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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 α - Fe 粒子对磁性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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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报道在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中加入球磨超细α- @; 粒子对其磁流变性能的影响，主要研

究其动态屈服应力的变化，沉降稳定性的改变以及超细粒子对相变结构的可能影响。超细 α- @;
粒子的加入，能使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的抗剪切能力有明显变化，悬浮稳定性增强。对其它几种超
细粒子实验结果进行了简要讨论。超细粒子对磁流变性能影响程度取决于加入物与磁性颗粒的重
量比例、加入物质的性质以及所加入超细粒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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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25 . >

1

引

文献标识码：B

言

磁流变液作为一种新型智能材料，以其对外加磁场的快速响应和很高的力学性能引起了
广泛的兴趣，同时磁流变液还具有低工作电压、良好的稳定性、高度的抗污染性和可用外加磁
场调控 性 能 等 特 点。应 用 磁 流 变 液 的 新 型 工 程 实 用 器 件 诸 如 离 合 器（ cl8:cC;9 ）、制 动 闸
（?DaE;9）、减振器（ 9CocE a?9oD?;D9）、光学器件高效抛光（ oF:ical Foli9Ci=G）、柔性夹具（ @l;Hi?l; IiHJ
:8D;）等不仅具备传统器件的全部功能，同时具有损耗更小、更容易进行自动调节和控制以及响
应速度更快的优点，因而磁流变液的理论和应用是目前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1 - 6］。随着磁流
变液实用器件的开发和应用，对磁流变液材料的设计和制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制
具有高力学性能、稳定性良好的新型磁流变液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磁流变液的液固“相变”
过程及其相变前后的结构变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为深入探讨影响磁流变液固化机
理、
微结构及流变学性能的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另一个侧面进行工作。在磁性
粒子浓悬浮体系中，加入颗粒尺寸较磁性颗粒小得多的纳米级超细粒子添加物。这种超细粒
子添加物能对所加入的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力学性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添加物质还使
制备的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稳定性显著增强。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在流变性能和稳定性方面
的这种变化，应该是添加物对体系微结构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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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超细α- @; 粒子的制备：将一定量微米级α- @; 粉体与适量表面活性剂、轻质有机溶剂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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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置于氧化锆球磨机中，选择合适的球 / 粉体比例进行球磨。球磨时间为 48 h 到一周，
球磨所得样品经 X 射线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其粒度和粒度分布。
磁性粒子浓悬浮液的制备见文献［7］。制备所用的磁性粒子原料粉体尺寸在 3 ～ 10 µm，典
型样品的平均粒径为 4 . 2 µm；超细粒子平均粒径约为 50 nm，粒径分布范围 20100 nm，在制备
过程中加入。为比较起见，样品制备有几种类型的对比试样：即不含超细α- Fe 粒子和含有超
细α- Fe 粒子的磁性粒子浓悬浮液以及仅含纯超细α- Fe 粒子悬浮体系。经定时观察并间隔
一定时间取样进行分析测量其稳定性和沉降情况。用直接测量方式在自制的碟片旋转式磁流
变液测定仪上测定其在磁场下的剪切应力［8］。

3

结果与讨论

3 . 1 α- Fe 粉体的球磨条件
对微米级α- Fe 粉体的球磨必须加入表面活性剂和适当的溶剂。因为对于磁性颗粒，球
磨粉碎后相互碰撞会导致粒子的团聚，无法得到所需的超细粒子。球磨中加入的表面活性剂
量以占粉体量 2%5% 为宜。表面活性剂加入量过少不能保证将粒子表面全部包裹，过多将影
响球磨效果。适当轻质溶剂的加入能侵润粒子表面从而提高球磨的效率。超细粒子的平均粒
径和粒度分布与球磨时间密切相关。对不同球磨时间样品的分析表明，球磨超过 48 h 粒子尺
寸就会显著减小。球磨超过 144 h 以后，粒子的尺寸与球
磨时间无关。图 1 是球磨 96 h 的超细α- Fe 粉 XRD 图，
可见 XRD 谱明显宽化，显示类似纳米α- Fe 的形状。由
谢乐公式计算出平均粒径约为 50 nm，这与 TEM 观测得
到的结果一致。
3.2

