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新材料的应用

所谓的智能材料是指其特性能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以一种可控

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材料，它们能够将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

这为人们利用智能材料完成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复杂功能（有时是同

时完成几种功能）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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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人们一直使用手边可以

得到的材料制造各种工具。随着对材料

性能的不断了解，人们逐渐具备了制造

具有特定特性材料的能力。当前，有一

类材料正广为人们所研究并已实现了一

定的应用，那就是“智能材料”。

有些智能材料已广为人们所熟知。

煤气炉、烤架和其他燃气装置中的压电

打火机和压电点火器不需要用电而仅仅

利用小弹簧锤敲打压电晶体便能够产生

火花或放电。由于具有“感受”压力并

继而生成电势的能力，压电材料出现在

了多种智能应用中。其他一些智能材料

能够对不同的外部刺激（如温度、电磁

场和湿度等）做出反应。

所有智能材料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

能够将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压

电材料能够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或将

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其他一些智能材料

能够在其他类型能量间进行转化。对实

际应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能

量转化能够以可控的方式进行。人们通

常将那些能够以可控方式对环境的变化

做出反应的材料叫作智能材料[1]。

传感器和执行器是两种主要的能量

转化装置，也是智能材料的主要应用对

象。传感器能够将动作转化为信号，而

执行器则能够将信号转化为动作。常规

传感器和执行器通常由多种材料制成，

并有一些活动部件。某些智能材料能够

同时执行多种材料和部件的功能，因此

能够简化装置设计，减少易损件的数

量。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最为有用

的材料是那些能够将机械能转化为热

能、电能、磁能或化学能以及能够进行

反向能量转换的材料。除了那些能够将

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压电材料外，其他

一些得到商业应用的智能材料包括：能

够对施加的热能做出机械反应的具有形

状记忆功能的合金、特性受磁场控制的

磁流变材料和磁致伸缩材料以及那些经

化学活化后发生膨胀的材料。本文将对

其中一些智能材料及其应用现状和在油

田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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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活化材料：完全记忆材料

有些材料在变形后一经加热仍然

能够恢复回原来的形状。这些材料被称

为形状记忆材料。合金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已为人们所认识，后来人们发现

它的特性与形状记忆现象有着直接的联

系[2]。然而，这一现象的技术应用直到

近三十年后才开始[3]。1958 年初，在美

国马里兰州White Oak海军兵器实验室

（N O L）工作的冶金学家 W i l l i a m  J .
Buehler 开始着手于各种合金在潜艇火

箭弹头上的实验应用研究。他发现镍钛

合金的抗冲击性能最为出色，同时该合

金还具备其他一些优异的特性，如弹

性、延展性和抗疲劳性。Buehler 将该

合金命名为Nitinol，该名称是将镍和钛

的化学符号以及该实验室名称缩写组

合而成。

首次发现镍钛合金不同寻常的特

性是在1959年，当时Buehler发现这种

合金有着异乎寻常的随温度变化的声

阻尼特性，这表明该合金的原子结构

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然而，最

终发现形状记忆现象是在 1960 年 NOL
的一次管理层会议上。研究人员向与

会者展示了一个镍钛合金的样本，以

向他们说明该合金出色的抗疲劳性能。

该样本是一长条镍钛合金薄片，经多

次折叠后形成了一个曲折的形状。NOL
的与会领导反复将该样本弯曲然后拉

伸，对该合金的机械性能表示满意。其

中的一位官员决定用打火机测试一下

该合金的热性能。令人惊奇的是，压扁

的合金片受热后竟然纵向延展开来。

又过了几年的时间后人们才明白形

状记忆现象的原理。一个重要发现是，

Nitinol 可以以两种不同的随温度变化的

形式存在，而合金的形状记忆功能正是

这两种形式之间转换时才会出现。要使

Nitinol样本保持原来的形状或“训练”样

本“记住”该形状，必须在使样本在某

个固定位置上在500˚C (932˚F) 的条件下煅

烧一小时。对样本进行加热会使样本形

成高温、坚硬、缺乏弹性的奥氏体。而

在对样本进行冷却或淬火后，样本会形

成温度较低、具有弹性、更易变形的马

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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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记忆效应的原理。经冷却后，面心立方体晶格的高温奥氏体会转变

