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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安

710049）

聚酰亚胺（PI）等介质材料易受到空间环境带电粒子作用而带电，并导致沿面闪络。为了揭

示表面闪络的影响因素进而探索闪络抑制方法，建立了表面闪络测试系统，采用纳米、微米 ZnO 对 PI
进行改性及表面氟化两种方法对制备的平板 PI 试样进行闪络特性测试。研究发现，与纯 PI 试样对比，
改性、氟化试样的表面闪络电压均有显著提升，基于二次电子发射雪崩（SEEA）模型，材料表面特性
对闪络发展起决定性因素。实验研究表明，纳米及微米 ZnO 颗粒在 PI 内部引入了更多的深陷阱，抑制
电荷脱陷能力；微粒对 PI 填隙，降低脱气率，减少表面气体薄层；降低材料表面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
表面氟化对闪络提升有多方面因素。ZnO 改性与表面氟化综合作用又可进一步提升表面闪络电压。因
此，ZnO 改性及氟化通过提高 PI 材料表面稳定性，抑制了 SEEA 的发展过程，提高了材料闪络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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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Surface Stability of Modified Polyimide and the Suppression
Method of Surface Flashover under DC Voltage in 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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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imide (PI) and other dielectric materials are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action of charged

particles in the space environment, which will lead to the flashover along the surfa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factors to the surface flashover and explore the flashover suppression method, a surface
flashover tes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flat-plate PI sample was prepared and modified by
nano/micron ZnO, also the surface was fluorinated.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ure PI sample,
the surface flashover voltage of the modified and fluorinated sampl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 secondary electron emission avalanche (SEEA) model, surface characteristic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flashover.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at ZnO particle introduces more deep traps in
the material which suppresses the ability of charge removal; the particle reduces the degassing rate of
the PI interstice which restrains the surface gas lamina; the secondary electron emission coefficient on
the surface of the material is declined. Surface fluoridation has many factors to the improvement of
flashover. The combination of ZnO modification and surface fluorination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surface
flashover voltage. Therefore, we consider that surface stability can be improved by ZnO modification
and fluorination, thus restrain the SEEA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aise the material flashover voltage.
Keywords：Surface flashover, polyimide, surface stability, ZnO modification, surface fluor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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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近地轨道高度（100~1 000 km）空间的等离

子体环境中，空间环境主要粒子是原子氧以及低能
电子 [1] 。在此高度运行的航天器表面的介质材料及
金属材料会受到低能电子入射作用。由于金属和介
质材料二次电子发射系数不同，当材料表面电位分
别达到平衡时会产生不等量带电现象，金属和介质
材料表面通常会出现超过 100 V 的电位差 [1] 。另外，
空间中原子氧、电子等侵蚀作用还可能造成航天器
表面材料发生物理、化学变化，造成材料表面脱气，
同时伴有舱体气体、航天器尾炎等产生的气体释放，
导致航天器附近真空度下降，出现低气压区域。如
果三结合点（真空环境、金属与介质材料的接触点）
处暴露在低压气环境中，聚合物材料在极低的直流
电压下容易发生表面闪络现象 [2] ，这是影响航天器
向高电压和大功率发展的瓶颈问题。
聚酰亚胺是一种优异的电气绝缘材料，有良好
的高低温耐受特性，耐受辐照、电晕，抗老化特性
好，因此广泛地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3] 。目前，地面
环境中的介质闪络研究着重于绝缘子闪络，研究不
同电极形状、电压类型 [4-6] 、不同气体环境 [7] 等条件
下的闪络特性，针对航天器表面的聚酰亚胺材料闪
络的公开研究成果较少 [8-9] 。在已有文献中，基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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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发展过程，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不同观点，
并先后提出了多种模型。目前，真空固体介质沿面
闪络条件下最常用的是 R. A. Anderson 等提出的
SEEA 模型 [11] ，而 G. Blaise 和 C. Le Gressus 提出的
电子触发极化松弛（Electron Triggered Polarization
Relaxation, ETPR）模型 [12] 相对应用较少。
1.1

