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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十号卫星上即将开展的空间胶体自组装实验，旨在阐明重力在胶体组装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理解

胶体自组装现象，为制作大面积高质量的胶体晶体提供理论支持，以期未来制备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光子晶体器
件. 空间胶体自组装实验的大量创新性设计，将为未来空间实验的开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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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代替半导体，成为新一代信息承载和传输的媒介，

胶体一般指某种微小颗粒分散在另外一种溶液
中，颗粒的尺寸在纳米到微米之间. 胶体在日常生活
和工业生产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例如雾霾、书写用

这让我们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理论上，科学家
们有望通过设计各种光子晶体及器件，达到自由操
纵和控制光波行为的目的.

的墨水、喝的咖啡等都是胶体. 经常喝咖啡的人会留

胶体体系最突出的性质是它的自组装能力，咖

意到，洒在桌面上的咖啡液滴，干燥后往往会留下环

啡环结构就是由胶体颗粒通过自组装的方式形成.

状的图案，这种现象被称为 “咖啡环效应”. 咖啡环

所谓自组装，是指基本的物质结构单元 (如分子、

效应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物理机制. 1997 年，Deegan

微纳米颗粒等) 自发形成有序结构的一种技术，是

等

[1]

通过研究胶体液滴中的颗粒运动，在 Nature

制备胶体晶体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利用各种自组

理. 他们发现，液滴表面各部分的蒸发速率不同，

装方法，在地面上合成了不同尺寸和形状的胶体晶
体 [4-5] . 然而，在地面组装过程中，胶体颗粒很容易

边缘区域的蒸发明显快于中间区域. 当液滴的接触

因为重力的作用而产生沉降，并且重力驱动下的浮

线被固定住时，为了补偿边界部分过快蒸发掉的那

力对流现象使颗粒的组装过程变得复杂，限制了对

部分液体，液滴内部的液体会流向边缘，并带动悬浮

这一过程的观察和认识. 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浮力

在液滴内部的颗粒向边缘移动，进而使得大量颗粒

对流受到较大抑制，由于重力导致的颗粒沉降和分

在边界附近聚集，最终形成环状图案. 从显微镜下观

层作用被极大减弱

察环状图案的局部区域，会惊奇地发现颗粒排列成

从而控制胶体颗粒的排列行为，预测颗粒沉积后形

非常有序的阵列结构. 这种周期性的排列结构看起

成的图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空间中的胶体自组装研

来很像原子晶体的排列，但是胶体中的质点是比原

究，将为实现大面积高质量胶体晶体的制作，进而

子尺度大 10 000 倍的胶体微球，所以被科学家称为

在未来制备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光子晶体器件提供思

胶体晶体. 人们发现，胶体晶体结构排列的周期恰好

路.

期刊上发表文章，首次揭示了咖啡环效应的形成机

为光波波长数量级，可以改变光传输路径，因此被称
为光子晶体 [2-3] . 光子晶体的出现，被认为极有可能

[6]

，这为理解胶体自组装现象，

利用微重力环境进行空间胶体晶体的研究已达
二十余年，国外科学家在航天飞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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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实验依据.

要的研究成果，并展现出美好而诱人的应用前景. 但
是，受到空间实验条件和资源的限制，以及实验技术
复杂，目前尚未有人利用胶体颗粒在空间进行蒸发
自组装实验. 实践十号返回式卫星是我国首颗微重

1 空间实验介绍
1.1 空间实验原理

力科学实验卫星，将于 2016 年 4 月初发射 [9] . 实践

空间实验原理如图 1(a) 所示，于微重力环境

十号卫星将在太空绕地球运转接近 15 d 时间，相当

下，在一个透明的石英基片上注射一个大体积的胶

于一个临时搭建的太空实验室. 胶体材料箱是搭载

体液滴. 在石英片的侧方装置一个侧视相机，观察

在该卫星上的一个重要载荷，类似一个安装在卫星

液滴宏观轮廓的变化，大液滴的轮廓如图 1(b) 所示.

上的空间胶体实验平台，可以通过地面远程控制，

对液滴轮廓的观察，可以得到液滴接触角随时间的

在空间自动完成复杂的实验流程. 利用卫星提供的

变化过程，进一步判断液滴内部的微流动和颗粒的

微重力环境，计划在空间完成胶体自组装实验，研究

运动过程，因为这种微小流动和接触角密切相关. 在

微重力条件下的胶体组装现象，阐明重力在胶体组

石英基片的下方安置一个显微镜，用显微镜观察液

装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胶体晶体的应用提供理论

滴中胶体颗粒的运动过程和胶体颗粒之间的相互作

图 1 (a) 空间实验原理示意图；(b) 宏观相机中观察到的液滴轮廓；(c) 显微镜中观察到的胶体颗粒运动

用，这是胶体颗粒组装成有序结构的物理基础. 一

上形成我们需要大小的液滴. 同时，由于疏水区的存

个典型的显微观察图片如图 1(c) 所示，图中的小球

在，使得液滴不会铺展到整个石英基片上，影响空间

为胶体颗粒.

实验观察.

