳米吸波材

料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能和机械性能[9]。 

1.1 一维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 

1.1.1 自发生长 

自发生长是一个由吉布斯自由能或化学势能降低所驱动的反应。吉布斯自由能降低

主要是由相转换、化学反应或应力释放引起。对于纳米线和纳米棒的形成，各向异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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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必要的，即，晶体在一个方向上的生长速度要远远大于在其他方向上的。当晶体只

沿一个方向生长，在其他方向上完全不生长时，就会得到分布均匀的纳米线，即长度直

径均相同的纳米线。在自发生长中，对于给定的材料和生长方向，生长表面的缺陷和杂

志将会对产物最终形貌起到很大的影响。自发生长主要分为三类：（i）蒸发（溶解）-

冷凝法 （ii）气-液-固生长 （iii）应力诱导再结晶。 

通过蒸发（溶解）-冷凝法合成的纳米线或纳米棒一般都是杂质较少的单晶。其生

长驱动力主要是各向异性生长。通过蒸发（溶解）-冷凝法合成的纳米线或纳米棒的生

长机理主要有：（i）晶体的不同晶面有不同的生长速率（ii）特定晶向上有缺陷的存在，

如螺旋错位（iii）特定晶面上优先沉积或杂质中毒。化学反应和中间产物的形成在蒸发

-冷凝法合成多种纳米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溶解-冷凝法的过程和蒸发-冷凝法的过程完

全不一样。在溶解-冷凝过程中，生长物首先溶解到特殊的溶剂或溶液中，然后从溶剂

或溶液扩散到表面，沉淀形成纳米棒或纳米线。 

在气-液-固生长中，通过引入第二相物质，多为杂质或催化剂，引导和限制晶体在

某个领域内向某个特定方向生长。在生长过程中，一个催化剂形成一个液滴，或与生长

材料形成合金，来诱捕生长物。在生长表面，催化剂液滴诱捕大量的生长物，进而沉淀

形成一维结构。 

1.1.2 模板合成 

模板合成法常用与合成纳米棒、纳米线和碳纳米管。最常见的模板是阳极氧化铝模

板[10]和痕迹刻蚀聚合物模板[11]。其他如纳米阵列玻璃、痕迹刻蚀云母和介孔材料、电化

学腐蚀多孔硅、沸石和碳纳米管也常作为模板。具有规整平行多孔结构的氧化铝模板是

通过在含硫、含氧或含磷的溶液中阳极氧化氧化铝薄片得到的。孔形成规整的六角形的

阵列，孔密度可达 1011 目/cm2。孔径大小从 10 nm 到 100 μm。聚合物模板是通过轰击

一个无孔的厚度为 6 - 20 μm 聚合物薄膜得到，核裂变的碎片破坏了轨迹，通过化学刻

蚀这些轨迹形成孔。在辐射轨迹刻蚀的模板中，孔径为 10 nm 大小，随机分布。孔密度

可达 109 目/cm2。模板合成法主要分为三类：（i）电化学沉积和电泳沉积（ii）胶体分散、

熔化、溶液填充（iii）化学反应转化。 

电化学沉积，或电沉积，可以被看成是将固体材料沉积到电极上的特殊电镀。该过

程涉及（i）在外电场作用下，带电生长物（一般带正电阳离子）在溶液中定向扩散（ii）

带电生长物在电极表面生长或沉积。由于从初始沉积开始，电极就和电镀液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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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电流能通过沉积物，沉积过程才能继续。电化学沉积被广泛应用于金属包覆，即电

镀。当沉积物被限制在模板的孔内，就可得到纳米复合物。 

电泳沉积主要应用于陶瓷材料和有机陶瓷材料从分散到胶体沉积到阳极的薄膜沉

积。电泳沉积和电化学沉积有很多不同。首先，电泳沉积可在沉积物不导电的情况下进

行。其次，分散到胶体中的纳米颗粒具有电学稳定性。当溶解到极性溶剂或电导液中，

纳米颗粒的表面带电荷。带电荷表面会静电吸引溶剂或溶液中带相反电荷的物质。静电

力，布朗运动和渗透压共同作用形成双电层结构。 

1.1.3 静电纺丝 

静电纺丝技术利用静电力来合成纳米级的聚合纤维。当聚合物溶剂或熔融物表面的

静电力克服表面能，就会使电荷喷射出。当喷射物干燥或固化，就得到了静电纺丝。这

些带电纤维被静电力诱导和加速，然后收集成薄膜或其他有用的几何形式。 

1.1.4 溶剂热法 

    溶剂热法制备是在密封的压力容器中，以有机物或水溶液为反应溶剂，在一定温度

和压力下进行化学反应，合成纳米材料。溶剂热合成法可以严格控制一维纳米材料的尺

寸，形貌分散度和金属氧化物的结晶度。 

1.1.5 油浴法 

油浴法是指将容器置于油浴容器内，利用油浴恒温加热反应。与溶剂热法相比，油

浴法反应受热更均匀，产物形貌更均一。 

1.2 纳米吸波材料 

1.2.1 纳米吸波材料的分类和性能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电磁性能。纳米吸波材料

主要分为电阻型吸波材料、电介质型吸波材料和磁介质型吸波材料。电阻型吸波材料主

要通过与电场的相互作用来吸收电磁波，如石墨烯、碳纳米管以及高导电性高聚物等[12, 

13]。其主要是利用电子极化或界面极化来吸收电磁波。2003 年，Watts. Paul. C. P. 和 

Chamber. Barry 等人报道了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导磁导电行为，X 波段的测量结果表明，

它具有很高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其物理本质尚需进一步研究。[14, 15]通过化学或电化学

掺杂方法，导电高聚物如聚乙炔、聚吡咯、聚偏氟乙烯等具有共轭 π 电子结构特细，可

获得半导体性质，从而具有较好的吸波性能。在我们组最近的研究中，章晓娟师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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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单分散石墨烯的吸波增强特性。其中，石墨烯复合粒径小于 100 nm 的氧化铁材料，

再与 PVDV 复合，在 6.1 GHz 吸波可达 92 dB，远大于氧化铁的吸波损耗。 

电介质型吸波材料主要是通过介质极化弛豫损耗来吸收电磁波[16]，主要有氮化硅[17]、

氮化铁、二氧化硅[18]等。纳米碳化硅[19]的介电损耗主要是由于电偶极矩变化产生的界面

极化引起。 

磁介质型吸波材料主要有铁氧体和超细金属粉。铁氧体通常是铁组元素和其他金属

元素的复合化合物，属于半导体。20 世纪 50 年代，Van Uitert 通过在 Mg 铁氧体中添加

Mn 元素减少其介电损耗。铁氧体的吸波特性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极化效应引起的介电