真空沿面闪络 SEEA 模型
基于 S. P. Bugaev[13] 的研究，R. A. Anderson [11]

提出了 SEEA 模型并利用气体放电理论解释真空沿
面闪络现象。该模型认为表面闪络是从局部电场较
高的三结合点处开始发展的。电子受场致发射作用
激发（高温下也会产生热电子发射激发）后轰击介
质材料表面并产生二次电子，电子在静电场作用下
向正电极移动。在运动期间，二次电子会继续轰击
介质材料表面，并在介质表面产生更多新的二次电
子，该过程继续发展最终形成电子崩。电子轰击介
质表面的现象会导致吸附于介质表面的气体因为电
子激励解吸附原理产生中性粒子和带电离子，并最
终导致闪络，过程如图 1 所示。文献[14]总结该模
型可以分为 4 个阶段：①阴极场致发射一次电子；
②电子轰击试样表面产生二次电子；③大量二次电
子引发试样表面脱气；④电子与气体碰撞导致离子
化后产生闪络。

次 电 子 发 射 雪 崩 （ Secondary Electron Emission
Avalanche, SEEA）模型研究了气体解吸附、改性以
及电子辐照等因素对闪络的影响机制，但是对于
ZnO 改性对闪络影响的机理解释较少，对影响材料
闪络特性最重要的表面状态没有深入的研究。

图1

本文搭建了闪络特性测量系统，对聚酰亚胺及

Fig.1

改性试样进行直流沿面闪络测试。基于 SEEA 模型，

真空沿面闪络 SEEA 模型

Vacuum surface flashover SEEA model

该 模 型 可 以 很 好 地 解 释 脱 气 [11] 和 介 质 材 料 的

研究材料改性后的陷阱特性、电阻率、脱气特性变
化对闪络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测试表面氟化处理

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对材料表面闪络特性的影响。

后试样的闪络特性，分析氟化处理改善表面致密性

1.2

对闪络电压提高的机理。对真空、直流条件下的闪
络机理及抑制闪络的方法展开研究。

1

直流沿面闪络理论及影响因素
真空表面闪络是复杂的物理现象，很多科学工

作者目前正着重于研究其发展机理 [10] 。大多数学者
对于沿面闪络过程中的起始阶段与闪络阶段的观点

影响闪络因素及抑制方法
国内外研究真空沿面闪络的主要方法都是通过

电气实验的方式研究各种因素对真空沿面闪络特性
的影响，如真空度 [4] 、电压类型 [5] 、电极的材料及结
构 [6]、表面状况 [15]、表面电荷影响 [16]、温度 [17]、辐
射 [10] 和二次电子影响 [11]等因素。
根据国内外研究以及 SEEA 模型，可以总结得
到闪络抑制方法包括以下两类：

基本相同，即真空沿面闪络起始于阴极、绝缘子、

1）降低材料电荷积累。通过材料改性等方法改

真空三者交界处（三结合点）的电子发射（场致电

变内部陷阱深度和陷阱密度，改变材料内部的电荷

子发射或热电子发射），而最终在绝缘子表面的气体

入陷-脱陷特性，从而降低电荷在闪络通道的聚集，

脱附层中形成贯穿性放电通道。而对于闪络的中间

对闪络过程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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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材料表面稳定性。提高材料表面致密性，
降低气体从材料内部的解吸附；提高材料表面键位
强度，降低二次电子激发概率。
可以总结得到提高材料表面稳定性是抑制闪络
过程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利用 ZnO 改性以及氟化
改性提高了 PI 的闪络电压，并阐述了这两种改性方
法对降低材料电荷积累以及提高材料表面稳定性，