为低温马氏体。由于在冷却过程中出现应力，从奥氏体转化而来的马氏体
会经历孪晶现象：形成镜象对称的相邻层。形变会消除孪晶。非孪晶马氏
体具有四方晶格。对发生形变的非孪晶马氏体进行加热可以使其恢复回奥

氏体。

>  自动收缩至适当尺寸型 CryoFit 管箍照片（上）

及其应用原理（下）。在环境温度下对管箍进行机
械加工，直至其内径稍小于需要连接的管子的外
径（A）。接着，将管箍置于液态氮中进行冷却令

其发生机械膨胀，使其内径稍大于管子外径（B）。
膨胀后的管箍会很容易地套入管端（C）。将管箍
正确定位后加热到环境温度。在加热的过程中，

管箍会缩小到原来的尺寸，形成紧固的接头（D）。
（照片由 Intrinsic Devices公司提供，参考文献 5。
示意图由 ATI Wah Chang 提供，参考文献 6。）

如果使该样本变形并再次加热，热

运动会使原子形成奥氏体晶格，从而使

样本恢复原来的形状（上图）。煅烧温

度、淬火温度及其他特性主要由合金的

成分和所用添加剂的类型所决定。

以上介绍了所谓的单向形状记忆效

应。在这一现象中，材料只能记忆一种

形状。经过适当的“训练”，某些形状

记忆材料能够记住两种不同的形状，一

种是在较低温度下的形状，而另一种则

是在较高温度下的形状，从而具有双向

形状记忆效应。

到目前为止，已在数十种二元和三

元合金中观察到了形状记忆现象，其中

除Nitinol外，铜 -锌 -铝合金（CuZnAl）
和铜 -铝 -镍合金（CuAlNi）应用最为广

泛。另外一种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材料

是形状记忆聚合物。此类材料在20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商业化开发应用[4]。

1969 年，F14 战斗机液压管线的连

接使用了自动收缩至适当尺寸型CryoFit
管箍，这是形状记忆材料的第一次商业

应用[5]。将经过机械加工由液氮进行冷

却的管箍固定在需要进行连接的管端并

使管箍升温至环境温度，可以很容易地

安装管箍。当管箍遇热后，它会收缩并

压接在管线上，形成紧固的接头（右

图）[6]。在形状记忆材料实现第一次商

业应用之后，形状记忆管箍被推广到

了油气管线、水管和其他管线中。还利

用形状记忆材料开发出了各种接合件，

如圆箍和夹子等[7]。

形状记忆材料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

域是医药行业。最常见的医用形状记忆

装置是牙箍。Nitinol合金牙箍于1975年
第一次进行临床应用，并于1977年获得

了专利注册[8]。传统的牙箍有一根不锈

钢线，该钢线的弹性不足，因此时常需

要进行调整。而Nitinol合金线不但弹性

更大，同时还能使牙齿承受的负荷恒

定，因此不需要或很少需要进行调整。

首先将 Nitinol 合金线模压成所需形状，

然后由正牙医师将其固定到病人的牙齿

上，根据需要，对其进行弯曲。病人的

体温会将Nitinol合金线激活，使其恢复

到最初模压的形状。

形状记忆矫形钉和矫形板的原理与

此类似，这些工具用来促进骨折的愈

合。然而，形状记忆材料对医学领域最

为重要、最为突出的贡献或许是它在心

血管手术上的应用[9]。其中的一个例子

是西蒙Nitinol过滤装置，该装置是一个

Nitinol合金细筛，置入血管后能够捕获

血流中的血栓[10]。被捕获到的血栓会慢

慢溶解，从而避免血栓或血管堵塞的出

现。西蒙Nitinol过滤器在冷却、发生形

变的马氏体状态下通过导管置入血管，

然后体温使其温度增高后膨胀回原来的

尺寸（下一页，右上图）。



>  西蒙Nitinol过滤器。示意图（上）显示的是将过滤器安装在导管上的过程。
还显示了该装置在展开状态下的正面和侧面视图（下）。（Brazilian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版权所有；经授权后使用，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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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压电和逆压电效应。在正压电效应中，对压电材料样品进行加压或使其