损耗和自然共振引起的磁损耗。此外，铁电材料具有较大的电滞损耗，铁磁材料具有较

大的磁滞损耗，将二者复合，将可能开发出更好的吸波材料。一方面，由于粒子的细化，

活性大大增大。另一方面，具有具有铁磁性的金属超细微粉具有较大的磁导率，进而引

起更强的吸波损耗。2009 年, Terada 等人研究了铁/碳纳米管核壳复合结构的吸波性能, 

得到 2 - 18GHz 频率范围之内吸波性能均大于 10 dB，最大吸收为 25 dB 的吸波材料。[20, 

21] 2011 年，Sun 等研究了分级的叶脉状磁性四氧化三铁，γ-氧化铁，获得了高性能的吸

波材料[22]。其中，四氧化三铁在低频段可达 50 dB 的最大吸收，如图 1-1。 

 

图 1-1 分级的叶脉状磁性铁氧体及其吸波性能 

复合纳米吸波材料是以一种高分子材料为基体，另一种纳米吸波材料为填充物或增

强体，通过复合工艺形成的材料。氧化锌线/聚酯复合材料在 X 波段（8 - 12 GHz）具有

较好的电磁波吸收特性[23]，Zhou 等人发现氧化锌晶须复合涂层具有良好的微波吸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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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吸收效果随氧化锌晶须形貌和含量变化而变化。 

1.2.2 复合纳米吸波材料的吸波机理 

材料的反射损耗行为取决于它们的损耗机理，一般是由其特性、形状、尺寸和微结

构决定。Maxwell-Wagner 弛豫，电阻损耗，德拜弛豫等机制是目前解释吸波材料吸波性

能的重要原理。在德拜弛豫的过程中，介电常数虚部（）和实部（）之间有如下关

系： 

          

 

其中，s 是静态介电常数，是电磁频率在无限大时的理论介电常数。所以，当发

生介电弛豫过程时， - 的曲线的形状将是一个半圆，通常称作 Cole–Cole 半圆。故可

以通过实验测得介电常数作图，从 - 的曲线的形状确定在吸波材料中是否存在德拜

弛豫的损耗机理，还可以初步判断这一过程的强度和基本性质。 

1.2.3 复合纳米吸波材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已经有多个研究小组在一维纳米材料介电性质及微波响应特性方面取得了重

要研究进展。2001 年到 2003 年，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研究

所等单位的研究小组分别研究了碳纳米管[24]、氧化锌[25]纳米晶须、氮化硅纳米线、碳化

硅纳米线等复合材料的电学特性、微波介电特性和电磁响应特性，发现在 X 波段，碳纳

米管、氧化锌纳米晶须等复合材料对入射电磁波都有较强的响应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纳米材料的表面状态、几何结构及其在复合材料中的状态（单分散、多分散、分散

聚集、取向等）和微结构特征对电磁波响应都有重要贡献。2012 年，武汉理工大学的程

磊研究发现一维纳米结构对吸波性能有一维增强的效应。一维氧化锌(长棒状、多针状、

纤维网络状)较球形氧化锌具有更强烈的转向极化衰减、界面电荷极化衰减以及电导损

耗。随着由类球形、短棒状、长棒状、多针状的形貌变化顺序,界面的缺陷增大、界面电

荷极化效应增强，由此产生的衰减微波性能也逐渐增强。[26] 

本人目前所在的王广胜老师的研究小组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硫属过渡金属化合物纳

米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小组之前的研究发现，具有复杂对称性的硫化铜纳米材料具

有良好的吸波性能。将硫化铜纳米颗粒与 PVDF 复合后，观察到其在很低的填充量（5%）

下就有较强的吸收，在 7.7 GHz 的最强吸收达到了 102 dB。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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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期刊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上，如图 1-2。[27]最近，小组又发现真菌状的

硫化镍微球[28]，硫化铋纳米棒[9]均有显著的吸波增强性能。 

 

图 1-2 具有复杂对称性的硫化铜纳米材料电镜图极其吸波性能[27] 

1.3 研究内容和目标 

1.3.1 研究内容 

本项目通过简单的油浴合成法，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大量制备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

通过灼烧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将如上述方法得到的纳米颗粒与石蜡和聚偏氟乙烯

分别复合得到纳米复合材料后，对其结构进行表征和分析，随后对复合材料进行吸波、

介电和力学性能的测试。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及生长机理研究。 

（2）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制备表征。 

（3） 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聚偏氟乙烯复合得到有机高分子和纳米材料复合

物，并对合成的材料进行分析表征。 

对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进行吸波、介电和力学性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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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合成、表征及吸波性能测试 

2.1 实验背景 

为探究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制备方法时，本人查阅大量文献，参考了 Qingsheng 

Gao 等通过有机无机杂交合成制备 GeOx/乙二胺（EDA）纳米线的方法[29]。其研究发现，

乙二胺插入到 GeOx 结构中来形成杂化纳米线，纳米线电镜图为图 2-1。无机的单元是

通过与乙二胺氢键结合相连起来的，机理如图 2-2。 

 

图 2-1 GeOx/EDA 纳米线的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图 

 

图 2-2 GeOx/EDA 纳米线无机有机杂交结构机理图 

此外，据 chen 研究，当体系含两种元素时，羟胺和金属阳离子可能引起纳米线的

各向异性生长，即被认为是溶剂协同分子模板（SCMT）机理。[30] Zhang 等也发现乙二

胺的螯合作用能引导一维纳米结构的形成，并应用此法合成一维 α-FeOOH 纳米棒。[26] 

通过查阅参考文献，最终确定本实验通过简单的油浴合成方法，利用乙二胺的螯合

性质，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大量制备了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通过灼烧得到一维硫化钴

多孔材料，并对其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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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仪器与试剂 

表 2.1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精密电子天平 AL104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F-101K 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多头磁力加热搅拌机 HJ-4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超声清洗机 KS-500D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低速离心机 L-600 长沙湘仪离心机仪器公司 

数显鼓风干燥箱 GZX-9070 MBE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 

油浴锅 Nicolet iN10MX Nicolet 

圆底烧瓶 25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移液管 25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量筒 1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表 2.2表征仪器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Quanta 250 FEG FEI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 JSM-7500F JEOL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 JEOL JSM-7500F JEOL 