图2

从而提高闪络电压的机理。

2
2.1

Fig.2

实验
试样制备
本实验采用粒径中值 50 μm 聚酰亚胺模塑粉进行

制样。首先，将模塑粉放入烘箱，在 200℃下烘干 2 h；
然后，选取适量烘干后的粉料放入内径为 φ 100 mm
的模具中进行冷压，成型压力为 10~15 MPa，成型
时间为 15~20 s；随后经高温高压压制成型，形成
1 mm 厚的纯聚酰亚胺平板试样 [9] 。
ZnO 表面处理方法：300℃下烘干 ZnO 粉末 3 h
以去除表面有机污秽。准备比例为 9:1 的乙醇-水混
合溶液，调节 pH 至 5 后加入 KH550 硅烷偶联剂，
室温下水解 30 min。将 ZnO 加入水-乙醇的混合溶
液中，在 85℃水温下超声分散 2 h，高速剪切 20 min。
将悬浊液抽滤得到 ZnO，然后在 120℃下烘干备用。
为改善聚酰亚胺的表面闪络电压特性，利用 50 nm
及 1 μm 粒径 ZnO 分别对聚酰亚胺进行改性处理：
首先，将 PI 模塑粉与表面处理过的 ZnO 粉末在去
离子水中共混；然后，将浊液进行高速搅拌和超声
振荡，使两种粉末均匀混合；最后，对混合溶液进
行抽滤，将得到的粉末在烘箱中烘干并研磨成粉。
得到均匀共混的粉末后，按照纯聚酰亚胺制备方式
得到 ZnO 改性聚酰亚胺制备试样。试样扫描电镜

PI 试样 SEM 图

SEM diagram of PI specimens

图 2a~图 2d 为 ZnO 改性 PI 试样断面的 SEM
图，白色较亮的颗粒为 ZnO 颗粒，深色较暗的部分
为 PI 基体树脂。改性剂在 PI 基体树脂中分布均匀，
这是由于 KH550 硅烷偶联剂和超声振荡共同作用，
使得 ZnO 颗粒和 PI 树脂两相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改性剂被大量 PI 基体树脂包裹，均匀地分散在基体
树脂中。微米级 ZnO 粒径在 0.6~1.6 μm 之间，纳米
级 ZnO 粒径在 60~80 nm 之间。图 2e 为纯 PI 的断
面结果。
2.2

表面氟化
对聚合物进行直接氟化是常用的改性方法。

在表面处理过程中，需要对聚酰亚胺试样进行氟
化处理防止氢原子的脱气。为了消除杂质、水分
及表面静电的影响，试样首先需要利用无水乙醇
处理，然后将试样放在真空烘箱中，对试样进行
120℃的热处理 24 h。然后，试样 在 室温环境 下 继
续干燥 12 h。
氟化过程中，试样放置于充满氟气和氮气混合
气体的反应器中，氟气与氮气的体积分数比为 1:7。
每片试样的氟化时间为 2 h，氟化结束后将试样烘干
48 h。氟化样品 SEM 分析如图 3 所示，试样表面得
到厚度约 4 μm 的致密氟化层。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y, SEM）如图 2 所示。

图3
Fig.3

2.3

PI 表面氟化层断面

Cross section of fluorinated layer on PI surface

表面闪络特性实验系统
在闪络测试之前，需要对测试样表面做洁净

处理。首先用无水乙醇对试样表面进行振荡清洗
30 min；然后放在真空烘箱脱气处理 24 h；最后将
试样放在干燥皿中常温保持 12 h。试样表面处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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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准备闪络测量。本实验利用真空闪络测试装置，
-5

