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alyzing & Testing

介电树脂固化监测仪
DEA 288 Ionic
方法，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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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分析（DEA），又称为介电热分析（DETA），是一种通过测量材料介电性质的变化来研究

固化进程的技术，适合于热固性树脂、粘合剂、涂料、复合材料及其他有机高分子材料。

模具内的固化过程十分关键，固化效果直接决定了制品的质量。DEA是针对这一不可见的固化过

程最直观、最简捷的测量技术。

直观明了地测量固化行为

DEA 288 Ionic 
开启固化监控的新世界



3

优化配方 

很多时候，聚合物只有在与活性添加剂结合的情况下，才能

展现出更优异的性能。添加剂的作用就是按照设计目标调整

聚合物的形态或聚合架构。使用DEA 288 Ionic，可以快速、

可靠地测量对比促进剂、抑制剂、抗氧剂的有效性，以及填

料等添加物的影响，这些对于缩短开发过程可以起到巨大的

作用。

测试条件灵活

 
DEA 288 Ionic两个版本。其一为工业机架版，其二为通用的便

携版。对于实验室研究，可以配备多种附件：

 ∙ 实验室加热炉，可安装紫外光源 ∙ 湿度发生器 ∙ 实验室模压机，用于模拟与工艺现场相近的实验条件

 
样品制备方便

DEA测试无需特别的样品制备–样品制备是其他固化测量技术

几乎不能避免的问题。结合丰富可选的不同传感器，几乎可

以适用于任何实际应用场景：

 ∙ 喷涂成膜 ∙ 刮覆成膜 ∙ 低或中等粘度材料的铺展 ∙ 将传感器置于预浸料的各层之间 ∙ 将传感器浸入液体中 ∙ 将传感器安装在模具内

应用与收益DEA的技术优点

DEA288 Ionic：便携版（左）和机架版（右）

优化工艺参数

 
DEA 288 Ionic最初是针对实验室应用而设计的（见页6）。

然而，同样的仪器与传感器也可应用于生产环境之中。由

此，DEA 288 Ionic可以帮助使用者将实验室研发参数直接转

换到工艺过程中。

可以测量下列工艺参数： ∙ 固化过程 ∙ 固化度 ∙ 凝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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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测量的基本原理与电阻抗测量相近。

典型的测试过程中，将样品置于与两个

电极（介电传感器）中且与电极接触。

随后施加正弦交变电压，样品内的载流

子在电场作用下被迫迁移：带正电的粒

子移动到负极，带负电的粒子移动到正

极。这一迁移过程产生了与电压存在一

定相位差的正弦交变电流。

外部电场作用下的离子与偶极子行为

没有外部电场 有外部电场

介电（热）分析
测量方法

您可以使用DEA进行如下研究：

DEA（或DETA）技术

 ∙ 固化度

 ∙ 凝胶点

 ∙ 流动行为

 ∙ 反应活性

 ∙ 固化监控

 ∙ 扩散特性

 ∙ 玻璃化温度

 ∙ 工艺监控与优化

 ∙ 老化

 ∙ 分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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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施加激励电压，产生作用在样品上的外部电场，随后测量其响应，即穿过材料的电流。在这个过程中偶极子发生取向重

排，离子则向充有相反电荷的电极迁移，这些分别可在ε'与ε"曲线上观察到。基于于不同的样品特性，检测到激发信号与响应信

号之间的时间偏移，结合电压与电流，可以计算介电振幅。

具体说来，可得到如下信息：

 ∙ 流动行为 ∙ 反应活性 ∙ 固化进程

应用领域

 ∙ 配方研究 ∙ 工艺开发 ∙ 工艺控制 ∙ 质量控制/保证

损耗因子与离子粘度描述了室温下一种双组分环氧粘合剂的固化过程。在1.9min粘度最
低，材料的流动行为最佳。固化过程终止于11min。离子粘度的增长斜率代表了固化过
程中的反应活性。

结果

在DEA 288 Ionic所涉及频率范围内（最

高1MHz），载流子主要为离子（通常为

催化剂或杂质），但在电场作用下偶极

子也会发生重排。

响应信号（电流与相移）是离子与偶极

子移动性的函数。这一关系使得介电（

热）分析成为固化监控的理想方法。在

固化过程中，样品的粘度迅速升高，载

流子的移动性下降，由此导致振幅的衰

减，及结果信号中的相移增大。

DEA - 测量原理

∆ Phase

Voltag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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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288 Ionic，机架版