超细粒子对磁流变性能的影响
实验指出：在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中加入不同性质

的超细粒子对其磁流变性能的影响区别很大；而对于同
2θ（
/ o）

种超细粒子，其磁流变性能的变化与超细粒子的加入量
有关。一般而言，超细粒子的加入均能使磁性粒子浓悬
浮体系的动态屈服应力增强，但明显有些超细粒子的增

图1
Fig. 1

球磨超细α- Fe 粉体 XRD 图

X - ray diffraction of milling superfine α- Fe

强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然而，对于所有研究的超细颗粒或纳米粒子，动态屈服应力的变化均与
小粒子的加入量密切相关。我们主要以添加物为超细 α- Fe 粒子作为研究对象，在 α- Fe 与
磁性颗粒比例（重量比，下同）小于 5% 时，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磁流变性能与 α- Fe 粒子的加
入基本无关，剪切应力只是略有增加，添加物质对悬浮体系力学性能的增强很不明显。加入量
在 5%10% 时，所制备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的力学性能随加入量不断增强，但增强效应与 αFe 粉体的加入量并不成正比，剪切应力的增加值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加入量在 10%30%
时，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剪切应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在 400 mT 以上的磁场下，剪切应力净增
加值在 30% 以上。但加入的超细α- Fe 粉体量太大时，悬浮体系初始粘度明显增大。图 2 给
出了加入 30% 超细α- Fe 粉体时，所制备的浓悬浮体系磁流变液剪切应力磁场变化的情况，中
间的曲线是未加超细粉体的情况。由图 2 可见，在α- Fe 粉体的加入量达到 30% 时，零场粘度
较大，存在一定的剪切应力。这可能是由于超细粒子团聚引起的结果。
在磁流变液固化的过程中，同一方向的磁性颗粒在磁场作用下沿着一定的方向成线状排
列，
而在垂直磁场方向同一平面的近距离粒子之间也要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排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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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这样固化的磁流变液就形成了外面是线型
聚集连续的链，链与链相互作用形成中间有一定
量的溶剂和一定空隙的结构空间。当对固化的磁
流变液进行剪切时，需要加以额外的能量结构才
会被破坏。形成的结构越紧密、缺陷越少则其对
应的剪切应力越大。在磁流变液中加入少量的 α
- Fe 粉体以后，超顺磁性的小粒子与溶剂一起渗
透在磁流变液所形成的结构空隙中，相当于结构
的空隙减少并部分满足微米磁性颗粒由于空间位
阻产生的磁场强度要求，降低了磁流变液的结构
缺陷，因此使磁流变液的力学性能增强。我们对

图2

浓悬浮体系加入α- Fe 粉体前后剪切应力比较
Fig. 2

Comparison the results between samples
containing superfine Fe or not

磁场下固化的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进行的结构观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在沿磁场方向上，明显可
以看出颗粒之间总体呈现链状排列形态，而且这种链状与所加磁场的强弱有关。其中的微结
构和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α- Fe 粒子可能在磁流变液的微结构中
起重要作用。
3.3

加入其它超细粒子或纳米物质的影响
加入其它超细粒子或纳米物质到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时，得到和 α- Fe 粉体基本一致的

结果，而某些磁性纳米粒子的加入对磁流变效应的增强更加显著。实验结果表明，在磁性粒子
浓悬浮体系中加入本实验室合成的纳米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纳米 γ - Fe2 O3 以及
Fe3 O4 时，均能产生磁流变性能的增强效应。但在较高磁感应强度下（大于 400 mT），PMMA 增
强效应要明显低于纳米 γ- Fe2 O3 和 Fe3 O4 ；而加入量较大时，Fe3 O4 的增强效应在三种超细粒
子中最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非磁性纳米粒子 PMMA 的密度和强度较小，容易浮游在悬浮
体系的表面，因而加入这种非磁性粒子的浓悬浮体系均匀性和稳定性都较加入超细 α- Fe 粉
体、γ- Fe2 O3 以及 Fe3 O4 的样品为差，而且剪切时易产生纳米颗粒聚集现象。非磁性粒子对磁
流变性能的增强较为有限，PMMA 所能增大的最大剪切应力大约在 10% 左右，增强效应的显
著程度低于加入磁性超细粒子的试样。
3.4

纳米物质对沉降稳定性的影响
磁性颗粒由于本身固有磁矩的作用，具有强烈的聚集倾向。在浓悬浮体系中加入纳米物

质所制备的磁流变液，其沉降稳定性明显增强。纳米物质的加入，使得它与溶剂共同构成的分
散介质的密度增大，这样分散介质与磁性颗粒的密度差减小，使两者的密度更加“匹配”，增大
了分散体系的稳定性。此外，在磁流变液中加入纳米物质以后，纳米物质本身由于布朗运动能
够克服重力的作用，颗粒均匀分散在溶剂中，在体系中的不断运动和多次碰撞也消耗磁性颗粒
下降时的动能，对微米尺寸的磁性颗粒聚集和沉降起到阻碍的作用，并且能够“支撑”下沉的微
米磁性颗粒，因而使悬浮体系的稳定性增加。

4

结

论

在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中加入适量的超细粒子或纳米级磁性物质，可以使体系的磁流变
性能产生显著变化，在磁场下的剪切应力明显增加。但这种变化与物质的加入量密切相关。
加入超细α- Fe 粉体小于 5% 时，基本上对体系磁流变性质没有影响。加入量在 10%3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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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悬浮体系剪切应力净增加值快速增大。加入量为 30% 时，在 400 mT 以上的磁场下剪切应力
净增加值在 30% 以上。此外，一定量此类添加物质的加入，可以有效地增加悬浮体系的稳定
性。对磁性粒子浓悬浮体系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能够应用在器件中的实用性磁流变液。
因此，在新型高性能磁流变液材料的设计、制备中，适当种类和适量的超细粒子及纳米添加物
质可能会使所得到的磁流变液力学性能更加优越，更加均匀，稳定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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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hanced MR Effect of Dense Magnetic Particles
Suspensions Consisting of Superfine α - Fe Particles*
Jiang Wanquana， Zhu Chunlinga， Chen Zuyaoa** ， Zhou Gangyib

Zhang Peiqiangb

（ a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b . Department of Mechan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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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ported that magnetorheological（MR）effect was enhanced when superfine α- Fe parti-

cles and other nanosize particles were added to suspensions of dense micron magnetic particles . The effect
of adding superfine particles on dynamics shear stress，sedimentation stability and structure of solidified
MR of magnetic suspensions were studied . The experiment showed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shear stress
and much stability of sedimentation when the suspension consisting of superfine particles . The enhanced
MR effect by superfine particles dealt with the properties，weight ratio and scale of superfine partic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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