在高真空环境（10 Pa）下进行。实验用的聚酰亚胺

的闪络特性。以下从四个方面分析 ZnO 改性对 PI
闪络特性的影响。

试样厚度约为 1 mm，试样直径为 100 mm。利用喷

1）改性复合材料电阻率。

金及金属镂空模具，在聚酰亚胺样品表面溅射镀膜

改性复合材料体积与表面电阻率结果见表 1 和

形成圆形电极，阴极和阳极电极直径为 20 mm，间

表 2。由表 1 可知，微米改性试样与纯试样差距较

距 为 1 mm。 测 量 系 统 包 括 30 kV 直 流 高 压 源 、 1

小，纳米改性后试样体电阻率上升明显。微米改性

000:1 无感电阻分压器、罗氏线圈和示波器。电阻分

试样电阻率呈先增大后下降趋势，纳米改性试样呈

压器测量电压信号，罗氏线圈测量阳极电流信号，

减小趋势。由表 2 可知，微米与纳米改性试样表面

将测量到的电压、电流双路信号采集到示波器，最

电阻率均下降一个数量级。

终得到测试结果。实验系统如图 4 所示。测试环境
为室温，试样表面升压速率为 100 V/s。表面闪络连

表1
Tab.1

改性试样体积电阻率

The volume resistivity of modified PI samples

续测量超过 30 次，测量时间间隔为 60 s，以期得到
稳定结果。

（单位：10 16 Ω·cm）
改性量

纯 PI

1wt%

2wt%

3wt%

5wt%

微米

3.59

3.79

4.52

3.12

1.31

纳米

3.59

9.87

9.73

4.55

4.98

表2
Tab.2

改性试样表面电阻率

The surface resistivity of modified PI samples
（单位：10 15 Ω·cm）

图4
Fig.4

3

表面闪络电压测试系统

Surface flashover voltage testing system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微米、纳米 ZnO 改性 PI 的沿面闪络特性

改性量

纯 PI

1wt%

2wt%

3wt%

5wt%

微米

39.2

1.5

1.81

1.0

2.7

纳米

39.2

8.5

3.3

2.3

8.8

试样的闪络电压与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有

纯样及改性聚酰亚胺试样的真空沿面闪络电压

明显的负相关性，电阻率越小，闪络电压越大。表

如图 5 所示。可以发现，随着改性质量分数提升，微

面电阻率小从而使试样表面电荷沿着闪络通道法向

米改性和纳米改性试样的闪络电压都会先升高后下

方向泄放速率提升，减少了通道内部的电荷积累，

降，在 1wt%及 2wt%改性时，闪络电压提升较小；

抑制闪络发生。文献[18]认为表面电导率的提升加

在 3wt%时，闪络电压最高；在 5wt%时闪络电压有

速了表面电荷沿材料表面迁移。体积电阻率与电荷

不同程度下降。ZnO 对改性 PI 闪络有明显影响。

入陷、脱陷能力相关，在闪络过程中电荷脱陷难度
变大导致闪络发展难度提高，抑制了闪络特性。文
献[19]认为闪络放电导致 PI 材料物化缺陷增多有利
于表面电荷积累，导致闪络更容易发生，而提高表
面电导率也会降低电荷的积累。
2）改性复合材料陷阱性能。
通过热激励去极化电流（Thermally Stimulated
Depolarization Currents, TSDC）法得到去极化电流
与温度关系。利用基于准连续能级分布的改进
TSDC 方法得到连续陷阱能级与陷阱密度关系，最
后获得陷阱能级和陷阱密度，结果见表 3。

图5
Fig.5

改性试样和纯试样的沿面闪络电压

The surface flashover of modified PI samples

ZnO 改性对 PI 的电阻率、陷阱特性、填隙特性
和二次电子特性等都会产生影响，进而改变 PI 材料

纳米改性后试样内的平均浅陷阱能级变化不明
显，均在 0.7 eV 左右，而平均深陷阱能级和密度变
大。对于微米改性试样，改性使得浅陷阱能级减小，
深陷阱能级增加，平均浅陷阱密度、平均深陷阱密
度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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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3

