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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松弛谱法是研究高分子链松弛运动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可反映出分子的特征结构信息, 对揭示高分子链动

力学行为的本质及规律、调控其凝聚态结构意义重大. 本文从介电松弛谱理论出发, 总结出几种常用的介电特征参数
以及用于解析这些参数的数学模型. 通过介电松弛谱中高分子链的弛豫过程的解析, 可得出与高分子链运动相关的特
征参数, 如介电常数、介电松弛强度以及链运动的特征松弛时间, 从而判断链松弛运动的尺寸小大, 松弛的基团以及链
运动的协同过程; 还可与 Arrenius 方程、Vogel-Tammann-Fulcher (VFT)方程、统计学模型建立联系, 获得界面构造、
分子内部组成、链动力学行为同环境的依存性等信息, 为高分子材料的分子设计、开发与应用奠定高分子物理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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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lectric Spectroscopy for the Study of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Polymer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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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is a great useful method in investigating polymeric chains dynamic. It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molecule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vealing the nature and laws of the dynamic
behavior of polymer chains as well as regulating their condensed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we conclude some kinds of common dielectric parameters and mathematic functions which is used to analyse
the dielectric parameters. Therefore, the dielectric parameters of the polymeric chains, such as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the
dielectric relaxation streng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 relaxation time of polymeric chains, can be obtained by analysing the
relaxation process of the polymeric chains to estimate the scale of relaxation process, the relaxation groups and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of side chains. Of course, it is very useful to connect the dielectric parameters with the Arrenius function, the
Vogel-Tammann-Fulcher (VFT) and the statistics model to obtain the interface construction, the molecular internal composition, the dynamic behaviors of polymeric chain, and the dependence on environment etc.,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polymer
physic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macromolecul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for polyme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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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振动谱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共振类振动谱, 而
另一类为松弛类振动谱, 而松弛类振动谱又称作为介电
松弛谱. 近些年, 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 介电松弛谱测
试频率范围已拓宽至 10－6～1012 Hz, 大大超过传统的测
试手段. 因此, 可以通过介电松弛谱来研究近代物理学
众多的问题. 除此之外, 介电松弛谱还具有非入侵式测
量、且测量迅速、测量对象受限小等优点. 正是得益于
这些优点, 近年来, 介电松弛谱在科研领域异军突起,
甚至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发展趋势. 但正因为这一种新兴
的测量技术涉及的领域广, 加之动力学本身的复杂性,
介电松弛谱解析方法便愈发显得生涩难懂. 因此, 对介

电松弛谱解析方法做一个基本的介绍显得尤为重要.
不论是介电松弛谱, 还是如红外、紫外、核磁、光
散射等传统的研究手段, 最终获得高分子链信息(构象、
动力学等), 必定离不开解析特征参数. 故特征参数的
获得及其解析极为重要. 在介电松弛谱法中, 可以获得
不少于 20 余种电学参数, 最常用的当数介电常数 ε ( ε
同复介电常数 ε ∗ 的实数部 ε ′ )和损耗常数 ε ′′ 、介电松弛
强度 Δε 及松弛时间τ(或者松弛频率 f＝1/(2πτ)). 介电常
数 ε 表示电介质储存电荷能力的大小; 介电松弛强度,
顾名思义是表示介电常数的松弛变化量; 而松弛时间是
指分子链从非平衡态到平衡态运动所需要的时间. 分子
或分子聚集体的偶极波动、电荷或离子的移动以及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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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电荷的积累, 都会引起上述参数的产生或变化. 所
以, 通过上述参数, 可获得所研究体系的动力学信息.
Williams[1], Schönhals[2], Mijovic[3]曾分别在其综述中深
入的阐述了介电松弛谱理论, 并对介电参数的物理意义
做出描述. 然而, 介电松弛谱作为一门目前备受关注的
技术, 不但发展极为迅猛而且解析方法亦层出不穷 [4].
所以,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一些利用介电
参数解析高分子链运动的方法.