膨胀会在样品的两个晶面上分别产生电性相反的电荷（上）。在逆压电效应
中，对压电材料样品施加电压，样品会发生形变 Δh（右下）。这与正压电效
应正好相反，在正压电效应中，形变 Δh 会产生电压（左下）。

电活化材料：“聪明”异常

压电智能材料目前已实现了多种

应用。压电效应是某些材料（如矿物、

陶瓷和某些聚合物）在受到机械应力

时产生放电的现象。压电效应同时还

具有可逆性：压电材料在电场中会发

生形变。

压电效应于 1880 年由 Pierre 和

Jacques Curie兄弟发现。他们注意到当

对以一定角度切割下来的石英晶片进

行加压时，在与加压方向相反的晶片

表面上会产生放电现象：在一个表面

上出现正电荷，而在另一个表面上则

出现负电荷。使晶片膨胀同样能够产

生放电，但是如果在加压时某晶面上

的电荷为负，那么在膨胀时该晶面上

的电荷将为正，反之亦然。如果当某一

固体发生弹性形变时该固体的结构出

现了正负电荷、偶极或平行偶极组（韦

斯磁畴）分布的非对称畸变（从而形成

全偶极矩），那么就会出现正压电效

应，也就是说，该固体发生了极化现

象。当产生的电场引起电荷、偶极或韦

斯磁畴分布非对称畸变，进而导致几

何畸变（表现为发生机械应变）时，便

会出现逆压电效应（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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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化效应。烧结陶瓷中的偶极只在各电畴内部处于平行状态，而电畴是随
机极化的（左）。在高温强电场 Ep 中极化后，电畴的方向接近一致，使其具
备压电特性（右）。

>  对聚偏二氟乙烯（PVDF）进行压电化处理。在
熔铸形成的聚合物膜中，微晶体（尺寸为数十至

数百纳米）在非晶区呈杂乱状态分布（上）。拉伸
聚合物膜（中）会大大提高非晶区内聚合物链在
膜平面上的齐整度，并由于电场的施加，促进微

晶体的一致旋转。在厚度方向上对聚合物膜进行
极化（如使用熔敷金属电极）便能够使聚合物膜
具有压电特性（下）。（示意图经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批准后使用，参考文献 14。）

