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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纳米石墨强化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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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常用的有机相变材料,脂肪酸具有循环熔融 /结晶稳定的热性能以及无毒、无腐蚀性等优点,但脂肪酸体系的导热系数(0郾 1 ~0郾 3 W·m-1·
K-1)低,限制了它的工业应用范围。 为了提高正癸酸(CA) 鄄十四醇(TA)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性能,本实验选用 CA 与 TA 物质的量比为 7 颐 3 的复

合相变材料为基液,通过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的纳米石墨制备出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体系。 研究发现,当添加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

为 0郾 1% ~0郾 9%时,能形成较为稳定的悬浮液。 通过 SEM、DSC 和 Hot Disk 导热系数测定仪对复合材料的主要热物理性能进行表征,分析结果表

明,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相对原基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相变潜热和相变温度没有太大变化。 当添加纳米石墨的质

量分数为 0郾 6%时,所制备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综合性能最佳,其固态和液态导热系数分别提高了 39郾 5%、35郾 2%,相变温度

和相变潜热分别为 20郾 42 益、154郾 25 kJ / kg,并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关键词摇 摇 纳米石墨摇 正癸酸(CA) 鄄十四醇(TA) 摇 复合相变材料摇 导热系数摇 热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TB34摇 摇 文献标识码:A

Nano鄄graphite Enhanced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ho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WANG Bo1, ZHU Xiaoqin1, , HU Jin2, CHANG Jinghua1, CHEN Yang1, SHI Jie1

1摇 Facul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2摇 Faculty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A s a common organic phase change material, fatty acids show advantages of cyclic melting / crystallization stable thermal properties, non鄄to鄄
xicity, non鄄corrosiveness etc. Nevertheless, the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 of fatty acid systems (0郾 1—0郾 3 W·m-1·K-1) blocks

their widesprea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decanoic acid (CA)鄄tetradecyl alcohol (TA) com鄄
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matrix with CA and TA molar ratio of 7 颐 3 was selected, and nano鄄graphite with
diverse mass fractions was added to prepare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system.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 relatively stable suspension could be achieved when the added mass fraction of nano鄄graphite was 0郾 1%—0郾 9%. SEM, DSC and Hot
Disk were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the main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obtained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show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the thermal con鄄
ductivity coefficient while its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and latent heats maintained almost unchanged compared to the matrix. The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ho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with nano鄄graphite mass fraction of 0郾 6% presented optimal comprehen鄄
sive property, showing 39郾 5% and 35郾 2% increase in its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s of solid and liquid states, and its phase change tempera鄄
ture and latent heat were 20郾 42 益 and 154郾 25 kJ / kg,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a satisfactory thermal stability.
Key words摇 摇 nano鄄graphite,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ho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 thermal stabi鄄
lity

0摇 引言

相变材料按照化学组成通常可分为无机相变材料、有机

相变材料和复合相变材料三类[1] ,其中有机相变材料具有固

态成型较好、性能较为稳定[2鄄3] 等特点,但也存在熔点较低、
易挥发、易燃、导热系数较低等不足。 脂肪酸作为一类常用

的有机相变材料,通式为 CnH2nO2,由于具有循环熔融 /结晶

稳定的热性能及无毒、无腐蚀性等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 然而,无论是单一的脂肪酸还是二元或多元脂肪酸低共

熔体系,其导热系数皆在 0郾 1~ 0郾 3 W·m-1 ·K-1 之间,限制

了其工业应用。 因此,强化脂肪酸类相变材料导热性能的研

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995 年 Choi 等[4] 提出了纳米流体的概念,即以一定的