DEA Ionic，便携版，支持TMCc传感器，可连接所有一次性
传感器的适配盒

DEA 288 Ionic有两个版本：

便携版

 
这一款DEA是最适合您的日常工作。最多支持7个通

道。它可以方便地搬迁到不同的测量环境中。

机架版，可以集成到工艺现场

19"的机架版是为电子机柜中的应用而设计的。它支

持8个通道同步测量，还可以拓展到16个通道。

前沿技术 - 工艺控制的基准

 

   模块化设计

   多通道同步测量

   高速数据采集

   领先的技术

仪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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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广泛的树脂体系，DEA 288 Ionic覆盖了宽广的测量频率范围（从1mHz到1MHz）。其最短数据采集时间短于5ms，因

此可以测量快速固化体系，例如UV固化。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热电偶（单独，或集成到DEA传感器中）或电阻式温度检测器

（RTD），因此温度数据可以与介电信息同步采集。每一通道都有其独立的输入，同步测量。

适配盒 - 快速，方便而可靠地连
接到所有的一次性传感器，热电
偶或RTD传感器

校正插头，用于电子元件的自调整

DEA 288 Ionic

频率范围 1 mHz ... 1 MHz，自由可选

数据采集 多个DEA模块，所有通道同步测量

最短数据采集时间 < 5 ms

传感器连接 带屏蔽的四线技术（补偿导线的电阻与电容）

DEA模块
 ∙ 便携版：通用版本，最多7个通道 ∙ 工业机架版：最多8个通道 ∙            （可扩展至16个通道）

I/O端口
输入与输出测量信号，或来自外部设备（例如压

力或温度传感器）的信号

DEA 288 Ionic

将您的工艺提升到新的高度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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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er

Fringe field Bulk field

高度灵活性 

为了满足多种多样的聚合物工艺应用的需要，耐驰提供了种类非常丰富的介电传感器。这些

传感器从大的类别上分为植入式与重复使用式。后者可固定地安装在压力釜或模具上，或装在 
DMA 或流变仪的样品支架上。

可植入传感器是一次性使用的，可以将其放置在部件的指定位置或在其表面涂覆待测样品。一

种典型的可植入传感器类型为IDEX（叉指电极）传感器。

大多数传感器由在惰性基底上的两个交错的梳状电极组成。测量结果对应的是梳形区域；在传

感器/样品界面附近进行介电特性的局部测量。电场在样品中的穿透深度与电极间距的大小大致

相同。

此外，还提供平行板电极结构的可重复使用传感器，测量样品材料的体积介电性质。可将单极

传感器作为平板电极结构的一极，另一极则借用模具的接地的金属壳体。如果没有模具，或是

样品过厚，则可将传感器壳体作为第二极。

梳状传感器（左）和平
行板电极传感器（右）
的电场线图

可重复使用、带表面涂层的
模具安装式梳妆电极，用于
模具内的在线应用

非常坚固，带有梳状结构的植
入式常规传感器（IDEX），电
极间距115μm

多种高灵敏度的传感器，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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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型 检测区域面积 最高使用温度 电极间距 主要应用

Micron传感器

（MS）

2.5 mm2

26 mm2 
70 mm2

200°C 或  
350°C*

1，5 或 25 μm 涂料，油墨，粘合剂

Mini-IDEX
(叉指电极)

33 mm2 275°C 100 μm 所有树脂（小腔体）

IDEX
(叉指电极)

