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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研究进展

王新飞
1,    刘东青

1*,    彭    亮2,    程海峰
1

（1．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 新型陶瓷纤维及其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73；2．复杂航空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71）

摘要：不断发展的红外探测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对导弹、高超声速飞行器等武器装备的生存和突防构成了日益严

重的威胁，红外隐身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传统低发射率涂层材料通常在整个红外波段具有

低发射率特性，不具备光谱选择性，其辐射散热效果较差，不利于目标整体红外信号的降低。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

隐身材料可以在降低大气窗口波段（3～5 μm 和 8～14 μm）发射率的同时，利用非窗口波段（5～8 μm）进行辐射散

热，具备更高效的红外隐身性能，是目前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主要介绍基于光子晶体、频率选择表面以及 Fabry-
Perot 腔的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结构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总结了现有体系的优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目前，光谱选择

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距离实际应用仍有很大差距，未来应当向着工艺更加简单、高温稳定性更强以及多波段兼容

的方向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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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高超声速飞行器等武

器装备由于飞行速度极快，在运动过程中尾焰、发

动机喷管和蒙皮等热源部位的红外辐射特征显著，

受到红外预警系统和红外制导武器的威胁严重[1]。

据报道，美国上一代“国防支援计划”（DSP）卫星

曾探测到前苏联、法、中、印、朝等国导弹发射信息

1000 余次[2]；2018 年 1 月，随着第 4 颗地球静止轨

道 卫 星 的 发 射 成 功 ， 美 国 的“天 基 红 外 系 统”

（SBIRS）已全面部署完成，该系统与“空间跟踪与

监视系统”（STSS）相配合，实现了美国在全球范

围内导弹发射助推段的探测和预警以及飞行中段

和再入段的识别与跟踪[3]；当前，美国正在筹备开

展的“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Next-Gen OPIR）预

警卫星将采用超大面阵多波段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不仅能探测跟踪弹道导弹等大型武器装备的发射，

还能实现小型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甚至各式高超声

速武器的探测和预警[2]。不断发展的红外探测技术

与精确制导拦截技术相配合，对导弹、高超声速飞

行器等武器装备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提出愈发

严峻的挑战[4-6]。

红外隐身技术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降低或者

改变目标的红外辐射强度与特性，从而降低目标被

发现、识别、跟踪和攻击的概率，是武器装备生存

和突防的关键技术之一[4-8]。针对飞行器尾喷管和

蒙皮等红外辐射信号强烈的部位，目前广泛采用低

发射率涂层材料来降低辐射强度[9-10]，从而实现红

外隐身的目的。然而，传统的低发射率涂层材料通

常在整个红外波段具有低发射率特性，在降低红外

探测波段发射率的同时，极大地阻碍辐射散热的效

果，会造成实际温度的升高，反而不利于目标整体

红外可探测性的降低。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

正在不断探索寻求新型的、更为有效的红外隐身技

术。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可以根据需要

对自身的光谱特性进行调控，在减小探测波段红外

发射率的同时，利用非探测波段进行辐射散热[11-12]，

有效解决低发射率涂层材料在降低发射率和散热

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具有优异的红外隐身性能，是

当前红外隐身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介绍基

于光子晶体、频率选择表面以及 Fabry-Perot 腔的

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结构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总结

了现有体系的优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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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原理

目标红外辐射特性的强弱与辐射出射度的大

小密切相关，根据斯蒂芬 • 玻尔兹曼定律，物体的

辐射出射度可以通过式（1）计算：

M = εσT 4 (1)

式中：M 为物体的辐射出射度；ε 为红外发射率；

σ 为玻尔兹曼常数；T 为物体的温度。

低发射率涂层材料由于具有较低的红外发射

率，可以降低目标的辐射出射度，从而达到红外隐

身的目的。

大气的红外透射率光谱图如图 1 所示，在 3～

5 μm 和 8～14 μm 的窗口波段，红外辐射在大气传

播过程中几乎不会衰减，是红外探测的主要波段，

而在 5～8 μm 的非窗口波段，红外辐射受大气中

的 H2O、CO2 以及悬浮颗粒的吸收和散射作用明

显，通常不作为红外探测波段[13]。传统的低发射率

涂层材料在整个红外波段具有低发射率特征，满足

大气窗口波段（3～5 μm 和 8～14 μm）的红外隐身

需求，然而全波段的低红外发射率特性在降低目标

红外发射率的同时，会导致热量难以被辐射扩散，

造成目标温度的升高。由式（1）可知，目标温度的

升高会导致辐射出射度的增加，削弱低发射率涂层

材料降低辐射出射度的效果，反而增强目标的红外

信号，使其重新处于暴露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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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气的红外透过率光谱图[13]

Fig. 1    Infrared transmittance spectrum of atmosphere[13]
 

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在大气窗口波

段（3～5 μm 和 8～14 μm）具有低发射率，而在非窗

口波段（5～8 μm）具有高发射率，可同时从降低温

度和降低发射率两个角度实现辐射出射度的降低，

达到红外隐身的目的，理想的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

隐身材料的发射率曲线如图 2 所示[14]。选择性辐

射材料的应用有效避免了低发射率涂层材料由于

辐射效率降低而造成的散热困难的问题，可以通过

辐射散热降低目标的温度；同时，由于其辐射波段

不在探测波段内，极大地降低了目标的可探测性。 

2    研究现状与进展

为同时满足红外隐身和辐射散热的需求，选择

性辐射材料必须具备良好的光谱选择性，在 3～
5 μm 和 8～14 μm 波段具有尽可能低的发射率，而

在 5～8 μm 波段的发射率则尽可能高。其次，飞行

器的蒙皮和喷管等热源部位由于气动加热或者尾

焰冲刷通常具有比较高的温度，这就要求选择性辐

射材料必须能够耐受一定程度的高温。通过梳理

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的技术发展脉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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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ded area indicates the infrared transmittivity spectra of
the atmosphere）[14]

图 2    理想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的发射率曲线

Fig. 2    Ideal emissivity curve of spectral selective radiation in-
frared stealth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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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的发展经历

了三个主要阶段，最早期是以光子晶体为主，可归

于第一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随着微纳

加工技术的发展，频率选择表面逐步由微波波段向

红外波段过渡，第二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

料应运而生；最近，有课题组进一步提出了由超薄

金属结合 Fabry-Perot 腔结构的光谱选择性辐射红

外隐身材料，可归于第三代。通过三代光谱选择性

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该技术的

实用化进程。 

2.1    基于光子晶体的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

光子晶体是由多种具有不同介电常数（或折射

率）的介质材料在空间中周期性排列所形成的特殊

结构，属于第一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

早在 1987 年，Yablonovitch[15] 和 Jhon[16] 就分别发

现了光子禁带和局域光子效应，为光子晶体的研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光子禁带效应是指通过调整晶

格常数和介电常数比等参数，使得某些频率范围内

电磁波的态密度消失，从而无法在光子晶体内部传

播的现象；而当在光子晶体的周期性结构中引入缺

陷时，与缺陷态频率范围一致的电磁波则会被局域

在缺陷位置，并在偏离时发生迅速衰减，这个缺陷

被称作光子局域或 Anderson 局域，光子禁带和光

子局域效应共同构成了光子晶体的两大主要特性[17]。

根据介质材料在空间中的排列方式，可将光子

晶体分为一维光子晶体、二维光子晶体和三维光子

晶体 [18]。其中，一维和二维光子晶体由于制备简

单、光谱选择性好而得到广泛应用，但它们通常只

有一个光子禁带且禁带宽度较窄，难以满足双波段

红外隐身的需求，三维光子晶体可在三个空间维度

上实现全面的光谱调控，其光子禁带较宽，并且耐

高温性能好[19]，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Aliev 等 [20] 采用自组装法将直径 0.8～4.5 μm
的 SiO2 微球制备成具有较高反射率的蛋白石结构

三维光子晶体，通过在蛋白石结构模板中熔融填充

硫系玻璃 Ge33As12Se55，并用 HF 溶液刻蚀去除模

板，Aliev 进一步获得禁带位于 3～5 μm 和 8～12 μm
两个波段内的高孔隙率反蛋白石结构三维光子晶

体，其反射率峰值可达 65%以上，各种结构的反射

率曲线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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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制备的蛋白石结构、Ge33As12Se55 熔融填充蛋白石结构以及反蛋白石结构的反射率曲线[20]　（a）2280 nm SiO2 微球；
（b）4500 nm SiO2 微球

Fig. 3    Reflectance  spectra  of  the  bare  opal，opal  infiltrated  with  AMTIR-1  glass，and  chalcogenide  glass  inverted  structure[20]　
（a）2280 nm SiO2 sphere；（b）4500 nm SiO2 sphere

 

虽然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的禁带反射率高

于蛋白石结构，但是其制备工艺较为复杂，在实际

中难以推广应用。张连超等[21] 报道了一种操作简

易、成本低廉的优化垂直沉积法，将微米级 SiO2 微

球自组装获得高质量的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该结

构的禁带位于 2.8～3.5 μm 和 8.0～10.0 μm，红外

透射率曲线如图 4 所示。此后，该组用单分散聚乙

烯微球替代 SiO2 微球，进一步获得了禁带位于

3.24～3.44 μm 的蛋白石结构聚乙烯光子晶体[22-23]。

通过控制微球的尺寸，容易获得不同光子禁带

的蛋白石结构三维光子晶体，但单分散的微球通常

只能获得单一波段的禁带，要想满足选择性辐射红

外隐身，仍需多种尺寸微球制备的光子晶体配合才

能完成，相对较为麻烦。一维光子晶体通常也只具

备单一波段的光子禁带，无法满足选择性辐射红外

隐身的要求，然而研究表明，通过构造异质结构可

以实现其全向反射频率光子禁带的合并与拓宽[24]，

这为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提出了新的思路。

赵大鹏等 [25] 采用传输矩阵法设计出由 Te 和

PE 两种材料组成的一维光子晶体，并通过构造异

质结构实现了光子禁带的展宽，获得的全向反射镜

在 3.4～ 5.4  μm 和 8～ 12.5  μm 波 段 反 射 率 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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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以上。通过薄膜光学理论进行优化，该组将异

质 结 构 的 禁 带 进 一 步 拓 宽 为 2.91～ 5.12  μm 和

7.62～12.29 μm，反射率高达 95%[26]，在两个禁带之

间的 5～8 μm 波段范围，光谱表现为振荡的通带，

可以将累积的热量辐射出去，其红外反射率曲线如

图 5 所示。

 

2

1.0

0.8

0.6

0.4

0.2

0

R
(θ

 =
 0

)

3 5 8 10 12 14
λ/μm 

图 5    一维异质结构光子晶体的红外反射率曲线[26]

Fig. 5    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um  of  the  one-dimensional
heterostructure photonic crystal[26]

 

利用光学镀膜技术，Zhang 等[27] 成功在石英基

底上制备出由 Ge 和 ZnS 构成的一维异质结构光子

晶体薄膜，其结构示意图和红外发射率曲线如图 6
所示。实验结果显示，该光子晶体薄膜在 3～5 μm
和 8～14 μm 大气窗口波段的平均发射率分别为

0.046 和 0.190，而在 5～8 μm 非窗口波段的平均发

射率为 0.579，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辐射特征，有望

用作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

在多波段隐身方面，一维异质结构光子晶体也

表现出良好的兼容性能。首先，光子晶体的介质材

料通常在雷达波波段具有高透射率特性，Wang
等[28] 比较了在玻璃基板上制备的光子晶体结构和

空白玻璃基板在 2～18 GHz 波段的透射率，结果发

现二者的透射率曲线基本相同，这表明该光子晶体

结构在整个雷达波段几乎是透明的，通过与雷达吸

波材料的结合，很容易实现红外隐身与雷达隐身的

兼容。此外有研究表明，利用光谱挖孔原理，可在

一维光子晶体中掺杂其他材料，引入缺陷破坏其周

期性结构，实现极窄频率范围的高吸收现象[29]，张

继魁等利用这一原理，通过在光子晶体的周期性结

构中引入 Ge 和 Si 等缺陷层，先后实现了近中红外

波段与 1.06 μm 和 1.54 μm 激光的兼容隐身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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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垂直入射时 SiO2 光子晶体薄膜的红外透射率谱图[21]　（a）1.5 μm SiO2 微球；（b）4.3 μm SiO2 微球

Fig. 4    Normal incident infrared transmittance spectra of SiO2 photonic crystal film
[21]　（a）1.5 μm SiO 2 sphere；

（b）4.3 μm SiO2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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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一维异质结构 Ge/ZnS 光子晶体[27]　（a）结构示意图；（b）红外反射光谱

Fig. 6    One-dimensional heterostructure Ge/ZnS photonic crystal[27]　（a）schematic diagram for structure；（b）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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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远红外波段与 10.6 μm 激光的兼容隐身[31]。利

用薄膜等倾干涉理论，该课题组还通过叠加准周期

结构的方式获得了具有不同颜色特征的光子晶体

薄膜，样品的截面 SEM 形貌以及红外光谱曲线如

图 7 所示，其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的平均

反射率分别为 94.3%和 85.5%，进一步实现红外隐

身与可见光隐身的一体化兼容[32-33]。

作为第一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的

代表，一维异质结构光子晶体能够较好的实现中远

红外双波段的隐身，光谱选择性较为明显，通过与

雷达吸波材料相结合，利用光谱挖孔原理以及准周

期结构的叠加等方式，可以同时实现红外、雷达、

激光以及可见光隐身，多波段兼容隐身效果突出。

然而，目前设计制备的一维异质结构光子晶体在

5～8 μm 波段的红外特性多呈现不稳定震荡的趋

势，辐射散热效果还有待提高，此外，高性能一维光

子晶体的膜层数通常较多，工艺复杂且成本较高，

不同介质材料之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使得其在高

温下极易产生热应力，膜层容易发生脱落而失效，

这些都限制着它在实际中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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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一维异质结构 Ge/ZnSe 光子晶体[33]　（a）截面 SEM 形貌图；（b）红外反射光谱

Fig. 7    One-dimensional  heterostructure  Ge/ZnSe  photonic  crystal[33]　 （ a）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 （ b） 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um

 
 

2.2    基于频率选择表面的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

频率选择表面由大量的导体谐振单元按照特

定周期排列而成，对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具有选择特

性，属于超材料的一种。2008 年，Landy 等[34] 首次

利用频率选择表面设计出“完美吸波体”结构，并

通过理论和实验验证了该结构的选择性吸波效

果，为类似超材料吸波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Landy 设计的超材料吸波体由金属谐振层、中间介

质层以及底部金属层三部分构成，其结构如图 8
所示。

通过改变形状、尺寸以及距离等参数，表面金

属谐振单元可与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发生谐振效应，

降低该频率电磁波的反射率，令其尽可能多的进入

介质层内，实现与自由空间的阻抗匹配；而利用结

构单元的介质损耗和欧姆损耗，可令进入介质内部

的电磁波能量迅速被转化耗散，实现衰减匹配。通

过阻抗匹配和衰减匹配的共同作用，频率选择表面

可以实现对特定频率电磁波的选择性吸收，达到选

择性辐射红外隐身的效果。

频率选择表面结构单元通常为目标电磁波的

亚波长尺寸，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其早期主要针

对微波波段，应用于雷达隐身，近几年来，随着电子

束刻蚀、聚离子束刻蚀等微纳加工工艺的发展，以

频率选择表面为代表的第二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

外隐身材料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Kim 等[35] 利用圆盘-圆环频率选择表面设计出

一种金属 /介质 /金属选择性辐射体，该辐射体由

Ag 和聚酰亚胺组成，它的磁场分布和光谱特性如

图 9 所示。由中心 Ag 圆盘产生的表面等离子体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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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完美吸波体结构示意图[34]　（a）金属谐振环；（b）底部
金属短线；（c）整体单元结构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erfect  absorber  structure[34]

（a）electric resonator；（b）cut wire；（c）the unit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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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共振峰位于 1.54 μm 处，可以降低 90%的激光散

射，用于针对激光制导导弹的隐身；周围 Ag 圆环产

生的磁极化共振峰位于 6.2 μm 处，发射率极高，可

用于辐射散热；而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该

频率选择表面的反射率高达 92%以上，具有红外

信号抑制效果，可用于实现双波段的红外隐身。耐

温性仿真结果表明，其中远红外波段的辐射抑制效

果在 500 ℃ 时可保持 90%以上，但他们的研究成

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进行实际性能的测试。

Lee 等[14] 采用 Au 和 ZnS 两种材料，设计制备

出圆盘频率选择表面，其结构示意图和表面 SEM
形貌如图 10（a），（b）所示。他们对不同圆盘直径

频率选择表面的发射率进行了计算模拟和实验测

试，两者结果基本一致，如图 10（c）所示。此外，

Lee 等还建立了总体隐身性能指标，用于评价材料

的红外隐身效果。仿真结果显示，在 27 ℃ 和 327 ℃
温度条件下，当金属圆盘的直径分别为 1.49 μm 和

1.21 μm 时，该选择性辐射体可获得最佳隐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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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圆盘-圆环频率选择表面[35]　（a），（b）1.54 μm 和 6.2 μm 下的磁场分布俯视图；（c）频率选择表面的红外光谱曲线（实
线）和大气吸收光谱曲线（虚线）