方式和比例在液体介质中添加纳米粒子或纳米管而形成高

导热系数的悬浊液,制备出具有纳米粒子的复合相变材料。

纳米粒子的添加不仅可以增大流体的导热系数,还由于纳米

粒子的小尺寸效应和布朗运动进而提高了悬浮液的稳定性。
为此,国内外研究者对脂肪酸 /纳米粒子复合相变材料进行

了研究。 例如:2016 年黄艳等[5] 将纳米粒子 MWNT、Cu、
Al2O3 添加到十二醇鄄癸酸低共熔复合相变材料中,研究发现

其导热系数得到大幅提高且不影响原基液的热稳定性。
2017 年陈裕丰等[6]将不同比例的纳米铜粉、纳米铝粉和纳米

铁粉添加到所制备的癸酸鄄辛酸复合相变材料中,研究发现其

导热系数得到提高且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较原基液波动不

大。 然而,对以脂肪酸类复合相变材料为基液,添加纳米粒

子制成脂肪酸 /纳米粒子复合相变材料的研究仍较少。 因

此,本实验以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为基液,通过添加

不同质量分数的纳米石墨制备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

相变材料,然后利用 SEM、DSC 和 Hot Disk 导热系数测定仪

对其主要热物理性能进行表征,以检验其储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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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基液的选用和纳米石墨的添加

选用正癸酸、十四醇作为原料,采用熔融共混法制备不

同物质的量比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并且根据 DSC
曲线确定出不同物质的量比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

的相变潜热和相变温度,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不同物质的量比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和相
变潜热
Table 1摇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and latent heats of decanoic acid / tetra鄄
decyl alcoho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molar ratios
CA molar ratios / %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 益 Latent heats / (kJ / kg)

100 29郾 41 152郾 62
90 26郾 48 156郾 34
80 25郾 48 162郾 45
70 20郾 34 163郾 85
60 17郾 28 167郾 86
50 27郾 01 178郾 33
40 30郾 11 184郾 21
30 32郾 10 191郾 11
20 34郾 98 196郾 74
10 36郾 82 202郾 68
0 38郾 13 208郾 27

摇 摇 由表 1 可知,物质的量比为 7 颐 3 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

变材料的相变温度为 20郾 34 益、相变潜热为 163郾 85 kJ / kg,将
其应用在建筑结构中,可使室内保持在一个较舒适的温度,故
选用该物质的量比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为基液。

利用熔融共混法并通过物理分散和化学分散相结合的

方法制成体系稳定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

料,详细的步骤参见补充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机械搅

拌和超声振荡的物理分散法解决纳米粒子的团聚、沉淀问题

时,超声波在悬浊液的传播中存在正负压的交变周期。 在正

负压的作用下,悬浊液受到挤压和牵拉的机械力作用且产生

空化效应,使悬浊液产生局部的高温高压和激波,导致纳米

粒子的表面能被削弱,从而使纳米粒子在悬浊液内均匀分布

并有效地抑制其团聚。 此外,通过添加分散剂失水山梨醇油

酸酯(Span鄄80)的化学分散法,可在纳米粒子表面形成高分

子吸附层,使纳米粒子表面的电荷增加,提高纳米粒子间的

反作用力(见图 1),以防止纳米粒子在机械力停止后重新聚

集,从而制备出性能稳定的含有纳米粒子的悬浮液。 将所制

备的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纳米石墨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

复合相变材料静止放置 10 d,发现添加纳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0郾 1%~ 0郾 9%的复合相变材料稳定性良好、没有沉淀;添加纳

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1郾 0% 、1郾 2%的复合相变材料发生了轻微

沉淀;添加纳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1郾 5% 的复合相变材料则沉

淀较多。 为了符合实际应用,故只对添加纳米石墨质量分数

为 0郾 1%~ 0郾 9%的复合相变材料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图 1摇 分散剂在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中的作用示意图
Fig郾 1摇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effect of dispersant in decanoic acid鄄tet鄄
radecy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2摇 热性能研究

2郾 1摇 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的确定

本实验采用 NETZSCH 同步热分析仪对按照上述程序制

备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进行 DSC 测试,
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纳米石墨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升温 DSC 曲线(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2摇 Temperature鄄increasing DSC curves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ho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of nano鄄grap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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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基于图 2 的升温 DSC 曲线,通过配套的 NETZSCH Pro鄄
teus 热分析软件可得到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纳米石墨的正癸

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
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纳米石墨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
材料的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
Table 2摇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and latent heats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鄄
decyl alcohol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of
nano鄄graphite

Nano鄄graphite / %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 益 Latent heats / (kJ / kg)