2

介电松弛谱理论分析

考虑到介电松弛谱理论具有所涉及的领域广而影
响深刻, 但又十分生涩难懂的特点, 故在介绍介电松弛
谱特征参数解析方法之前, 对介电松弛谱及其原理做一
简单阐述是十分必要的.
2.1 介电松弛谱工作原理
2.1.1 电介质微观极化机制
电介质由于组成和结构的不同, 当对其施加外电场
时, 其内部的极化机制也有不同; 即便对同一电介质而
言, 外电场作用下亦会产生不同的极化形式. 从微观角
度, 可具体分为如下几类:
(1)电子极化
电子极化是指在施加外电场后, 电子云发生相对于
原子核向电场逆方向的运动, 即: 因电子云中心相对于
原子核中心产生偏离会产生一个诱导偶极, 一般而言,
电子极化时间大概为 10－15 s.
(2)离子极化
当介质是由不同原子和离子组成的分子, 在低温或
者外电场下因其偶极矩为零而不显电性. 介质除了具有
电子极化之外, 在外电场的作用下离子与离子之间也存
在极化现象. 正负离子对变成偶极子发生位移. 离子极
化所需要的时间极短, 约为 10－13 s.
(3)偶极极化
偶极极化与前两种极化方式不同. 前两种极化方式
在外电场作用前, 本身并不存在偶极子, 只能在外电场
作用下诱导产生. 而偶极极化本身就含有偶极子, 但由
于热能作用, 偶极矩在各个方向分布均匀, 所以介质的
偶极矩矢量和为零. 但是在外电场作用后, 偶极矩开始
沿着电场方向排布并开始出现极性. 故也可称其为偶极
子位移极化. 偶极子位移极化所需要的时间较长, 大约
在 10－10～10－2 s, 受频率和温度的变化影响较大.
(4)界面极化
当材料并不由单一介电材料组成时, 因不同介电材
料极性或电导率的不同, 运动的正负离子或电子就会在
界面处聚集而引起界面极化. 界面极化所需要的时间更
长, 约为 10－1～数小时.
总的来说, 高分子体系极化机制主要属于后两种极
化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介电松弛谱主要测试带有强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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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团的物质.
2.1.2 介电松弛谱分类及原理
介电松弛谱发展至今, 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 (1)频
域介电松弛谱; (2)时域介电松弛谱. 频域介电松弛谱是
改变频率, 测量各个频率点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 然
后作频率的函数来求解; 时域介电松弛谱则是给电介质
施加一个阶跃式的脉冲, 然后再观察电介质对这个刺激
的响应, 是一种将暂态电流或者电荷作为时间的函数来
观测, 通过解析观测结果来求解介电特性的方法.
(1)频域介电松弛谱
频域介电松弛谱亦称宽频介电松弛谱, 主要是指在
－6
10 ～1012 Hz 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在这个动态范围内, 分子和基团会发生偶极波动, 内层
和外层的界面处会发生电荷传输和极化效应, 正是这些
决定了材料的介电性能. 因此, 宽频介电松弛谱能够通
过获得丰富的边界偶极子和载流子的动态信息, 从而反
映出分子的特征结构信息[5]. 宽频介电松弛谱是目前使
用最广泛的介电松弛谱, 源于其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数学
模型来解析介电数据. 虽然宽频介电松弛谱测量范围十
分宽泛, 但如此宽的范围并非建立在一种测量技术基础
之上, 而是融合了主要的四种测量技术: 在 10 －6～107
Hz 频率范围内, 不但结合了介电变频器的傅里叶分析
系统, 还有 101～107 Hz 的阻抗分析; 106～109 Hz 的 RF
反射计; 107～1011 Hz 的网络分析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数聚合物类的介电信息都集中于 10－1～107 Hz 频
段.
频域介电松弛谱测量主要是运用集总回路法[6], 如
图 1a, 将 电 解 质 置 于 真 空 电 容 器 中 , 这 时 的 电 容
C＝ε × C0 (其中 C0 表示为真空电容). 可将图 1 等效为
图 1b 的并联电路, 此时流过电容器的电流 I＝iω CV
( ω C 的乘积的倒数表示容抗, 单位为欧姆; i＝ －1 用
来表示流过电容器上的电流落后施加的相位差; 当电容
为真空电容不存在介电损耗时, 相位差θ为 90°), 通常
情况下损耗的相位移角δ总大于 0°(如图 1c). 我们设定
电压 V 方向为实轴方向, 将电流 I 分解为实部 ωε ′′C0V 和
虚部 iωε ′C0V ( ε ′ 、 ε ′′ 为两个实数), 则电流 I 为:
I＝ωε ′′C0V ＋iωε ′C0V＝iω (ε ′－iε ′′)C0V

(1)

可以得出 ε＝ε ′－iε ′′ .
充满电介质的电容器可以用一个电容 Cp 和一个电
阻 Rp 的并联来表示, 故得到以下两式:
Cp＝ε ′C0

Rp＝

1
ωε ′′C0

(2)
(3)

综上所述, 测试电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可通过测
试电容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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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0 A

(4)

亦可通过测试电介质的损耗相位角:

D＝tan ＝cot(90 － )＝

 


cos  (t ) 的平均值等价, 故有:
 (0)    (t )   (0)   (t )
 (t )＝
＝
2
2

(7)

再根据线性响应理论得:
(5)

来获得.

 ( )－ 
 p( )＝1－i[ (t )]
 0－ 

(8)

其中 p( ) 表示内场因子;  表示单向的傅里叶转变.
因此, 只要知道  (t ) 随时间如何衰减到 0, 就可以从上
式获得  ( ) . 另外, 当 p( ) ＝1 时, 经过傅里叶转变将
获得:
 －
(9)
 ( )＝ ＋ 0 
1＋i 
图 1 (a)充满电介质的电容器, (b)等价回路和(c)电压电流关系
Figure 1 (a) Capacitor is filled with dielectric, (b) equivalent circuit and
(c)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tage and current

式(9)中   变为  , 称作德拜公式.

(2)时域介电松弛谱
时域介电松弛谱是给电介质施加阶跃电压脉冲, 观
察电介质对这个刺激的响应. 因此, 它是一种将暂态电
流或电荷作为时间的函数来观测, 通过解析该观测结果
求解介电特性的方法. 因频域法在超低频范围无法测
量, 因此, 时域法是对频域法的补充. 另外, 随着技术
的进步, 时域介电松弛谱也可用于微波领域的测量.
我们从分子角度对时域介电松弛谱工作原理做一
简介. 取材料中体积部分 V, 假定此部分含有 N 个分子,
每个分子都具有相同的偶极矩 μ. 由于材料的热运动促
使偶极矩的方向随时间不断变化. 假定在 t＝0 时, 在 N
的子集 N1 中分子的偶极矩同相, 如图 2 所示.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分子的热运动促使偶极矩的方 向逐渐偏离
 (0). 最后, 当时间 t   时, 偶极矩与其最初的方向
没有关联. 在 t 时刻, 每个分子的偶极矩在 t＝0 偶极矩
方向上的投影为
 (0)   (t )
(6)
cos  (t )＝
 (0)   (0)

介电松弛谱是伴随着数学模型而发展的. 目前, 介
电松弛谱方面的数学模型发展相对较全面, 但由于其模
型较为复杂的原因, 鲜有对其数学模型有深入的应用.
因此, 大多数介电方面的研究论文都停留在仅仅利用仪
器获得材料的介电数据, 然后与核磁共振、中子散射等
技术进行结果对比; 较为深入一点的工作仅是利用模型
解析出数据进行变量之间的比较. 然而, 对于介电松弛
谱技术而言, 数学模型解析是一种解析介电松弛谱获取
微观分子动力学信息的至关重要的手段.

其中 cos  (t ) 随着时间的增大逐渐从 1 变为 0. 偶极矩
的时间相关函数   (t ) 与所有 N 中的分子的偶极矩的

图 2 偶极矩随时间的变化
Figure 2 Dipole moment change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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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学模型

2.2.1 Debye 方程
德拜方程是由美国物理化学家德拜推导得出:

 ( )＝ ＋

 0－ 
1＋i

(10)

其中   表示为高频介电常数;  0 表示低频介电常数;
 表示松弛时间. 由此, 我们也很容易得出复介电常数
的实部和虚部:
 －
(11)
 ( )＝ ＋ 0 2
1＋( )

 ( )＝

( 0－  )

(12)

1＋( )2

用   和   分别对  作图得出如图 3 所示的曲线,
从图 3 可以看出: 在 ＝1  附近,  ( ) 急剧减小. 因
此,  称为弛豫频率. 在  1 时,  ( ) 趋近于  0 ,
说明偶极子的变化完全跟得上电场的变化; 在  1
时,  ( ) 趋近于   , 说明偶极子的变化完全跟不上电
场的变化. 换言之, 此时的介电常数与电场无关. 由于
  与  曲线中, 当 ＝1 或 ＝1  时, 出现  ( ) 的极
大值. 因此, 也可以通过测量介电损耗的极大值来获得
 值.
但是, 德拜方程并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电介质并不只
有单一的一种松弛现象, 甚至有时有两种或多种松弛叠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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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数部分分别为:

ε ′－ε ∞＝(ε 0－ε ∞ )(cos ϕ ) β cos βϕ

(17)

ε ′′＝(ε 0－ε ∞ )(cos ϕ ) β sin βϕ

(18)

其中 ϕ＝arctan(ωτ 0 ) .