Fig. 9    Disc-ring frequency selection surface[35]　（a），（b）top views of the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s calculated at 1.54 μm and
6.2 μm，respectively；（c）spectral  properties of the frequency selection surface（solid line）and the atmospheric absorption
spectrum（dotted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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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圆盘频率选择表面[14] （a）结构示意图；（b）表面 SEM 形貌；（c）不同圆盘直径下计算（实线）和实验（虚线）得到的发射
率/吸收率

Fig. 10    Disc  frequency  selection  surface[14]（a） schematic  diagram； （b） surface  SEM image； （c）emissivity /  absorptivity   calcu-
lated（solid line）and experimental（dashed line）for different disc di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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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等[36] 将频率选择性表面和微波吸收体相

结合，设计出红外 /微波兼容隐身的分层超材料

（HMM），结构如图 11（a）所示，其中，层Ⅱ在该分

层超材料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与层Ⅰ共同组成选

择性红外辐射体（ISE），又与层Ⅲ共同组成微波吸

收体（MSA），二者的结构单元如图 11（b），（c）所

示。图 11（d）为 ISE、MSA 和 HMM 的光谱曲线，

实验结果显示，该分层超材料在 5～8 μm 波段的红

外发射率比 Au 表面高 15.7 倍，具有较好的辐射散

热效果，而在 8～12 μm 的红外波段和 2.5～3.8 cm
的微波波段的辐射信号强度分别降低了 95%和

99%，能够同时满足红外隐身和微波隐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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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分层超材料（HMM）[36]　（a）微波入射和红外辐射示意以及结合了 ISE 和 MSA 的 HMMs 的组成和结构示意图；（b）ISE
的结构单元示意图；（c）MSA 的结构单元示意图；（d）测量的 ISE、MSA 以及 HMM 的红外发射光谱和微波吸收光谱

Fig. 11    Hierarchical metamaterials[36]　（a）schematic diagram shows incoming microwave and outgoing IR radiation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HMMs that incorporates the ISE and MSA layers；（b）unit-cell structure of the ISE；（c）
unit-cell structure of the MSA；（d）measured emissivity over the IR spectrum and absorptance over the microwave spec-
trum for the ISE and MSA layers and overall HMM

 

Kim 和 Lee 等设计的频率选择表面在峰值处

的吸收率接近于 1，在探测波段的抑制效果高达

90%以上，光谱选择性比较明显，并且很容易通过

改变金属结构单元的尺寸控制其光谱特性，可设计

性能好，但是二者设计制备的频率选择表面均为单

峰结构，吸收频带极窄，材料整体的辐射散热效果

仍然比较有限。为实现吸收频带的拓宽，可在一个

区域内设置多个几何形状相同但尺寸不同的金属

谐振单元，通过调整单元的尺寸获得不同的谐振频

率，从而实现多个相近吸收峰的叠加拓展[37]。

Xu 等[38] 通过在同一结构单元中设计四种不同

尺寸的方形谐振单元，制备出一种对偏振不敏感的

选择性辐射体，实现了吸收频带的拓宽，其结构单

元示意图和模拟计算得到的红外光谱如图 12 所

示。该宽带选择性辐射体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发射率低于 0.06，同时，可以通过 5.5～7.3 μm
波段的宽频吸收带进行辐射散热，降低目标的实际

温度。然而，由于材料介电常数模拟数据与实验数

据的偏差，以及实际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缺陷等问

题，样品实验测得的红外吸收率较计算结果下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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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在 6.4 μm 处的吸收率峰值仅为 0.47。

除了典型的金属/介质/金属结构外，利用全金

属的空腔结构也可以达到类似的选择性辐射效

果。Zhao 等[39] 利用圆形结构、凹槽和不同尺寸的

长方体空腔结构，设计出一种全金属的激光/红外

隐身兼容频率选择表面，其结构示意图及红外光谱

特性如图 13 所示。该选择性辐射体在 3～5 μm 和

8～14 μm 具有很低的发射率，可有效抑制探测波

段的红外信号，而在 2.709 μm 和 6.107 μm 处的发

射率几乎为 1，能够补偿由于探测波段低发射率造

成的辐射散热的减少。此外，该发射体在 1.064 μm
处几乎是一个完全的吸收体，能够实现红外与激光

隐身的一体化兼容。

频率选择表面作为第二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

隐身材料，具有较好的光谱选择性和可设计性，可以

通过结构单元的设计调整吸收频带位置和宽度，实

现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与激光隐身的兼容，通

过不同尺寸频率选择表面的结合，实现红外隐身与

雷达隐身的兼容，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材

料性能的差异以及缺陷的存在，实际制备的频率选

择表面与理论的性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此外，红外

波段光谱调控所需的结构单元尺寸很小（通常为微

米级别），且结构复杂，使得实际的工艺成本较高，加

工耗时极长，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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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全金属空腔频率选择表面[39]　（a）结构示意图；（b）红外吸收/发射率曲线（图中红线表示大气吸收光谱）

Fig. 13    All-metal cavity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39]　（a）schematic diagram；（b）infrared absorption/emission spectrum（the red
line indicates the atmospheric absorption spectrum）

 
 

2.3    基于 Fabry-Perot腔的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

材料

表面抛光的金属膜存在强大的屏蔽效应，阻止

了其内部自由电子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通常表现

出全波段的强反射特性[40]。然而研究表明，当金属

膜的厚度不断减小，变为纳米级的超薄金属时，将

没有足够的电荷来屏蔽振荡的电磁波，其吸收率和

发射率均会得到显著的增强[41]，表现出一定的吸收

和透过特性 [42]，即超薄金属的隧道效应。图 14
模拟了电流点源放置于不同厚度 Ag 膜下的辐射特

性的变化，当金属 Ag 由厚膜变为 1 nm 的超薄薄膜

时，电流电源的辐射特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40]。

利用超薄金属的隧道效应与 Fabry-Perot 干涉

仪的多光束干涉效应相结合，可设计出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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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多尺寸方形频率选择表面结构单元[38]　（a）俯视图；（b）侧视图；（c）模拟计算的红外吸收/反射光谱

Fig. 12    Multi-size square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38]　（a）top view of the unit cell ；（b）side view of the unit cell；（c）simulated
reflection and absorption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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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选择性能优异的 Fabry-Perot 腔选择性辐射红

外隐身材料。该选择性辐射结构通常由超薄金属、

介质层以及金属层三部分组成，是继光子晶体和频

率选择表面之后的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

身材料。由于超薄金属的隧道效应，电磁波可以透

过表面进入介质层内部，而 Fabry-Perot 腔结构的存

在，可令特定波长的电磁波在腔内形成稳定的振

荡，在反复的振荡过程中，电磁波会被超薄金属不

断地吸收，从而实现整个结构的选择性辐射功能。

利用超薄金属的隧道效应和阻抗匹配原理，国

防科技大学刘东青等[11] 采用电子束蒸发镀膜技术

设计制备出由保护层 Ge、超薄金属 Ag、介质层 Ge
以及金属层 Ag 四层膜结构组成的 Fabry-Perot 腔

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该组通过等离子体处理

以及提高沉积速率的方式获得了连续的超薄Ag 膜[42]，

最终制备的 Ag/Ge 体系 Fabry-Perot 腔的截面 TEM
形貌以及红外发射率曲线如图 15 所示。实验结果

显示，该体系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的发射

率分别为 0.18 和 0.31，而在 5～8 μm 波段的发射率

高达 0.82，较好地满足了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

的需求。进一步的耐温性测试表明，在 200 ℃ 的高

温下，其仍然能保持自身优异的光谱选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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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Ag/Ge 体系 Fabry-Perot 腔[11]　（a）截面 HRTEM 形貌；（b）计算和测量的红外发射率曲线

Fig. 15     Ag / Ge system Fabry-Perot cavity[11]　（a）cross-sectional HRTEM image；（b）calculated and measured infrared emissiv-
ity curves

 

为了实际验证 Fabry-Perot 腔选择性辐射材料

在红外隐身中的优势，刘东青等[11] 比较了低发射

率涂层材料和制备的 Ag/Ge 体系 Fabry-Perot 腔表

面温度随加热时间的变化以及达到稳态时在红外

热像仪下的辐射温度（即与目标辐射能量相同时黑

体的实际温度），如图 16 所示。结果显示，尽管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不同材料的红外发射率

几乎相同，但选择性辐射体的辐射温度明显低于低

发射率涂层材料，具有更优越的红外隐身性能。

刘东青等[43] 又将上述 Fabry-Perot 腔选择性辐

射结构改进为具有周期性图案的 Ag/Ge 薄层，通过

与雷达吸波功能层相结合，成功设计制备出一种选

择性红外辐射与雷达吸波兼容的隐身材料。该结

构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具有低发射率，在

5～8 μm 波段具有高发射率，符合光谱选择性辐射

红外隐身材料的要求，同时其在 8.0 ～18.0 GHz 具

有低反射率，可用于实现雷达吸波隐身。此外，该

组还通过调整膜层的厚度，实现了 Fabry-Perot 腔选

择性辐射结构向辐射制冷技术的推广，设计制备出

的选择性辐射体在 8～13 μm 波段具有高发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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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电流点源的辐射特性[40]　（a）放置在半无限大的 Ag 厚膜下 0.5 nm；（b）放置在 1 nm 厚的超薄 Ag 膜中央

Fig. 14    Ra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current point source[40]　（a）0.5 nm under a semi-infinite Ag thick film；（b）in the center of a
1 nm ultra-thin Ag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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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而在 5～8 μm 和 13～25 μm 波段发射率分

别为 0.21 和 0.39，室外的温度测试表明，该体系平

均可以降低约 3.5 ℃，在辐射制冷技术领域具有很

好的应用潜能[44]。

基于 Fabry-Perot 腔的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

红外隐身材料结构简单，可通过介质层厚度的调整

实现辐射曲线的控制，光谱选择性和可设计性好，

具有比低发射率涂层材料更好的红外隐身性能。

此外，通过先进的镀膜系统，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

射红外隐身材料可以实现在复杂构件上的成型制

备，这使得其成为目前最贴近应用的选择性辐射红

外隐身技术。然而，由于超薄金属 Ag 膜在高温下

极易发生氧化，并且 Ag 和 Ge 膜层间热膨胀系数

的差异，实际制备的 Fabry-Perot 腔结构耐温性能仍

然十分有限，当前研究者们正在积极选择具有应用

潜力的高熔点金属以及热膨胀系数相近的介质材

料，以提高 Fabry-Perot 腔选择性辐射结构的耐高温

性能。 

3    结束语

目前，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主要有光

子晶体、频率选择表面以及 Fabry-Perot 腔三种结

构。其中，以异质结构光子晶体为代表的第一代光

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满足双波段的红外隐

身需求，并能通过与雷达吸波材料结合、光谱挖孔

技术以及准周期结构叠加的方式实现多波段隐身

的兼容，但其在非窗口波段的光谱曲线不够稳定，

辐射散热效果有待提高，此外，过多的膜层数对工

艺的要求较高，也不利于其在高温下的稳定；频率

选择表面作为第二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

料，可以通过金属谐振单元的设计实现吸收峰位置

和宽度的调控，容易实现激光隐身和红外隐身的一

体化兼容，但由于材料性能和缺陷的限制，其实际

性能较理论值还有较大的差距，微米级的结构尺寸

和复杂的结构也给加工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基

于 Fabry-Perot 腔的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

身材料可以通过调整层厚实现光谱特性的调控，具

有比前两代材料更优异的光谱选择性能，其结构简

单，加工较为方便，是目前最具备实际应用潜力的

材料体系。

尽管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具

有优异的光谱选择性能，但由于超薄金属的氧化问

题 和 多 层 膜 间 热 膨 胀 系 数 的 差 异 ， 实 际 制 备 的

Fabry-Perot 腔结构耐温性能仍然十分有限，未来应

对其材料体系进行调整，尽可能选择 Au、Pt 等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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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不同材料的表面平均辐射温度随加热时间的变化和稳态红外热像图[11]　（a），（b）3～5 μm 波段；（c），（d）8～14 μm 波段

Fig. 16    Average apparent temperature variation and infrared thermal image（steady-state）of different emitters[11]

　（a），（b）3-5 μm；（c），（d）8-14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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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氧化的超薄金属膜层以及与之热膨胀系数相匹

配的介质层，从而提高整个 Fabry-Perot 腔结构的耐

高温性能。此外，随着传感器元器件水平和计算机

技术迅速发展，红外探测技术与雷达探测系统、激

光探测系统以及可见光探测系统等交联配合，日趋

形成一个复杂化的多功能探测网络[45-47]，可实施对

军事目标全方位、多领域的无死角探测。因此，单

一的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难以应对实际中复

杂战场环境的隐身需求，必须与雷达波 [48-49]、激

光[50-51] 以及可见光[32-33，52] 隐身等多种隐身手段兼

容配合，才能达到真正的隐身效果。其中，红外隐

身与雷达隐身的兼容尤为重要，为此，可尝试将

Fabry-Perot 腔结构中的超薄金属膜层替换为其他

介质吸收层，制备全介质型的第三代光谱选择性辐

射红外隐身材料，通过与雷达吸波材料相结合，实

现红外和雷达兼容的一体化隐身效果。面对日趋

复杂的战场环境，武器装备对红外隐身材料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性能需求，未来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

身材料应该向着工艺更加简单、高温稳定性更强以

及多波段兼容的实用方向继续迈进。
 

参考文献：

WANG L，XU G，LIU C，et  al.  Surface-modified  CeO2

coating with  excellent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  perform-
ance and low infrared emissivity at  high-temperature[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2019，357：559-566.

［1］

王云萍. 美国天基红外导弹预警技术分析 [J]. 光电技

术应用，2019，34（3）：1-7.
（WANG Y P. Analysis of US space-based infrared mis-
sil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J]. Electro-Optic Techno-
logy Application，2019，34（3）：1-7.）

［2］

陈建光，梁晓莉，王聪，等. 2018 年美军天基信息支援

装备技术综述 [J]. 中国航天，2019（5）：27-29.
（CHEN J G，LIANG X L，WANG C，et al. Summary of
US  military  space-based  information  support  equipment
technology in  2018[J]. Aerospace  China，2019（5）：27-
29.）

［3］

HAO  T，LIU  H  T，CHENG  H  F.  A  thin  radar-infrared
stealth-compatible  structur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J].  Chinese  Physics  B， 2013， 23（ 2） ：

025201.

［4］

BARANWAL N，MAHULIKAR S P. Review of Infrared
signature  suppression  systems  using  optical  blocking
method[J]. Defence Technology，2019，15（3）：432-439.

［5］

XU  R， WANG  W， YU  D.  Preparation  of  silver-plated
hollow glass  microspher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frared
stealth  coating  fabrics[J]. Progress  in  Organic  Coatings，

［6］

2019，131：1-10.
SALIHOGLU  O， UZLU  H  B， YAKAR  O， et  al.
Graphene-based  adaptive  thermal  camouflage[J].  Nano
letters，2018，18（7）：4541-4548.

［7］

QU Y，LI Q，CAI L，et al. Thermal camouflage based on
the  phase-changing  material  GST[J].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2018，7（1）：1-10.

［8］

YU H，XU G，SHEN X，et al. Effects of size，shape and
floatage  of  Cu  particles  on  the  low  infrared  emissivity
coatings[J]. Progress in Organic Coatings，2009，66（2）：

161-166.

［9］

CHEN J，ZHOU Y，NAN Q，et al. Synthesis，characteriz-
ation and infrared emissivity study of polyurethane/TiO2
nanocomposites[J].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07，

253（23）：9154-9158.

［10］

PENG  L， LIU  D，CHENG  H， et  al.  A  Multilayer  film
based selective thermal emitter for infrared stealth techno-
logy[J].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2018， 6（ 23） ：

1801006.

［11］

LEE  N， YOON  B， KIM  T， et  al.  Multiple  resonance
metamaterial  emitter  for  deception  of  infrared  emission
with  enhanced  energy  dissipation[J].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2020，12（7）：8862-8869.

［12］

彭亮. 选择性低发射率涂层的设计与制备研究 [D]. 长
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15.
（ PENG  L.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selective  low
emissivity  coatings[D].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2015.）

［13］

LEE  N，KIM  T，LIM  J  S， et  al.  Metamaterial-selective
emitter  for maximizing infrared camouflage performance
with  energy  dissipation[J].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9，11（23）：21250-21257.

［14］

YABLONOVITCH E. Inhibited spontaneous emission in
solid-state  physics  and  electronics[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1987，58（20）：2059-2062.

［15］

JOHN S.  Strong  localization  of  photons  in  certain   dis-
ordered  dielectric  superlattices[J]. Phys  Rev  Lett，1987，

58（23）：2486-2489.