迄今为止，人们已在多种材料中发

现了压电现象。Curie兄弟在天然矿物，

如石英、电气石、黄晶和罗谢尔盐

（KNaC4H4O6·4H2O），中发现了压电现

象。在这些矿物中，目前只有石英投入

商业应用。其他实用的压电单晶体，如

磷酸二氢氨（N H 4 H 2 P O 4）、磷酸镓

（GaPO4）及镓镧复合氧化物，都是经过

人工合成得到的。

尽管人们仍在继续开发单晶压电

材料，但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压

电材料是多聚晶压电陶瓷。这一材料

的特点是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而且作

业条件更加宽泛。目前，最大的一类压

电陶瓷是那些由钙钛矿（Perovskite）结
构的微晶所构成的材料[11]。这些材料是

一类复杂的金属氧化物，其通用分子

式为 ABO3，其中 A 和 B 表示不同大小

的阳离子。阳离子 A 包括 Na、K、Rb、
Ca、Sr、Ba 和 Pb 等元素，而阳离子 B
包括 Ti、Sn、Zr、Nb、Ta 和 W 等。有

时，如果总的化学定量关系能够得到

满足（如在锆钛酸铅（PbZrxTi1-xO3）中），

A和B可以分别表示两个或更多个此类

阳离子。钙钛矿压电陶瓷主要包括钛

酸钡（BaTiO3）（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压电

陶瓷）、钛酸铅（PbTiO3）、锆钛酸铅（迄

今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压电陶瓷）、钛

酸锆酸镧铅[Pb1-xLax(ZryTi1-y)1-x/4O3]和铌

镁酸铅[PbMg1/3Nb2/3O3][12]。

在加工过程中的烧结阶段之后，此

类陶瓷中的偶极只在每一电畴内部才处

于平行状态，而电畴的极化是随机的[13]。

一组随机极化的偶极弹性形变不会导致

电荷分布的非对称畸变，因此不会引起

压电现象。因此，制造压电陶瓷的最后

一个阶段都是在高温条件下施加强电

场，之后，电畴会发生几乎相同的极化，

从而使物质变成压电材料（上图）。

有些聚合物具有压电性，或者经处

理后会具有压电性。人们在许多天然聚

合物（包括角质物体、胶原、某些多肽

及DNA定向膜）和人工合成聚合物（如

某些尼龙和聚脲）中发现或生成了压电

现象。然而，目前唯一得到商业应用的

压电聚合物是聚偏二氟乙烯（PVDF）及
其与三氟乙烯和四氟乙烯的共聚物[14]。

PVDF 是一种半晶合成聚合物，化学分

子式为(CH2－CF2)n。PVDF要在薄膜中制

备，薄膜沿着薄膜平面方向被拉伸后将

在垂直于薄膜平面的方向上发生极化，

从而生成压电特性（右图）。

由于压电材料能够将机械能转化为

电能或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因此这些

材料主要应用在各种机电传感器和执行

器上。传感器利用压电现象来诱发各种

物理特性，如力、压力、加速度、侧向

冲击力及偏航角速度等。其他利用压电

现象的装置包括麦克风、水中检波器、

超声传感器、地震传感器、拾音器以及

其他许多仪器装置等。

压电涂料（也被称为智能涂料）是

一种连续分布式的压电传感器[15]。此类

涂料可使用锆钛酸铅陶瓷粉末作为色

料，用环氧树脂作为粘接剂来制备。将

这一涂料涂抹在物体表面后，使其在室

温下固化并极化。此时的涂料层相当于

一个能够对整个物体表面的振动和声波

发射进行监测的传感器。此类智能涂料

可以用于覆盖表面积较大的结构单元，

甚至是整个建筑（如桥梁），可以对这

些结构的完整性进行监测。最近英国和

芬兰开展的跨河桥梁可控风化腐蚀实验

表明，压电涂料感应器能够适应恶劣的

户外条件，其工作寿命能够达到六年以

上[16]。

其他重要的由压电材料制成的执行

器包括：扬声器、压电马达和高精度微

执行器等。高精度微执行器的工作原理

是，施加在压电材料上的电压的小幅变

化会引起压电材料形状的小幅变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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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磁流变（MR）液施加磁场。在没有磁场的情况下，铁粒子杂乱地分布
在没有磁性的油中，形成磁流变液（上）。一旦施加磁场，粒子便在磁场方向