2.2.4 Havriliak-Negami 方程

图 3 介电常数的实部和虚部对频率的依赖性
Figure 3 The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the permittivity

加在一起的情况(此时, 德拜方程不再适用), 也因此有
了随后几种方程的发展.

2.2.2 Cole-Cole 方程
随着德拜公式问世, 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
实验研究. 但研究结果却显示: Debye 弛豫和很多电介
质的弛豫现象并不相符 , 仅仅铁介质以及一些稀溶液
(一元醇等)的介电特性能够符合 Debye 弛豫模型. 因此,
Cole 两人在 Debye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能够符合
多种弛豫现象的经验公式:
Δε
(13)
,0  α <1
ε (ω )＝ε ′－iε ′′＝ε ∞＋
1＋(iωτ )(1−α )
式中 Δε 为介电强度 ε 0－ε ∞ ( ε 0 指低频介电常数; ε ∞ 指
高频介电常数), τ 为平均松弛时间, α 值为小于 1 的正
数或零.
事实上式(13)也属于单一弛豫模型. 当电介质存在
多个弛豫现象、甚至是松弛时间分布时, 可以使用双弛
豫或三弛豫 Cole-Cole 模型对介电数据进行解析. 这时
Cole-Cole 模型可以修正为:
Δε1
Δε 2
ε (ω )＝ε ∞＋
＋
(14)
(1−α1 )
1＋(iωτ 1 )
1＋(iωτ 2 )(1−α 2 )

ε (ω )＝ε ∞＋

Δε1
1＋(iωτ 1 )(1−α1 )

Δε 2
1＋(iωτ 2 )(1−α 2 )

＋

＋
Δε 3

(15)

1＋(iωτ 3 )(1−α3 )

2.2.3 Davidson-Cole 方程
当电介质测量的频率范围增大、测试温度范围也发
生变化时, 原本适用的 Debye 弛豫模型变得不再适用、
甚至 Cole-Cole 弛豫模型也不适用时, 科学家 Davidson
和 Cole[7,8]提出了对方程进行进一步修改, 以适应更高
频率下、更宽的测试范围. 因此, 得到复介电常数 ε * 关
于角频率 ω 的函数, 即:
(ε －ε )
ε *＝ε ′－iε ′′＝ε ∞＋ 0 ∞ β
(16)
(1＋iωτ 0 )
参数 β 的值介于 0 到 1 之间, 当参数 β 逐渐减小到
零时, 式(16)就变成了式(10)德拜方程. 式(16)的实数和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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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比 Cole-Cole 方 程 [9], Cole-Davidson 方 程 ,
Havriliak-Negami (HN 方程)方程[10]显得更加灵活, 而且
HN 方程主要致力于解决聚合物介电特性, 尤其是无定
型聚合物. 其表达式为[11]:
Δε
ε (ω )＝ε ∞＋
(19)
(1＋(iωτ ) β )γ
其中 β 和 γ 表示分型参数, 且有 β > 0 ; 由于相比理想
的 损 耗 峰 (Debye 峰 ), 对 称 和 非 对 称 性 增 大 , 故 有
βγ ≤ 1 . 其中形状参数与 log ε ′′ 对 log ω 图中的斜率有
关 . 这也意味着 , 当 ω  1 τ 时 , ε ′′ ∝ ω β ; 当 ω  1 τ
时, ε ′′ ∝ ω − βγ . τ 为松弛时间, 与损耗峰顶点处的频率
fp 有关. 并且在 fp 处, fp 与 τ 之间的关系取决于 β 和 γ .
2.3 动力学特征参数

综上所述, 在利用介电松弛谱仪测试电介质时, 可
直接得出介电参数, 即相对介电常数 ε ′ 和介电损耗 ε ′′ .
一般对于高分子材料性能表征而言, 获取介电常数和介
电损耗这两个参数便足矣(详见下节介绍). 但当需要获
取更深入的微观动力学信息, 例如整链、链段运动、甚
至是更小尺寸分子运动时, 就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数学
模型去解析出更多能够表征分子动力学信息的参数, 例
如 fp、 τ 、 Δε 等.

2.3.1 相对介电常数 ε ′ 和介电损耗 ε ′′
如上所述, 利用介电松弛谱仪, 可以获得电介质的
相对介电常数 ε ′ 和介电损耗因子 ε ′′ . 但是接下来面临
的问题是: 如何利用这两个参数获得我们想要的分子动
力学信息？从介电常数的定义出发 [12], 相对介电常数
ε ′ 是指充有电介质的电容量 C 与真空时电容量 C0 之
比, 亦即相对介电常数 ε ′ 表示电介质贮电能力的大小,
是电介质极化的宏观表现. 如图 4 所示, 当外界条件变
化(从对体系不施加外力搅拌, 到 300 r/min)影响到电介
质后, 其介电常数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而得出电介
质内部性质发生变化的动力学信息.
当然这也是对介电常数最简单的应用. 另外, 我们
还可用复介电常数的虚部对实部作图 , 得出一个半圆
图, 称作 Cole-Cole 图, 如图 5 所示. 横坐标为实部, 纵
坐标为虚部, 据此, 可直接从图中读出有实际意义的参
数 ε s 、ε ∞ . 需要注意的是: 电参数之间是可以相互换算
的. 因此, 介电常数的复平面图也可转换成电导率及电
容的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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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性质物质的材料中, 产生的极化机制不同从而导致
在不同的频率段发生弛豫 , 此时就不是标准的半圆了.
倘若不同极化所在的频率范围相近、甚至是重叠产生弛
豫分布, 此时不仅得不到标准的半圆、而是歪斜的、非
对称的圆弧[13].