［16］

张塬昆，于名讯，潘士兵，等. 光子晶体红外隐身材料研

究进展 [J]. 激光与红外，2013，43（9）：967-971.
（ZHANG Y K，YU M X，PAN S B，et al. Development
of photonic crystal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s[J]. Laser &
Infrared，2013，43（9）：967-971.）

［17］

卢仪，卜小海，李栋先，等. 基于光子晶体的红外隐身材

料研究进展 [J].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19，56（8）：

32-41.
（LU  Y，BU  X  H，LI  D  X， et  al.  Research  of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s  based  on  photonic  crystals[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2019，56（8）：32-41.）

［18］

FLEMING  J， LIN  S， EL-KADY  I， et  al.  All-metallic［19］

第 5 期 光谱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材料研究进展 11

http://dx.doi.org/10.1016/j.surfcoat.2018.10.05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7742.2019.05.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7742.2019.05.008
http://dx.doi.org/10.1016/j.dt.2018.12.002
http://dx.doi.org/10.1016/j.porgcoat.2019.02.009
http://dx.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1746
http://dx.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1746
http://dx.doi.org/10.1016/j.porgcoat.2009.07.002
http://dx.doi.org/10.1016/j.apsusc.2007.05.046
http://dx.doi.org/10.1002/adom.201801006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21030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21030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04478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059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059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48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http://dx.doi.org/10.1016/j.surfcoat.2018.10.05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3-1255.2019.03.0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7742.2019.05.008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2-7742.2019.05.008
http://dx.doi.org/10.1016/j.dt.2018.12.002
http://dx.doi.org/10.1016/j.porgcoat.2019.02.009
http://dx.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1746
http://dx.doi.org/10.1021/acs.nanolett.8b01746
http://dx.doi.org/10.1016/j.porgcoat.2009.07.002
http://dx.doi.org/10.1016/j.apsusc.2007.05.046
http://dx.doi.org/10.1002/adom.201801006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21030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21030
http://dx.doi.org/10.1021/acsami.9b04478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059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059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58.248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13.09.01


thre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s  with  a  large  infrared
bandgap[J]. Nature，2002，417（6884）：52-55.
ALIEV A，ZAKHIDOV A，BAUGHMAN R，et al. Chal-
cogenide inverted  opal  photonic  crystal  as  infrared   pig-
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science， 2006，

5（01）：157-172.

［20］

张连超，邱丽莉，芦薇，等. 蛋白石型光子晶体红外隐身

材料的制备 [J]. 物理学报，2017，66（8）：149-084208.
（ZHANG  L  C，QIU  L  L，LU  W， et  al.  Preparation  of
opal  photonic  crystal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s[J].  Acta
Physica Sinica，2017，66（8）：149-084208.）

［21］

LI R，QIU L，MENG Z，et al. A fast method for prepar-
ing  a  large  diameter， thre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J]. Optik，2019，180：894-899.

［22］

闫丹，邱丽莉，孟子晖，等. 微米级胶体晶体可控制备与

红外波段光学特征研究 [J]. 高分子学报，2018，（6）：

733-740.
（ YAN  D， QIU  L  L， MENG  Z  H， et  al.  Studies  on
infrared  radiation  management  material  based  on  micron
colloidal  photonic  crystal[J].  Acta  Polymerica  Sinica，
2018，（6）：733-740.）

［23］

WANG X，HU X，LI Y，et al. Enlargement of omnidirec-
tional total reflection frequency range in on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s  by  using  photonic  heterostructures[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2002，80（23）：4291-4293.

［24］

赵大鹏，时家明，汪家春，等. 中长波红外双波段全向反

射镜的设计 [J]. 激光与红外，2008（5）：454-457.
（ZHAO D P，SHI J M，WANG J C，et al. Design of mid-
long wave infrared dual-wave omni-directional mirror[J].
Laser & Infrared，2008（5）：454-457.）

［25］

高永芳，时家明，赵大鹏，等. 一种基于光子晶体的中远

红外双波段兼容伪装材料 [J]. 红外与激光工程，2012，

41（4）：970-974.
（GAO Y F，SHI J M，ZHAO D P，et al.  A kind of dual
band  of  middle  and  far  infrared  compatible  camouflage
material  based  on  photonic  crystals[J].  Infrared  and
Laser Engineering，2012，41（4）：970-974.）

［26］

ZHANG W，XU G，ZHANG J，et  al.  Infrared spectrally
selective  low  emissivity  from  Ge/ZnS  one-dimensional
heterostructure  photonic  crystal[J].  Optical  Materials，
2014，37：343-346.

［27］

WANG Z，CHENG Y，NIE Y，et al. Design and realiza-
tion of  one-dimensional  double  hetero-structure  photonic
crystals  for  infrared-radar  stealth-compatible  materials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14，

116（5）：054905.

［28］

MIAO  L， SHI  J  M，WANG  J  C， et  al.  Heterogeneous
doped  on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with  low
emissivity  in  infrared  atmospheric  window[J].  Optical
Engineering，2016，55（5）：5.

［29］

张继魁，时家明，苗雷，等. 近中红外与 1.06 μm 和 1.54
μm 激 光 兼 容 隐 身 光 子 晶 体 研 究 [J]. 发 光 学 报 ，

2016（9）：1130-1134.
（ZHANG  J  K，SHI  J  M，MIAO  L， et  al.  Research  on
compatible  stealth  photonic  crystal  against  near  /middle
infrared  and  1.06  μm  and  1.54  μm  lasers[J].  Journal  of
Luminescence，2016（9）：1130-1134.）

［30］

ZHANG J-K，SHI J M，ZHAO D P，et al. Realization of
compatible  stealth  material  for  infrared， laser  and  radar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doping-structure photonic crys-
tals[J].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2017，85：62-65.

［31］

ZHANG J K，ZHAO D P，CHEN Z S，et al. One dimen-
sional photonic crystal based multilayer film with low IR
and  visible  signatures[J].  Optical  Materials， 2019， 91：

261-267.

［32］

ZHANG J K，LIU R H，WANG H，et al. Design，fabrica-
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thin  infrared-visible  bi-
stealth  film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J].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2019，9（9）：195-
202.

［33］

LANDY N I，SAJUYIGBE S，MOCK J  J，et  al.  Perfect
metamaterial  absorber[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2008，

100（20）：207402.

［34］

KIM  J， HAN  K， HAHN  J  W.  Selective  dual-band
metamaterial perfect absorber for infrared stealth techno-
logy[J]. Scientific Reports，2017，7（1）：1-9.

［35］

KIM T，BAE J Y，LEE N，et al. Hierarchical metamateri-
als  for  multispectral  camouflage  of  infrared  and
microwaves[J].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9，

29（10）：1807319.

［36］

张磊，卓林蓉，汤桂平，等. 增材制造超材料及其隐身功

能调控的研究进展 [J]. 航空材料学报，2018，38（3）：

10-19.
（ZHANG  L，ZHUO  L  R，TANG  G  P， et  al.  Additive
manufacture  of  metamaterials： a  review[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8，38（3）：10-19.）

［37］

XU C，QU S，PANG Y，et al. Metamaterial absorber for
frequency  selective  thermal  radiation[J]. Infrared   Phys-
ics & Technology，2018，88：133-138.

［38］

ZHAO  L， LIU  H， HE  Z， et  al.  All-metal  frequency-
selective  absorber/emitter  for  laser  stealth  and  infrared
stealth[J]. Appl Opt，2018，57（8）：1757-1764.

［39］

WANG Z，LUK T  S，TAN Y， et  al.  Tunneling-enabled
spectrally selective thermal emitter based on flat metallic
films[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15， 106（ 10） ：

101104.

［40］

CHIVERS J，VANDERVELDE T. Broad area，selective-
emitters  for  high  temperature  operation[C]//2017  IEEE
60th  International  Midwest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Tufts  Univ， Medford  Somerville  Campus，

［41］

12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38/417052a
http://dx.doi.org/10.1142/S0219581X0600418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11.135
http://dx.doi.org/10.11777/j.issn1000-3304.2018.18191
http://dx.doi.org/10.11777/j.issn1000-3304.2018.18191
http://dx.doi.org/10.1063/1.1484547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08.05.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08.05.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1016/j.optmat.2014.06.023
http://dx.doi.org/10.1063/1.4892088
http://dx.doi.org/10.1016/j.optmat.2019.03.033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0.207402
http://dx.doi.org/10.1038/s41598-016-0028-x
http://dx.doi.org/10.1002/adfm.20180731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364/AO.57.001757
http://dx.doi.org/10.1063/1.4914886
http://dx.doi.org/10.1038/417052a
http://dx.doi.org/10.1142/S0219581X0600418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7498/aps.66.084208
http://dx.doi.org/10.1016/j.ijleo.2018.11.135
http://dx.doi.org/10.11777/j.issn1000-3304.2018.18191
http://dx.doi.org/10.11777/j.issn1000-3304.2018.18191
http://dx.doi.org/10.1063/1.1484547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08.05.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5078.2008.05.01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7-2276.2012.04.026
http://dx.doi.org/10.1016/j.optmat.2014.06.023
http://dx.doi.org/10.1063/1.4892088
http://dx.doi.org/10.1016/j.optmat.2019.03.033
http://dx.doi.org/10.1103/PhysRevLett.100.207402
http://dx.doi.org/10.1038/s41598-016-0028-x
http://dx.doi.org/10.1002/adfm.20180731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8.001009
http://dx.doi.org/10.1364/AO.57.001757
http://dx.doi.org/10.1063/1.4914886


Boston，MA，2017：1073-1076.
PENG L，LIU D，CHENG H. Ultrathin continuous silver
film  for  efficient  infrared  emission[J].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2019，20：100592.

［42］

刘东青，程海峰，彭亮，等. 一种选择性红外辐射与雷达

吸波兼容的隐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CN110737035A
[P/OL]. 2020-01-31[2020-03-28]
（LIU D Q，CHENG H F，PENG L，et al. Stealth material
compatible  with  selective  infrared  radiation  and  radar
wave  absorption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
CN110737035A[P/OL]. 2020-01-31[2020-03-28].）

［43］

PENG L，LIU D，CHENG H.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the ultrathin  metallic  film  based  infrared  selective   radi-
ator[J].  Solar  Energy  Materials  and  Solar  Cells， 2019，

193：7-12.

［44］

孟子晖，李仁玢，邱丽莉，等. 多波段兼容隐身用光子晶

体研究进展 [J]. 兵工学报，2019，40（1）：198-207.
（MENG Z H，LI R B，QIU L L，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photonic  crystal  multiband  stealth  material[J].  Acta
Armamentarii，2019，40（1）：198-207.）

［45］

PAN  M， HUANG  Y， LI  Q， et  al.  Multi-band  middle-
infrared-compatible camouflage  with  thermal   manage-
ment  via  simple  photonic  structures[J].  Nano  Energy，

［46］

2020，69：104449.
ZHONG  S，WU L，LIU  T， et  al. Transparent   transmis-
sion-selective  radar-infrared  bi-stealth  structure[J].
Optics Express，2018，26（13）：16466.

［47］

ZHONG S，JIANG W，XU P，et  al.  A radar-infrared bi-
stealth structure based on metasurfaces[J]. Applied Phys-
ics Letters，2017，110（6）：063502.

［48］

ZHANG C，YANG J，YUAN W，et al. An ultralight and
thin metasurface  for  radar-infrared  bi-stealth   applica-
tions[J].  Journal  of  Physics  D：Applied  Physics， 2017，

50（44）：444002.

［49］

QIN  Y，ZHANG  M，GUAN  Y， et  al.  Laser  absorption
and infrared stealth properties of Al/ATO composites[J].
Ceramics International，2019，45（11）：14312-14315.

［50］

ZHANG  C，HUANG  C，PU  M， et  al.  Dual-band  wide-
angle metamaterial perfect absorber based on the combin-
ation of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and  Helm-
holtz resonance[J]. Scientific Reports，2017，7（1）：1-6.

［51］

ZHANG J K，LIU R H，WANG H，et al. Design，fabrica-
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thin  infrared-visible  bi-
stealth  film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J].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2019，9（1）：195-
202.

［52］

Research progress on spectrally selective radiation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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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frared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ecise guidance technology pos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threat to the survival and penetration of missiles, hypersonic aircraft and other weapons and equipment. Infrared stealth technolog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arfare.  Traditional  low-emissivity  coating  materials  usually  have  low  emissivit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ntire infrared band and do not have spectral selectivity. This causes a poor effect on radiative cooling,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overall infrared signal of the target. Spectrally selective radiation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s can

reduce  the  emissivity  of  atmospheric  windows  (3-5  and  8-14  μm),  while  using  non-atmospheric  window  (5-8  μm)  for  radiative

cooling. They have more efficient infrared stealth performance, thus attracting a lot of attention current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gress  of  three-generation  spectrally  selective  radiation  structures,  which  are  based  on  photonic  crystals,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s  and  Fabry-Perot  cavities  respectively,  summarizes  their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spectrally  selective  radiation  infrared  stealth  material  is  still  far  from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continuously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simpler technology, stronger high-temperature stability and multiband compatibility.

Key words:   spectrally selective radiation；infrared stealth；photonic crystals；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s；Fabry-Perot ca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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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加工
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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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高比模量、高比强度、低热膨胀系数、耐高温、耐腐蚀和耐磨损等许多优良的力

学性能。这些优良的特性使其在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加。但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非均质性、各

向异性、硬度高和脆性大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难加工材料。因此，有必要对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加工机理

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系统介绍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传统加工和非传统加工研究现状，并对各种加工工艺

方法的发展趋势、优缺点、适用范围、存在问题及相应解决方法进行总结和概括。和传统加工方法相比，非传统加

工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是当前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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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 维 增 强 陶 瓷 基 复 合 材 料 （ fiber  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FRCMCs）是由高强度纤

维和陶瓷基体组成的陶瓷基复合材料（CMCs）。以

碳纤维或碳化硅纤维作为增强体，以碳基、碳化硅

基或碳与碳化硅双基体组成的纤维增强陶瓷基复

合材料，即碳/碳（C/C）、碳/碳化硅（C/SiC）、碳化硅

/碳化硅（SiC/SiC）、碳/碳-碳化硅（C/C-SiC），在航

空航天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3]。它们都具有

高比模量、高比强度、低热膨胀系数、耐高温、耐腐

蚀和耐磨损等许多优良的力学性能[4-6]。这些优良

的特性使其成为钛合金、高温合金等传统金属的潜

在替代材料[7-8]。其中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是目

前已知可在 1200 ℃ 以上安全工作的耐高温材料，

美国的 GE 公司已经开展该类材料在航空发动机

上的实验和应用研究，2016 年投入使用的 LEAP-
1 发动机的涡轮外环即由陶瓷基复合材料制造。

FRCMCs 常应用在循环载荷和热负荷等恶劣

环境中，但 FRCMCs 的加工表面完整性对其疲劳

性能的影响尚不清楚。表面完整性是衡量材料去

除过程对加工表面影响的重要指标。由于 FRCMCs
的各向异性和非均质性，材料的去除机理和表面完

整性与传统材料不同。加工 FRCMCs 时，会产生

刀具磨损、纤维拔出、纤维断裂和分层现象，严重

影响着 FRCMCs 的发展应用。因此，许多学者都

致力于研究 FRCMCs 的加工机理，并在 FRCMCs
的缺陷形成机理、微观去除机理和表征与评价表面

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不断提出新的加工

方法，推动了 FRCMCs 的发展。然而，进一步研究

FRCMCs 的高效精密加工技术势在必行，如何解

决 FRCMCs 的加工问题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

之一。

目前，FRCMCs 的加工方法可以分为传统加工

方法和非传统加工方法。传统加工方法主要是利

用切削、铣削、钻削和磨削等方式去除材料。非传

统加工方法主要为激光加工、放电加工、高压水射

流加工和超声辅助加工等。

本 文 总 结 FRCMCs 中 C/C、 C/SiC、 SiC/SiC
和 C/C-SiC 的传统加工方法和非传统加工方法的

研究现状，讨论不同加工方法的加工机理和材料去

除机理，并对各种加工工艺方法的发展趋势、优缺

点 、 适 用 范 围 、 存 在 问 题 及 相 应 解 决 方 法 进 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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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加工方法
 

1.1    切削

正交切削是研究传统加工中车、铣和钻削材料

去除机理的一种常用方法。因为 C/C 复合材料在

本文综述的 4 类材料中最容易切削，所以可以采用

传统的切削方式进行研究。以 SiC 为主要基体成

分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硬度高，主要采用单颗磨粒划

擦的方式研究其切削机理。单颗磨粒划擦属于微

切削的一种，常用于研究磨削的基本原理。

在 C/C 复合材料去除机理研究方面，Diaz 等[9]

研究了沿着纵向、横向和径向三个不同纤维方向切

削双向 C/C 复合材料时的材料切削断裂机理。图

1 为高速摄像机记录的沿着不同纤维方向切削时的

瞬 时 状 态 。 研 究 发 现 ， 对 于 大 的 切 削 厚 度 （ 图

1（d），（f），（h）），裂纹会在纤维和基体界面上形

成，从而形成表面/亚表面损伤，切削断裂机理主要

受 界 面 强 度 影 响 。 小 的 和 中 等 切 削 厚 度 （ 图 1
（b）和（c）），纵向纤维的切削断裂机理主要受材料

的双线性剪切特征影响（图 1（a））。对于小的切削

厚度（图 1（e）和（g）），横向和径向纤维切削断裂机

理主要受材料的断裂韧性各向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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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C 复合材料不同纤维方向材料去除过程[9]　（a）双线性剪切特征；（b）纵向小切削厚度；（c）纵向中等切削厚度；（d）纵
向大切削厚度；（e）横向小切削厚度；（f）横向大切削厚度；（g）径向小切削厚度；（h）径向大切削厚度