233 mm2 200°C 或  
275°C* 

115 μm
所有树脂（环氧树脂，聚

酯PES，聚氨酯PUR等）

带滤布的IDEX 233 mm2 200°C 或  
275°C*

115 μm
碳纤维增强聚合物

（CFRP）

模具安装式单极传感器

（TMM）

13 mm² 
79 mm² 
707mm²

220°C –
特别适合于SMC/

BMC，PUR泡沫材料

模具安装式梳形传感器

（TMS）
214 mm² 220°C 500 μm

所有树脂

（EP，PES，PUR等）

带涂层的模具安装式

梳形传感器

（TMCc）
254 mm² 220°C 500 μm

所有树脂，复合材料以

及其它含有导电填料的

聚合物

为了适应不同形状的模具，NETZSCH提供了不同尺寸规格的单极传

感器与模具安装式传感器。传感器均内置热电偶。这些传感器均可

耐压，工作温度最高可达220°C。

如果要测试距离DEA设备很远的样品，比如，生产线上的样品，可

以通过连接坚固的长线缆（>20 m，理论上长度不限）来达成。

装有TMCc传感器的DEA炉体

* 取决于传感器的头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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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附件的DEA288 Ionic

灵巧的附件
为工艺研发与生产之间搭起桥梁 

为了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适当的模拟，耐

驰公司针对DEA仪器提供了一系列相关附

件，例如带有冷却的实验室炉体，实验室

压机以及用于快速固化反应的紫外光源。

用户自定义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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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visc. (1000,000 Hz)
Temp.

Ion visc. /Ohm . cm Tem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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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EA炉，可设置多步温度程序

配备附件的DEA288 Ionic

DEA 288 Ionic系统支持紫外光源（例如，Omnicure S2000），我们可以

用它来研究一些光诱导反应，比如粘合剂、油墨或者涂料的紫外固化。

紫外光的照射强度和持续时间由耐驰Proteus®软件控制。可以在每一温度

段中触发多次闪射。紫外光源的光纤直接连接到实验室炉体。

通过易操作的实验室炉体，可在-140到400°C之间实现升温、恒温或降

温程序，可同时使用两个植入式的IDEX (或MS) 传感器，或使用一个预安

装的TMS传感器。冷却装置可以是空压机或者液氮冷却系统。仪器可外

接两路吹扫气，通过电磁阀控制切换，以实现特定的测试气氛条件。炉

体还能与紫外光源的光纤相连。

片状模塑料、块状模塑料以及预浸料的测试，可以用实验室压机对样品

加热加压，模拟工况环境。样品既可以置于两平板（内含DEA传感器）

之间，又可以置于一个单独的弹簧模具内，该模具配有单极传感器或

TMS传感器。压机的温度程序也可以通过耐驰Proteus®软件控制。

多功能实验室炉体

台式气动实验室压机

紫外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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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即可激活与附件

的通讯连接。耐驰Proteus®软件能够控

制实验室炉体的温度程序，或者调节

紫外光源。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非常简单，软件包含所有可选的

传感器的完整列表以及相关技术参数。一旦选择了

传感器类型，一些关键参数如电极间距或者A/D比
（面积/间距比）会自动设定。此外，用户还可以自

定义传感器。

通过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即可轻松激活需要连接的

通道。已激活的通道以绿色显示。

编辑测试程序时的软件界面

Proteus®软件

测试软件部分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现代的、友好的操作界面。操作者输入所有相关参数时，Proteus®会提供一个快速便捷的输入帮

助。彩色选项卡便于输入样品信息、测试的温度/时间程序亦或是测试所需频率，并且保证不会遗漏重要参数。

测试过程中还可以随时分析当前数据。

功能全面的测试与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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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截屏

 ∙ DEA变量：离子粘度、离子电导率、损耗因子、介电常数相位、tanδ随时间/温度的变化 ∙ 多方法绘图：在一张图中，全面地分析和展现如DEA、DSC、DMA等多种图谱，从而

能够对材料进行详细的表征 ∙ 画中画（PIP），3D图 ∙ 测试过程中的实时分析 ∙ 针对所选的单一曲线或一系列曲线，分析峰值、外推起始点、终止点、一阶微分等特

征值；分析固化度、固化百分比、转化曲线以及步阶差 ∙ 可以比较分析来自同一测量或不同测量的多达64条曲线或温度段 ∙ 保留原始数据——测试原始数据文件不受影响 ∙ 数据导出与图谱导出

Proteus®软件可对测试数据进行全面分析。您可以轻松输入测量参数，灵活地设定数据

采集和分析流程。

常用的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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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应用