2.3.2

Δε 松弛强度

如图 6 所示, 利用 Δε 建立起与偶极矩[11,14]以及均
方末端距之间的关系 [15 ～ 19], 从而建立从宏观参数到微
观分子动力学变化过程之间的联系. 亦即通过宏观参数
的变化, 获取分子运动微观状态变化的信息.

图 4 介电常数的频率依存性
Figure 4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dielectric constant[47]

图 6 复介电常数的频率依存性
Figure 6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complex dielectric constant

相比非极性的介电材料, 极性材料更适合进行介电
测试. 另外, 非极性材料的松弛强度与温度的相关性不
大; 而极性材料处于 Tg 以上时, 其松弛强度与温度具有
反比关系如图 7 所示. 因此, 可根据松弛强度与温度倒
数作图, 推出材料的 Tg.

图 5 Cole-Cole 复平面图
Figure 5 Cole-Cole complex plane

另外, 利用 Cole-Cole 图中圆弧的形状还可判断介
电松弛是否符合 Debye 弛豫过程. 当图中的圆弧为标准
的半圆(如图 5), 即说明符合 Debye 单一弛豫过程. 当然
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偏离标准的半圆图形, 因为很少只
有单一弛豫过程的电介质, 基本上都是两种、或者多种、
甚至是分布. 例如在一个具有不同种类的偶极子、不同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图 7 极性材料松弛强度与温度的关系
Figure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xation strength of polar
materials and temperature[34]

当聚合物的偶极矩与主链平行时, 通常将此时的介
电松弛称为一般式介电松弛. 因此, 介电松弛强度也称
为一般式介电松弛强度, 记为 Δε n (n 表整链松弛运动).
Δε n 可与微观量回旋半径建立联系,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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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Δε n＋ε s ) (ε s＋2)2
ρμ 2 N A
Δε n＝
⋅
⋅
⋅  Re 2  (20)
2Δε n＋3ε s
9
3M W l 2ε 0 kBT

其中 Δε n＝(ε n－ε s ) , ε n , ε s 与前述的含义相同, ρ 表示
单体密度 ; μ 为与分子链平行的单个分子的偶极矩大
小; l 为单体的长度; Re 为末端距, 表示高分子链的尺
寸大小; k B 为玻尔兹曼常数; ε 0 为真空介电常数; N A
为阿伏伽德罗常数. 因此, 只要知道 μ 和 l 的值 , 就可
以计算出统计学参数  Re 2  (均方末端距).

2.3.3 松弛时间 τ
松弛时间 τ 是指从一种平衡态在外场作用下过渡
到一种新的平衡态所需要的时间. 不同尺寸的基团, 链
段在同一个刺激下, 松弛时间并不是相同的. 因此, 可
以利用 Arrenius 方程(21)以及 Vogel-Tammann-Fulcher
(VFT)方程(22)来解析聚合物链微观信息.

τ＝τ 0 e− E

A

kBT

τ＝τ 0 e− B (T −T )
log

(21)

0

(22)

C1 (T－Tg )
f
＝
f 0 C2＋(T－Tg )

(23)

VFT 方程还可以换算成式(23)的形式, 即 WLF 方
程 . 对于式 (21), 其中 τ 0 表示指前因子 , 其值一般都在
1012～1013 Hz 之间, EA 表示活化能. 对于式(22), 其中
τ 0 为指前因子, 数值一般在 1010～1013 Hz 之间; B 为活
化能参数, T0 为理想玻璃化转变温度, 一般与玻璃化转
变温度 Tg 相差 50 K[20,21]. 式(23)Tg 为静态玻璃化转变温
度 , f 0 为相关的松弛频率, C1 和 C2 为拟合参数 . 对于
较大微观尺寸的分子 , 如玻璃化转变的部分链段的运
动, 符合 VFT 方程; 较小的微观分子尺寸, 如侧链基团
的转动, 符合 Arrenius 方程. 因此, 可利用这种方式进
行简单的定性, 判断分子运动单元尺寸的大小. 而后倘
若符合 Arrenius 方程, 可以利用方程计算出其所对应的
活化能; 根据活化能大小, 可再进一步判断其运动基团
的类型. 反之, 若符合 VFT 方程, 我们也可以计算 Tg.
如图 6 所示松弛频率 fp 为损耗峰值的频率, 其与松
弛时间的关系为 τ＝1 (2π f p ) . 所以, 在此与松弛时间一
同介绍. 得到松弛频率 fp 后, 可以将其与活化熵 ΔS 联
系在一起, Starkweather 等[22～25]总结出如下公式:
k
T
EA＝RT [1＋ ln(
)＋ln( )]＋T ΔS
(24)
2π h
fp
其中 fp 为松弛频率, T 为松弛温度, R 为气体常数, h 为普
朗克常数. 利用此式, 我们可以求解松弛过程的活化熵
ΔS . 对于单一的松弛过程, 相对来说并不需要协同运
动, 因此活化熵 ΔS 趋于零. 然而, 如果是复杂的松弛
过程, 就需要协同运动, 此时就会获得较大的活化熵
Δ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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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松弛时间除上述的运用, 还可以用于前述的
数学解析模型. 利用合适的时间函数, 得出松弛时间的
分布. 我们知道链段尺寸不同时, 链松弛所需的时间是
不一样的; 链段尺寸越大, 运动就越慢. 因此, 再次达
到平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反之, 链段尺寸越小,
链段再次达到平衡位置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2.4 小结

介电松弛谱技术是利用物质自身的电性质的变化
而得到信息, 对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极其敏感. 通过解析
介电松弛谱弛豫过程, 可得出分子运动的特征时间. 与
力学谱相比, 要更加精确; 而且其覆盖的频率范围也更
加宽广. 但是目前介电松弛谱应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 每一个普适的解析公式、一种数学解析方程所能解
析的材料是比较有限的, 甚至有的材料都不符合现存的
公式. 因此, 这也是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目前而言, 利用介电松弛谱来解析聚合物材料的特
性, 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进行变量探究, 例如通过改
变聚合物中某些组分含量[26], 添加改性剂[27,28], 再对改
性后的聚合物材料性能进行介电测量. 这种方法主要用
于固体聚合物材料中. 二是当要进一步探究聚合物内部
动力学信息时, 就需要解析聚合物特征参数. 例如要探
究主侧链都具有极性的聚合物在不同温度下的动力学
信息[22,29]、分子量变化对聚合物松弛的影响[15]、侧链长
度对松弛的影响、聚合物膜对离子的选择性[30]时, 就需
要借助前面介绍的数学模型解析出所需的信息.