X 射线衍射仪 岛津 6000X 岛津 

热分析仪 STA449F3 NETZSCH 耐驰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UV-3600 岛津 

显微红外光谱仪 Nicolet iN10MX Nicolet 

介电测试仪 Anritsu 37269D 杉本（日本）有限公司 

 

表 2.3实验试剂 

试剂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六水合氯化钴（CoCl2·6H2O） 分析纯，100 g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硫粉（S） 分析纯 北京化学试剂厂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 分析纯 阿法埃莎化学有限公司 

乙二胺（EDA） 分析纯，500 mL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二醇（HOCH3CH2OH） 分析纯，5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无水乙醇（CH3CH2OH） 分析纯，5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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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合成、表征及生长机理 

2.3.1 研究目标 

（1） 通过调控得到形貌较为均一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并通过实验合理推测其

生长机理。 

（2） 通过调控确定热处理温度和条件，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 

（3） 通过吸波测试、介电测试、力学测试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和聚偏氟乙烯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的吸波、介电、力学性能，解释其吸波机理，并探究出一

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负载量对复合材料的影响规律。 

2.3.2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合成 

实验通过六水合氯化钴（CoCl2·6H2O）和硫粉（S）在均相乙二醇（EG）与乙二胺

（EDA）混合溶剂中的反应来制备复合了乙二胺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 

（1） 配制预备溶液：准确称取不同量的 CoCl2·6H2O 和 S 于 250 mL 三口烧瓶中，

量取 135 mL 的 EG 超声 10 min 溶解。置于磁力搅拌器室温搅拌 1 h，使

CoCl2·6H2O 完全溶解，S 分散均匀，此时混合溶液呈紫色。 

（2） 加入表面活性剂：准确量取 15 mL EDA，加入到混合溶液中，磁力搅拌 10 min，

使之分散均匀，此时混合溶液变为橙黄色。为探究其生长机理，我也尝试改

变 EDA 与 EG 的比例，具体结果见后面的讨论。此外，我还曾加入十六烷

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以确定不同表面活性剂对产物的影响，具体结果

见后面的讨论。 

（3） 高温反应步骤：将三口烧瓶转移到 120 °C 的油浴中，恒温加热反应 6 h。为

探究其生长机理，我也尝试在不同的温度下进行反应，具体结果见后面的讨

论。 

（4） 洗涤分离产物：反应结束后，待体系自然冷却至室温，溶液变为黑色。将溶

液转移到 30 mL 离心管中，8000 r/min 转速高速离心，分离产物和溶剂并用

无水乙醇清洗 4 次，50 °C 下干燥 24 h。 

通过调节六水合氯化钴和硫粉的量，我们最终确定 CoCl2·6H2O 用量为 1.2 mmol，S

用量为 1.2 mmol，制备得到的形貌较为均一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作为之后有机无机

复合材料的填充剂的前驱体。通过调控 EDA 与 EG 的比例，我制备得到了不同长度不

同直径的硫化钴纳米颗粒，以探究 EDA 对其一维结构生长的作用机理。通过 C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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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得到一维硫化钴纳米棒与纳米管的混合物。通过调控反应温度，我确定了 120 °C

为其最适宜温度，在该温度下得到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产物均一，形貌稳定。 

2.3.3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表征 

（1）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测试：

取微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粉末样品，加入少量乙醇

超声分散均匀。用毛细管滴加到预先切割好的硅片上，待乙醇挥发完毕，将

硅片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以备测试。采用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 

（2） X 射线衍射（XRD）测试：取少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

料粉末样品，均匀的铺散到双面胶上，双面胶另一面粘在用玻璃刀切割好的

玻璃片上，以备测试。X 射线衍射仪扫描角度范围：10 ° - 80 °，扫速 6 °/min。 

（3）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EDS）测试：取微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

纳米材料粉末样品，加入少量乙醇超声分散均匀。用毛细管滴加到预先切割

好的硅片上，待乙醇挥发完毕，将硅片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以备测试。采用

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线扫/面扫，分析一维纳米材料中各化学元素（Co、

S、N、C 等），确定 Co 元素、S 元素分布及比例。 

（4） 显微红外（IR）测试：取微量样品点到样品台上，置于显微红外光谱仪下，

测试样品红外谱图。 

（5） 热分析（DT）测试：取微量样品置于样品台上，通氮气保护，程序升温使

样品逐步失重，得到样品热重谱图。 

通过改变 CoCl2·6H2O 和 S 的比例，我发现当两者比例为 1:1 时，能得到形貌

较为均一的硫化钴纳米棒，如图 2-3a。当 S 量过多时，大量纳米棒粘在一起，纳米

棒直径不均一，如图 2-3b。当 CoCl2·6H2O 量过多，纳米棒过粗并断裂成碎块，如

图 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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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不同钴硫比例下合成的硫化钴扫描电镜图(a) CoCl2·6H2O/S = 1/1 (b) CoCl2·6H2O/S = 1/2 (c) 

CoCl2·6H2O/S = 2/1 

 

在调节反应温度的过程中，实验发现 120 °C为最适油浴温度（CoCl2·6H2O 1.2 mmol，

S 1.2 mmol，EDA 15 mL，EG 135 mL，油浴），如图 2-4b。温度过高时，反应速度过快，

产物发生团聚，如图 2-4a；温度过低时，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生长过慢，且生成的纳米

颗粒较细长，在之后的热处理中易于断裂，如图 2-4c。 

 

图 2-4 不同温度下合成的硫化钴扫描电镜图(a) 140 °C 油浴反应 6 h (b) 120°C 油浴反应 6 h (c) 室温

反应 12 h 

 

在制备调控过程中，随着乙二胺与乙二醇的比例（EDA/EG）变大（总体积 150 mL，

CoCl2·6H2O 1.2 mmol，S 1.2 mmol，120°C 油浴 6 h），制得的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逐渐

变短，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长度从约 15 μm（如图 2-5a）变到约 300 nm。当 EDA/EG

为 2:1 时，产物近似为小球。在纯 EDA 中，产物没有固定形貌，团聚成无定形的块状

物。在纯 EG 中，反应不发生，无产物生成。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的截面为六边形或五

边形，如图 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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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不同 EDA/EG 下合成的硫化钴扫描电镜图(a) EDA/EG = 1/149 (b),(c) EDA/EG = 1/9 (d) 

EDA/EG = 1/5 (e) EDA/EG = 1/2 (f) EDA/EG = 1/1 (g) EDA/EG = 2/1 (h) EDA/EG = 5/1 (i) 纯 EDA 

EDA/EG 不同比例对产物形貌的影响小结 

反应条件：CoCl2`6H2O 1.2mmol, S 1.2mmol, t = 6 h, T = 120 °C, V = 150 mL. 