SMC（预浸料热压）为使用特殊工艺制备的强化复合材料。

一种纤维基半成品材料，由树脂（通常为聚酯或乙烯基酯树

脂）、短切玻璃纤维、矿物填料和添加剂组成，经受压缩成型

工艺并在高温高压下固化。SMCs的性质在欧标EN 14598中有

相关定义。

SMC在汽车工业中得到大量使用，例如作为扰流板或者汽车躯

干材料。此外，其在航空、电子电器、建筑以及体育娱乐（运

动器具部件）领域也有较多应用。

预浸料的在线固化表征

片状模塑料的优点：

 ∙ 复杂设计的可加工性（热膨胀类似于钢） ∙ 耐腐蚀性 ∙ 表面可涂层 ∙ 经济性 ∙ 轻质性

最后，SMC比钢板材料要轻20%-30%，
这一点在汽车工业中尤为重要，是轻量
化设计的重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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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Ion Visc. /Oh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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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SMC样品的DEA测试谱图，图中实线为离子粘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虚线为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200s处温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固化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所致。图中显示，3bar测试条
件下，线性坐标下的特征离子粘度为0.15E+8Ohm*cm和3.1E+8Ohm*cm，而50bar测试条件下
的特征离子黏度则为0.17E+8Ohm*cm和5.0E+8Ohm*cm。

上图为两个SMC样品在135°C下分别在3bar（蓝色曲线）和50bar（红色曲线）两个

压力下的测试结果。样品厚度约为5mm，测试频率均为1000Hz。

从图中可以看出，样品在高压下的固化速率更快。通过比较两者的外推起始温度，

发现相比于3bar（蓝色曲线）的固化压力，在50bar（红色曲线）的固化压力下，其

起始固化时间提前了27s（约20%），且其最终离子黏度（580s）升高了约60%。

这些测试结果对产品的固化工艺优化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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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UV）固化是一项新兴的固化技术，可以实现对涂

料、油漆、墨水、胶黏剂和铸件等材料的固化成型。该项技术

日益成熟，逐渐应用于自动化、电子、医药工程、金属加工及

工厂制造等领域。

UV固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反应速率较快，往往只需几秒钟的

时间，随后即可对涂覆材料表进行加工和质量控制，但是反应

速率太快导致对其反应过程的监测变得十分困难。

此外，UV固化制备油漆、印刷墨水和胶黏剂等通常是不需要

溶剂的，是环境友好型材料。

UV固化行为的实时分析

总的来说，一共存在三种不同形态的固

化体系：

 ∙ 自由基固化体系 ∙ 阳离子固化体系 ∙ 双重固化体系（同一体系既可热固化

又可UV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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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visc. /Ohm.cm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Time /s

105

106

108

109

107

1010 End: 128.5s, 4659E+06 Ohm.cm

17.0s, 1.2E+06 Ohm.cm

一种改性环氧胶黏剂的UV固化过程的DEA表征

将一种用于电子封装领域的单一成分环氧树脂（EP）涂覆于IDEX传感器表面，形成

一层约200μm厚的薄膜，然后将传感器放入实验室炉体，实验室炉体与UV灯的光纤

相连，通过DEA测试得到其UV固化曲线，如上图所示。

在室温下，采用50至60mW/cm2的辐照强度和60s的辐照时间进行曝光，实验

频率为1000Hz。在UV辐照下，离子黏度在17s以后开始呈现明显上升，在约

400s（=6.7min）后基本达到稳定，其离子黏度增加了4个数量级。

这一测试结果表明，DEA对这种反应速率较快的固化反应具有优异的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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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visc. /Ohm.cm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Time /s