0 20郾 34 163郾 85

0郾 1 20郾 52 161郾 10

0郾 2 20郾 41 159郾 81

0郾 3 20郾 34 158郾 85

0郾 4 20郾 12 157郾 12

0郾 5 20郾 18 155郾 45

0郾 6 20郾 42 154郾 25

0郾 7 20郾 15 152郾 84

0郾 8 20郾 46 151郾 12

0郾 9 20郾 81 149郾 53

摇 摇 由表 2 可知,添加纳米石墨对原基液相变温度的影响较

小,其相变温度变化范围为 20郾 12 ~ 20郾 81 益,这是由于该复

合相变材料内的纳米石墨并不发生相变,也就不影响其相变

温度。 然而,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潜热随着添加纳米石墨质

量分数的增加而逐步降低,但降低幅度并不大,最大降幅为

14郾 32 kJ / kg。 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纳米石墨质量分数的

增加,单位质量复合相变材料的正癸酸和十四醇的质量分数

下降,则由正癸酸和十四醇产生的相变潜热降低,而纳米石

墨并不产生相变潜热,必然会导致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潜热

降低;另一方面,复合相变材料内纳米石墨表面的液态和固

态分子排列会发生变化,其自由能状态也发生变化,而表面

自由能是体系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导致体系的热物理

性能发生变化[7] 。

2郾 2摇 强化导热性能

本实验采用 Hot Disk 导热系数测定仪对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在 15 益(固态)和 40 益 (液态)的导

热系数进行测试,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与添加的纳米
石墨质量分数的关系
Fig郾 3摇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s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鄄
ho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as a function of the addi鄄
tion mass fractions of nano鄄graphite

由图 3 可知,随着添加的纳米石墨质量分数的增加,正
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在固态和液态条件下的

导热系数升高。 纳米粒子使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增大

的原因是:一方面,纳米粒子的尺寸极小,使纳米粒子与液体

之间存在微对流现象;另一方面,纳米粒子在基液内受到布

朗运动的影响,每个纳米粒子在一瞬间可能受到千万次的撞

击,基于统计学原理,每个纳米粒子在各个方向的合力为零,
即纳米粒子没有发生位移[8] ,可以视为在无序运动的液体内

包含类似固体性质的晶格排列,从而改变了基液的结构[9] ,
如图 4 所示。 这两个原因都会使得纳米粒子与基液之间的

能量传递得到加强,从而强化了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性能。
与不添加纳米石墨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相比,当添

加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为 0郾 3% 时,复合相变材料在固态和

液态下的导热系数分别提高了 18郾 31% 、14郾 97% ;当纳米石

墨的质量分数增加至 0郾 6% 时,复合相变材料在固态和液态

下的导热系数分别提高了 39郾 46% 、35郾 22% ,由此可以看出,
纳米石墨的添加量对原基液的导热系数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增加至 0郾 6% 时,该复合相变材料在

固态和液态下的导热系数增幅逐渐平缓,这主要是由于随着

纳米石墨质量分数的增加,该复合相变材料体系的稳定性下

降,纳米石墨粒子发生团聚,有一部分纳米石墨粒子发生沉

淀,从而导致悬浮于该复合相变材料体系的有效纳米石墨含

量降低。

图 4摇 复合相变材料添加纳米粒子(a)前、(b)后的结构示意图
Fig郾 4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structure
(a) before and (b) after adding the nanoparticles

为了更准确地测定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对所制备的正

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稳定性的影响,对该复

合相变材料进行吸光度测试,对比其离心前后的吸光度。 将

复合相变材料进行离心的目的是利用离心力加速纳米石墨

粒子沉降,其吸光度越大表明复合相变材料内纳米石墨粒子

的悬浮量越大,前后吸光度变化越小则表明该复合相变材料

体系越稳定,详细的测试过程参见补充信息。 测试分析结果

表明:当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超过 0郾 6%后,复合相变材料离

心前后的吸光度变化较大,说明复合相变材料体系的稳定性

降低。 此测试结果也验证了复合相变材料导热系数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即当添加的纳米石墨质量分数超过 0郾 6%时,由
于一部分纳米石墨粒子发生团聚及沉淀,该复合相变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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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增幅变缓。
考虑到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过程属于非线性的瞬态热