Fig. 1    Material  removal  process  in  different  fiber  directions  of  C/C  composite[9]　 （ a）bilinear  shear  behavior； （b） longitudinal
small cutting thickness；（c）longitudinal medium cutting thickness；（d）longitudinal large cutting thickness；（e）transverse
small  cutting  thickness；（ f） transverse  large  cutting  thickness；（g） radial  small  cutting  thickness；（h） radial  large  cutting
thickness

 

在 C/C 复合材料切削力建模研究方面，Shan
等[10] 在考虑纤维和孔隙随机分布的基础上，基于

能量法建立了单向 C/C 复合材料纤维横向正交切

削力时域模型，切削力预测值和实验值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首先，在考虑纤维方向角的基础上，基于

切屑成形机理建立微观等效体积单元（MRVE）切

削力模型。然后，在考虑纤维和孔隙随机分布基础

上 建 立 能 代 表 材 料 力 学 性 能 的 等 效 体 积 单 元

（RVE）。最后，通过积分 MRVE 所有切削力得到

切 削 力 时 域 模 型 。 所 模 拟 的 MRVE 和 RVE 如

图 2 所示。

在 C/SiC 复合材料去除机理研究方面，Li 等[11]

沿着纵向和径向两个方向划擦单向 C/SiC 复合材

料，发现纵向纤维切削力大于径向，纤维方向对其

表面完整性具有重要影响。Chen 等[12] 沿着纵向、

横向和径向三个不同的纤维方向划擦单向 C/SiC
复合材料，如图 3 所示，研究发现脆性去除区域可

分为微观脆性断裂区域和宏观脆性断裂区域。在

微观脆性断裂区域，裂纹在纤维的石墨微晶层片间

传播，在宏观脆性断裂区域，纤维发生剥离和弯曲

变形，在纤维内部几乎没有裂纹。不同纤维方向的

宏-微观脆性断裂机理不同。

由此可见，采用正交切削和单颗磨粒划擦来研

究 FRCMCs 的断裂机理是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

从上述研究文献可以看出，FRCMCs 的切削断裂机

理主要受纤维方向和切削参数（切削深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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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纤维方向和切削参数下去除机理不同，所形成

的加工表面完整性也不同，这是由于 FRCMCs 的

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引起的。因此，在切削加工中

选择合适的加工参数和切削方向对加工结果具有

重要影响。目前通过切削研究 FRCMCs 加工机理

基 本 还 处 于 实 验 阶 段 ， 其 理 论 性 分 析 仍 需 深 入

研究。 

1.2    铣削

刀 具 类 型 、 加 工 参 数 和 纤 维 方 向 均 会 影 响

FRCMCs 的铣削力和表面完整性。在切削刀具对

材料的表面形成机理研究方面，Tashiro 等[13] 研究

了不同类型刀具铣削 C/C-SiC 复合材料的磨损情

况，与硬质合金刀和类金刚石薄膜涂层（DLC）刀具

相比，聚晶金刚石（PCD）刀具磨损量较小，适合加

工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毕铭智 [14] 在槽铣

C/SiC 复合材料时发现硬质合金刀具容易出现毛刺

和崩边，而 PCD 刀具产生的缺陷较小。何涛等
[15] 研究了 PCD 刀铣削 C/SiC 复合材料时的材料表

面形成机理和表面完整性。发现材料以脆性去除

为主，表面/亚表面的损伤形式为纤维层状断裂、纤

维拔出和纤维束断裂，提高切削速度有助于提高表

面质量，增大切削深度会恶化表面质量。

在铣削力建模研究方面，Shan 等[16] 在考虑纤

维方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 2.5D-C/C 复合材料铣

削力模型，切削力系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获

得，切削力预测值和实验值的最大误差约为 10%。

YUAN 等[17] 通过对比塑性铣削力模型和脆性铣削

力模型确定了 C/SiC 复合材料的脆塑性转变临界

切削深度为 3.91～4.18 μm。如图 4 所示，当最大切

削深度大于临界切削深度时，由于发生脆性去除表

面粗糙度突然增大，纤维发生大面积的断裂。当最

大切削深度小于临界切削深度时，纤维多为连续

去除。

由此可见，刀具的类型、加工参数和纤维方向

均会影响 FRCMCs 的铣削力和表面完整性。与硬

质合金刀具相比，PCD 刀具在铣削 FRCMCs 展现

出了良好的加工性能，刀具的磨损和加工缺陷较

少。实际上，可以通过大量实验（如选择合适的刀

具几何参数和采用超声辅助铣削）来优化 FRCMCs
的铣削工艺，但如何通过合理的选择刀具、加工参

数、刀具路径和加工方式实现 FRCMCs 的高效精

密铣削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1.3    钻削

硬度高和脆性大的特点导致 FRCMCs 在钻削

MRVE1

(a) (b)

Cutting edge MRVE2 MRVE4

Matrix

FiberVoid

λ = rm/rf
rm

rf

MRVE3

 

图 2    切削过程 RVE 和 MRVE[10]　（a）RVE；（b）MRVE
Fig. 2    RVE and MRVE during cutting[10]　（a）RVE；（b）MRVE

EHMEHM

SiC matrix

SiC matrix

SiC matrix

SiC crushing

Cone

cracks

Interfacial 

debonding

Median crack

Fracture

morphology

Fibre

Fibre

Fibre

Fracture

initiation
Compression

separation

Tensile

separation

Radial lines

Cone

cracks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macro

fracture transition

Fracture morphologyMacro brule fracture

caused by bensing fracture

Micro-macro fracture transition

caused by crack propagation

p

v

v

v

EHM EHM EHM

EHM
Micro-macro fracture cransition

caused by crack propagation

EHMEHM

SiC matrix

SiC matrix

SiC matrix

SiC crushing

Cone

cracks

Interfacial 

debonding

Median crack

Fracture

morphology

Fibre

Fibre

Fibre

Fracture

initiation
Compression

separation

Tensile

separation

Radial lines

Cone

cracks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 brittle fracture

Micro-macro

fracture transition

Fracture morphologyMacro brule fracture

caused by bensing fracture

Micro-macro fracture transition

caused by crack propagation

Cube corner

indenter

Cube corner

indenter

Cube corner
indenter

Cube corner
indenter Cube corner

indenter
Cube corner

indenter

p

v

v

v

EHM EHM EHM

EHM
Micro-macro fracture cransition

caused by crack propagation

(a) (b)

(c)

 

图 3    微-宏观脆性断裂转变[12]　（a）横向纤维；（b）径向纤维；（c）纵向纤维

Fig. 3    Micro-macro brittle fracture transition[12]　（a）transverse fiber；（b）radial fiber；（c）longitudinal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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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轴向力较大，容易出现毛刺，分层、崩边和撕裂等

现象。在钻孔损伤研究方面，张国栋[18] 研究电镀

磨头和钎焊磨头对 C/C-SiC 复合材料钻削性能的

影响，发现钎焊磨头钻削力低于电镀磨头，进给率

对钻削力具有重要影响。Xing 等[19] 使用钎焊磨头

在钻削单向 C/C-SiC 复合材料时发现入口、出口和

孔壁的分层与切削方向和纤维方向之间的夹角有

关，当夹角在 90°～180°时有助于减小分层，0°～
90°时会增加分层。出口的分层由崩边、毛刺和撕

裂引起。Diaz 等[20] 研究金刚石涂层标准麻花钻对

SiC/SiC 复合材料钻削性能的影响。通过拉曼光谱

表征材料中 SiC 和 Si 的断裂和变形特征，分析钻

削去除机理对表面完整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Hi-
Nicalon SiC 纤维、化学气相渗透（CVI）SiC 涂层和

SiC 颗粒呈现不同的断裂和变形特征。钻削导致的

进出口的质量严重影响着结构的疲劳寿命，目前可

以通过 4 种方式降低分层现象。（1）通过增加支撑

板减小工件的弯曲提高出口处外层材料的刚度，减

小出口附近纤维层的位移退让[19，21]，如图 5 所示。

（2）采用旋转超声辅助钻削降低轴向力进而降低分

层现象[22-23]。（3）优化选择合理的刀具几何形状来

降低轴向力，例如图 6 所示采用分段锥刀具 [24]。

（4）通过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来降低轴向力，例如

选择较高的转速和较低进给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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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钻削过程示意图[21]　（a）无支撑板；（b）有支撑板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drilling process[21]　（a）without supported plate；（b）with supported plate
 

在钻削力建模研究方面，Diaz 等 [26] 采用金刚

石涂层标准麻花钻研究 SiC/SiC 复合材料强非均质

性对小孔加工性能的影响，并基于材料高硬度和非

均质特性建立了 SiC/SiC 复合材料概率-机械钻削

力模型，分析 SiC/SiC 复合材料刀具断裂特征。实

验 发 现 使 用 直 径 0.8  mm 的 麻 花 钻 加 工 SiC/
SiC 复合材料时，刀具损坏现象过早发生，而在加

工传统 SiC 陶瓷时不会发生此种现象。Shan 等[27]

在考虑纤维方向基础上，基于复合材料切削理论，

建立了双向 C/C 复合材料钻削轴向力模型，切削力

实验值和预测值相对误差小于 14.36%。

由此可见，FRCMCs 硬度高和脆性大的特点导

致其钻削轴向力较大，进而引起分层等损伤较为严

重的问题。和电镀磨头相比，钎焊磨头更适合钻削

FRCMCs。分层现象与纤维方向密切相关，当切削

方向与纤维方向夹角在 90°～180°之间时有助于减

小分层，反之会加剧分层现象。因此，可以通过采

用适当的工艺方法降低轴向力提高表面完整性，进

Continuous

fibers

Fracture

20 μm20 μm20 μm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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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去除方式表面形貌[17]　（a）塑性去除；（b）脆性去除

Fig. 4    Surface topographies formed by different material removal modes[17]　（a）ductile removal；（b）brittle 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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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材料的疲劳性能。但是目前的制孔方法尚

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刀具磨损过快，成本过高等，仍

需要进一步研究。
 

1.4    磨削

磨削特别适合于难切削硬脆材料的精加工。

磨削力、纤维断裂模式和表面完整性是 FRCMCs
磨削的研究热点问题。在材料的磨削去除机理研

究 方 面 ，Tawakoli 等 [28] 使 用 分 割 砂 轮 技 术 磨 削

C/C-SiC 复合材料，发现磨削力和磨削温度有所降

低 ， 材 料 的 去 除 率 得 到 了 提 高 。 Zhang 等 [29]

沿着纵向、横向和径向三个不同方向磨削单向 C/SiC

复合材料，结合相关的磨削理论发现纤维方向和磨

削参数不仅会影响磨削力，还会影响加工表面微观

形貌和纤维的断裂模式。Du 等[30] 采用电镀金刚石

砂轮沿着不同的方向磨削双向 C/SiC 复合材料时

发现，90°纤维（图 7 中点状）表面轮廓高度普遍低

于 0°纤维（图 7 中条状）。由于磨粒的挤压，90°纤
维 被 剪 切 断 裂 后 呈 现 图 7 中 的 稀 疏 特 征 。 图 8
为不同纤维方向的加工表面微观形貌，发现不同纤

维方向的损伤模式并不相同，大量纤维被剪切断裂

甚至拔出。通过选择适当的工艺方法可以降低磨

削力提高表面完整性。

在磨削力建模研究方面，迄今为止，由于磨削

过程和 FRCMCs 结构的复杂性，很难建立一个准

确的磨削力数学模型。刘杰等[31] 使用树脂结合金

刚石砂轮磨削 2D-C/SiC 复合材料，并建立了一种

磨削力经验模型：

Ft = Ka0.75
p v−0.5

s v0.5
w (1)

Fn = K′a0.75
p v−0.5

s v0.5
w (2)

式 中 ：Ft 和 Fn 分 别 为 切 向 力 和 法 向 力 ；ap、vs 和

vw 分别为磨削深度、砂轮线速率和工件进给速率。

事实上，精准的磨削力模型和砂轮的几何参

数、动态磨刃数、切削参数、材料参数、纤维方向和

材料的去除模式（塑性去除和脆性去除）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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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分段锥旋转超声钻削[24]

Fig. 6    Rotary  ultrasonic  machining  using  compound  step-
taper dril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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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磨削方向表面形貌[30]　（a）磨削方向 A 二维形貌；（b）磨削方向 A 三维形貌；（c）磨削方向 B 二维形貌；（d）磨削方
向 B 三维形貌

Fig. 7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different grinding directions[30]　（a）2D surface morphology of direction A；（b）3D surface mor-
phology of direction A；（c）2D surface morphology of direction B；（d）3D surface morphology of dir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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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针对 FRCMCs 磨削研究中，研究

的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磨削力、纤维断裂模式和表

面完整性方面。由于 FRCMCs 至少具有两相材

料，具有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精准的磨削力模型

很难建立。纤维的断裂模式与纤维方向有关，不同

纤维方向其加工表面微观形貌特征也不相同。

上述 FRCMCs 传统加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

技术成熟和成本较低等优势。然而，传统加工方法

也存在刀具磨损严重、加工效率低和表面完整性较

差等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很多学者尝试采用

非传统加工方法。 

2    非传统加工方法
 

2.1    超声辅助加工

超声辅助加工是在传统加工基础上施加高频

振动，可以降低切削力，有利于提高被加工零件的

表面完整性，特别是在钻孔时可明显降低表面损伤。

在超声辅助钻孔实验研究方面，Hocheng 等[23]

认为超声辅助钻孔可以提高 C/SiC 复合材料进出

口的表面质量，与传统钻孔方法相比，超声辅助钻

孔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Ding 等[32] 采用旋转超声

加工 C/SiC 复合材料，发现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旋

转超声加工钻削力降低了 7.4%～23%，扭矩降低

了 8.5%～47.6%，且出口撕裂缺陷降低。Feng 等[33]

采用旋转超声辅助钻削 2D-C/SiC 复合材料，发现

纤维方向影响表面形貌，沿着 90°纤维方向切削时

表面粗糙度最小，0°和 180°切削时表面粗糙度最

大。Shan 等[34] 对比旋转超声钻、普通钻和高速钻

对针刺 C/C 复合材料钻削性能的影响，发现旋转超

声钻的加工缺陷最小。如图 9 所示，Wang 等 [35]

采用纵扭复合旋转超声钻削 C/SiC 复合材料，与纵

向 旋 转 超 声 加 工 相 比 ， 此 加 工 方 式 钻 削 力 降 低

50%，分层现象明显减少，加工效率明显提高。

在超声辅助铣磨研究方面，Bertsche 等[36] 对比

了 SiC/SiC 复合材料的传统铣削和超声辅助铣削加

工结果，研究发现超声辅助可以有效降低切削力和

刀具磨损。0°纤维方向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大于

90°纤维方向。如图 10 所示，由于超声的锤击作用

超声辅助铣削的表面粗糙度大于传统铣削。Ding
等[37] 采用超声振动辅助磨削降低 C/SiC 复合材料

表面/亚表面损伤。黄博等[38] 采用 PCD 铣刀、电镀

金刚石磨头和钎焊金刚石磨头三种不同的刀具进

CONV.CONV.CONV. RUSMRUSMRUSM

Ra: 2.08 Ra: 2.49 Ra: 1.53 Ra: 2.02 Ra: 1.76 Ra: 1.24

 

图 10    超声辅助铣削和传统铣削加工结果[36]

Fig. 10    Results  of  ultrasonic  assisted  milling  and  traditional
milling[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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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加工表面不同纤维方向的微观形貌[30]　（a）纵向纤维；（b）径向纤维；（c）横向纤维

Fig. 8    Ground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different fiber directions[30]　（a）longitudinal fiber；（b）radial fiber；（c）transverse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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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纵扭复合旋转超声加工[35]

Fig. 9    Rotary ultrasonic machining with longitudinal-torsional
coupled vibratio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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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超声辅助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发现钎焊金刚

石磨头最适合超声辅助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

在超声辅助切削力建模研究方面，YUAN 等[39]

建立了 C/SiC 复合材料旋转超声侧铣动态切削力

模型，切削力在圆柱坐标系下分解为纤维切削力和

基体切削力，基体切削力又被分解为耕犁切削力和

摩擦力。在不同的切削参数下该解析模型误差在

10%以内。

由此可见，在 FRCMCs 加工中，和传统加工方

式相比，超声辅助加工具有降低切削力，提高表面

完整性的作用。钎焊金刚石磨头在超声辅助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中表现出良好的加工性能。纤维

方向会影响超声辅助加工 FRCMCs 的表面质量，

沿着 90°纤维方向切削时粗糙度最小。因此，在实

际加工中选择合适的纤维方向加工对提高表面完

整性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纤维方向的选择并不完全

由加工人员确定而是由材料制备和零件结构决定，

所以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超声辅助加工 FRCMCs
的作用机理尚无统一的权威性结论，仍需要进一步