1.2 实验关键技术问题

观察液滴中胶体颗粒的运动过程是另一项关键

为了顺利实现空间实验，胶体材料箱进行了大

技术. 胶体颗粒只有 3 µm 大小，如果想获得清晰的

量适应性创新设计，其中最关键技术有两项，一是

胶体颗粒图像，就必须非常精确地控制显微镜的定

液滴的注入和维持技术，二是空间显微观察技术. 在

位和稳定性，使得显微镜聚焦平面的稳定度在微米

空间环境中，由于没有了重力，液体不能自动从注射

量级. 这在地面上虽然是一项普通技术，但对于空

针头上滴落下来，并稳定地在石英基片上形成液滴.

间实验设备却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因为空间实验设

因此如何实现液滴的注射及限制，是一个不小的难

备要经历火箭发射过程带来的巨大振动和冲击，即

题. 在实验设计上，采用精确的注射泵来控制液滴的

使地面的装配技术能够保障显微镜的安装精度在微

大小. 同时，利用注射泵给液滴一个驱动力，让液滴

米量级上，也无法保障在经过强烈冲击和振动后，这

有效地脱离针头，针头用疏水材料制备. 石英本身

个安装精度依然保持得住. 另外一方面的困难来源

为亲水材料，在石英基片上液滴形成的外围区域，

于，在地面的实验中可以通过手动调节来校正显微

制作了大面积的超疏水涂层，如图 1(a) 所示的黄色

镜焦平面的误差，但在空间实验中由于无人操作，

区域. 这样，在液滴接触亲水区的时候，就会在表面

所以不能采用手动的办法来调整显微镜的误差. 从

张力的作用下顺利脱离注射针头，在基片的亲水区

光学设计原理出发，对空间试验中的显微观察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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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巧妙设计，从而保证了显微光路的精度. 通过
地面大量的力学试验及热试验验证，显微图像依然
清晰可见，这说明对显微光路的设计是合理可靠的.

2 地基试验结果
2.1 胶体颗粒的地面组装试验

为了验证空间实验方案的有效性，在地面上，
对胶体材料箱进行了大量地基匹配试验，图 2(a) 为
正在测试中的胶体材料箱载荷设备. 图 3(a) 给出了
胶体液滴外轮廓的变化. 液滴和基底的接触面积保
持不变，而液滴的接触角和高度都随蒸发时间不断

图 3 (a) 胶体液滴蒸发过程中轮廓的变化；(b) 胶体液滴干燥后

减小. 说明液滴边界被完全钉扎在设计的基片上，

形成的图案

证明在空间实验中对液滴的控制是完全有效的. 图
3(b) 给出了漂亮的胶体自组装图案. 这是胶体液滴

象，因此预测在空间实验中，胶体颗粒的运动活性更

干燥完成后，在石英基片的局部区域有序排列而成

大，组装成的有序结构质量更高.

的单层胶体晶体. 由于空间微重力环境几乎没有浮
力对流的干扰，并且胶体颗粒不再产生重力沉降现

2.2 受限液滴的落塔试验

利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NML) 的国内唯一百米落塔装置，对空间实验环境

下液滴形成的微重力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 图 2(b)
是微重力落塔装置，是开展微重力实验的基本手段
之一. 落塔试验的原理很简单，即将试验落舱悬挂在
落塔顶部，释放后的落舱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那么
落舱内部的实验设备将处在失重状态下. NML 的落
塔高 116 m，可以获得 3.6 s 的微重力时间.
图 4 是对体积不同的两个液滴进行的落塔试
验. 观察到液滴进入微重力环境后，液滴产生剧烈
振荡，虽然形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液滴被牢
牢钉扎在基片上，这进一步验证了对液滴控制的有
效性. 在空间实验中，液滴的形状将与地面上有显著
图 2 (a) 胶体材料箱地检测试中；(b) 中科院百米落塔，
(b1 ) 和 (b2 ) 分别是落塔外部形状和内部结构

差别，更加趋近于球形，这种形状的变化会引起液滴
内部流场的变化，进而引起胶体颗粒的组装过程.

图 4 落塔试验中观察到的液滴进入微重力后外形的变化

3 结论与展望

验的开展对于解释重力在胶体蒸发组装过程中的作

空间的胶体自组装实验，是借助于我国的返回

用，控制胶体颗粒的排列行为，预测颗粒沉积后形成

式科学实验卫星 —— 实践十号卫星，对微重力条件

的图案有重要意义. 期待通过空间实验研究，为未来

下胶体颗粒的自组装现象进行的一次深入研究. 实

优化地面材料合成工艺，制备大面积高质量的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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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设计结果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负责命题与组织的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
计竞赛已圆满结束. 本届竞赛共有 40 支团队报名参加，8 月 15 日，命题方公布了甲、乙两组题目，甲组题
目更具挑战性，乙组题目则面向更多初次参赛的团队，要求参赛团队于 10 月 15 日之前提交设计结果.
经过 2 个月的努力，经过命题方的检验，确定了甲组 6 项正确设计结果，乙组 13 项正确设计结果，并
最终评选出甲、乙两组各奖项，其中甲、乙两组获得一等奖的团队所属单位分别为：
甲组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乙组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中国力学学会的倡导下，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于 2009 年揭幕，第 1 届由清华大学组织举办，此后
每一届竞赛的冠军团队负责组织举办下一届竞赛，先后有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与光电研究院、清华大学、航天飞行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等为历届竞赛的组织举办做出了贡献. 按照惯例，甲组题目冠军团队 (排序第一) 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负责
组织举办下一届竞赛.
（第 7 届全国空间设计轨道竞赛题目见第 2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