3

动力学特征参数的应用

在对聚合物的动力学行为进行探究时, 数学方程的
运用是不可缺少的. 其技术路线是: 首先利用仪器测出
电介质的实验数据, 再利用函数模型、拟合实验数据得
出介电特征参数; 根据极化机制选择合适的解析介电参
数的模型; 最后经过复杂计算得出电介质内部各区域的
信息. 现在我们介绍如何通过特征参数获取信息.
3.1 特征参数 ε ′ 和 ε ′′ 应用

通常来说, 做介电测试可以获取 20 余种电学参数.
但我们一般都会选取 ε ′ 和 ε ′′ 参数作图. 因为绝大多数
的分析手段都是直接建立在这两个参数之上, 因此对其
介绍便十分必要. 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介电常数的变化获
取信息, 如 Rozanski[27]、Adachi[31]、Lou[32]、Gao[33]等, 他
们都是根据介电常数的变化来判断材料性能的变化, 我
们不妨以 Rozanski 研究为例来说明. Rozanski 研究了聚
{3-[N-(ω-甲基丙烯酰氧基烷基)-N,N-二甲基氨基]丙磺
酸盐}(以 P3 代替)复合 NaI 对其导电性的影响, 如图 8
所示.
随着 NaI 含量的增加, 复合材料 P3 的介电常数实部
和虚部都在不断增大. 这是因为 NaI 增加了复合材料 P3
电子迁移率, 以及增加了有效迁移电荷密度, 才致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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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温度为 396 K 下, 不同 NaI 含量 P3 的复介电常数 ε ∗ (ω ) 的实
部 ε ′ 和虚部 ε ′′ 对频率作图
Figure 8 (a) Real ε ′ and (b) imaginary ε ′′ parts of the complex
dielectric function ε ∗ (ω ) versus frequency for P3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I added (T＝396 K)[27]

合材料的复介电常数的实部和虚部增大.
另外还可以利用介电常数对介电损耗作图来解析,
也称之为 Cole-Cole 复平面图解析方式. 例如林生军[34]、
Százdi[35]和 Zhao[36]等的研究工作. 如图 9 所示为环氧树
脂在 120～180 ℃范围内的 Cole-Cole 图(除去直流导电
部分), 林生军研究发现在 10－1～107 Hz 范围内, 120 ℃
时只能观察到 α 松弛过程, 而当温度增加至 140 ℃以上
时, 能够同时观察到 α 松弛过程和 δ 松弛过程. 这就说
明了在 10－1～107 Hz 范围内, 只有当温度升高到 140 ℃
后才能提供足够能量促使发生 δ 松弛, 或者说温度升高
到 140 ℃后缩短了 δ 松弛的松弛时间并达到了实验可
观察时间范围.

图 9 环氧树脂在不同温度下不含直流电导的 Cole-Cole 图
Figure 9 Cole-Cole plots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excluding direct current (DC) conductivity[34]

3.2

Δε 松弛强度的应用

在所有的介电参数中, 松弛强度( Δε )的应用非常
广泛, 在解析分子运动信息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 Liu[15]、Schick[37]及林生军[34]等在其工作中都涉
及到用 Δε 松弛强度进行解析. Liu[15]在研究侧链液晶聚
合物的动力学和统计学中发现, 侧链液晶在液晶场作用
下与传统的高分子动力学和统计学有明显不同. 其中在
证明侧链液晶的统计学现象时就利用了解析参数 Δε ,
作者利用 Onsager 等式来建立松弛强度( Δε )与均方回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旋半径(  Re 2  )之间的关系, 求解  Re 2  , 其等式见式
(20). 为了描述聚合物链统计学, 通过建立分子尺寸与
聚合物相对分子质量之间的关系, 即  Re 2  ~ N 2υ , 式中
υ 为 Flory 因子, 而 N 表示统计学中聚合物链的单体单
元个数, 其与聚合物相对分子质量( M W )成正比, 如图
10 所示, 左侧为熔融态(Iso),右侧为液晶态(SmA)的
EOBC1、EOBC2 和 EOBC3 分子量依次递增的侧链液晶
高分子. 从小插图中可以得出: 在液晶态中 υ ≈ 0.5 , 在
熔融态中 υ ≈ 0.6 , 这也说明在液晶态中聚合物链为高
斯链, 在熔融状态下为自规避路径. 结果很好的结合松
弛强度解析出侧链液晶聚合物链统计学信息.

图 10 不同分子量液晶的根均方末端距随温度的变化
Figure 10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oot mean squared end-to-end
distance (⟨Re2⟩1/2) of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liquid crystals[15]

Schick[37] 和林生军 [34] 在其研究中用介电松弛强度
( Δε )对 T 的倒数作图进行分析. 两人的工作分别如图
11a 和 11b 所示. 非极性材料的松弛强度一般与温度无
关, 而极性材料在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上, 松弛强度与温
度倒数成正比. Schick 等[37]探究了侧链液晶聚合物中各
种转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起因, 在图 11a 中, 竖直的虚线
表示相转变处(由各向同性的熔融态转变到液晶相). 从
图 11a 可看出, 同在相转变处, α 和 δ 的松弛行为存在明
显的差异. 对于 α 松弛来说, 从熔融态到液晶态的转变,
其介电松弛强度( Δε α )并没有产生突变; 反观 δ 松弛在
熔融态中, 介电松弛强度( Δε δ )对温度并不存在依赖性,
直到相转变处发生突变, 介电松弛强度( Δε δ )对温度出
现了依赖性且为线性关系. 说明两者松弛转变的起因存
在着差异. 图 11b 是林生军等[34]探究了环氧树脂的运动
特性随温度的改变的结果, 可以看出环氧树脂的介电松
弛强度与温度的倒数成正比.
根据文献 [38 ～ 40], 得知其主要是由转向偶极子造成
的. 当温度低于玻璃化温度时, 由于环氧树脂的自由体
积过小以至于不能提供链段运动的空间和自由体积; 随
温度的升高, 开始了链段运动、固有偶极子转动、进而
出现介电松弛现象.
3.3 松弛时间 τ 的应用