研究，并且加工表面完整性对 FRCMCs 疲劳性能

的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2.2    高压水射流加工

高压水射流是一种冷加工方法，被认为是一种

非常适合硬脆材料加工的工艺方法[40-42]，但是在加

工 FRCMCs 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分层、开裂等问

题，而且高压水射流加工参数（水压力、磨料流量、

进给速度和靶距等）对加工后的表面质量具有重要

的影响。

在 高 压 水 射 流 加 工 表 面 损 伤 研 究 方 面 ， 如

图 11 所示，Ramulu 等 [43] 采用高压水射流加工编

织 FRCMCs，发现水射流的开始位置对表面损伤具

有重要影响，由于能量的扩散和层间断裂韧性较

低，从边缘开始切割的表面损伤小于从中间开始时

的 情 况 ， 损 伤 的 形 式 包 括 分 层 、 开 裂 和 崩 边 。

Hashish 等[44] 发现经过加工参数优化后高压水射流

非常适合 FRCMCs 的制孔和开槽。Balamurugan
等[45] 利用响应曲面法研究了水压力、靶距和进给

速度对 FRCMCs 去除率、切口角和表面粗糙度的

影响，研究发现三者对材料去除率和切口角的影响

是相等的，而靶距对粗糙度的影响最大，该研究结

果对加工参数的优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由此可见，在加工 FRCMCs 方面，高压水射流

是一种非常具有前途的加工方法，效率较高。水射

流从材料边缘开始切割能提高加工表面完整性，合

适的加工参数对加工表面质量影响较大，加工参数

经过优化后（如采用响应曲面法）可以获得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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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高压水射流加工 FRCMCs 示意图[43]　（a）从材料内部开始加工；（b）从材料边缘开始加工

Fig. 11    Schematic of abrasive water jet machining FRCMCs[43]　（a）jet start from inside of workpiece；（b）jet start from the edge
of work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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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效果。但是和传统加工方法相比，其理论性

分析、孔径一致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2.3    激光加工

激光加工是指利用聚焦后的高能激光束产生

的高温使材料熔化或汽化。激光加工技术具有生

产效率高和质量可靠优点。当孔径和开槽尺寸较

小，采用传统钻铣削无法完成时常常使用激光加

工。但是在加工 FRCMCs 时，由于激光加工会产

生较高的温度和 FRCMCs 的各向异性，FRCMCs
会产生热影响区、分层、纤维拔出和纤维末端膨胀

等缺陷[46]，如图 12 所示。根据激光脉冲持续时间，

激光加工技术可分为毫秒、纳秒、皮秒和飞秒技术。

 

500 μm500 μm 200 μm200 μm

50 μm50 μm 20 μm20 μm

(a) (b)

(c) (d)

 

图 12    激光加工缺陷图[46]　（a）热影响区；（b）纤维拔出；（c）分层；（d）纤维末端膨胀

Fig. 12    Defects in laser beam machining[46]　（a）heat affected zone；（b）fiber pulled out；（c）delamination；（d）fiber end swelling
 

在激光加工实验研究方面，Tuersley 等[47] 在氮

气、氩气和氧气三种不同的辅助气体下采用毫秒激

光技术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研究发现只有在氧

气辅助气体下才会产生少量的硅酸盐沉积，表明即

使 在 高 温 下 ，SiC 的 耐 氧 化 性 仍 然 较 强 。Costil
等[48] 使用纳秒激光技术加工 C/SiC 复合材料，通过

能谱分析（EDS）发现，碳含量下降而氧含量增加，

因此碳的氧化速度高于硅。Zhang 等[49] 采用皮秒

激光技术加工 C/SiC 复合材料，在入口处和孔壁上

发现了约为 10 μm 的烧蚀层。Zhai 等[50] 采用飞秒

激光技术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孔时发现，在烧蚀

表面产生了硅基氧化物，但是，与纳秒激光技术相

比，飞秒技术产生的二氧化硅数量减少。

激光加工参数（脉冲频率、扫描速度、脉冲能

量、辅助气体种类和压力等）对加工质量具有重要

的 影 响 。 Wang 等 [51] 采 用 超 短 脉 冲 激 光 加 工

C/SiC 复合材料气膜孔，发现只有在较小的加工步

进下孔才能形成，扫描速度的增加会导致孔深减小

而孔径不变，高的激光能量可以获得较大的孔深径

比。Zhang 等 [49] 采用皮秒激光技术加工 C/SiC 复

合材料微孔，研究了加工参数对孔质量的影响，并

进行了加工参数优化。如图 13 所示，Li 等[52] 使用

不同模式的皮秒激光技术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

发现螺旋线加工模式下孔质量优于单环线加工模式。

由此可见，激光加工在 FRCMCs 加工方面体

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由于热影响区的存在会

影响加工表面完整性，如产生分层、纤维拔出和纤

维末端膨胀等缺陷，但经过参数优化和采取适当的

工艺方法，如利用高压水射流辅助激光加工，可以

大 幅 度 缩 小 热 影 响 区 范 围 ， 改 善 加 工 质 量 。 但

FRCMCs 激光加工技术还可能造成孔有一定的锥

度，存在价格昂贵和加工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其理

论性分析仍需进一步研究。 

2.4    放电加工

放电加工是指通过工具电极和工件电极之间

脉冲放电的电蚀作用，从而达到去除材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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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FRCMCs 各向异性和火花放电产生的瞬时高

温，不仅会造成加工表面高温损伤还会产生较高的

残余应力。又因为 FRCMCs 中的陶瓷基体导电性

能较差，加工效率较低，所以迄今为止针对 FRCMCs
的放电加工相关研究较少。

在 FRCMCs 放电加工实验研究方面，Hocheng
等[53] 采用电火花加工 C/C 复合材料，发现在较低

的脉冲电流下可以有效的阻止纤维断裂和分层。

经过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仪（EDX）分析重铸层表

明，随着峰值电流的增加，电极中的铜沉积在加工

表面可有效阻止纤维方向裂纹的扩展。如图 14
所示，He 等[54] 采用线切割沿着不同的纤维方向加

工 2D-C/SiC 复合材料，在加工表面发现纵/横向纤

维断裂、纤维开裂、基体开裂、凹坑和界面剥离等

加工缺陷。如图 15 所示，Wei 等[55] 采用不同的电

火花技术加工 SiC/SiC 复合材料，对比研究了传统

电火花和电极振动及深度冲洗电火花的加工性

能。研究发现，切屑的及时排出对孔表面质量具有

重要影响，电极振动和深度冲洗均有助于提高孔表

面完整性。

100 μm100 μm 10 μm10 μm

50 μm50 μm 10 μm10 μm

(a) (b)

(c) (d)

 

图 13    不同加工模式制孔表面形貌[52]　（a），（b）单环线加工模式；（c），（d）螺旋线加工模式

Fig. 13    Surface  morphologies  under  different  machining  modes[52]　 （ a） ， （ b）  under  single  ring  line  scanning  mode； （ c） ，
（d） under helical line scan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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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纤维方向线切割示意图[54]　（a）径向纤维方向；（b）纵向纤维方向；（c）横向纤维方向

Fig. 14    Schematic diagrams of WEDM in different fiber directions[54]　（a）radial fiber direction；（b）longitudinal fiber direction；
（c）transverse fibe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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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FRCMCs 中基体的导电性差将导致

材料的去除率较低，纤维方向和工艺参数对放电加

工的加工性能具有重要的影响，增加峰值电流有助

于提高表面完整性。电极振动及深度冲洗电火花

加工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值得进行深入的

研究。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与传统加工方法相比，

FRCMCs 的非传统加工方法具有良好的加工性

能。非传统加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加

工方法的不足，提高了表面完整性并降低了刀具磨

损等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对零件尺寸公

差的要求，提高了形状位置精度。虽然通过工艺参

数优化和适当的工艺方法可以获得较高的表面质

量，但是这些非传统加工方法在加工 FRCMCs 时

也都存在一些问题。针对 FRCMCs 非传统加工的

材料去除机理、加工表面完整性对材料疲劳性能的

影响、加工成本过高等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

问题。 

3    结束语

本文总结概括 FRCMCs 传统和非传统加工方

法的研究现状，讨论不同加工方法的加工机理和材

料去除机理，并对各种加工方法的发展趋势、存在

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表 1 列出了各种工

艺方法在 FRCMCs 加工中的适用范围及其优缺

点，从中可以看出非传统加工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

优势，是当前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中 C/C 复合材料

因其良好的可加工性，几乎每种加工方式都可以加

工。而其他 3 种 FRCMCs 的可加工性相对较差，

尽管其他加工方式也可以少量加工，但主要以磨

削、超声辅助、水射流和激光加工方式为主进行加

工。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FRCMCs 的加工机理仍需更深入的研究。

由于 FRCMCs 的非均质性、各向异性、纤维方向性

和脆塑性转变性，其去除机理十分复杂。目前，其

去除机理常常通过电子显微镜研究，深入的理论性

研究仍然缺乏。

（2）缺乏 FRCMCs 系统的加工工艺参数和刀

具参数优化数据库。经过工艺参数和刀具优化后

能显著改变其加工性能，但系统的参数数据库仍然

缺乏。

（3）缺乏 FRCMCs 表面完整性特定的表征技

术。FRCMCs 的损伤形式与传统金属有很大不同，

采用传统的表面完整性评价体系不能完全真实反

应其加工质量。

（4）FRCMCs 的传统加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

技术成熟和成本较低等优势。然而，传统加工方法

d = 20 μm

Fiber

coating

Matrix

Fiber

Deep

flushing

Electrode
Vibr ation

Z

X

Y

0.
7 

m
m

d = 20 μm

(a) (b)

(c) (d)

 

图 15    不同电火花加工形貌[55]　（a）电极振动和深度冲洗电火花加工示意图；（b）传统电火花加工；（c）电极振动电火花加
工；（d）深度冲洗电火花加工

Fig. 15    Different  EDM  morphologies[55]　 （ a） schematic  of  EDM  with  tool  vibration  and  deep  flushing； （ b） traditional  EDM；
（c）with tool vibration；（d）with deep fl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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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刀具磨损严重、加工效率低和表面完整性较差

等问题。通过合理的选择刀具、加工参数、刀具路

径和加工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FRCMCs 的高

效精密加工。

（5）FRCMCs 的非传统加工方法能提高其加工

表面完整性。超声辅助加工具有降低切削力提高

表面完整性等优势，非常具有应用前景。采用飞秒

激光技术可显著降低氧化层的形成，水射流辅助激

光加工可获得较高的表面质量，但其成本较高，其

精度控制和加工工艺方法等也还需要进行深入研

究。由于 FRCMCs 中的陶瓷基体导电性能较差，

采用放电加工效率较低。电极振动及深度冲洗可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电火花加工性能，其电火花加工

技术仍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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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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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Xi ’an  710072， China； 2.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r Aero Engine，Ministry of Educatio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have many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their high specific modulus，

high specific strength, low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wear resistance.

Due  to  these  properties， 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aerospace  and  other  fields.

However，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are difficult to machine due to their heterogeneity，anisotropy，high hardness

and brittlenes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achining mechanism of this kind of composit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  and  non-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  of

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It  also  general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pplication

scop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of various machining method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non-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 has obvious advantages，which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Key words:   fiber-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machining mechanism；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non-conventional

machi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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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的机翼
前缘抗砂蚀防冰涂料

余明明,    张    昳,    梁    璐,    王智勇
*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隐身与涂料所，北京 100095）

摘要：机翼前缘的抗砂蚀防冰涂层技术是国内外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以端羟基聚烯烃树脂（HTPO）和低表面能

的端羟基聚硅氧烷（HPSO）树脂为软段，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及 1，4-丁二醇（BDO）为硬段，通过聚合加成

反应制备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Si-PUE）。以其为基体树脂，掺杂功能颜填料制备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层

（Si-PUEc），并对其疏水性能、拉伸性能、抗砂蚀性能和防冰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Si-PUEc 的表面水接触角

（water  contact  angle，WCA）为 108°，具有良好的疏水性；对 Si-PUEc 的防冰性能进行考察，冰黏附强度仅为

68.04 kPa，低于铝板表面冰黏附强度（235.36 kPa）的三分之一；此外，Si-PUEc 的抗张强度为 14.03 MPa，断后伸长

率为 370%，表现出优异的拉伸性能，经过砂尘实验后，Si-PUEc 表面完好，无破损、开裂等漆膜缺陷，WCA 仍然保

持在 108°。湿热老化实验前后，Si-PUEc 的疏水性能、防冰性能、应力应变性能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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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行过程中，云层中的过冷水滴撞击机翼

前缘等迎风面部位后冻结成冰，不仅增加了机体质

量，而且破坏了飞行器的气动外形，造成飞行器操

纵性下降、稳定性减弱，严重威胁飞行安全[1-7]。常

用的防除冰技术有物理除冰（如机械除冰、加热除

冰）、化学除冰（如喷洒盐水、抗结冰剂）和被动防

冰，其中，物理除冰和化学除冰存在工作强度大、效

率低、污染环境及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等诸多问

题；被动防冰是指在基体表面构建抗结冰功能涂

层，从而减少冰对基体表面的黏附力和覆冰量的技

术。相对于物理法和化学法来说，防冰涂层技术具

有成本低、耗能少、易于实施等特点，是一种理想

的防冰方法，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8]。研究表明，

基体表面结冰与其和水分子的相互作用力有关，作

用力越大，冰的黏附强度就越高[9-10]。亲水表面与

水相互作用力较大，容易吸附水分，会加速结冰；而

水滴与疏水表面接触面积小，接触时间短，因而疏

水表面具有抗结冰性能。通过改变涂层表面的化

学组成，降低涂层的表面能，提高疏水性，可减少表

面冰的黏附力[11]。低表面能涂层表面比较平整光

滑，以杨氏方程描述的理论模型为依据，通过引入

低表面能含氟或有机硅等官能团来改变涂层基体

材料的化学组成或结构，降低涂层的表面能，提高

水接触角，从而达到憎水抗结冰的目的 [12-15]。此

外，当飞机飞行时，机翼前缘易受到气流中的尘埃、

砂石、冰雹的冲蚀、磨蚀和雨滴的雨蚀，有机硅等

低表面能涂层机械强度低、附着力差，使用过程中

容易损坏，在多个结冰、除冰循环后，其防冰能力会

逐渐丧失。弹性材料在抗冲蚀、耐磨损及防冰方面

具备天然优势，一般情况下，水结冰时体积膨胀，对

限制其膨胀的界面产生推力，弹性涂层表面会在膨

胀力作用下变形，破坏结冰附着界面的稳定性，当

有外力作用时，弹性涂层因弹性变形会产生内应

力，使其表面的冰易于产生裂纹，从而降低冰的黏

附力，去除负载后，弹性表面将恢复其原始形貌，这

种弹性变形在交替吸收和释放输入的机械能中充

当反向能量存储，从而避免了材料的磨损破坏[16-20]。

有机硅改性的聚氨酯弹性体的低表面能涂层兼具

防冰和抗砂蚀的优点，可以对机翼前缘提供多功能

一体化的防护。

本工作以端羟基聚烯烃树脂（HTPO）和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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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端羟基聚硅氧烷树脂（HPSO）为软链段，异佛

尔 酮 二 异 氰 酸 酯 （ IPDI） 为 硬 链 段 ，1，4-丁 二 醇

（BDO）为扩链剂，通过聚合加成反应合成有机硅改

性聚氨酯弹性体（Si-PUE）。以 Si-PUE 为基体树

脂，掺杂功能颜填料制备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

层（Si-PUEc），并对其疏水性能、拉伸应力-应变性

能、抗砂蚀性能和防冰性能进行研究。 

1    实验及方法
 

1.1    实验主要原料

端羟基聚烯烃树脂（HTPO，J-84），工业级，由

石 家 庄 市 油 漆 厂 提 供 ； 端 羟 基 聚 硅 氧 烷 树 脂

（HPSO，IOTA 8807）由中科院化学所提供；异佛尔

酮二异氰酸酯（IPDI，Desmodur I）由科思创聚合物

有限公司提供；1，4-丁二醇（BDO，分析纯）、二月桂

酸二丁基锡（DBTDL）均由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二甲苯（分析纯）由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提供。 

1.2    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的合成

图 1 为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树脂合成路线。

按表 1 配方称取HTPO、HPSO、DBTDL 和二甲苯于洁

净、干燥的三口瓶中，搅拌并升温至 140 ℃，回流 2～3 h
至系统内无水。降温至 80 ℃，加入配方量的 IPDI，
反应 4～5 h，加入BDO，搅拌均匀后降温至 60 ℃ 以下

出料，得到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树脂（Si-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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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合成路线

Fig. 1    Synthetic route of Si-PUE
 
 

1.3    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料的制备

以 Si-PUE 为主要成膜树脂，按表 2 配方在树

脂中加入硅微粉、钛白粉、酞菁蓝、炭黑和其他助

剂，高速分散研磨直至细度低于 40 μm，低速分散

下加入二甲苯，分散均匀，过滤，得到 Si-PUEc。采

用喷涂的方式制备涂层，涂层固化方式为 80 ℃ 加

热 6 h 或常温固化 7 d。 

1.4    性能测试

用 Nicolet 红外光谱仪对样品的化学基团进行

检测。使用 JSM-7610F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

表 1    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弹性体合成配方

Table 1    Silicone modified  polyurethane  elastomer   formula-
tion

Material Content/g

HTPO 35-60

HPSO 0-25

IPDI 30

DBTDL 0.2

BDO 10

Xylene 100

表 2    Si-PUEc配方

Table 2    Si-PUEc formulation

Material Content/g

Si-PUE 90-100

Micro silica 12-15

Titanium dioxide 18-22

Phthalocyanine blue 0.5-0.8

Carbon black 0.1-0.3

Additives 0.3-0.5

Xylene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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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涂层表面形态。在 CMT4104 万能试验机上按

