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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材料科学迅猛发展,新能源科技不断进步,太阳能、氢能、核能、储能材料与器件等

领域不断涌现出新成果,为解决人们所面对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材

料的设计、制备、表征及其性能的提高是实现这些突破的关键因素。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形势

的人才,不仅需要学生有广泛深入的材料科学基础以及材料物理化学等理论知识,还必须努力

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和深入思考的能力。除了基础知识,还要向学生介绍领域的最新成

果和发展动向。
感谢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及华东理工大学2017年本科教育教学建设项目的资助,

感谢学校各级领导以及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各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本书得以

初步完成。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不仅配合基础理论教学由浅入深地撰写了基本实验的内容,而
且特意编入了两个综合系列的实验,主要内容涉及晶体学基础,元素与同位素分析,固体材料

的性质、缺陷及性能,材料相变、相图,扩散,固相反应及应用,先进薄膜材料制备与表征等实验

内容。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帮助学生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了解其在新能

源和材料科学中的综合应用情况,能够尽快地适应实际科研和工作的需要。除了经典的相关

知识以外,我们还根据领域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介绍了新的知识和引入了新的实验,并且在每章

实验后面提出了思考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了解领域的最新情况,并且勇于思考和创新,从
而更好地在新时代发挥作用。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在相关教学、实验室建

设、科研中若有需求,也欢迎来函洽谈咨询。

陈新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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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 晶体模型构建分析和结晶
过程观察实验

1.1 实验背景

晶体学在材料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新能源材料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了解

和熟悉晶体的特征和描述方法。
晶体是内部质点在三维空间按一定周期重复排列而组成的材料,通常为固体材料。晶体

按其内部结构根据其对应的布拉菲点阵特征可分为7种晶系和14种点阵类型。点阵的一个

结点可根据材料的不同对应一个或多个原子,形成多种多样的实际晶体结构。

1.2 实验目的

1.基本掌握几种典型晶体的空间结构,建立并巩固晶体结构的立体概念。

2.掌握晶体内部质点排列的基本方式,学会确定晶体结构中的主要晶面和晶向。
3.了解蒸发结晶的基本原理和光学金相显微镜的使用原理。学会金相显微镜在观察透明

和非透明样品时的使用方法。巩固晶体学知识,对晶体形成生长现象有初步了解。

1.3 实验原理

晶体中原子的集合(或分布)称为晶体结构。晶体通常是指质点(原子、离子、原子团或分

子)在三维空间周期性排列而构成的固体,质点之间通过物理键、化学键等方式结合在一起。
晶体内部结构中的质点(原子、离子、原子团、分子)在三维空间有规则地周期性重复排列,形成

一定形式的晶格结构,外形上可表现为一定形状的几何多面体。由周期性排列的质点形成的

平面称为晶面,连接晶体中质点列的直线方向称为晶向。晶体内部原子有规则的排列,引起了

晶体各种各样的物理、化学性质。
通过金属键、范德瓦尔斯键等形成的晶体,通常由于其结合键没有饱和性和方向性的限

制,质点倾向于尽可能互相靠近,形成最紧密堆积以降低体系势能,使晶体处于最稳定状态。
通过共价键、氢键等形成的晶体,受到结合键饱和性和方向性的限制,其堆垛密度通常较低。
各种晶体的堆积结构,可以通过等径圆球的组装堆积来展示(图1.1),在这些层层堆积的球体

之间,可以看到还存在许多空隙,其中一种空隙是由4个相互靠近的圆球围成的,将这4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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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四面体,因而称为四面体间隙;另一种空隙是由相互靠近的6个

圆球围成的,将这6个球的中心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八面体,故称为八面体间隙。
溶液中的溶剂蒸发,会使溶液由不饱和变为饱和,继续蒸发,过剩的溶质就会呈晶体析出,

这一过程叫作蒸发结晶。在结晶时,通常生长较快方向的晶面(晶体表面)在最后形成的晶体

结构中缩小和消失,而生长较慢的晶面将在晶体形成时得到扩大和保留。光学显微镜利用光

学成像原理,将人眼所不能分辨的微小物体放大,以供人们获取材料微观结构信息,在显微镜

的样品台上滴加一滴盐类溶液,随着水分的蒸发,盐不断地从溶液中析晶,可通过显微镜观察

蒸发结晶过程。

图1.1 本实验搭建的各种晶体结构模型

1.4 实验试剂和仪器

可拆卸晶体结构模型、光学金相显微镜(图1.2)、磷酸二氢钾(KH2PO4)饱和水溶液、玻
璃片。

图1.2 光学金相显微镜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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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验步骤

1.构建3种立方晶体结构

(1)
 

用大塑胶球作为原子,通过连接堆垛,分别构建简单立方、体心立方和面心立方的晶

胞模型。
(2)

 

用小塑胶球作为原子,通过金属杆连接,分别构建简单立方、体心立方和面心立方的

晶胞模型。

2.构建较为复杂的晶体结构

(1)
 

选用实验材料,构建密排六方的晶胞模型

①
 

取7个等径球体,放在一个平面上,使彼此尽量互相靠拢,作最紧密堆积排列,设这一

层为A层,这时每个球周围有6个球围绕,并在球与球之间形成许多三角孔(图1.3)。
②

 

继续堆积第二层(B层)时,可以发现经过密集堆积,只有一半的三角孔上方堆积了B
层的球体,球体彼此挨近,无法挤入更密集的球体到B层。根据A层中这一半三角孔的选择,
可以有两种B层小球的放法。此时这两种放法的效果相同,都属于最紧密堆积。

③
 

第三层球的放法与第一层球的中心相对应,即重复第一层球的排列方式,按照ABAB
的层序堆积,从中观察六方晶体结构(密排六方结构)。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