PI 及其改性试样的平均陷阱能级和密度
Average trap energy and density of PI samples

内部微孔在受激时释放气体进入表面吸附层。当固
体材料表面吸附与解吸附气体达到动态平衡后，材

平均浅

平均浅

平均深

平均深

料表面形成稳定的气体吸附层，而这一吸附层在真

陷阱能

陷阱密度/

陷阱能

陷阱密度/

空环境中同样存在 [21] 。闪络发生时材料表面气体分

级/eV

（10 16 m-3 ）

级/eV

（10 17 m -3 ）

子释放量在 10 18/cm3 数量级 [20]，足以使材料表面吸

纯 PI

0.69

2.72

1.27

4.13

附层形成局部低气压，进一步在材料的局部表面形

1wt%,nm

0.69

3.35

1.30

4.36

成等离子体层，最终促进介质表面气体放电的发生。

2wt%,nm

0.68

3.44

1.30

4.23

为了解释内部微孔脱气对闪络的影响，利用阿

3wt%,nm

0.70

3.52

1.30

4.37

基米德排水法对纯试样和 3wt%改性试样的内部孔
隙进行了测量，三种试样的气孔率见表 4。

PI 试样

5wt%,nm

0.71

3.53

1.36

4.21

1wt%,μm

0.67

2.73

1.35

4.80

2wt%,μm

0.60

2.96

1.30

4.22

3wt%,μm

0.66

3.64

1.30

4.88

试样

纯 PI

3wt%,nm

3wt%,μm

5wt%,μm

0.67

3.85

1.30

4.30

气孔率(%)

1.968

1.561

1.646

表4
Tab.4

试样气孔率

Porosity of PI specimens

PI 复合介质材料体内存在的陷阱能级与密度可

由表 4 可知，纳米质量分数为 3wt%的 PI 复合

以影响闪络过程的发展。在外施电场下，浅陷阱容

试样气孔率最小，微米质量分数为 3wt%的 PI 复合

易捕获电子，但俘获中心的电子也很容易从俘获中

试样次之，纯 PI 试样气孔率最高。在 PI 试样内加

心脱陷形成自由电子，在电场作用下（包括外电场、

入 ZnO 颗粒可降低试样的气孔率，这是因为经偶联

陷阱俘获中心的空间电荷电场区域等），电子向阳极

剂表面处理过的 ZnO 与 PI 基体树脂间有较强的结

迁移，迁移过程中会发生进一步的碰撞电离或激发

合力，且颗粒尺寸较小，在试样成型的过程中可以

材料内的二次电子，增加电子数量，促进了沿面放

起到“填隙效应”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试样

电的发展，降低了绝缘子的表面耐电强度。反之，

气孔率。另外，纳米微粒由于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

深陷阱俘获中心的电子难以脱陷，降低了电荷载流

和表面原子配位不足，比高分子聚合物的吸附性更

子的迁移率和电子动能，减少了迁移过程中的碰撞

强，因此纳米微粒吸附的气体分子需要更高的能量

电离及二次电子发射，限制了电荷在介质体内与表

才能被激励到不稳定的高能态 [9] 。降低气孔率减少

面的输运，抑制了闪络的发展，提高了闪络电压 [9]。

了脱气量，削弱了二次电子雪崩对试样表面吸附气

深陷阱能级相比浅陷阱能级对闪络电压起到了更为

体的电离化，这有利于提高试样的沿面闪络电压。

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复合材料体内深陷阱的密度

根据上述分析，研究中采用表面预除气处理来

远大于浅陷阱密度。
含有微米 ZnO 的复合试样深陷阱密度要大于纳
米改性 PI，但其耐闪络电压特性低于纳米改性 PI。
这是因为微米颗粒体积较大，与基体 PI 树脂结合时

验证脱气性能对闪络电压的影响。对聚酰亚胺及其
复合试样进行了 80℃加热烘烤，然后进行 10 h 长时
间的抽真空脱气处理，最后对未脱气与脱气处理的
试样进行了沿面闪络电压的测量，结果如图 6 所示。