照 GB/T 528—2009 测试涂层的应力应变性能。使

用 JC2000D 接触角测量仪测量涂层 WCA。按照

GB/T 1740—2007 中的规定测试漆膜耐湿热性能，

实验完成后，考察漆膜表面润湿性、防冰性能和应

力应变性能。将 Si-PUEc 涂料喷涂于翼面前缘模

拟件上，按照 GJB 150.12A 中规定进行吹砂，吹砂

完成后，考察漆膜外观及其表面润湿性。采用自制

的 冰 黏 附 强 度 测 试 仪 测 定 涂 层 防 冰 性 能 。 该

测 试 装 置 由 冷 台 （ Julabo  FP89-ME， 温 控 范 围 为

−70～80 ℃）、X 和 Y 方向水平平移的电动位移台

和测力装置（Imada，ZP 系列数显推拉力计）组成，

如图 2 所示。将规格相同的 9 个样品固定在冷台

上，然后将比色皿（内壁 10 mm × 10 mm × 25 mm）

放 于 样 品 上 ， 盖 上 透 明 的 罩 子 ， 待 温 度 降 低 到

−15 ℃ 时，向 9 个比色皿中分别注入 1 mL 的自来

水（冰水混合物）。冰柱冷冻温度为−15 ℃，时间控

制在 5 h。冰黏附强度测试时，测力杆高度尽可能

接近基底表面避免垂直方向的力导致的翻转，使得

测得的力为剪切力。冰柱脱黏附时的峰值力为冰

黏附力，冰柱与基底的接触面积是 1 cm × 1 cm，用

测得的黏附力除以接触面积得到冰黏附强度（单位

为 kPa）。9 个样品测试数据的平均值，即为样品表

面的冰黏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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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冰黏附强度测试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ice adhesion strength experiments
 
 

2    结果与讨论
 

2.1    有机硅改性的聚氨酯弹性体树脂红外光谱表征

对 HTPO、HPSO 和 Si-PUE 进行红外光谱检测

分析，如图 3 所示。Si-PUE 红外光谱图上，1020 cm−1

和 1080 cm−1 处的双峰以及 795 cm−1 处的峰来源

于 Si―O 和 C― Si 的 伸 缩 振 动 峰 。 3365  cm−1、

1685 cm−1 和 1544 cm−1 处的峰分别对应于 NH 的

伸缩振动峰，C=O 伸缩振动峰和 NH 面内剪切峰，

表明 Si-PUE 分子中氨基甲酸酯键（―NHCOO―）

的产生，这与 HTPO 和 HPSO 红外光谱图上 3400～

3600 cm−1 处的―OH 伸缩振动峰消失相对应。因

此，可以确认 HHTBN 和 HPSO 成功地引入到 Si-
PUE 的分子结构中。 

2.2    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层的润湿性能

图 4 为涂层拉伸应力-应变性能和润湿性能。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是弹性体最重要的性能，聚烯

烃弹性聚氨酯涂层（PUEc）拉伸强度为 21.47 MPa，
断后伸长率为 485%，这与聚氨酯弹性体的独特微

观 结 构 和 组 成 有 关 。 在 PUEc 中 ， IPDI 为 硬 段 ，

HTPO 为软段，由于软硬段分子间的不相容性，形

成了微相分离的“海岛结构”，硬段为“岛相”，

提 供 强 度 ， 软 段 为“海 相” ， 提 供 弹 性 ， 其 中

HTPO 分子的主链为饱和脂防链，分子链段规整，

有利于 PUEc 分子的取向和结晶，因而具备突出的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 [21]，相较于低强度的有机硅材

料，力学性能具有显著优势。PUEc 表面的水接触

角（WCA）为 79°，疏水性较弱。随着 HPSO 的逐渐

加入，Si-PUEc 的疏水性能逐步提升，当 HPSO 加

入量为 25%时，WCA 可达 112°；而 Si-PUEc 的拉

伸强度和断后伸长率随着 HPSO 的逐渐增加表现

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当 HPSO 加入量大于 20%时，

Si-PUEc 的拉伸强度急剧下降。考虑到 Si-PUE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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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HTPO、HPSO 和 Si-PUE 红外光谱图

Fig. 3    FTIR spectra of HTPO，HPSO and Si-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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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砂石性，HPSO 加入量应不大于 20%。综合两者

数据，HPSO 加入量为 20%时对应的 Si-PUEc 综合

了高强高弹性和较高疏水性两方面优势，此时，Si-
PUEc 的 拉 伸 强 度 为 14.03  MPa， 断 后 伸 长 率 为

370%，对应的涂层表面水接触角为 108°。
 

2.3    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层的抗冲蚀性能

在机翼前缘模拟件上喷涂 Si-PUEc 进行砂尘

实验，通过砂尘实验考核 Si-PUEc 的抗砂蚀性能。

结果如图 5 所示，吹砂前后涂层表面状态完好，无

破损，表面形貌和润湿性均无明显变化，WCA 保持

在 108°。这是因为，与脆性涂层相比，弹性涂层在

外界气流和砂石的加载压力和剪切力作用下会产

生形变，去除负载后，弹性表面将恢复其原始形貌，

这种弹性变形在交替吸收和释放输入的机械能中

充 当 反 向 能 量 存 储 ， 从 而 避 免 了 材 料 的 磨 损 破

坏[18-20]。因此，Si-PUEc 具备优异的抗砂蚀性。
 

2.4    有机硅改性弹性聚氨酯涂层的防冰性能及耐

湿热性能

涂层的防冰性能可以通过冰剪切黏附强度来

测试，冰剪切黏附强度越小，该材料防冰性能越

好。图 6 给出了铝板、PUEc 和 Si-PUEc 表面以及

500 h 湿热实验后的涂层（DH500）表面的冰黏附强度

测试结果。铝板表面的冰黏附强度为 235.36 kPa，当

铝板表面涂覆 PUEc 后，冰黏附强度降至 127.21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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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HPSO 含量对 Si-PUEc 涂层拉伸应力-应变性能和润湿性能的影响　（a）应力应变性能；（b）表面润湿性能

Fig. 4    Stress-strain  properties  and  wetting  behaviors  of  Si-PUEc  with  different  HPSO  contents　 （ a） stress-strain  properties；
（b）wett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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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i-PUEc 涂层砂尘实验前后漆膜表面形貌和 WAC　（a）吹砂前；（b）吹砂后；（1）表观及微观形貌；（2）WCA
Fig. 5    Appearances，micro-morphologies and wetting behaviors of Si-PUEc before and after sand and dust test　（a）before sand

and dust test；（b）after sand and dust test；（1）appearance and micro-morphology；（2）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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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覆 Si-PUEc 后，冰黏附强度下降至 68.04 kPa，低

于原铝板表面冰黏附强度的三分之一。在如此低

的冰黏附强度以下，飞机飞行过程中冰在自身重力

或者外部空气动力的作用下可从涂层表面脱落，从

而达到抗结冰的目的。冰黏附强度的降低可归因

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涂层疏水性提高后，涂层表

面与水分子的相互作用力降低，分子间作用力越

低，冰的黏附强度就越低[9-10]，这与水接触角的测试

结果相对应；另一方面，PUEc 和 Si-PUEc 均为弹性

涂层，由于水结冰一般由外向内进行，且结冰过程

体积膨胀增大，随着结冰的进行，弹性涂层会在膨

胀力作用下变形，破坏结冰附着界面的稳定性。此

外，在外界剪切外力作用下，弹性涂层产生内应力，

其表面的冰层在内应力的作用下易于产生裂纹，从

而降低冰的黏附强度[16]。

考虑到飞机在海洋环境下服役时，湿热环境对

涂层的老化有加速作用，对 Si-PUEc 涂层进行湿热

老化实验，并对实验后涂层的冰黏附强度、应力应

变性能和表面润湿性能进行测试，结果如图 7 所

示。500 h 湿热实验后，Si-PUEc 表面冰黏附强度

为 68.32 kPa，拉伸强度为 14.12 MPa，断后伸长率

为 364%，对应的涂层表面水接触角为 107°，与湿热

老化实验前相当。这是因为，一方面有机硅树脂的

引入使得 Si-PUEc 成为疏水表面，可阻止水分子的

侵入；另一方面，Si-PUEc 分子主链无易水解的功

能单元（醚键、酯键等），耐水解性能等优异，在湿

热环境下可保持涂层性能的稳定，涂层可在高湿热

的海洋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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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湿热实验 500 h 后 Si-PUEc 的拉伸性能和表面润湿性能　（a）应力应变性能；（b）WCA
Fig. 7    Stress-strain property and wetting behavior of Si-PUEc after 500 h damp-heat test　（a）stress-strain property；（b）WCA

 
 

3    结论

（ 1） 以 HTPO 树 脂 和 HPSO 树 脂 为 软 段 ，

IPDI 为硬段，BDO 为扩链剂，通过聚合加成反应合

成了 Si-PUE；以 Si-PUE 为基体树脂，掺杂功能颜

填料制备 Si-PUEc。
（2）Si-PUEc 与水接触角（WCA）为 108°，具有

良好的疏水性，冰黏附强度为 68.04 kPa，低于铝板

表面冰黏附强度（235.36 kPa）的 1/3。

（3）Si-PUEc 的拉伸强度为 14.03 MPa，断后伸

长率为 370%，拉伸性能优异，经过砂尘实验后，Si-

PUEc 表面完好，无破损、开裂等漆膜缺陷，WCA
仍然保持在 108°，抗砂石性能优异。

（4）500 h 湿热实验前后，Si-PUEc 表面疏水性

能、防冰性能、应力应变性能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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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冰黏附强度测试

Fig. 6    Ice adhesion strength after 500 h damp-hea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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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and erosion and anti-icing coating for leading edge of airfoil based on
silicone modified polyurethane elastomer

YU Mingming,    ZHANG Yi,    LIANG Lu,    WANG Zhiyong*

（Department of the Stealth Material and Coating，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anti-sand  erosion  and  anti-icing  coating  technique  is  highly  demanded  in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airfoil  surface.

Herein, an anti-sand erosion and anti-icing coating (Si-PUEc) based on the silicone-modified polyurethane elastomer (Si-PUE) was

fabricated  and  its  hydrophobicity,  tensile  property,  sand  erosion  resistance  and  anti-icing  performance  were  investigated.  The

polyurethane  elastomer  was  synthesized by a  polyaddition  reaction  of  hydroxy-terminated  polyolefin  resin  and polyolefin  resin  as

soft segments with isophorone diisocyanate and 1,4-butanediol as hard seg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PUEc with a

high water contact angle (WCA) of 108° exhibits a weak ice adhesion strength of 68.04 kPa, less than a third of that of the original

bare aluminum plate surface (235.26 kPa).  Moreover,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Si-PUEc is  14.03 MPa and the elongation at  break is

370%, showing excellent tensile properties. After the sand and dust test, the surface of Si-PUEc is intact, without damage, cracking

and other defects of the film, and the WCA remains at 108°. Before and after the damp-heat test, the hydrophobic performance, anti-

icing  performance,  and  stress-strain  performance  of  Si-PUEc  ar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distinctive  composi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 polyurethane elastomer serves as the key that opens up a new strategy to design hydrophobic coatings for robust

and durable anti-sand erosion and anti-icing coating applications in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airfoil surface.

Key words:   polyurethane elastomer；anti-icing coating；hydrophobicity；tensile property；anti-sand erosi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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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Sc元素对 X2A66合金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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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力学性能测试与微观组织表征相结合的实验方法，研究 Sc 元素的添加对 X2A66 合金的微观组织演变以

及力学性能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 X2A66 合金中添加质量分数为 0.18%的 Sc 元素，可有效细化铸态合金晶粒

尺寸；并形成尺寸较大的 AlScZr 或 AlCuScZr 初生相；提高铸态合金的过烧温度；与 Al3Zr 粒子相比，Al3（Sc，Zr）复

合粒子的抑制再结晶的作用效果更佳，在后续的变形和热处理过程中使合金具有更小的晶粒尺寸，但 AlCuSc 和

AlCuScFe 相在后续热处理过程中不能完全溶解，从而损害了固溶态合金的力学性能。

关键词：铝锂合金；Sc 元素；第二相；晶粒组织；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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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航空航天器材（如火箭、战斗机等）的整体

质量，可显著提高其有效装载能力和机动性，并提

高航程[1]。由于铝锂合金具有轻质高强、抗疲劳性

能良好以及较好的高温及低温性能等特点，已成为

航空航天以及运输领域不可或缺的金属材料[2]。研

究和开发综合性能优异的铝锂合金是我国航空航

天领域密切关注的热点。

微合金化是提高铝锂合金性能的常用手段，

Sc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微合金化元素之

一。Sc 是稀土元素中密度最小的，并且具有过渡族

元素的性质，是铝锂合金最有效的变质剂[3]。20 世

纪 60 年代，苏联在 1420 铝锂合金的标准成分基础

上添加微量 Sc 元素，显著提高了合金的成形和力

学性能[3]。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又开发出了强

度较高、焊接性能以及低温性能良好的 1460 铝锂

合金，并在航空航天领域成功运用了各类含 Sc 铝

锂合金[4]。我国对于含 Sc 铝锂合金的研究起步较

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进行相关研究工作，但

近年来研究工作进展迅速[4]。目前，世界上只有俄

罗斯和中国能够工业化制备出 Al-Sc 合金。

近期研究成果表明，在铝锂合金中添加 Sc 元

素的作用机制还存在一定争议。Zhang 等[5] 在 Al-
2Li-2Cu-0.5Mg-0.2Zr 合金中添加 0.1%～0.3%（质

量分数）的 Sc 元素，实验结果表明，经双级均匀化

处理（460 ℃/32 h+520 ℃/24 h）后，合金中的晶粒组

织明显细化；时效处理能够改善 Al2CuMg 相的析

出形貌，抑制 δ'相粗化且有效减小晶界无沉淀析出

带 （ precipitation  free  zone，PFZ） 宽 度 ， 与 不 加 Sc
合金相比，力学性能明显提高。其中，添加 0.2%
的 Sc 元 素 使 合 金 获 得 了 较 好 的 强 韧 性 配 比 。

Suresh 等 [6] 对比研究了在 2195 铝锂合金中添加

0.025%和 0.25%Sc 元 素 后 合 金 的 组 织 和 性 能 特

点，添加 0.025%时，细化晶粒尺寸和提升合金性能

不明显；添加 0.25 时，合金中容易形成 AlCuSc 和

AlScZr 相，并且减少 Al3Sc 和 Al3Zr 相的数密度，

使合金强度和硬度提升明显，但稍微降低合金的断

后伸长率。

由于铝锂合金微合金化特点以及工业化铸造

过程，容易出现基体固溶体成分不均匀、晶内偏析

以及产生多种非平衡相等现象[7]。对变形铝合金而

言，铸锭的组织状态不仅直接关系到合金的变形性

能，而且对后续的加工工序以及最终制品性能都有

遗传效应，从而严重限制了材料的使用[8]。均匀化

处理能够有效溶解非平衡相，消除枝晶组织，并促

进元素在基体中更加均匀分布，是保证合金具有良

好的成形和使用性能的必要环节。因此，许多研究

人员对铝锂合金的最佳均匀化处理工艺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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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探索[9-11]。在铝锂合金中，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

集中在均匀化过程中合金的宏观偏析、显微组织及

非平衡共晶相的演变，而对于 Sc 元素添加入铝锂

合金后对含 Sc 相的演变规律及其对合金力学性能

的影响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工作采用力学性能测试（硬度和室

温拉伸）以及微观组织表征手段（金相、扫描以及透

射电镜），研究实验室自制的 X2A66 铝锂合金和添

加质量分数为 0.18% Sc 元素的 X2A66 合金的铸态

组织特征，观察合金在后续热处理过程中第二相粒

子以及晶粒组织等微观组织演变规律，研究 Sc 元

素添加对铝锂合金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

采 用 Al-10Li、Al-20Mn、Al-5Ti、Al-50Cu、Al-
10Zr 以及 Al-2Sc（制备含 Sc 合金时添加）中间合金

和工业纯 Al、Zn、Mg 为原料，切块称量后用角磨机

打磨至表面光亮，再用丙酮清洗；彻底干燥后放入

200 ℃ 的烘箱内烘烤 3 h 以上，一并放入高密度石

墨坩埚中。在 LiCl+LiF 熔剂保护下熔炼，当原料

在坩埚中完全熔化后，进行充分的搅拌并除渣，以

提高熔体的均匀性。熔体静置保温 20 min 后，将

完全混合的液态合金倒入预热的石墨涂层方形金

属模具中。铸锭冷却到室温后，从模具中取出获得

方形合金铸锭。利用机加工去除铸锭表面的氧化

层以及可见缺陷后，再在 SG-XS 型高温箱式马弗

炉（温度误差 ± 5 ℃）中均匀化处理，结束后水冷至

室温，合金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不含 Sc 和含

Sc 铝锂合金分别命名为 1#和 2#合金。

合金中的元素成分采用测量精度 10−6 的电感

耦合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仪进行定性及定量分

析。在合金中切取薄片试样，经过 1500 目的水磨

砂纸打磨后进行抛光处理，用酒精清洁工件表面。

待试样干燥后，剪下约 15 mg 的薄片在 DSC-700 型

差示扫描量热仪上进行差示扫描量热（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测试，测试过程中的保

护气氛为高纯氩气，升温速率为 10 ℃/min，温度测

试 范 围 为 150～ 550 ℃， 采 用 纯 铝 坩 埚 作 为 参

比物。
 

表 1    实验用铝锂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Al-Li alloy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mass fraction/%）