图1.3 球体在平面上的最紧密堆积图

(A、B分别代表第一、二层密排原子)

(2)
 

选用实验材料,改变堆垛方式,进行比较

①
 

取7个等径球体,放在一个平面上,使彼此尽量互相靠拢,作最紧密堆积排列,设这一

层为A层,这时每个球周围有6个球围绕,并在球与球之间形成许多三角孔。
②

 

继续堆积第二层(B层),作最紧密堆积。
③

 

将球体放在与第一层球中另外3个球相应孔位的上方,使第三层球的放法既不同于第

一层,也不同于第二层,而是处于交错位置,设其为C层。
④

 

使第四层球的排列方式与第一层球相重复,形成ABCABC…的堆积方式(图1.4),从
中观察与面心立方点阵对应的球体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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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A

图1.4 立方紧密堆积

(3)
 

选用实验材料,构建石墨晶体模型

①
 

根据需要取用小球,用短竿连接成由六边形组成的平面蜂窝状结构。
②

 

在每个小球上方竖直插入长杆,再在长杆顶端连接小球和短杆,组成第二层平面蜂窝

状结构。
③

 

在每个小球上方竖直插入长杆,再在长杆顶端连接小球和短杆,组成第三层平面蜂窝

状结构。观察所完成的石墨晶体模型。

3.KH2PO4 水溶液蒸发结晶过程的光学显微镜观察

(1)
 

配制KH2PO4饱和水溶液。
(2)

 

将溶液滴到洁净的载玻片上。
(3)

 

将载玻片放到光学显微镜载物台固定。
(4)

 

打开显微镜的电源开关,调整样品位置、放大倍数及焦距等。
(5)

 

观察结晶过程,每隔一定的时间拍摄一张照片。

1.6 注意事项

1.光学显微镜有两种模式,测定透明样品时可以使用透射和反射模式,不透明样品只能使

用反射模式。
2.调试放大倍数时,需注意要从小到大。
3.调整焦距,应注意不要将镜头与载玻片接触,以免污染和埙坏镜头。

1.7 数据处理

整理所拍得的光学显微镜照片,按拍照时间进行分析处理。

1.8 实验报告

1.实验所用的仪器以及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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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步骤

3.实验结果

(1)
 

做晶体结构图,画出典型晶体的晶面和晶向。
(2)

 

做密排面堆垛出的面心立方和密排六方结构图。
(3)

 

光学显微镜观察到的KH2PO4晶体照片。
4.讨论(见问题与思考)

1.9 问题与思考

1.晶面和晶向分析。
2.KH2PO4蒸发结晶过程分析。
3.结晶形成晶体的形状与其晶面、晶向有什么关系,其形成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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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 海水蒸发法分离重水(D2O)实验

2.1 实验背景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的化石能源资源有限,并且使用化石

能源资源会带来巨大的环境问题。一升海水中的氘元素蕴含的能量相当于300
 

L汽油燃烧释

放的能量。一个百万千瓦的核聚变电厂,每年只需要600
 

kg原料,而一个同样规模的火电厂,

每年将需要210
 

万吨燃料煤。因此,可控核聚变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最终手段之一。

2.2 实验目的

1.巩固对材料原子结构的基本认识。

2.了解核聚变反应的基本原理。

3.学会从海水中分离不同浓度的重水的方法,掌握蒸馏实验的操作技能。

4.掌握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2.3 实验原理

众所周知,核能主要有裂变能和聚变能两种,裂变能是重元素(如铀、钚、钍等)的原子核在

分裂成质量较轻的原子核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控制这个分裂过程的技

术,其优点是少量原料就可产生巨大的电能,同时环境污染少且不存在对石化燃料的依赖。缺

点为总是存在发生核事故的风险、所产生的核废料有放射性、处置不当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同
时铀、钚等资源有限。

核聚变是指由质量小的原子核,主要是指氘(D)、氚(T)和氦-3(3He)等,在一定条件下

(如超高温和高压)发生原子核相互聚合作用,生成新的质量更重的原子核,并伴随着巨大能量

释放的一种核反应形式。常见的聚变反应有如下4个。

D+T →4He+n+17.6MeV (2 1)

D+D →3He+n+3.0MeV (2 2)

D+D →T+p+4.0MeV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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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He →4He+p+18.4MeV (2 4)
相比核裂变,核聚变有两大优点:(1)

 

不会产生长寿命和高放射性的核废料,也不造成温

室气体,因此基本不污染环境;(2)
 

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远比核裂变能丰富得多。据估算,
每升海水中含有0.03

 

g氘,所以地球上仅在海水中就有45万亿吨氘。1
 

L海水中所含的氘,
经过核聚变可提供相当于300

 

L汽油燃烧后释放出的能量。按目前世界能量的消耗率估计,
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可用100亿年以上。因此从原理上讲,核聚变能可以成为人类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能源。
蒸发法制备各种不同浓度的重水的原理如下。
重水(又称氘化水,化学式D2O或者2H2O)是水的一种,它的分子质量比一般水要重。普

通的水(H2O)是由两个只有质子的H原子和一个16O原子所组成的,但重水分子中的两个氢

同位素,比一般H原子又各多一个中子,因此造成重水分子的质量比一般水要重。重水在外

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为1.1079
 

g/cm3,冰点略高,为3.82
 

℃,沸点为101.42
 

℃。重水参与化学反应的速率比普通水缓慢,重水的一个分子由两个氘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

成,其分子式为D2O,相对分子质量是20。

D2O沸点比H2O要高1.42
 

℃左右,通过反复精馏可以得到高度富集的重水(图2.1)。

#�@

E!	

�!	

图2.1 蒸馏示意图

2.4 实验装置及测试方法

实验装置图及同位素分析仪见图2.2及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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