2

5

2

108

5

2

1010

109

5

2

1011

5

5

2

Onset*: 258.3s, 2478E+08 Ohm.cm

Onset*: 98.2s, 1077E+08 Ohm.cm

Peak: 38.1s, 0.2165E+08 Ohm.cm

树脂传递模塑（RTM）工艺是一种制备复杂三维结构或夹层结构

材料的封闭式成型技术（例如，以泡沫为内层的芯板材料）。

RTM工艺过程中，先在模具中放入缠结状或粗加工的干燥的增

强纤维，将模具密封后注入液体树脂和催化剂的混合物。固化

（通过升温或缓慢加压）结束后，打开模具，取出成型样品。

树脂传递模塑（RTM）

环氧基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FRP）的DEA测试结果

上图为80°C下用带涂层的模具安装式

梳形传感器（TMCc）对碳纤维增强环

氧树脂进行测试的结果。

如图所示，固化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为预固化过程，离子粘度增加了至少

三个数量级，且在约170s后出现“平
台”，达到稳定，在大约258s以后，

开始发生后固化。

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所用增强纤维可以是天然纤维、玻璃纤

维、碳纤维或者芳纶纤维等。传统的树脂通常是聚酯、乙烯基

酯、环氧或酚醛型树脂等。高分子基体和增强材料的选择决定

了模塑成型产品的机械性能和表面光洁度。

为实现汽车、轮船、飞机等机械的轻质化，RTM工艺已广泛应

用于自动化工业、风能转换器、建筑业、轮船制造业、航空航

天、赛车运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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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MA或流变联用，加深对材料特性的理解

热固性树脂的形态在固化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化（如从液体到刚性固体

状态），因此，要深入研究这类材料只用一种分析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为解决这一难题，DEA 288 Ionic可以与耐驰公司的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DMA 242 E Artemis或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的流变仪如Mars Ⅲ联用，

以实现DEA-DMA或DEA-流变同步分析测试。这种情况下，通过一次测

试便可得到两个互补的测试结果，有利于对样品的进一步分析。

对于DMA-DEA同步测试，可以配备一种特殊的DMA样品支架，将Mini-
IDEX传感器插入DMA容器中配套使用。DMA可以测得树脂的凝胶点和

玻璃化转变，而DEA对其最低粘度点和固化反应终止阶段更为敏感。

将DEA与流变仪结合，可以使频率扫描范围扩宽至10-3至106Hz，这就有

利于深入探究树脂的流动特性，例如，在注入成型模具的过程中的流动

行为。

DEA 288 Ionic上可重复使用的TMCc传感器（0.5 mm电极
间距，梳状传感器），与Mars Ⅲ流变仪（平板-平板模式
支架，板间距大于0.6 mm）的结合。

使用Mini-IDEX传感器的DMA-DEA同步测
试样品支架

DEA-DMA及DEA-流变的同步分析

 ∙ 树脂起始流动点（流变） ∙ 最低粘度点（DEA/流变） ∙ 凝胶点（DMA/流变） ∙ 玻璃化（Tg）（DMA） ∙ 反应性（DEA曲线斜率） ∙ 固化完成（DEA）

同步分析测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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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耐驰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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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北路456号1＃楼第3层A部位
电话： 021-5108 9255
传真： 021-5866 3120                       邮编：200131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69号东山广场22楼01室
电话： 020-8732 0711
传真： 020-8732 0707                       邮编：510095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35号旺座现代城C座1701室
电话： 029-8744 4467
传真： 029-8745 1817                       邮编：710065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603室
电话： 010-8233 6421
传真： 010-8233 6423                       邮编：100191

成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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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8-8652 8718                       邮编：610017

沈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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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4-3107 8633
传真： 024-3107 8633                       邮编：110020

扫描二维码获得更多耐驰信息

耐驰的 130 个销售和制造中心遍及全球 37 个国家，有超过 3000 名员工，保证为

客户提供最及时快捷的专业服务。耐驰一直是热分析，量热和热物性测量行业的

绝对领导者。我们在广阔的工程技术应用方面具有 60 余年的丰富经验，精湛的生

产工艺水准，和全方面的解决方案，能够超乎想象地满足您的需求。耐驰公司自

1996 年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个代表处，目前已在北京，广州和成都等多个城市设

立了分支机构和维修站。凭借其优异的仪器性能，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售后服

务，耐驰迅速在竞争激烈的热分析市场中脱颖而出，近几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直

位居热分析仪公司榜首。迄今，耐驰仪器在国内已拥有 3000 多家用户，共计 4000

多台仪器，包括工业领域的研发及质量检验部门，包括工业领域的研发及质量检验

部门，各知名高校研究所，国家权威产品检验部门及国防前沿材料研究领域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

耐驰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是一家国际化的技术型公司，拥有包括分析与测试，研磨与

分散，泵系统三大业务－为您最高层次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www.ngb-netzs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