样品 晶型结构 EDA/EG 形貌和尺寸 

1 CoxSy-EDA-EG 1/149 纳米棒，直径约 1 μm，长度约 15 - 20 μm 

2 CoxSy-EDA-EG 1/9 纳米棒，直径约 300 nm，长度约 14.5-15.5 μm 

3 CoxSy-EDA-EG 1/5 纳米棒，直径约 300 nm，长度约 5.5-5.8 μm 

4 CoxSy-EDA-EG 1/2 纳米棒，直径约 200 nm，长度约 800 nm 

5 CoxSy-EDA-EG 1/1 纳米棒，直径约 200 nm，长度约 600 nm 

6 CoxSy-EDA-EG 2/1 纳米球，直径约 200nm 

7 CoxSy-EDA-EG 5/1 不规则团聚物 

8 CoxSy-EDA-EG EDA 大块不规则团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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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节表面活性剂的过程中，我曾尝试在反应体系中加入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AB）。当加入 0.076 mmol CTAB后（CoCl2·6H2O 1.2 mmol，S 1.2 mmol，EDA 15 mL，

EG 135 mL，120 °C 油浴 6 h），反应得到了一维硫化钴纳米棒与纳米管的混合物，如图

2-6。但是在之后的调控中，很难得到单一的纳米管的产物。 

 

图 2-6 反应体系中加入 0.076 mmol CTAB 合成的硫化钴扫描电镜图 

样品（CoCl2·6H2O 1.2 mmol，S 1.2 mmol，EDA 15 mL，EG 135 mL，120 °C 油浴 6 

h）的 X 射线衍射测得的图谱如图 2-7a，衍射峰峰形尖锐，且杂峰少，表明所得粉体结

晶度良好。通过对比样品卡与标准卡的 d 值和强度，并未找到与之对应的标准卡，推测

样品为复合了乙二胺和乙二醇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在查阅文献后，发现在同样使用

乙二胺进行有机无机复合制备的一维硫化物的 X 射线衍射图谱中，也出现了在 10°和 20°

左右的三个峰，d 值和强度均吻合，推测这三个衍射峰为复合了乙二胺和乙二醇，晶格

间隙改变而造成。 

 

图 2-7 (a)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 XRD 谱图 (b) 一维 ZnO 和 CdS 的 XRD 谱图[31] 

样品（CoCl2·6H2O 1.2 mmol，S 1.2 mmol，EDA 15 mL，EG 135 mL，120 °C 油浴 6 

h）的红外谱图如图 2-8。在 2915，2860，1450 和 1330 cm-1 处出现的峰分别对应了亚甲

基的不对称伸缩振动、对称伸缩振动、不对称弯曲振动和面内剪式变形振动。亚甲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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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7 和 2846 cm-1 处出现的峰的裂分表明在该化合物中有两种不同的质子（赤道向的和

轴向的）。此外，在 ~1104 cm-1 处出现的峰被确定为 C-O 的伸缩振动，与纯乙二醇的红

外谱图相比，该峰出现了红移，表明乙二醇中的 C-O 与钴离子发生了配位作用。在 3200 

- 3500，800 - 1000 处的峰均是由乙二胺造成，这与文献中的结果也十分相符，且测定的

谱图的峰的波数略低于纯乙二胺谱图中的波数，可以推测乙二胺与钴离子发生了配合。

通过确定氨基的伸缩振动峰（~3286 cm-1）、亚甲基的伸缩振动峰（~2915 cm-1 和 2860 

cm-1）、C-N 的伸缩振动峰（~1268 cm-1）、铵根阳离子的伸缩振动峰（~647 cm-1）和氨

基中 N-H 的变形振动峰（~1581 cm-1），可以确定化合物中乙二胺分子的存在。并且和

纯乙二胺的红外谱图相比，氨基的伸缩振动峰（~3400 cm-1）和氨基中 N-H 的变形振动

峰（~1560 cm-1）分别发生了红移和蓝移，因此可以判断出乙二胺的氨基与钴离子发生

了氢键键合。因此，通过样品的红外谱图可以确定通过液相法合成的化合物为一维硫化

钴与乙二醇和乙二胺复合的产物。 

 

图 2-8 (a)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红外谱图 (b) GeOx/EDA 红外谱图[32] 

表 2.4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红外谱图的红外谱图分析 

波数（cm-1） 振动类型 

3286 N-H 伸缩振动 

2954 -CH3 中 C-H 反对称伸缩振动 υas 

2915 -CH2 中 C-H 反对称伸缩振动 υas 

2873 -CH3 中 C-H 对称伸缩振动 υs 

2860 -CH2 中 C-H 对称伸缩振动 υs 

1581 N-H 变形振动 

1450 -CH2 的对称弯曲振动 δas 

1330 -CH2 的面内剪式变形振动 δs 

1268 C-N 伸缩振动 

1104 C-O 伸缩振动 

984 C-H 弯曲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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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NH2+伸缩振动 

     

为确定之后热处理的温度，我们对如上述方法（CoCl2·6H2O 1.2 mmol，S 1.2 mmol，

EDA 15 mL，EG 135 mL，120 °C 油浴 6 h）制备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进行热重分析。

热重的曲线，如图 2-9，清楚的表明样品存在两步明显的失重过程。第一步失重较多而

第二步较少。第一步失重大约 70 %，第二步失重大约 10 %。第一步失重主要是由于乙

二胺的脱附造成，从显微红外谱图也可以确定。当温度高于 500 °C，即不再有明显的失

重。并且当温度更高，样品十分稳定。因此可以推测，最终产物应为热力学结晶稳定的

CoxSy晶相。基于热重的分析结果，我们决定采用 310 °C 作为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热

处理温度，以期获得除去了乙二胺与乙二醇的结晶度较好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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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热重谱图 

2.3.4 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生长机理探究 

将 1.2 mmol 六水合氯化钴和 1.2 mmol 硫粉加入纯乙二醇溶剂时，在 120 °C 油浴的

条件下，反应不发生。只有在加入乙二胺后，反应才开始。在总体积 150 mL 的溶剂体

系中，只要加入 1 mL 乙二胺，即有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生成。随着乙二胺与乙二醇的

比例（EDA/EG）变大，制得的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逐渐变短，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长