Alloy Cu Li Zn Mg Mn Sc Zr Fe Si Al

1# 3.59 1.53 0.51 0.43 0.29 — 0.10 0.042 0.025 Bal

2# 3.65 1.54 0.49 0.41 0.25 0.18 0.11 0.045 0.024 Bal
 
 

金相试样先后通过 320 目、800 目、1200 目、

1500 目的水磨砂纸和 1500 目的金相砂纸打磨，最

后在抛光布上采用粒度为 0.5～1.5 μm 的金刚石抛

光膏进行抛光，使试样表面平整且无划痕。对抛光

后的试样进行阳极覆膜处理，覆膜液的成分为：

97 mL 蒸馏水+3 mL 氢氟酸+1.1 g 硼酸，覆膜电压

为 25 V。在覆膜过程中尽可能保持试样静止，覆膜

完成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并吹干，然后在 OLYMPUS
GX71 型金相显微镜（optical microscope，OM）的偏

光模式下观察合金中的晶粒形貌。

扫描电镜待测试样经 1500 目的水磨砂纸打磨

和抛光处理。采用 ZEISS MA10 型扫描电镜，利用

背散射电子来观察试样表面未溶第二相的分布情

况，利用装配的 Oxford EDX 能谱仪分析第二相的

成分。

透射电镜样品先后经水磨砂纸粗磨、细磨以及

金相砂纸精磨等减薄至 80 μm 左右，借助冲孔器获

得直径约为 3 mm 的小圆片。随后使用 MTP-1A

型双喷电解减薄仪对制作好的圆片样品进行减薄、

穿孔处理，实验电流设置为 50～70 mA，电压为

10～20 V。双喷电解溶液体积配比为 30%HNO3+
70%CH3OH，并及时加入液氮保证实验温度在−20 ℃
以下。最后，用 TECNAIG20 型透射电镜进行透射

电子显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Sc元素对 X2A66合金铸态组织的影响

铸态铝锂合金的金相组织照片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到，1#合金组织呈明显的树枝晶特

征 ， 晶 界 和 枝 晶 臂 上 存 在 大 量 的 非 平 衡 结 晶 相

（图 1（a））；而 2#合金晶粒尺寸较 1#合金明显更小

且尺寸分布更加均匀（图 1（b））。

图 2 为铸态铝锂合金的 SEM 组织照片。从

图 2 可清晰地观察到，合金晶界处存在大量形状不

规则的网状结晶相。1#合金中有大量呈点状、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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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块状的结晶相。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也存

在大量的结晶第二相。与 1#合金的断续弥散分布

不同，2#合金中的结晶第二相呈连续分布。

在 1#合金中随机选取结晶第二相和基体（如

图 2（b）中 1、2 点）分别进行 EDS 测试，测试统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 1、2 点的 EDS 测试结果可

知，呈块状的为 AlCuFeMn 相，呈点状的为 AlCu 或

者 AlCuMg 相。在熔体凝固过程中，Mn 和 Fe 的熔

点高于 Cu 但含量和溶解度却远低于 Cu，所以从熔

体中优先析出成为富 Fe、Mn 相的形核质点；随着

熔体温度不断降低，Cu 不断沉积在该形核质点上

形成 AlCuFeMn 相。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尺寸

表 2    图 2中所选 4个区域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intermetallic phases in Fig.2（mass fraction/%）

Point Al Cu Mg Mn Fe Sc Zr

1 48.39 22.19 — 4.07 10.34 — —

2 76.12 22.09 1.08 — 0.71 — —

3 67.68 26.63 — — 0.51 3.87 1.31

4 79.49 19.01 0.98 — — 0.52 —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a) (b)

 

图 1    铸态铝锂合金金相组织照片　（a）1#合金；（b）2#合金

Fig. 1    Optical microstructures of as-cast Al-Li alloys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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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铸态铝锂合金 SEM 组织照片　（a），（b）1#合金；（c），（d）2#合金

Fig. 2    SEM microstructures of as-cast Al-Li alloys　（a），（b）1# alloy；（c），（d）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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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结晶第二相主要为 AlScZr 或 AlCuScZr 相，

呈点状或者颗粒状的主要为 AlCu 或者 AlCuMg 相。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铸锭铝锂合金组织偏离了

平衡状态，必须设计适宜的均匀化处理工艺来改善

合金的铸态组织。提高均匀化处理温度能够显著

增加合金中元素的扩散系数，但温度过高时，极易

引起合金发生过烧现象。因此，必须先确定合金的

过烧温度。图 3 是 1#和 2#合金的 DSC 曲线。基于

DSC 曲线中吸热峰值是热累计最大的点，且由于过

烧峰太窄，所以把吸热峰中的峰值温度认为是过烧

温度[9-12]。由图 3 可知，1#合金的 DSC 曲线中只在

A 点位置出现一个吸热峰，说明合金的过烧温度约

为 517 ℃。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 B 点吸热峰的

位置更加靠后（如图 3 中 B 点所示），说明过烧温度

明显更高，约为 536 ℃。考虑到低熔点非平衡共晶

组织熔化温度范围以及加热炉的加温误差，为保证

铸态合金不发生过烧现象，将 1#和 2#合金的均匀化

处 理 的 最 高 温 度 分 别 设 置 为 510 ℃ 和 530 ℃。

1#合金均匀化制度为 460 ℃/16 h+510 ℃/24 h，2#合

金均匀化制度为 460 ℃/16 h+530 ℃/24 h。 

2.2    Sc元素对 X2A66合金均匀化组织的影响

经均匀化工艺处理后 1#和 2#合金的金相组织

照片如图 4 所示。1#合金经均匀化处理后，铸态合

金组织中的枝晶偏析现象被明显改善且晶界宽度

细化并清晰可见（图 4（a））。与 1#合金相比，2#合金

经均匀化处理后试样中枝晶偏析现象同样被改善，

并且小尺寸晶粒数量增多（图 4（b））。
 

200 μm200 μm

(a) (b)

200 μm200 μm
 

图 4    经均匀化处理后合金的金相组织照片　（a）1#合金；（b）2#合金

Fig. 4    Optical microstructures of the alloys after homogenization treatment　（a）alloy 1#；（b）alloy 2#
 

借助 Image J 软件对经均匀化工艺处理后合金

的晶粒直径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5 所示。1#合金中

晶粒的平均直径约为 396 μm，且分布区间跨度大，

说明晶粒直径分布不均匀（图 5（a））。与 1#合金相

比，2#合金的平均晶粒直径显著减小，约为 55 μm，

且晶粒直径尺寸分布跨度较小（图 5（b））。

均 匀 化 工 艺 处 理 后 两 种 合 金 的 SEM 图 如

图 6 所示。1#合金经均匀化处理后铸态合金中的网

状结晶相明显减少，只剩下少量呈点状或者条状的

第二相，如图 6（a）和（b）所示。与 1#合金相比，

2#合金中的结晶相数量明显更多，如图 6（c）和（d）

所示。

随机选取 1#和 2#合金中的第二相进行能谱分

析，其能谱测试成分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能谱测

试 结 果 可 知 ，1#合 金 中 未 溶 解 的 第 二 相 主 要 是

AlCuFeMn 相，其他的低熔点共晶相已经溶入基体

中。2#合金中未溶解的第二相则主要是 AlCuSc
或 AlCuScZr 相。 

2.3    Sc元素对 X2A66合金固溶组织与力学性能

的影响

均匀化处理后的两种合金经相同的热轧和冷

轧制度处理后，获得 2 mm 厚的板材。1#合金进行

510 ℃/1 h 的固溶处理，2#合金进行 530 ℃/1 h 的固

溶处理。经固溶处理后，2 种合金的金相组织照片

如图 7 所示。1#合金中分布着大量沿轧制方向拉长

的偏平晶粒，且晶粒大小不一（图 7（a））。与 1#合
金相比，2#合金的晶粒尺寸明显更小（图 7（b））。

固溶处理后 2 种合金的 SEM 图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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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铸态铝锂合金的 DSC 测试结果

Fig. 3    DSC results of as-cast Al-Li 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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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均匀化态合金相比，1#合金经固溶后合金中的未

溶第二相有所减少，只剩下少量沿轧制方向呈点状

的第二相（图 8（a））。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的未

溶第二相数量明显更多，且存在尺寸较大的块状第

二相（图 8（b））。随机选取 1#和 2#合金中的未溶第

二 相 进 行 能 谱 分 析 ， 其 能 谱 测 试 成 分 结 果 如

表 4 所示。根据能谱测试结果可知，1#合金中未溶

解的第二相主要是 AlCuFe 相。2#合金中未溶解的

第二相则主要是 AlCuSc 或者 AlCuScFe 相。

经固溶处理后 2 种合金的 TEM 照片如图 9 所

示。1#合金中有呈弥散分布的纳米级别的 Al3Zr 相

（图 9（a））。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分布着数量明

表 3    图 6中 4个区域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3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intermetallic phases in Fig.6（mass fraction/%）

Point Al Cu Mg Mn Fe Sc Zr

1 88.65 10.75 0.48 — — — 0.12

2 52.97 32.99 — 4.43 9.64 — —

3 40.09 53.02 — — — 5.03 1.85

4 93.38 6.03 0.28 — — 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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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经均匀化处理后合金的晶粒直径尺寸分布　（a）1#合金；（b）2#合金

Fig. 5    Distribution of grain diameter and size of alloys after homogenization treatment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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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均匀化工艺处理后合金的 SEM 图　（a），（b）1#合金；（c），（d）2#合金

Fig. 6    SEM micrographs of the alloys after homogenization treatment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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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多、尺寸也略大的 Al3（ScZr）相（图 9（b））。

除微观组织不同外，两种合金的力学性能也存

在一定差距，其力学性能测试统计结果如图 10 所

示。1#合金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分

别为 261 MPa、363 MPa 和 20.5%，力学性能优于

2#合金的 253 MPa、354 MPa 和 19.7%。
 

3    分析与讨论

Sc 加入铝锂合金后，在合金凝固过程时会形成

一定量的初生 Al3Sc 或者 Al3（Sc，Zr）颗粒，尺寸达

微米级别[12-13]。这些粗大颗粒可以作为非均匀形

核质点，从而细化铸态合金的晶粒组织（图 1）。

表 4    图 8中 4个区域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4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intermetallic  phases  in

Fig.8（mass fraction/%）

Point Al Cu Fe Sc Zr

1 60.65 30.87 8.48 — —

2 61.07 28.89 10.04 — —

3 56.09 37.03 — 6.88 —

4 63.38 31.23 1.33 4.06 —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a) (b)

 

图 7    经固溶处理后试样的金相组织照片　（a）1#合金；（b）2#合金

Fig. 7    Optical microstructures of samples after solution treatment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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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固溶处理后试样的 SEM 图　（a），（b）1#合金；（c），（d）2#合金

Fig. 8    SEM micrographs of samples after solution treatment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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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经固溶处理后试样的透射电镜照片　（a）1#合金；（b）2#合金

Fig. 9    TEM images of samples after solution treatment　（a）1# alloy；（b）2#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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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l3（Sc，Zr）颗粒在后续的形变热处理过

程中，能够有效地阻碍小角度晶界分解和合并，阻

碍位错攀移以及晶界滑移，从而提高了合金的再结

晶温度[14-15]。与 Al3Zr 粒子相比，Al3（Sc，Zr）复合

粒子的抑制再结晶的作用效果更佳。因此，与 1#合
金相比，2#合金在均匀化以及固溶处理后的合金中

都具有更小的晶粒尺寸（图 4 和图 7）。

固溶态铝锂合金的屈服强度（Δσs）主要包括合

金固溶强化（Δσsa），基于 Orowan 机制的弥散相

（Δσm）强化以及细晶强化（Δσgb）
[16]。所以，固溶态

铝锂合金的屈服强度可表示为：

∆σs = ∆σsa+∆σm′ +∆σgb (1)

其中，不同溶质原子（x）产生的固溶强化所增加的

屈服强度（Δσsa）可用式（2）计算：

∆σsa =
∑
σx

sa (2)

σx
sa = AxC

2/3
x (3)

σxsa式中： 表示来自某溶质原子 x 的强度增量；Ax 是

常数；Cx 是溶质浓度的质量分数。

与 1#合金相比，2#合金中除添加了 Sc 元素外，

其他元素与 1#合金接近。所以，2#合金中溶质原子

对合金强化的贡献 Δσsa 值应大于 1#合金。

固溶态合金中晶内中形成了大量弥散分布的

Al3（ScZr）或 Al3Zr 弥散相（见图 9）。由于该类型

弥散相在塑性变形过程中难于被位错切过，位错经

过它时启动绕过机制。用 Orowan 绕过机制来计算

弥散相对于合金屈服强度的增量（Δσm）：

∆σm = M
(

0.4Gb
πS
√

1− v

)
ln

d
b

(4)

S =
(√

2π
3 fV
− π

2

)
d
2

(5)

式中：M 为泰勒因子；G（28 GPa）为合金的剪切模

量；b（0.286 nm）为柏氏矢量；v（0.345）为泊松比；

S 为析出相的有效间距；d 为弥散相的平均直径；

fV 为弥散相的体积分数。

根据图 9 可知，在弥散相尺寸接近的情况下，

2#合 金 中 数 密 度 更 高 的 弥 散 相 应 具 有 更 高 的

Δσm 值。

固溶处理后，1#和 2#合金的晶界强化可由式

（6）表示：

σgb = αGb
[
(1− f )

(
1
L

)
+ f

(
1
D

)]
(6)

式中：a = 2 为常数；f 为合金再结晶分数；L 为亚晶

平均直径；D 为再结晶晶粒平均直径。

由图 7 可知，2#合金中的晶粒尺寸明显小于

1#合金，因此 2#合金的 Δσgb 值也应大于 1#合金。

综上所述可知，与 1#合金相比，2#合金的固溶

态强度应更高，但根据图 10 的统计结果可知，1#合
金具有更高的强度。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 2#合金

中 在 固 溶 态 下 还 有 一 定 量 粗 大 的 AlCuSc 或 者

AlCuScFe 相未溶入基体中（图 8）[8，17-18]。图 11 为

2#合金拉伸断口形貌和第二相 EDS 测试结果。在

2#合金的拉伸测试试样断口形貌图中，大量韧窝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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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X2A66 合金经固溶处理后试样的力学性能对比

Fig. 10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X2A66  alloy  after  solu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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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试样的室温拉伸测试断口形貌图（a）和第二相粒子的 EDS 测试结果（b）

Fig. 11    Fracture morphology images（a）and result of EDS（b）of 2#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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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存在一些微米级别的第二相粒子（如图 11（a）
中箭头所指）。随机选取试样中该类型粒子进行 EDS
测试，其测试结果如图 11（b）所示。由图 11（b）可

知，该类型粒子主要为 AlCuSc 相。因此，在拉伸测

试过程中，该类型的粗大第二相粒子容易作为裂纹

源引起合金发生低能断裂，导致合金的强度和韧性

都较差。 

4    结论

（1）X2A66 合金中添加微量 Sc 元素，可有效细

化铸态合金晶粒尺寸，并形成尺寸较大的 AlScZr
或 AlCuScZr 初生相；此外，还提高了铸态合金的过

烧温度。

（2）均匀化处理后，加 Sc 合金的晶粒尺寸由

396 μm 细化至 55 μm。除 AlCuScZr 相未溶解外，

其他的低熔点共晶相已经溶入基体中。与未加

Sc 元素合金相比，加 Sc 元素合金中的未溶第二相

的面积分数更高。与 Al3Zr 粒子相比，Al3（Sc，Zr）
复合粒子的抑制再结晶的作用效果更佳。因此，加

入 Sc 元素能使合金在均匀化以及固溶处理后都具

有更小的晶粒尺寸。

（3）固溶态加 Sc 合金的力学性能较未加 Sc 合

金更差，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断后伸长率分别

为 253 MPa、354 MPa 和 19.7%。主要是因为在固

溶 处 理 过 程 中 还 有 一 定 量 粗 大 的 AlCuSc 或 者

AlCuScFe 相未溶入基体，损害了合金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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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c addi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X2A66 alloy were studied by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of  mechanical  property  test  and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dding  0.18%  Sc

element in the X2A66 alloy can effectively refine the grain size, and form the primary phase of AlScZr or AlCuScZr with larger size,

and also increases the over  firing temperature of  the as-cast  alloy.  Compared with Al3Zr particles,  Al3(Sc,  Zr)  composite  particles

have better effect on restraining recrystallization, and make the alloy have smaller grain size during the subsequent deformation and

heat treatment. However, AlCuSc and AlCuScFe phases can not be completely dissolved in the subsequent heat treatment process,

which damages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lid solution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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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2050 Al-Cu-Li 合金的热变形行为

马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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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Gleeble-3500 热力模拟试验机对航空航天 2050 Al-Cu-Li 合金进行 350～470 ℃、0.01～5 s−1 的单道次等