松弛时间( τ )同前面所介绍的参数一样, 在解析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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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体积越大, 能量也越高. 因此, 分子链运动更加
容易, 松弛时间缩短. 另外, 从图 12 中还可看出: 同一
温度下松弛时间还存在分布, 主要原因是分子链运动并
非由于单一尺寸所贡献的, 而是由不同尺寸结构单元一
起运动所致. 链段尺寸越小, 松弛时间越短; 尺寸越大,
松弛时间亦越长. 而图 12 中峰的高度是指同一分子链
尺寸的松弛运动对总的松弛运动的贡献, 峰值越高表明
该尺寸的链段运动最多.

图 12 环氧树脂在高温下的松弛时间分布
Figure 12 Relaxation time distribution of Epoxy resin at high temperature[34]
图 11 (a) α 松弛转变介电松弛强度 Δε α 对温度倒数作图. 插图为 δ
松弛转变介电松弛强度 Δε δ 对温度倒数作图. (b) α 松弛转变介电松弛
强度 Δε α 对温度倒数作图
Figure 11 (a) Dielectric relaxation strength Δε α for the α-relaxation
versus inverse temperature. The insets gives the dielectric relaxation
strength Δε δ for the δ-relaxation versus inverse temperature. (b) Dielectric relaxation strength Δε α for the α-relaxation versus inverse temperature[34,37]

电松弛谱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众所周知, 分子链
尺寸不同, 松弛时间也会随之改变. 尺寸越大, 分子链
从非平衡态到平衡态转变所需要的时间越长; 尺寸越
小, 所需时间越短. 林生军等[34]在研究环氧树脂分子链
运动特性时对不同分子链的松弛时间进行了解析. 因为
环氧树脂的介电松弛过程符合 Havriliak-Negami 方程式
(19), 所以, 可以采用 Havriliak-Negami 公式中松弛时间
分布公式[41]:
(τ τ α ) βα sin(γθ )

1
g (τ )＝ ⋅

π ((τ τ α )2 β ＋2(τ τ α ) β cos(βπ )＋1)r 2

θ＝arctan

sin(γπ )
(τ τ α ) β ＋ cos( βπ )

(25)

(26)

其中 g (τ ) 为松弛时间函数(也作松弛时间强度), τ 为分
子链松弛运动的时间, θ 为与松弛时间相关的一个角
度. 通过以上两式, 可以计算出环氧树脂的松弛时间分
布(如图 12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环氧树脂的松弛时间
与温度的依赖性. 随着温度升高, 松弛时间逐渐缩短.
这一现象与现有的理论吻合[42], 温度越高, 分子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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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建立松弛时间与 Arrenius 方
程(式 21)和 Vogel-Tammann-Fulcher (VFT)方程(式 22)之
间的关系. Elmahdy[43], Vallerien[44], Maxwell[22]等都采用
这两个关系式来解析链运动的信息. Elmahdy[43]在其工
作中探究了“限制作用”对聚合物局部链段运动和离子
迁移的影响, 利用宽频介电松弛谱仪测试 PEO/层状硅
酸盐纳米复合材料, 图 13a 为测试所得的介电松弛谱图,
其中: M *＝1 ω * , M ′′ 为模量损耗.
采用模量损耗而不是介电损耗对频率作图的优点
在于可以消除电极极化和电导的贡献. 在图 13b 中, 根
据式(21)和(22)的对数形式, Arrenius 方程的对数形式为
一次函数, 而 VFT 方程为非一次函数, 故可知, α'松弛
过程和β松弛过程都具有 Arrenius 温度依赖性, 而 α 过
程明显不具有 Arrenius 温度依赖性, 而是符合 VFT 关系
式. 从图 13a 可以看出, 在不添加纳米硅酸盐的纯 PEO
中是不存在 α'松弛过程的.
随着 PEO 含量的降低(自图的底部向上的顺序), 出
现 α'松弛过程且松弛损耗逐渐增大, 说明添加纳米硅酸
盐对 PEO 的限制作用影响了其松弛过程. 另外, 通过不
同松弛过程的松弛时间与温度的 Arrenius 关系图, 可求
出 α'松弛过程在不同 PEO 含量下的活化能, 如表 1. 可
明显看出: 随着 PEO 含量的减少, α'松弛越来越快、越
来越容易. 故可通过添加纳米硅酸盐来破坏 PEO 的结
晶态, 增加“限制”作用, 促进聚合物链的局部运动.
Vallerien 等[44]在利用宽频介电松弛谱研究侧链液
晶聚合物的松弛运动中, 被测试的三个样品都含有苯甲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化 学 学 报

综述

图 13 (a)不同 PEO 含量的 PEO/层状硅酸盐纳米复合材料的介电松弛
谱图(其中左右两侧为不同温度条件). (b)不同 PEO 含量的 PEO/层状
硅酸盐纳米复合材料的 Arrenius 关系图
Figure 13 (a) Dielectric spectra of PEO/layered silicate nano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PEO contents where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ar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conditions. (b) Arrenius diagram of PEO/layered silicate
nano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PEO contents[43]
表 1 不同 PEO 含量, α'松弛过程的活化能
Table 1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α' relaxation with different PEO contents[43]
PEO 含量
活化能