度从约 15 μm 变到约 300 nm。当乙二胺与乙二醇的比例为 2:1 时，产物近似为小球。在

纯乙二胺中，产物没有固定形貌，团聚成无定形的块状物。而一维硫化钴纳米颗粒的截

面为六边形或五边形。由于乙二胺具有特殊的结构，其两端的氨基能够螯合金属离子，

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有利用乙二胺的螯合作用制备一维纳米颗粒的例子。因此推测一维

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生长机理为利用了乙二胺的螯合性质，乙二胺两端的氨基键合了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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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使硫化钴沿着其两端生长得到一维结构。 

2.4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合成、表征及吸波性能 

2.4.1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合成 

实验通过六水合氯化钴（CoCl2·6H2O）和硫粉（S）在均相乙二醇（EG）与乙二胺

（EDA）混合溶剂中的反应来制备复合了乙二胺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再将制备得到

的复合了乙二胺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在管式炉中进行热处理，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

料。热处理除去大部分氮和碳等有机部分，得到较纯净的一维硫化钴多孔纳米材料。 

（1） 配制预备溶液：准确称取 1.2 mmol CoCl2·6H2O 和 1.2 mmol S 于 250 mL 三

口烧瓶中，量取 135 mL 的 EG 超声 10 min 溶解。置于磁力搅拌器室温搅拌

1 h，使 CoCl2·6H2O 完全溶解，S 分散均匀，此时混合溶液呈紫色。 

（2） 加入表面活性剂：准确量取 15 mL EDA，加入到混合溶液中，磁力搅拌 10 min，

使之分散均匀，此时混合溶液变为橙黄色。 

（3） 高温反应步骤：将三口烧瓶转移到 120 °C 的油浴中，恒温加热反应 6 h。 

（4） 洗涤分离产物：反应结束后，待体系自然冷却至室温，溶液变为黑色。将溶

液转移到 30 mL 离心管中，8000 r/min 转速高速离心，分离产物和溶剂并用

无水乙醇清洗 4 次，50 °C 下干燥 24 h。 

（5） 热处理：将制备得到的橙黄色固体粉末平铺到坩埚中。将坩埚转移到管式炉

中，通氮气保护，设定用 240 min 从 50°C 升温至 310 °C，升温速率约 1.13 °C 

/min ；在 310 °C 下恒温灼烧 5 h；自然冷却至室温。最终产物为黑色固体粉

末。为探究灼烧温度对于产物形貌的影响，我也尝试在更高或更低的温度下

灼烧，具体结果见后面的讨论。 

（6） 压片：准确量取一定量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粉末，一定量的石蜡于 3 mL

小管中，二者总量为 0.3 g，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粉末质量占总质量比例分

别为 5%、10%、15%、20%。加入约 1 mL 的乙醚，使之没过石蜡粉末。超

声约 1 h，使乙醚完全挥发，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均匀分散在石蜡中。将分

散好的固体转移至相应模具中，加压得到片体，以备吸波测试。片体在高频

的相对介电常数 e 用同轴探针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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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表征 

（1）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测试：

取微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粉末样品，加入少量乙醇

超声分散均匀。用毛细管滴加到预先切割好的硅片上，待乙醇挥发完毕，将

硅片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以备测试。采用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 

（2） X 射线衍射（XRD）测试：取少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

料粉末样品，均匀的铺散到双面胶上，双面胶另一面粘在用玻璃刀切割好的

玻璃片上，以备测试。X 射线衍射仪扫描角度范围：10 ° - 80 °，扫速 6 °/min。 

（3）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EDS）测试：取微量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

多孔材料粉末样品，加入少量乙醇超声分散均匀。用毛细管滴加到预先切割

好的硅片上，待乙醇挥发完毕，将硅片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以备测试。采用

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线扫/面扫，分析一维纳米材料中各化学元素（Co、

S、N、C 等），确定 Co 元素、S 元素分布及比例。 

    油浴法合成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如图 2-10a，在马弗炉中 310 °C，通氮气保护，

灼烧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如图 2-10b、c，孔径约几纳米。 

 

图 2-10 (a)热处理前的硫化钴扫面电镜图 (b)(c)热处理后的硫化钴多孔材料扫描电镜图 

 

通过对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表征，得到了热处理后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 XRD 谱

图，如图 2-11。所得谱图的衍射峰峰形尖锐，且杂峰少，表明所得粉体结晶度良好。通

过对比标准卡的 d 值和强度，并未找到与之对应的标准卡。灼烧好的多孔材料的组成有

待进一步表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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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 XRD 图谱 

此外，我们通过 EDS 表征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元素组成，如图 2-12 由能谱结

果可以判断出热处理后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为纯净的只含钴、硫元素的化合物。 

 

图 2-12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 EDS 图 

2.4.3 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吸波性能 

与大多数之前的研究相同，本实验中材料的吸波性能用反射损耗（RL）来衡量，而

材料的反射损耗系数是通过测量得到的相对复介电常数和复磁导率计算得出的。由线性

传递理论可知，在给定的电磁波频率和材料厚度下，电磁波以垂直于材料表面的方向射

入一个以良导体为基体的单层材料时，电磁波的反射损耗（单位 dB）可以由以下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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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 是吸收剂的输入阻抗，μr 是相对复磁导率（由于硫化钴无明显的磁性，因此将 μr

值视为 1），εr 是复介电常数，f 是微波的频率，d 是吸收剂的厚度，h 是普朗克常数，c

是真空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即光速，R 是材料的反射损耗。 

    通过编程计算可以算出不同片体厚度，不同电磁波频率下材料的反射损耗，从而体

现不同材料在不同条件下的电磁波吸收能力。 

 图 2-13 表现出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和石蜡复合在低负载（5 wt%和 10 wt%）下的吸

波性能。从图 2-13a 可以看出，当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只有 5 wt%负载的情况下，即表

现出较好的吸波性能，在 2-18 GHz 的波段范围出现了多个宽峰，反射损耗最强达-21 dB。

然而随着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的增大，反射损耗表现更差，吸波性能降低，推测可

能是由于棒状结构的堆积造成。由于石蜡的吸波性能极差，因为复合物的吸波性能即体

现出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吸波性能。而其负载对吸波性能的影响十分简单：低负载，

强吸收。 

 

图 2-13 不同负载量的一维硫化钴材料与石蜡复合材料的反射损耗对频率图(a) 5 wt% (b) 10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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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