上排列起来，形成链，从而使在垂直于磁场方向上的流体粘度大大增加（下）。

用这一特性，可以对部件和元件的位置

和位移进行精密控制，这对从喷墨打印

机打印头到制导系统等众多装置而言是

至关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一类压电装置应该算是

压电超声波发生器了。与磁致伸缩或其

他类型的超声波发生器不同，压电超声

波发生器能够高效地生成超声波，且其

功率和频率均可控制。此类装置利用逆

压电效应来产生超声波。通过向压电材

料循环施加电压，压电材料会发生膨胀

和收缩，从而发射出压力波。

压电超声波发生器的出现促成了压

电材料众多应用的实现。压电现象的第

一次实际应用出现在 1915 年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利用这一现象研制出了用

于探测潜艇的主动声纳压电石英超声波

发生器[17]。自那时起，该技术不断发展

演化，被广泛用于探测各类介质的非均

质性。利用超声波技术进行探伤检验适

用于多种材料和建筑构造，包括各类管

道和管线。对公众来说，最为常见的超

声波应用应该是医疗超声波检查。该技

术能够对人体内组织和器官进行成像。

尤其是产科超声波检查技术，能够对宫

内胚胎或胎儿进行成像。目前在许多国

家，使用该技术已成为标准的产前护理

流程。

压电装置还在油田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石英压电元件是斯伦贝谢石英晶

体压力计（CQG）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压力计在众多仪器上用作压力传感器。

压电陶瓷装置同样在斯伦贝谢地震、声

波和超声波测井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如Q-Marine单传感器海上地震系统

和 Q-Seabed 多分量海底地震系统中的

声脉冲发送器和水下检波器以及 Sonic
Scanner声波扫描平台、Isolation Scanner
水泥胶结评价服务和 sonicVISION 随钻

声波仪器中的接收器和单极发射器等。

尽管目前压电材料的应用仅局限于传感

器，但在未来的油田应用中可能会利用

压电效应来进行能量收集和制造微执行

器等。

磁活化材料：微小粒子的快速爆发力

磁流变（MR）液是另一类智能材料。

这类液体具有流变性，其性质能够随着

磁场的施加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与磁

场的强度成正比例关系。通过改变磁场

的强度可以对该变化进行精确控制，而

在磁场消失后该变化可以立即恢复。

悬浮在载液（如矿物油、合成油、水

或乙二醇）中的微米级（通常为3到8个
微米）磁性粒子（一般体积占纯铁粒子

的 20%至 40%）便是一种典型的磁流变

液[18]。磁流变液中还需加入各种表面活

性剂，包括油酸、柠檬酸、氢氧化四甲

铵和超纯卵磷脂，来防止粒子出现沉

淀。磁流变材料可以被制成凝胶剂、泡

沫体、粉料、油脂，甚至是块状生胶等。

在没有磁场的情况下，磁流变液中

的粒子是处于随机分布状态的。一旦施

加磁场，粒子便会在磁场方向上排列起

来形成链，从而在垂直于磁场方向的方

向上抑制流体流动和剪切形变，并极大

地提高在这一方向上的流体粘度（准确

地说应该是“屈服强度”）（上图）。 而一

旦磁场消失，粒子链便会（在不规则布

朗力的作用下）分解开来，并恢复至原

始粘度。

11. 钙钛矿（其英文名称 Perovskite 根据俄罗斯矿

物学家 Lev A. Perovski 名字命名）是一种天然
的具有近似立方形晶格的钛酸钙（CaTiO3）。
这一类固体包括许多具有重要科技价值的陶

瓷，如半导体和磁性、铁电及压电材料等。

12. Kholkin A，Jadidian B 和 Safari A：“Ceramics，
Piezoelectric and Electrostrictive”，Schwartz MM
（编辑）：Encyclopedia of Smart Materials。纽约

市：John Wiley & Sons出版公司（2002年）: 139-
148。

13. 烧结是通过将粒状材料加热至熔点附近温度

直至其粒子相互粘接以形成某种产品的方法。

14. Harrison JS和Ounaies Z：“Piezoelectric Polymers”，
ICASE 报告，第 2001-43 号，NASA/CR-2001-
211422，http://ntrs.nasa.gov/archive/nasa/casi.ntrs.
nasa.gov/20020044745_2002075689.pdf（2007 年
12月 24日浏览）。（在原始图像基础上添加了
颜色。）

15. Egusa S和 Iwasawa N：“Piezoelectric Paints as One
Approach to Smart Structural Materials with Health-
Monitoring Capabilities”，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7卷，第4期（1998年8月）：438-445。

Egusa S 和 Iwasawa N：“Piezoelectric Paints：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as Built-In Vibration Sensors
of Structural Materials”，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28卷，第6期（1993年3月）：1667-1672。

16. Hale JM和 Lahtinen R：“Piezoelectric Paint：Effect
of Harsh Weathering on Aging”，Plastics，Rubber
and Composites，36 卷，第 9 期（2007 年 11
月）：419-422。

17. 声纳（其英文名称 Sonar是“声波导航与测距

系统”几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是一项
利用水下声波来探测和定位水下目标的技术。
主动式声纳通过产生声脉冲然后接听脉冲反