在界面处易产生宏观性缺陷，容易引发薄弱区域的
局部放电；再考虑到改性剂分散的不均匀性更容易
导致颗粒附近电场强度产生畸变，容易导致材料的
局部放电使得闪络电压降低。
3）改性复合材料脱气性能。
文献[20]研究认为，真空下气体分子自由程远
大于电极间距，闪络电压与真空气压无关，闪络发
生在固体绝缘材料表面气体吸附层中。固体绝缘材
料表面存在气体吸附层是因为材料表面在空气环境
中会吸附小分子气体，例如当气体分子碰撞固体表
面时，材料表面的断键、C-H 键等会吸附部分气体
分子而使其处于固体表面势垒中。此外，绝缘材料

图6
Fig.6

脱气处理改变闪络电压

Improve the flashover voltage by deg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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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闪络次数增加，闪络电压会先上升然后趋

表面留下更多的正电荷（正电荷相比电子运动速率

于平稳。初始闪络电压较低，闪络电压均随闪络次

低），使三结合点处电场畸变加剧，材料更容易发生

数增加而增加，这是由于试样经多次闪络放电可以

沿面闪络。因此，介质材料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对

去除吸附在试样表面上的各种杂质，同时，还可消

其闪络电压的影响明显：二次电子发射系数越大，

除试样表面各种凹凸不平的毛刺，均衡局部电场，

其闪络电压越低；反之试样闪络电压会增加。这与

[22]

。经过脱气处理的试样，未改性试样

实验结果相一致，说明对 PI 采用 ZnO 改性从而改

闪络电压有了小幅度的上升，而改性试样无明显变

变材料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对真空直流沿面闪络特

化。分析认为，由于脱气预处理减少了未改性试样

性有一定影响。

微孔中气体含量，因此在闪络发生时解吸附气体量

3.2

即老练效应

氟化对表面闪络电压影响

降低，闪络电压上升；对于纳米改性材料，纳米填

在改性的基础上，继续对材料表面氟化，研究

隙作用和高吸附性使改性试样的脱气量变小，因此

其对闪络电压作用。图 8 是纯 PI 试样在氟化和未氟

脱气处理并无明显效果，闪络电压无明显变化。

化两种情况下的闪络结果对比。由图 8 可知，氟化

4）改性复合材料二次电子的影响。

试样初次闪络电压是 7.7 kV，是未氟化纯试样闪络

在 SEEA 模型中，二次电子发射系数是影响闪

电压的 2 倍，闪络电压有了明显提高。在闪络多次

络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测量了 3 组试样在

后电压达到 18 kV，是未氟化纯试样闪络电压的 4.5

不同一次电子能量下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实验数

倍。此时，出现了能量很高的持续闪络现象，正负

据由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宇宙环境技术实验室协助测

极之间电流通道贯通，试样表面出现碳化击穿通道，

量所得，测试的一次入射电子能量范围为 25~4 700 eV。

导致闪络测试不能继续进行。

由图 7 可以明显看出，当一次电子能量达到 300 eV，
三种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均达到峰值。3wt%纳米
改性试样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在整个测量范围内均是
最小的。微米改性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与纯 PI 试
样相比变化并不明显：当一次电子能量小于 1.3 keV
时，其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小于纯 PI 试样；若一次电
子能量继续升高，微米改性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系
数反而高于纯 PI 试样，但此时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
系数接近为 1。
图8
Fig.8

纯 PI 氟化与原始试样闪络电压对比

Comparison of flash voltage between pure PI
fluoridation and pure sample

氟化作用提高闪络的原因：
1）氟元素具有很强的反应性和氧化能力，与聚
合物材料作用时可以导致聚合物表层的 C-H、C-OH
等化学键的断裂与双键（共轭双键）的饱和，最终
图7
Fig.7

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特性曲线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secondary electron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sample

形成 CF 以及少量的 CF2 和 CF 3 基团，并可能引起
高分子链的交联。文献[23]通过红外光谱测得 C-F 键
吸收峰变强，C-H 键吸收峰变弱。C-F 键能高，需
要更高的电场产生的初始电子激发促进二次电子。