的制备表征及其吸波、介电、力学性能的研究 

3.1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复合材料的制备 

3.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表 3.1实验仪器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精密电子天平 AL104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F-101K 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多头磁力加热搅拌机 HJ-4 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超声清洗机 KS-500D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低速离心机 L-600 长沙湘仪离心机仪器公司 

数显鼓风干燥箱 GZX-9070 MBE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 

油浴锅 Nicolet iN10MX Nicolet 

圆底烧瓶 25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移液管 25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量筒 1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表 3.2表征仪器 

仪器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FEI Quanta 250 FEG FEI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 JSM-7500F JEOL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仪 JEOL JSM-7500F JEOL 

X 射线衍射仪 岛津 6000X 岛津 

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仪 UV-3600 岛津 

介电测试仪 Anritsu 37269D 杉本（日本）有限公司 

精密阻抗分析仪 Agilent 4294A Agilent 

万能力学实验机 岛津 AGS-X 1KN SHIMADZU 

 

表 3.3实验试剂 

试剂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六水合氯化钴（CoCl2`6H2O） 分析纯，100 g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 )  第 21 页 

硫粉（S） 分析纯 北京化学试剂厂 

乙二胺（EDA） 分析纯，500 mL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二醇（HOCH3CH2OH） 分析纯，5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N,N-二甲基甲酰胺（DMF） 分析纯，5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无水乙醇（CH3CH2OH） 分析纯，500 mL 北京化学试剂厂 

去离子水（H2O） 分析纯  

 

3.1.2 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的制备 

（1） 合成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准确称取 1.2 mmol CoCl2·6H2O 和 1.2 mmol S 于

250 mL 三口烧瓶中，量取 135 mL 的 EG 超声搅拌，使 CoCl2·6H2O 完全溶

解，S 分散均匀。准确量取 15 mL EDA，加入到混合溶液中搅拌。将三口烧

瓶转移到 120 °C 的油浴中，恒温加热反应 6 h。反应结束后，冷却，用 EG

洗涤，分离产物，烘干备用。 

（2） 合成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将上一步制备得到的固体粉末置于管式炉中，通

氮气保护，在 310 °C 下恒温灼烧 5 h，自然冷却至室温。 

（3） 制备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准确量取一

定量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粉末，一定量的 PVDF 于烧杯中，二者总量为

0.4 g，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粉末质量占总质量比例分别为 1%、3%、5%、

10%、15%、20%、30%、40%。加入 25 mL 的 N,N-二甲基甲酰胺。超声和

剧烈磁力搅拌约 2 h，使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分散均匀，PVDF 完全溶解，

如图 3-1a。将分散好的溶液倒入玻璃培养皿中，置于 80 °C 下干燥 4 h，使

溶剂挥发完全，得到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

料薄膜，如图 3-1b。 

（4） 压片：将得到的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薄

膜置于相应的模具中，升温到 220 °C，加 6 MPa 的压力维持 10 min，自然冷

却至室温，取出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物片体，以备吸波测

试和介电测试。片体在高频的相对介电常数用同轴探针法测量。片体的在低

频的相对介电常数用阻抗法测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 )  第 22 页 

 

图 3-1 (a)分散了一维硫化钴多孔纳米颗粒和PVDF的DMF混合溶液 (b)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

PVDF 的无机-有机复合薄膜 

3.2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复合材料的表征 

（1） 冷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测试：将如上述方法制备的薄膜剪取长

方形小块，置于液氮中冷却淬断。将淬断后的薄膜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使

淬断面与铜块上表面平齐。采用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 

（2） X 射线衍射（XRD）测试：将如上述方法制备的薄膜剪成正方形小块，用双

面胶粘到与之等大的用玻璃刀切割好的玻璃片上。X 射线衍射仪扫描角度范

围：10 ° - 80 °，扫速 6 °/min。 

（3） 扫描电镜能谱分析（EDS）测试：将如上述方法制备的薄膜剪取长方形小块，

置于液氮中冷却淬断。将淬断后的薄膜用导电胶粘到铜块上，使淬断面与铜

块上表面平齐。采用高真空模式，进行测试。线扫/面扫，分析无机-有机复

合薄膜材料中各化学元素（Co、S、N、C 等），确定 Co 元素、S 元素、C 元

素分布及含量，得到纳米颗粒在高分子基体中的分布情况。 

 

为证明通过蒸发溶剂得到的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

合薄膜材料的均一性，我们准确量取了 0.03 g 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粉末，0.27 g 聚

偏氟乙烯于烧杯中，加入 25 mL 的 DMF。超声和剧烈磁力搅拌约 2 h，使一维硫化钴多

孔材料分散均匀，PVDF 完全溶解，然后静置。每隔 1 h 拍照观察其是否沉降。一直到

15 h 后，混合溶液体系才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因此可以说明混合溶液的分散性极好，蒸

发溶剂后得到的无机-有机复合薄膜均一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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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分散了一维硫化钴多孔纳米颗粒和 PVDF 的 DMF 混合溶液静置(a) 0 h (b) 1 h (c) 5 h (d) 15 h  

通过对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 PVDF 的无机-有机复合薄膜的能谱分析，我们

确定了其元素组成为 Co、S、C，并确定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在复合薄膜中具有良好的

分散性，如图 3-4。 

 

图 3-3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 PVDF 的无机-有机复合薄膜的扫描电镜和 EDS 谱图 

 

3.3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复合材料吸波性能研究 

片体在高频的相对介电常数  用同轴探针法测量。机理同上。通过比较不同厚度、

不同负载、不同电磁波频率下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

材料的反射损耗变化情况，可以比较复合材料和纯一维硫化钴多孔纳米材料的吸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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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不同负载下复合材料的反射损耗，可以判断复合材料吸波性能和一维硫化钴多

孔纳米材料负载量之间的关系，并可对其吸波增强性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图 3-4 表现出在 2-18 GHz 的频率下，不同厚度不同负载下，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

与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计算得到的反射损耗曲线图的比较。结果清晰的阐述出一维硫

化钴多孔结构与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大大增强了吸波性能，尤其在负载相当低的情况下。

在图 3-4a 中, 在 4-18 GHz 的频率范围，出现了几个尖吸收峰。在图 3-4b 中，在 4-18 GHz

的频率范围，出现了几个强吸收峰。当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负载增大到 15 wt%时，

这些强吸收峰消失，而在低频出现了新的吸收峰。在 5 wt%负载下，反射损耗最强达-43 

dB，且吸收范围较宽，在几乎整个频率范围的吸收损耗均低于-5 dB。另外，即使当样

品厚度薄到 2 或 2.5 mm，5 wt%负载下的复合材料仍具有宽吸收峰，远比更高和更低负

载样品在同一下的吸收要强。因此，当负载在 5 wt%时，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明显被加