射波来进行工作。被动式声纳设备仅对水下
声波进行监听，不发射声脉冲。

18. Henrie AJM 和 Carlson JD：“Magnetorheological
Fluids”，Schwartz MM（编辑）：Encyclopedia of
Smart Materials。纽约市：John Wiley & Sons 出
版公司（2002 年）: 5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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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Magnetix 人工下肢（Biedermann Motech公司产品）（左）膝部的Motion Master磁流变液
阻尼装置（LORD公司产品）示意图和磁流变液阻尼器示意图（右）。（经 LORD公司授权使用，参
考文献 22。）

磁流变液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

Gaitherburg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研究人

员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现[19]。

研究人员利用干磁粉开发了多种装置，

如磁粉制动器。但是，这些早期的磁流

变液和磁流变装置的使用寿命有限，稳

定性差。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

材料科学和控制电子技术的进步，才又

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磁流变材料的兴趣。

人们之所以对磁流变液感兴趣是因

为这些流体有着独特的特性。它们能够

随着磁场的施加，瞬间变为半固态，这

样，它们的粘度能够在瞬间突然增大。

同样，在磁场消失后，原始粘度能够迅

速恢复，响应时间仅为6.5毫秒[20]。因此，

磁流变液主要用于各种阻尼装置中。磁

流变液的首次商业应用是在1995年，用

于生产有氧运动设备的旋转式流体制动

器。目前已实现商业化生产的其他利用

磁流变液的产品包括：重型卡车实时震

动控制系统的阻尼装置、场地赛和泥地

赛赛车所使用的可调减震器以及先进的

假肢所使用的实时步态控制线性阻尼装

置等[21]。

Smart  Magnet ix 人工下肢中的

Motion Master磁流变液阻尼器便是实时

步态控制线性阻尼装置的一个例子（上

图）[22]。该假肢的磁流变液阻尼器的响

应速度要比先前最先进的机械或液压型

阻尼器的响应速度快20倍。该阻尼器的

总响应时间为40毫秒，接近人类膝盖对

信号的反应速度[23]。响应时间的缩短能

够帮助这一新型假肢更加逼真地模仿自

然运动并让使用者感到更加方便。

磁致伸缩物质是另一类磁性活化材

料。磁致伸缩是指铁磁材料随着磁场的

出现而发生形状改变的特性[24]。磁致伸

缩现象于1842年由James P. Joule发现。

他注意到一条铁样本的长度在施加磁场

后发生了变化。除了这一效应（该效应

也被称为焦耳效应）外，还存在一种被

称为维拉里效应的相反的效应。维拉里

效应是指当对材料施加应力时，该材料

的磁化强度会发生变化。

这一特性与正压电和逆压电效应非

常相似。事实上，宏观压电机理和磁致

伸缩现象是非常相像的，它们的不同之

处在于压电效应由电场对电荷、电偶极

子或电偶极子电畴的作用所决定，而磁

致伸缩效应由磁场对磁畴（磁化强度一

致的区域）的作用所决定。对铁磁体样

本施加磁场会改变铁磁体的磁畴，导致

样本发生形状和尺寸的变化。相反，对

铁磁体施加应力会导致铁磁体的磁畴发

生机械位移，从而改变铁磁体的磁化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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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胀式封隔器照片（上）、示意图（中）及膨胀过程图（下）。