30%
50%
70%
80%
12±3 kJ/mol 13±3 kJ/mol 17±2 kJ/mol 28±3 kJ/mol

酸苯酯液晶相, 区别在于与主链连接以及侧链端末处亚
甲基的数目不同. 所有样品都存在具有 WFT 温度依赖
性的 α 松弛过程和玻璃态下的β松弛. 运用 HN 公式(式
19)可以得出平均松弛时间 τ 以及松弛速率 υ ≡ 1 τ (也作
松弛频率 f). 结果如图 14 所示(i 表示熔融态, n 表示液晶
态, g 表示玻璃态). 在图 14a 中, 在玻璃态中的β松弛展
现出 Arrenius 温度依赖性, 而且从图 14 可以看出, 在三
个样品中β松弛行为基本保持一致, 不受主链、端基和空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间长度的影响. 因此, 可以知道β 松弛主要是与极性的
苯甲酸苯酯基团的转动有关.
随着温度的升高, 在 Tg 附近出现了α松弛, 且具有
WLF 温度依赖性, 基本不受侧链液晶相的影响, 可以判
断是主链的局部链段松弛, 即玻璃化松弛. 在靠近清亮
点处, 出现了第三个松弛过程, 定义为δ松弛过程, 且受
端基和空间长度影响较大, 主要是由与主链相连的整个
侧链转动造成的. 在低温时, 分子链被冻结、自由体积
受限使得链无法运动, 所以δ松弛过程在低温时被限制.
但在 PMA 64 中, 在极低温度下出现了γ松弛过程, 这主
要是由侧链的端基转动造成. 此四种松弛过程的松弛方
式如图 15 所示.
Maxwell 等[22]在研究添加剂对次级松弛影响中, 利
用介电、力学两种主要的技术来研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次级松弛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不同分子量添加
剂对次级松弛过程的影响. 他们注意到在聚合物/添加
剂混合物中, 在低于玻璃化转变中存在一个次级β松弛.
通过力学和介电松弛谱(核磁辅助), 发现次级 β 松弛并
不是单一的松弛过程, 而是由两个松弛过程叠加在一
起, 在松弛峰高温侧是由苯环转动造成的, 而在低温一
侧是由羰基转动造成的.
Maxwell 等[22]通过对纯 PET 添加不同添加剂, 发现
在力学谱图和介电松弛谱图中得出的现象不同. 如图
16a、16b 所示. 在力学谱图 16a 中, 明显可看出: 在次
级松弛峰的高温侧被添加剂抑制较多, 而低温侧基本不
受影响. 反观介电松弛谱图 16b 中, 高温和低温侧都基
本不受影响. 他们还利用 Arrenius 方程(式 21)求出力学
谱图和介电松弛谱中次级松弛峰的松弛活化能如表 2 和
表 3 所示. 从表中明显看出: 在力学谱中纯 PET 的活化
能要高于介电松弛谱中纯 PET 活化能. 在表 3 中, 介电
松弛谱中的纯 PET 的活化能和在增加添加剂后的 PET
活化能差别不大且和表 2 力学谱中增加添加剂后的 PET
的活化能相同. 此现象可以解释为: 力学谱所能探测的
范围较广泛, 而介电松弛谱所探测的仅为带有极性的基
团. 所以, 对于 PET 主链上的苯环和羰基的转动, 力学
谱都能探测到; 而介电松弛谱只能探测到极性基团羰基
的转动. 因此, 可以认为: 力学谱上的次级 β 松弛是由
两个松弛过程叠加在一起的; 而添加剂能够抑制高温一
侧的苯环运动. 除此之外, Maxwell 等[22]还利用式(24)求
出松弛过程的活化熵, 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
3.4 小结

上述三种特征参数, 即: 相对介电常数ε' 和介电损
耗 ε ′′ 、 Δε 松弛强度、松弛时间 τ , 是常用于高分子链
动力学行为研究的手段. 最初科学家们是通过利用多种
传统手段, 例如, 力学谱、核磁、流变学、光散射等与
介电松弛谱法进行对比, 后来发展为将特征参数与一些
常规的方程联系在一起求解. 最后就是将参数与统计学
建立联系, 进一步深入研究高分子链动力学行为. 所以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ioc-journal.cn

613

化 学 学 报

综述

图 16 (a)不同添加剂对 PET 次级松弛影响的力学谱图. (b)不同添加
剂对 PET 次级松弛影响的介电松弛谱图. (c)纯 PET 的介电松弛谱图和
含有添加剂的 PET 力学谱图的对比
Figure 16 (a) Mechanical spectra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dditives on
PET secondary relaxation. (b) Dielectric spectra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dditives on PET secondary relaxation. (c) Comparison of dielectric relaxation spectra of pure PET and mechanical spectra of PET that contains
additives[22]
图 14 不同样品松弛时间的温度依赖性
Figure 14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laxation time of different
samples[44]
α Relaxation

CH2
R1

C

O
C

n

O

(CH2)n

O

δ Relaxation

C

O
β Relaxation

R2
γ Relaxation

图 15 侧链液晶聚合物的松弛示意图
Figure 15 Relaxation of side-chain liquid crystal polymer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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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er additive blends
PET
PET/DMT
PET/TPDE
PET/DMN
PET/BDM
PET/CDM

Activation energy mechanical/kJ
70±8
57±9
54±9
57±9
53±9
48±9

O

n = 2, 6
R1 = H, CH3
R2 = -OCH3, -OC4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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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ET/添加剂共混物中 β 弛豫峰的力学谱活化能
Table 2 Activation energies of mechanical spectra for the β relaxation
peak in PET/additive blends[22]

表 3 PET/添加剂共混物中 β 弛豫峰的介电谱活化能
Table 3 Activation energies of dielectric spectra for the β relaxation
peak in PET/additive blends[22]
Polymer additive blends
PET
PET/DMT
PET/T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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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energy/kJ
56±10
53±14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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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 随着认知的不断深入, 介电
松弛谱的解析方式将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

4

结论与展望

众所周知, 研究高分子链动力学是一件极具技术挑
战性的事情. 传统研究高分子链动力学的方法, 针对固
体材料的有力学谱; 液体有剪切流变. 但是一旦高分子
链的动力学变得复杂起来, 上述两种方法将会受到极大
的限制. 作为另一个通用的技术, 介电松弛谱能够在更
宽范围内探测不同松弛过程带来的偶极子转动. 到目前
为止, 在利用介电松弛谱研究高分子链动力学中, 主要
集中于研究无定型固体聚合物以及液晶类聚合物. 然而
对具有光电功能的共轭聚合物材料, 鲜有运用介电松弛
谱技术的研究, 但已有用光散射技术的研究报道 [45,46].
因此利用介电松弛谱法去探究有机光电材料不同构象
的转变机理, 为从本质上去调控有机光电材料构象的有
序性提高光电器件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Referenc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作者简介

[19]
[20]
[21]