强。 

然而，单纯的增加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负载量，我们很难在提高其吸波性能。事

实上，在 10 wt%负载下样品的吸波性能比 5 wt%负载下样品的表现差，且在各个厚度下

均表现的更差。因此，与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石蜡的复合物相似，一维硫化钴多孔结

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和其吸波性能的关系

更为复杂：当负载程度极低时，吸波强度随负载增多而增强，然而，当负载达到一个理

想值，如 5 wt%，吸波强度会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锐减。 

通过比较样品的反射损耗，我们可以发现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

-有机复合材料的吸波增强性能在低负载下更为突出。即使考虑到纯聚偏氟乙烯的微波

吸收，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的吸波性能也比一维硫

化钴多孔材料与石蜡的复合物提高很多。并且，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反

射损耗数值比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石蜡的复合物和纯聚偏氟乙烯的反射损耗数值和

都低，表明在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中存在吸波增强效应，并不是单纯的一

维硫化钴多孔结构与聚偏氟乙烯的物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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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不同负载量下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与PVDF复合材料的反射损耗随频率变化图(a)(f) 5 wt% (b) 

10 wt% (c) 15 wt% (d) 20 wt% (e) 1 wt% 

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吸收剂的反射损耗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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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电损耗和磁损耗。因此，为研究不同样品微波吸收的可能机理，我们分别作出其

复介电实部和复介电虚部的图，如图 3-6。 

图 3-5a、b 表现出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组装提高了其在 10 

wt%负载下的吸波性能。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复介电常数的实

部和虚部都比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与石蜡的复合物的要高很多，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波增

强性能。而在 5 wt%负载下，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复介电常数

的实部和虚部都比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与石蜡的复合物的要低。 

图 3-5c、d 表现出随着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的增大，介电常数的实部和虚部都

明显增大，表明其介电损耗明显增强。 

 

图 3-5 (a)不同负载下 CoxSy/PVDF 和 CoxSy/石蜡的介电实部对频率图 (b)不同负载下 CoxSy/PVDF 和

CoxSy/石蜡的介电虚部对频率图 (c)不同负载下 CoxSy/PVDF 的介电实部对频率图 (d)不同负载下

CoxSy/PVDF 的介电虚部对频率图 

在最近的研究中，有许多机理来解释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

高效吸波性能。首先，反射损耗可能由德拜弛豫造成，这是无机有机复合吸波材料的重

要机理，正如我们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据我们所知，弛豫过程多是产生于在同一个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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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中变化的电场导致分子极化的延迟过程。图 3-7 表现出不同样品的 ε’—ε’’曲线。如果

德拜弛豫过程是造成介电损耗的原因，那么和的关系就可以用等式表示（εr 是一个动态

的介电常数）。 

 

因此，ε’对 ε’’的点可以组成一个单独的半圆，通常被描述为 Cole-Cole 半圆。 

如图 3-7，在低负载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 ε’—ε’’曲线中有一

个明显的 Cole-Cole 半圆，表明德拜弛豫过程可能是其介电损耗的主药原因。另外，低

负载下的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石蜡复合物的 ε’—ε’’曲线中也有一个明显的Cole-Cole半

圆，表明其介电损耗很可能是由德拜弛豫过程导致。在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增多后，

出现了更多的半圆，表现出更多的损耗机理。在这些样品中，介电损耗机理更为复杂。 

其他损耗机理有麦克斯韦-瓦格纳弛豫和电子极化。前者表现在异相介质中由于电

荷在表面的积累和颗粒或聚集体偶极的形成，或者是复合物中由于表面的存在而产生的

界面极化（麦克斯韦-瓦格纳弛豫效应）。但是，根据自由电子理论 （σ 是

电导率），复合物电导的增强会导致介电损耗。硫化钴有相对较好的电导性能，因此随

着硫化钴量的增加，可以可观的提高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导电

性能，进一步获得更好的吸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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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不同负载量下 CoxSy/PVDF 和 CoxSy/石蜡的介电实部对介电虚部图 (a) CoxSy/PVDF，负载量

5% (b) CoxSy/PVDF，负载量 10% (c) CoxSy/PVDF，负载量 15% (d) CoxSy/PVDF，负载量 20% (e) 

CoxSy/PVDF，负载量 30% (f) CoxSy/石蜡，负载量 5% (g) CoxSy/石蜡，负载量 10% 

3.4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复合材料的介电性能研究 

片体的在低频的相对介电常数  用阻抗法测量。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作为填充物

填充到聚偏氟乙烯得到复合纳米材料，增强了其在 10^5 到 10^8 Hz 的频率范围下介电

性能。聚偏氟乙烯的介电常数接近于 0，在低负载量时，随着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

量增大，复合材料介电常数明显提高。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在 20 wt%时，介电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 )  第 29 页 

数最大到 900。当负载大于 20 wt%，介电常数随负载增大而下降，但仍远远高于聚偏氟

乙烯的介电常数。 

出现这样的介电性能的可能原因是，当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的负载达到渗透阈值，

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迅速增大。在这一阶段，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

-有机复合材料的导电性能主要还是由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掺入量控制。之后，复合

材料介电常数会下降是由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形成了更大的导电网络，使得复合材料

成为具有高渗透电流的导电材料。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

材料的介电常数与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质量比构成了非线性关系，而当负载量达 20 

wt%时，介电常数达到最大值。 

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的介电损耗如图 3-7c，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频率的增大，材料的介电损耗值指数下降。通常，无机填充剂的引

入会增强复合材料的介电损耗值。这是由于导电的无机填充剂，如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

增大了系统中的电荷载体。从 3-7b 电导率的图也可以看出，材料的电导率是逐渐升高

的。而电导率随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负载的变化正好与介电损耗值随负载的变化相呼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 )  第 30 页 

 

图 3-7 (a)不同负载量下 CoxSy/PVDF 的介电常数对频率图 (b)不同负载量下 CoxSy/PVDF 的电导率对

频率图 (c)不同负载量下 CoxSy/PVDF 的介电损耗对频率图 

 

3.5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研究 

将复合薄膜裁成 9 块 3 cm*9 cm 的长方形，粘在一个纸框内，纸框间距 5.8 cm，即

开始拉伸前，夹在两个夹子中间露出来的薄膜面积为 3 cm*5.8 cm。用万能力学实验机

进行拉伸试验，恒速拉伸。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测试

结果如图 3-8。可以看出，随着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负载的增大，复合材料的断裂点应