磁致伸缩执行器利用的是正磁致伸

缩（焦耳）效应，而磁致伸缩传感器利

用的则是维拉里效应。利用磁致伸缩效

应的产品包括：电话听筒、水下检波器、

声纳用磁致伸缩超声波发生器、线性和

旋转马达以及各种用于监测形变、运

动、位置和力的传感器等。

化学活化材料：性能优异的材料

材料的化学活化几乎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这里，我们仅就当聚合物接触到

液体时的化学活化问题进行讨论。材料

的化学活化现象既具有普遍性（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可见）又具有独特性

（能够促成在油田等场合的智能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曾观察到过自

然发生的或人为引起的聚合物膨胀现

象。例如，当咖啡或茶水被溅到书上时，

纸张中的天然聚合物纤维素便会膨胀。

另外，凝胶状甜点的制作也是利用了聚

合物凝胶在水中会发生膨胀的特性。然

而，这种膨胀特性也可能是有害的：如

果一个企业的设备中的垫圈因聚合物材

质不适合作业条件而发生膨胀或退化进

而导致泄漏或其他严重后果，那么尽管

该零件很小，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

的损失。

而另一方面，人们早已找到了以可

控的方式来利用聚合物膨胀的方法，如

在食品加工、医药（吸收性材料）、化

学物溢出应急工具及建筑（各类填充

物）等领域的应用。靶向给药系统便是

可控聚合物膨胀在现代医药领域的一个

应用实例[25]。最简单的一种靶向给药系

统是胶囊，其中间为药物，外面包裹着

一层可膨胀外层。当胶囊通过胃肠道

时，随着外层的逐渐膨胀，药物会在胶

囊设计中指定的地点按照指定的速率被

释放出来。多层、多药物胶囊是更加复

杂的靶向给药系统。这些胶囊有时会配

备有特殊的给药口。

目前可膨胀聚合物已开始在油田生

产中得到应用。它们被用于膨胀式封隔

器，用来进行层间封隔和有效井筒控水

（右上图）。在层间封隔应用中，将一系

列未经膨胀的油敏型封隔器下入井中。

这些封隔器在遇到油后便会膨胀，从而

封隔住地层面，形成相互隔离的层段。

在控水应用时，要在井内下入一个未经

膨胀的水敏型聚合物（弹性体或复合材

料）封隔器。当水侵入井筒时，封隔器

便会发生膨胀，封住井筒，从而减少涌

入的水量，增加石油产量[26]。

由于膨胀式封隔器一般成本较低，

没有活动的部件，并且不需要机械或液

压传动装置，因此与常规的封隔器相

比，它们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装置的

所有功能都是由一块聚合物智能材料来

实现的。

19. Rabinow J：“Magnetic Fluid Torque and Force
Transmitting Device”，美国专利号2575360（1951
年 11 月 20 日）。

Rabinow J：“The Magnetic Fluid Clutch”，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67 卷（1948 年）：1308-1315。

20. Weiss KD，Duclos TG，Carlson JD，Chrzan MJ 和
Margida AJ：“High Strength Magneto- and Electro-
Rheological Fluids”，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Technical Paper Series，第 932451 号，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 Warendale（1993 年）：1-6。

21. Carlson JD 和 Sproston JL：“Controllable Fluids in
2000－ Status of ER and MR Fluid Technology”，发
表在 2000 年执行器大会暨第七届新型执行器
国际会议上，德国不来梅，2000年6月19-21日。

22. http://www.lord.com/Home/

MagnetoRheologicalMRFluid/Applications/
OtherMRApplicationSolutions/Medical/tabid/3791/
Default.aspx（2008 年 1 月 5 日浏览）。

23. Bullough WA：“Fluid Machines”，Schwartz MM
（编辑）：Encyclopedia of Smart Materials。纽约

市：John Wiley & Sons出版公司（2002年）: 448-
456。

24. 铁磁材料不但能够被外部磁场磁化，当磁场
消失后，它的磁性仍会存在。铁磁材料包括

铁、镍、钴、某些稀土元素以及某些由这些
元素组成的合金和化合物等。

25. Wise DL（编辑）：Handbook of Pharmaceutical
Controlled Release Technology。纽约市：Marcel
Dekker，2002 年。

26. http://www.tamintl.com/pdf/FreeCapAd1JPT.pdf
（2008 年 1 月 11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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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合材料内嵌有直径为200微米的微胶囊（微胶囊内装有可聚合愈合
剂）和聚合催化剂微粒。损伤会导致裂缝扩大（上）。裂缝使微胶囊破裂，

释放出愈合剂（中）。愈合剂与催化剂相接触，发生聚合作用，从而修复
破损区域（下）。（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授权改编，参考文献 2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膨胀橡胶