试样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越大，与材料表面碰

2）氟电离电位高达 17.4 eV，比氢的 13.6 eV 的

撞产生二次电子的数量越多，对电子倍增过程的促

电离能高，在电子崩发展过程中氟的强电负性容易

进作用就越大。同时，更多的电子轰击试样表面也

吸附电子形成负离子，阻碍电子崩的形成与发展。

会增加气体解吸附程度，对沿面闪络过程具有促进

3）氟化后试样表面致密性增强，在真空下气体

作用。另外，二次电子发射后在三结合点处的材料

从材料内部脱附以及电子撞击试样表面激发气体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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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能力减弱，从而提高闪络电压。

2012, 37(7): 907-974.

4）氟化试样的电阻率相比未氟化试样下降了

[4]

高巍, 孙广生, 严萍．高真空条件下气压变化对绝

3~4 个数量级，试样表面电荷沿着闪络通道法向方

缘闪络特性的影响[J]. 高压电器, 2005, 41(4): 279-

向泄放速率提升，减少了通道内部的电荷。

281, 285.

5）目前常用表面电位衰减方法测量并计算材料

Gao Wei, Sun Guangsheng, Yan Ping. Dependence of

表面的陷阱分布特性。文献[24]通过该方法得到：氟

flashover voltage on the charge of gas pressure under

化改性改变了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结构从而导致陷阱

high vacuum[J]．High Voltage Apparatus, 2005, 41(4):

密度和陷阱深度下降，载流子迁移率上升，聚集电

279-281, 285.

荷在试样表面的消散速率加快。因此电场畸变和闪

[5]

络发展过程被抑制，提高了闪络电压。

4

Kuffel E, Grzybowski S, Ugarte R B. Flashover across
polyethylene and tetrafluoroethylene surfaces in
vacuum under direct, alternating and surge voltages of

结论

various waveshapes[J]. 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 1972, 5(3): 575-579.

基于真空沿面闪络测试系统，本文重点研究了
纯聚酰亚胺、ZnO 改性聚酰亚胺以及表面氟化聚酰

[6]

Yamamoto O, Hara T, Nakae T, et al. Effects of spark

亚胺试样的直流闪络特性。以二次电子雪崩模型为

conditioning, insulator angle and length on surface

基础，揭示了材料表面稳定性对闪络发展的影响与

flashover in vacuum[J]. IEEE Transactions on

抑制真空下聚酰亚胺直流沿面闪络特性的方法。

Electrical Insulation, 1989, 24(6): 991-994.

1）微米与纳米改性整体提高了 PI 复合材料沿

[7]

成俊奇, 丁立健. SF 6 、N 2 和合成空气中绝缘子沿面

面闪络电压，并且 3wt%改性样品闪络电压提升最

闪络性能的研究[J]. 绝缘材料, 2014, 47(6): 83-86.

大。聚酰亚胺基体树脂添加 ZnO 粒子后，增强了材

Cheng

料内陷阱对电荷移动的限制作用，同时抑制了气体

performance of insulators in SF 6 , N 2 and synthetic

解吸附和脱气量，降低了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因而

air[J]. Insulating Materials, 2014, 47(6): 83-86.

整体上提高了材料表面稳定性，闪络电压随之上升。

[8]

2）表面氟化显著地提高了 PI 沿面闪络电压。

Junqi,

Ding

Lijian.

Surface

flashover

屠幼萍 , 谭荣 , 张贵峰 , 等 . 聚酰亚 胺在低 温真空
环 境 下 的 直 流 电 气 特 性 [J]. 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 ，

氟化后能极大抑制闪络中二次电子发展，表面氟化

2013, 33(4): 194-200.

层较高的电负性是氟化 PI 闪络电压上升的关键。

Tu Youping, Tan Rong, Zhang Guifeng, et al. DC

3）ZnO 改性和氟化改性都会降低材料电荷的积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yimide at cryogenic
temperature in vacuum[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累，提高材料表面稳定性，从而提高闪络电压。

2013, 33(4): 1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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