雷冬,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2017 年毕业于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同年 9 月
进入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师从陆丹教授. 主
要应用宽频介电松弛谱仪, 静/动联用光散射技术, 从事共轭
高分子的松弛与转变, 以及溶液动力学的研究.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陆丹, 理学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3 年考入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攻读硕士学位后直博. 师从于冯之榴、李滨耀研究员, 1998
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1998～2001 年, 在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
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师从于沈家骢院士做博士后研究工
作, 后留校任教. 研究兴趣主要包括: 共轭高分子链构象变化
对载流子迁移特性影响的研究; 外电场对共轭高分子有序结
构的调控及载流子迁移特性的影响; 共轭高分子 PFO 链构象
及其凝聚态结构的标度律研究.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36]
[37]
[38]
[39]
[40]

[41]

Williams, G.; Thomas, D. K. Novocontrol Applications Note.
Schönhals, A. Novocontrol Application Notes.
Mijovic, J.; Fitz, B. D. Application Notes, Novocontrol.
Kremer, F. Non-Cryst. Solids 2002, 305, 1.
Kremer, F.; Schönhals, A. Broadband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Springer, 2003, pp. 21～30.
Yin, Z.-W. Dielectric Physics, Science Press, Beijing, 2003, pp.
566～567. (殷之文, 电介质物理学,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3, pp.
566～567.)
Davidson, D. W.; Cole, R. H. J. Chem. Phys. 1950, 18, 1417.
Davidson, D. W.; Cole, R. H. J. Chem. Phys. 1951, 19, 1484.
Cole, K. S.; Cole, R. H. J. Chem. Phys. 1941, 9, 341.
Havriliak, S.; Negami, S. Polymer 1967, 8, 161.
Oikawa, S.; Sasaki, A.; Toyota, T.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ydney, Australia, 1998, pp. 75～82.
Qian, B.-G.; Xu, G.-F.; Yu, F.-S. Transition and Relaxation of Polymers, Science Press, Beijing, 1986, p. 103. (钱保功, 许观藩, 于赋
生, 高聚物的转变与松驰,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6, p. 103.)
Zhao, K.-S.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Beijing, 2008, p. 20. (赵孔双, 介电松弛
谱方法及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2008, p. 20.)
Mijovic, J.; Fitz, B. D. Mater. Sci. 1998, 2, 1531.
Liu, Y.; Li, Y.; Xiong, H. ACS Macro Lett. 2013, 2, 45.
Adachi, K.; Kotaka, T. Prog. Polym. Sci. 1993, 18, 585.
Zimm, B. H. J. Chem. Phys. 1956, 24, 269.
Ngai, K. L.; Plazek, D. J.; Roland, C. M. Phys. Rev. Lett. 2009, 103,
159801.
Sokolov, A. P.; Schweizer, K. S. Phys. Rev. Lett. 1998, 80, 1453.
Schönhals, A.; Kremer, F.; Hofmann, A. Phys. Rev. Lett. 1993, 70,
3459.
Dudowicz, J.; Freed, K. F.; Douglas, J. F. J. Phys. Chem. B 2005,
109, 21285.
Maxwell, A. S.; Monnerie, L.; Ward, I. M. Polymer 1998, 39, 6851.
Starkweather, H. W. Polymer 1991, 32, 2443.
Starkweather, H. W. Macromolecules 1988, 21, 1798.
Starkweather, H. W. Macromolecules 1981, 14, 1277.
Wang, F.-F.; Zhang, P.-H.; Gao, M.-Z. Acta Phys. Sin. 2014, 63, 364.
(王飞风, 张沛红, 高铭泽, 物理学报, 2014, 63, 364.)
Rozanski, S. A.; Kremer, F.; Köberle, P. Macromol. Chem. Phys.
1995, 196, 877.
Gondaliya, N.; Kanchan, D. K.; Sharma, P. Polym. Compos. 2012,
33, 2195.
Ribelles, J. L. G.; Dueñas, J. M. M.; Pradas, M. M. J. Appl. Polym.
Sci. 1989, 11, 45.
Zhang, H.; Hanai, T.; Koizumi, N. Bull. Inst. Chem. Res., Kyoto
Univ. 1983, 61, 265.
Adachi, K.; Kotaka, T. Pure Appl. Chem. 1997, 69, 125.
Lou, N.; Wang, Y.; Li, X. Macromolecules 2013, 46, 3160.
Gao, M.; Zhang, P.; Wang, F. IEEE 2014, pp. 234～237.
Lin, S.-J.; Huang, Y.; Xie, D.-R. Acta Phys. Sin. 2016, 65, 296. (林
生军, 黄印, 谢东日, 物理学报, 2016, 65, 296.)
Százdi, L.; Ágnes, Á.; Pukánszky, B. J. Macromol. Mater. Eng.
2006, 291, 858.
Zhao, K.; Yasuhiro, M.; Asaka, K. J. Membr. Sci. 1991, 64, 163.
Schick, C.; Sukhorukov, D.; Schönhals, A. Macromol. Chem. Phys.
2001, 202, 1398.
Jin, W.-F. Dielectric Physics,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Beijing,
1997. (金维芳, 电介质物理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 1997.)
Kremer, F.; Schönhals, P. D. A. Broadband Dielectric Spectroscopy,
Springer, 2003, pp. 350～350.
He, M.-J.; Chen, W.-X.; Dong, X.-X. Polymer Physic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2007. (何曼君, 陈维孝, 董西侠, 高分子
物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7.).
Alvarez, F.; Alegra, A.; Colmenero, J. Phys. Rev. B: Condens. 1991,
44, 7306.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ioc-journal.cn

615

化 学 学 报

综述

[42] Liu, F.-Q.; Tang, X.-Y. Polymer Physics,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2004. (刘凤岐, 汤心颐, 高分子物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4.)
[43] Elmahdy, M. M.; Chrissopoulou, K.; Afratis, A. Macromolecules
2006, 39, 5170.

[44]
[45]
[46]
[47]

Vallerien, S. U.; Kremer, F.; Boeffel, C. Liq. Cryst. 1989, 4, 79.
Li, T.; Huang, L.; Bai, Z. Polymer 2016, 88, 71.
Li, T.; Liu, B.; Zhang, H. Polymer 2016, 103, 299.
Hanai, T. Kolloid Z 1961, 177, 57.
(Cheng, B.)

616

http://sioc-journal.cn

© 2018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ta Chim. Sinica 2018, 76, 605—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