变、最大应力、弹性比功均呈现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所不同的是断裂点应变最大时对

应的是一维硫化钴多孔纳米材料 5 wt%的负载，而极限屈服值对应的是 10 wt%的负载。 

聚偏氟乙烯属于第一类聚合物材料，在恒速拉伸过程中，载荷随伸长量增大而升高，

达到极大值后，样品在某一处产生颈缩，载荷降低。随着拉伸形变的继续，颈缩部位的

界面尺寸稳定，颈缩沿轴向向样品两端扩展，出现冷变形强化现象，最终断裂。 

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复合得到的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呈现不同的规律。当一维硫化钴

多孔结构负载在 5 wt%时，复合材料表现出与第一类聚合物材料相似的拉伸性质，即在

恒速拉伸过程中，载荷随伸长量增大而升高，达到极大值后，样品在某一处产生颈缩，

载荷降低。随着拉伸形变的继续，颈缩部位的界面尺寸稳定，颈缩沿轴向向样品两端扩

展，出现冷变形强化现象，最终断裂。由于复合效应，复合材料的极限屈服值大于聚偏

氟乙烯的。当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高负载时，复合材料表现出较高的极限屈服值，具有

更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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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拉伸应力-应变图（b 图为 a 图的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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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而言之，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通过一种简单的油浴方法大量合成。反应体系中钴

与硫的比例会对最终产物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乙二胺的量是决定最终产物形貌和尺寸的

关键因素。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通过热处理得到。灼烧的温度等条件会对产物的结晶度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还讨论了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与聚偏氟乙烯复合后的复合材料的吸波、介电

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

在低负载量（5 wt%）时具有很好的微波吸收性能，最大吸收可达 45 dB。基于其介电常

数，我们讨论了复合材料在不同负载量下的吸波机理。结合介电常数，一维硫化钴多孔

结构和聚偏氟乙烯复合材料的吸波机理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还表现出了在低频段

的良好的介电性能。在较低的负载量（10 wt%）下，其最大介电常数可达 800，具有很

大的潜在应用价值。而且较高负载量的复合材料的介电常数随频率变化十分稳定，没有

明显的衰减。 

基于一维硫化钴多孔结构和聚偏氟乙烯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还表现出了良好的力

学性能。在掺入了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后，其屈服极限值提高了一倍。其易加工、可塑

性好等特点对于纳米复合吸波材料的工业工程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 )  第 33 页 

致谢 

在北航的四年时光匆匆，转眼就到毕业季了。大一下就进入化学与环境学院的实验

室，我应该是我们级最早的一个学生了。因为在无机化学课上听到王广胜老师介绍纳米

材料，介绍他的科研方向，我当时就觉得纳米材料听起来神秘又有趣。本来一开始就有

出国的打算，也听师兄师姐说起科研的经历对出国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在某一个课间主

动找到王广胜老师。王老师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同时安排了一个很优秀的师兄贺帅

师兄来带我实验。 

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感觉什么都很有趣又不敢乱动，师兄极其认真的给

我介绍，并尽力传授给我他在实验室所得所学。可惜我悟性较低，至今仍远不及师兄。

从大二的暑假开始，每个假期就有一半的时间都留在实验室做实验了。我记得那个假期

王老师派给我的任务是将硫化镉纳米颗粒在已制备好的硫化铜纳米颗粒上生长。文献里

说的很清楚，我每天尝试，每天上午来合成一批。我们下午还要去新东方学英语，晚上

九点下课回到沙河校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暑假最热的时候，沙河校区和本部两地奔

波，每天都很累很拼很充实，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暑假。但是实验结果并不如期待的

那么美好，最后只有一批样品成功了。因为重复性太差并且改进方案也遇到了瓶颈，因

此这个实验最终被终止。但是这次失败的经历特别宝贵，这让并我知道合成纳米材料并

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其是定向的有目的的修饰和调控。实验的每一步都需要准确的

控制，可能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室温不同的湿度都会对最终的产物产生影响。这对我之后

的合成调控积攒了经验。 

从大三开始，我就开始逐渐做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的相关实验。一开始主要还是做

合成和调控的工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我努力注意到实验当中的每个细节，并尽力去

控制变量。在我调控制备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的过程中，陆畅师兄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

启发。调控工作有点漫长但是很有趣，因为在照电镜之前并不知道这次合成出的会是什

么形貌，也不清楚自己这次做的改变究竟会对产物造成什么影响。在看到结果之后，去

分析为什么改变这个条件会有这样的结果也是一件很有趣很值得思考的事。 

由于在制备的过程中，我加入了乙二胺作为有机无机复合的螯合剂，陆畅师兄建议

灼烧制备得到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有可能烧掉其中复合的有机部分，得到纯净的无

机硫化钴纳米材料。师兄的建议是建设性的。我发现，灼烧后得到了多孔的纳米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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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孔材料的比表面远大于之前的一维硫化钴纳米材料，因此我推测它也具有更好的

性能。从大四开始批量制样，准备各种的测试，到现在终于也算是收获的季节。灼烧得

到的一维硫化钴多孔材料表现出了良好的吸波、介电、力学增强性能。这是对我这三年

实验室工作的最大肯定。 

在实验室这三年，最感谢的就是王广胜老师。王老师很注重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关键的地方，王老师每次都能给出最准确的回答和最中肯的建议。

十分感谢王老师的辛勤栽培，才有了我如今的成果。实验室里所学到的技能，积攒的经

验教训，在我之后的博士生涯仍十分重要。王老师亦师亦夫，在我出国之际仍嘱咐了很

多。 

此外，非常感谢最初带我实验的贺帅师兄。他的优秀我不及千分之一，但是他跟我

讲的实验心得和注意事项我都还记得。也十分感谢陆畅师兄，在我独立的实验课题中给

了我莫大的帮助。师兄们也同我分享了许多出国的经验。还要感谢我们组的魏云昭师兄、

章晓娟师姐、吴莹莹师姐、潘亚飞师兄，给我提供的帮助和指导。也要感谢范老师、胡

鹏飞师兄、赵赫威师兄、康建新师兄教会我使用各种仪器，进行各种测试。 

最后格外感谢在这四年里给我很多照顾的老师和同学们。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爸爸妈

妈。感谢这充实的四年大学生涯，为我的未来打下了良好铺垫。在梦想里的最后一个秋

天。未来，已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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