分析过程,其导热系数会随着复合相变材料的状态不同而发

生变化,故需要测定该复合相变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导热系

数。 以添加的纳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0郾 6%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为实验对象,测试其在 15~ 40 益的导

热系数,并测得不添加纳米石墨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

料的导热系数与之进行对比,如图 5 所示。

图 5摇 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测量值
Fig郾 5摇 The measured values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s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decyl alcoho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由图 5 可以看出: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

料的导热系数在每个温度点都比不添加纳米石墨的复合相

变材料高,并且它们的导热系数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变化的趋

势较为一致,可说明导热系数测定的准确性;当温度为 15 ~
20 益时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略有增加,但变化幅度较小

(注:添加的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为 0郾 6% 时的变化为

1郾 5% ,而不添加纳米石墨时的变化为 2郾 2% );当温度为

20 ~ 25 益时,添加纳米石墨与不添加纳米石墨的复合相变材

料的导热系数变化均较为剧烈,这是由于此时复合相变材料

发生相变,固液并存,其热传递方式主要是热传导和对流两

种并存,从而使其导热系数急剧升高;添加纳米石墨的复合

相变材料在温度达到 25 益后完全变成了液态,其导热系数

相对原来也急剧下降,并且保持平稳而不再增加。 因此,该
复合相变材料在固态或液态情况下的导热系数受温度的影

响较小,但在相变过程中导热系数的变化较为剧烈。
2郾 3摇 热稳定性

选取本实验中添加纳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0郾 6% 的正癸

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为实验对象,其相变温度、
相变潜热实测值和导热系数 (固态) 分别为 20郾 42 益、
154郾 25 kJ / kg、0郾 352 7 W·m-1·K-1。 为了验证该复合相变

材料是否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将其进行 600 次熔化鄄凝固周

期循环,并且每隔 30 个周期测定并记录该复合相变材料的

相变温度、相变潜热和导热系数,绘制出相关曲线,如图 6 所

示。
由图 6 可以看出,在经过多次熔化鄄凝固循环后,正癸酸鄄

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呈不规则变化且

变化幅度较小,其最大相对变化值为 2郾 89% ;正癸酸鄄十四

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潜热在整体上呈下降趋

势,曲线仍较平缓, 下降幅度不大, 最大相对下降值为

5郾 21% ;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数

值也呈不规则变化,变化幅度较小,最大相对变化值为

2郾 61% 。 由此可见,该复合相变材料的热衰减性极小、热稳

定性好。

图 6摇 正癸酸鄄十四醇 /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熔化鄄凝固循环次数对其
相变温度、相变潜热和导热系数的影响
Fig郾 6摇 The influence of melting鄄solidification cycles of decanoic acid鄄tetra鄄
decyl alcohol / nano鄄graphite composite phase change material on its phase
change temperatures, latent heats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s

3摇 结论

(1)以物质的量比为 7 颐 3 的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

料为基液,通过添加纳米石墨,并进行机械搅拌、超声振荡和

分散剂等辅助处理,可制备出分散均匀、体系稳定的正癸酸鄄
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

(2)利用 DSC 对所制备的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纳米石墨

的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和相变

潜热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纳米石墨对原基液相变温度的影

响较小,对相变潜热略有影响但降幅不大,整体上可保持原

基液所具有的适宜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较大的特点。
(3)对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在固态和

液态条件下的导热系数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添加纳米石墨

可有效地提高原基液的导热系数,并且随着纳米石墨质量分

数的增加,正癸酸鄄十四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的导热系

数增大,当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达到 0郾 6%时,其导热系数增

幅逐渐减缓。 考虑到所制备的复合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相
变潜热、导热系数及体系稳定性,添加纳米石墨的质量分数

为 0郾 6%最佳。
(4)对添加纳米石墨质量分数为 0郾 6% 的正癸酸鄄十四

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进行 600 次熔化鄄凝固循环测试,
结果表明,该复合相变材料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综上所述,以正癸酸鄄十四醇复合相变材料为基液,通过

添加纳米石墨可制备出体系稳定、性能良好的正癸酸鄄十四

醇 /纳米石墨复合相变材料,可较大幅度提高原基液的导热

系数,从而为其工业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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