材料被用在了飞机自动密封燃料箱中，

这是人类应用膨胀聚合物的一个早期成

功案例[27]。自动密封燃料箱由两层橡胶

构成：外层由硫化橡胶制成，而内层由

未经硫化的遇油膨胀橡胶制成。燃料箱

的内层涂抹了一层不透燃料的材料层以

确保在燃料箱完好时未经硫化的橡胶不

会接触到燃料。如果子弹或其他弹丸打

穿燃料箱，燃料漏出接触到未经硫化的

橡胶后，橡胶会发生膨胀，从而封住破

损处。此类自动密封型燃料箱至今仍在

使用中。

这些自动密封橡胶材料可以被认为

是现代所谓的自愈合材料的前身。自愈

合材料的愈合剂并不形成一个相邻层而

是被包裹在诸如微胶囊或空心微纤维一

类的微容器中，均匀地分布在受保护的

材料中[28]。在自愈合聚合材料中，愈合

剂一般就是相应的未经硫化的聚合物。

如果某自愈合聚合材料出现了破损，这

些微容器便会破裂，释放出愈合剂。愈

合剂会渗入破损处，发生聚合作用（如

果有必要还需要向材料中添加聚合催化

剂），从而修复破损区域（左图）[29]。这

一过程模仿的是生物组织的自愈功能。

生物组织对破损的反应通常是分泌愈合

液。为进一步仿生，有人提出为某一材

料置入一个脉管网络，这样可以为材料

的各个部位输送循环愈合剂[30]。

自愈合材料也已开始在油田中得到

应用。例如，斯伦贝谢最近推出了一项

名为 FUTUR 的能够自动愈合水泥环中

微小裂缝的水泥技术（请参见“确保实

现长期层间封隔”，第18页）。FUTUR水
泥体系的泵入和充填方式与普通水泥一

样。该体系中的一些成分在接触到油气

（如那些从水泥环微裂缝中渗入的油气）

之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与油气接触会

激活FUTUR的水泥环。该水泥环在数小

时内不经人工干预便会自动愈合。这一

特性会在水泥固化后避免许多不利情况

的发生，如套管外层间流体的窜流、持

续的井口套压、表层套管泄漏以及交叉

流动等[31]。

不断开发新型智能材料

以上介绍的智能材料和流程仅仅是

众多智能材料及其应用的一小部分。智

能材料有许多种类，其应用也相当广

泛，从简单的压电打火机和点火装置到

复杂的超声波仪器仪表等。

即使是普通材料也能够被制成智能

材料或具有智能反应能力。自愈合水泥

便是一种经工程处理而具备了智能特

性、适于油田应用的日常材料。我们的

身边可能还存在大量的、具有智能改造

潜力的材料等待我们去发现。

对智能材料的研究是位于美国马萨

诸塞州Cambridge的斯伦贝谢道尔研究

中心的最新研究方向之一。这项工作包

括为在各类油田应用中推广执行技术制

定和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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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马萨诸塞州Cambridge的斯伦贝谢道尔研

究（SDR）中心（左下）的研究人员（上）正在
对材料样本的热机性能进行研究。

执行这一路线图很重要的一部分内

容是界定和开发出一些能够以多种方式

进行整合来为提供执行应用的通用基础

技术。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对执行

系统（如执行器、传感器、系统动力学

和系统控制及新型装置等）展开研究并

利用智能材料开发出一些新的执行系统

（右图）。

材料学科研人员对智能材料巨大的

应用潜力感到兴奋不已，然而，这些新

型材料却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普通材料。我们所使用

的大多数材料都是结构性的－选择它们

时不但要考虑它们的性能，还要考虑它

们的成本和数量。和其他功能材料（包

括灯泡中的钨丝、热电偶中的铂 -铑丝

和钻头上的金刚石）一样，智能材料一

般都只用于小规模应用。这些应用所需

要的材料特性往往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

其他材料可以作为替代物来提供，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成本不再是首要问题。随

着井下作业环境的日趋恶劣，智能材料

在油田复杂仪器中的应用或许能够促成

新技术的实施、零部件的小型化并提升

作业的可靠性。                        — 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