温压缩实验，获得合金的流变应力曲线并将流变数据制成三维热加工图，利用 EBSD 技术对合金的热变形组织演

化规律进行表征。结果表明：2050 Al-Cu-Li 合金的流变应力值会随着变形温度的下降以及应变速率的上升而上

升，低温低速率时发生了流变失稳现象；三维热加工图显示合金的耗散功率存在两处峰值，其中最佳热加工区间为

450～470 ℃、0.01～0.1 s−1；通过 EBSD 组织分析发现，合金经热变形后原始晶粒被显著拉长，470 ℃、0.01 s−1 变形

参 数 下 在 晶 粒 内 部 和 晶 界 交 汇 处 存 在 大 量 的 再 结 晶 晶 粒 ， 该 变 形 条 件 下 合 金 具 有 良 好 的 热 加 工 性 能 。

关键词：航空航天；2050 Al-Cu-Li 合金；流变应力；热加工图；E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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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化历来是航空航天领域不变的追求，为了

减轻飞行器的结构质量，学界在材料研究领域投入

了诸多精力 [1]。2050 Al-Cu-Li 合金是近年来美国

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铝合金材料，隶属于第三代

Al-Li 系合金，具有优异的比强度、比刚度以及耐应

力腐蚀性能[2−4]，目前已成功应用于 Airbus A380 的

下机翼壁板等结构件 [5]。相较于传统的航空高强

7050 Al-Zn-Mg-Cu 合金而言，2050 Al-Cu-Li 合金的

结构质量减轻了约 5%[6−7]，能够为航空公司每年节

约超 3 亿美元的开支[8]，拥有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及工程应用价值。

Li 是原子序数最小的金属元素，Li 元素的添加

能够有效地减轻结构件质量。然而 Li 元素的添加

也加剧了合金的不稳定性，使其在热锻及热轧等热

变形过程中易发生开裂现象[9−10]。现阶段，学界对

于 2050 Al-Cu-Li 合金的研究存在巨大空缺，现有

研究多集中在该合金的焊接性能[11] 和疲劳性能[12]

方面，而对于其热变形行为的研究却鲜有报道，迫

切需要参照 2195 等近似成分的 Al-Li 系合金研究

来填补 2050 Al-Cu-Li 合金的热变形行为研究空

白。在 Al-Li 系合金研究领域，邓赞辉等[13] 和都昌

兵等[14] 成功利用基于动态材料模型（DMM）理论[15]

的热加工图来预测合金在热变形组织演化过程中

的功率耗散规律，以降低合金在热变形中的失效风

险，提高其成材率，研究结果具有极高的工程价值，

该项研究对于 2050 Al-Cu-Li 合金热变形行为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工作利用 Gleeble 热力模拟技术对航空航天

2050 Al-Cu-Li 合金进行不同参数下的单道次等温

热压缩实验，获取该合金的流变应力曲线。通过构

建该合金的 3D 热加工图，获得其最佳的热加工区

间，以提高材料成材率。同时，利用 EBSD 表征技

术分析该合金在热变形后的组织演变情况，来验证

三维热加工图模型的预测。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选用材料为 2050 Al-Cu-Li 合金。如图 1
所示，原始组织呈现出取向各异的较大晶粒（平

均晶粒尺寸 270 μm）。将试样加工成 ϕ10 mm×15 mm
高度的小圆柱，用砂纸去除两端氧化层，并在试

样侧面焊上 K 型热电偶丝。利用 Gleeble-3500 热

力模拟试验机对 2050 Al-Cu-Li 合金进行系列化

的单道次等温压缩热变形实验，实验温度范围为

350～470 ℃（温度间隔 30 ℃），应变速率选定为

0.01 s−1、0.1 s−1、1 s−1、5 s−1。在试样与压头之间粘

有石墨片，以减小实验过程中的摩擦。预设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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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速率为 5 ℃/s，到达预设温度后，保温 30 s 并开

始压缩。在压缩结束后，立即进行淬火冷却以保

留变形组织。具体的热加工流程如图 2 所示。实

验结束后采用线切割将试样沿中央轴线加工出

3 mm 厚的薄片，随后对薄片进行打磨抛光。利

用 1∶4 的高氯酸乙醇溶液进行电化学抛光 45 s 并

使用 TESCAN MIR3 扫描电子显微镜以及 EBSD
数 据 后 处 理 软 件 HKL Channel  5 对 其 进 行 组 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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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50 Al-Cu-Li 合金原始试样的 EBSD 组织图

Fig. 1    EBSD histogram of 2050 Al-Cu-Li alloy raw bi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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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变形加工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hot deformation machining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变应力曲线

流变应力曲线用于反映材料在变形过程中变

形抗力的变化情况 [16]，实验用 2050 Al-Cu-Li 合金

的流变应力曲线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以看出，变

形温度的升高以及应变速率的降低都会导致变形

抗力的减小。在形变初期，变形抗力在小幅度压缩

量下（真应变 ε < 0.05）迅速增高。这是由于此阶段

位错缠结和晶格畸变是变形抗力的主要来源[17]，随

着应变量的上升，位错会产生大量增殖，造成位错

塞积，同时晶格畸变程度增大，加工硬化愈发严

重。而在变形抗力达到峰值应力后，材料吸收了大

量 储 存 能 ， 动 态 回 复 （DRV） 以 及 动 态 再 结 晶

（DRX）等软化机制逐渐开始发挥主要作用，此时流

变应力曲线趋势各异。图 3（a）中当变形温度达到

410 ℃，高应变速率（1 s−1、5 s−1）时，由于变形速率

较高导致材料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软化，从而呈现

出较为平缓的应力平台，表明其发生了较为典型的

DRV 现象。观察图 3（b）发现低温低速率（350 ℃、

380 ℃）时，变形抗力在峰值后有明显的下降现象，

推测其出现了流变失稳行为，导致在低储存能条件

下应力值的异常下降。高温时流变应力保持平缓

的应力平台，其软化方式仍保持 DRV 趋势。 

2.2    热加工图

合理选择热变形参数可以有效避免材料在加

工成型过程中发生开裂失效现象[18]，热加工图是一

种用于描述材料变形过程中能量耗散与组织演变

规律关系的数值模型[15]，可用于评估材料的热变形

性能，进而对实际工程工艺进行指导。

η-T -lgε̇
ξ (ε̇) -T -lgε̇

热加工图是由功率耗散图（ ）与流变失

稳图（ ）叠加而来 [19]。在功率耗散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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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50 Al-Cu-Li 合金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Fig. 3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of 2050 Al-Cu-Li alloy　（a）temperature = 410 ℃；（b）strain rate = 0.01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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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应 变 速 率 敏 感 指 数 m 可 以 计 算 出 材 料 在

DRV、DRX 以及裂纹萌生扩展过程中的功率耗散

系数 η。η 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微观变形机

制，通常选取功率耗散系数高的加工区域作为最佳

加工窗口的备选区域。m 以及 η 值的计算方法如

式（1）和式（2）所示。

m =
∂J
∂G
=
ε̇ ∂σ

σ ∂ε̇
=
∂lnσ
∂lnε̇

(1)

η =
J

Jmax
=

2m
m+1

(2)

σ ε̇

式中：m 为应变速率敏感指数；η 为功率耗散系数；

J 为耗散协量； 代表变形抗力，MPa； 为真应变速

率，s−1。

ξ (ε̇)

然而试样开裂等现象也会导致 η 值偏高，为此

引入流变失稳系数 来反映组织在熵变条件下发

生的失稳现象，从而更加准确地确定最佳加工区

间[17]。流变失稳判据用于判断组织演变过程中是

否会发生流变失稳，流变失稳区就是指数值为负数

的区域，在此参数区间下进行热变形，极易导致材

料发生开裂、局部塑性流动失效，因此加工需要避

免在失稳区进行[20]。

ξ (ε̇)流变失稳系数 可由式（3）判据确定：

ξ (ε̇) =
∂ln
(

m
m+1

)
∂lnε̇

+m < 0 (3)

基于 DMM 理论，将功率耗散图与流变失稳图

叠加绘制的平面热加工图如图 4 所示。图 4（a）、

（b）为真应变量为 0.2 和 0.7 下的加工图，等高线及

等高线上的数字为功率耗散系数（η），红色虚线框

表示的是该应变量下的 η 峰值区，阴影区域为流变

失稳区，当失稳区阴影颜色变深，代表了该区域发

生流变失稳的倾向性增大。高功率耗散值通常与

良好的热加工性能相匹配[21]，但当功率耗散峰值区

域与失稳区重合时，需辅以显微组织观察来进一步

判断加工性能的优劣。如图 4（a）所示，应变量为

0.2 时，η 值在 10% ～ 28%以内，峰值区域出现在

460 ℃、0.1  s−1 和 350 ～   470 ℃、0.01  s−1， 但 由 于

350～470 ℃、0.01 s−1 的低温峰值区域与该应变量

下的失稳区域重合，因此该区域不能作为最佳的加

工区间。在 ε = 0.2 时，流变失稳区域主要集中在左

下角以及右上角的低温低速率区与高温高速率区，

流变失稳倾向存在明显梯度。如图 4（b），随应变

量的增加，功率耗散峰值随着应变量的不断增加也

有所增大，高温峰值区域 η 值峰值为达到 32%，对

应的变形条件为 460 ℃、0.01 s−1。此外，流变失稳

区域也不断扩展，占据低温区与高速率区的大部分

面积，失稳区无明显倾向性梯度，所对应变形条件

下流变应力趋于平稳，失稳区间为 350～380 ℃、

0.01～1 s−1 和 380～ 470 ℃、0.1～5 s−1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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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50 Al-Cu-Li 合金的二维热加工图

Fig. 4    2D hot working drawings of 2050 Al-Cu-Li alloy　（a）strain = 0.2；（b）strain = 0.7
 

以应变量为 Z 轴，将热加工图放置在三维坐标

中，得到三维热加工图[22]，能够更直观地展示功率

耗散值及流变失稳的变化倾向随着应变量的变化

情 况 。 2050 Al-Cu-Li  合 金 在 应 变 量 0.2、 0.5 和

0.7 下的三维热加工图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可以看

出，随应变量的增加，失稳区的面积有逐渐扩大的

趋势，低温高速率区域的安全加工范围逐渐被失稳

区包围，与流变应力曲线呈现出的失稳趋势相呼

应。这是由于低温高速率变形时材料塑性流动性

差，更易产生微裂纹及孔隙[23]。350～390 ℃ 低速

率范围内的 η 值峰值区随应变量的增加而减小，这

是由于低温条件下材料软化机制受阻，功率耗散值

较小。而高温 0.01～1 s−1 范围内的 η 值峰值区域

面积随应变量增加不断扩大，且 η 峰值也有明显增

加，这是由于在高温低速率的变形条件下，材料有

足够的时间存储大量能量，使热变形时更易越过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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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势垒而发生软化，此时的软化行为会耗散更

多的基体能量，在加工图上显示出 η 值升高的现象[24]。

综合上述考量，由 DMM 理论所确定的最佳的热变

形区间为 450～470 ℃、0.01～0.1 s−1 附近。
 

2.3    组织演化规律

图 6 和图 7 为 350 ℃、440 ℃、470 ℃ 下应变

速率为 0.01 s−1、5 s−1 的 IPF 图像和 GB 图像，GB
图像中蓝色线表示大于 15°的大角度晶界，绿色线

表示 10°至 15°的中等角度晶界，红色线表示 2°至
10°的小角度晶界。在 EBSD 形变组织分析中，小

角度晶界通常由胞内亚结构组成。

在 0.01 s−1 的低速率条件下（图 6（a）～（c），图

7（a）～（c）），可以看出较之原始组织，在不同条件

下变形时，晶粒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拉长变形。在

350 ℃ 变形温度下，拉长晶粒的晶界处存在细小晶

粒，并有大角度晶界在拉长晶粒的晶界交汇处出

现，同时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小角度晶界在原始晶粒

晶界周围堆积，这些小角度晶界的存在会增加组织

的不均匀性，从而制约其热加工性能[25]；在 440 ℃
变形温度下，拉长晶粒周围分布的细小晶粒增多，

且晶粒取向多为（111）和（001）方向，变形晶粒内部

小角度晶界减少；在 470 ℃ 变形温度下，晶界处的

细小晶粒增多，小角度亚结构数量明显减少，在拉

长晶内部以及晶界交汇处存在大量蓝色再结晶晶

粒，且分布较为弥散。从图 6（a）～（c）及图 7（a）
～（c）可以看出，在同低速率条件下，随着变形温度

升高，小角度亚结构数量显著减少，再结晶晶粒（蓝

色闭合曲线所表示）的体积分数逐渐增多。这是由

于变形温度升高，晶粒内部储存能增加，小角度晶

界逐渐汇集，取向差增大并向大角度晶界转变从而

形成再结晶晶粒，在这个变形条件下适合材料的加

工成型[26]。

在 5 s−1 的高速率条件下（图 6（d）～（f），图 7
（d）～（f）），350 ℃ 变形温度条件时，可以观察到大

量小角度晶界以及中等角度晶界分布于晶界边缘

以及晶粒内部。温度上升至 440 ℃ 时，可见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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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50 Al-Cu-Li 合金的 3D 热加工图

Fig. 5    3D hot working drawing of 2050 Al-Cu-Li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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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50 Al-Cu-Li 合金不同变形条件下的 EBSD 组织（应变量 0.7）

Fig. 6    EBSD  histograms  of  2050  Al-Cu-Li  alloy  under  different  deformation  conditions  at  strain  0.7　 （ a） 350 ℃， 0.01  s−1；
（b）440 ℃，0.01 s−1；（c）470 ℃，0.01 s−1；（d）350 ℃，5 s−1；（e）440 ℃，5 s−1；（f）470 ℃，5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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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界数量依旧较多，且没有形成闭合曲线，排布较

为杂乱，仅有极少数再结晶晶粒形成；470 ℃ 时组

织呈现较为明显的“项链组织”特征，且再结晶体

积分数较 440 ℃ 时有所增加。从图 6（d）～（f）及

图 7（d）～（f）可以看出，在高速率变形条件下，软

化作用孕育时间大大缩短，变形晶粒难以获得充足

时间吸收储存能转化为无畸变的再结晶晶粒[27]，小

角度亚结构数量较多，随着温度的升高，加工性能

略有改善但仍不明显[28]。

综合上述分析，在 470 ℃、0.01 s−1 条件下，再

结晶晶粒体积分数较大，且分布均匀弥散，加工性

能良好，与热加工图预测结果相吻合。 

3    结论

ε̇

（1）航空航天 2050 Al-Cu-Li 合金流变应力值

随变形温度（T）的下降以及应变速率（ ）的上升而

上升。在低温低速率条件下，出现了流变失稳现象

导致应力异常下降。

（2）三维热加工图显示，流变失稳区的面积随

应变量的增加而增加，且该合金的最佳热加工区域

为 450 ～470 ℃，0.01～0.1 s−1。
（3）EBSD 表征发现热变形后原始晶粒明显拉

长，且在 470 ℃、0.01 s−1 时产生了明显的动态再结

晶行为，印证了最佳热加工区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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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50 Al-Cu-Li 合金不同变形条件下的 GB 图（应变量 0.7）

Fig. 7    GB maps of 2050 Al-Cu-Li alloy under different deformation conditions at strain 0.7　（a）350 ℃，0.01 s−1；（b）440 ℃，0.01 s−1；
（c）470 ℃，0.01 s−1；（d）350 ℃，5 s−1；（e）440 ℃，5 s−1；（f）470 ℃，5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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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Gleeble-3500  thermal  simulator  was employed to  perform single-pass  isothermal  compression tests  of  a

spray formed 2050 Al-Cu-Li alloy at a temperature range of 350 to 470 ℃ and a strain rate range of 0.01 to 5 s−1. The flow stress

curves of the alloy were captured and the flow data were made into 3D hot processing map subsequently as a guidance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EBSD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characterize the evolution of  hot  deformation microstructure of  the

allo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stress of the alloy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ing deformation temperature and rising strain rate.

3D hot processing map shows that the dissipation power of the alloy has two peaks, and the optimal hot working interval is from to

450-470 ℃, 0.01 - 0.1 s−1. The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of EBSD shows that the original grains of the alloy are significantly elongated

after hot deform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crystallized grains are found in the intergrain and grain boundary of the alloy at 470 ℃/

0.01 s−1,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lloy has good hot working performance under such deformation conditions.

Key words:   aerospace；2050 Al-Cu-Li alloy；flow stress；hot processing map；E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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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力修正的 2195铝锂合金本构
模型及热加工性能

赵一帆
1,2,    吴文科

1,2,    何国爱
1,2,3*,    王    强1,2

（1．中南大学 轻合金研究院，长沙 410083；2．中南大学 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3；3．湖南中创空天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针对退火后的 2195 铝锂合金在变形温度为 400～490 ℃、应变速率为 0.01～10 s−1 条件下进行等温热压缩实

验，对获得的真应力应变曲线进行摩擦力和温升效应的修正，并基于修正后的真应力真应变建立材料的本构关

系。结果表明：实验值和预测值的相关系数 R 为 0.99584，平均绝对误差（AARE）为 3.698%，表明所建立的本构模

型能很好地预测 2195 铝锂合金在不同变形参数下的流动应力值；基于修正后应力应变数据，通过将流变失稳图

（传统热加工图）（conventional hot processing map，CHP）与变形激活能值 Q 耦合，建立了激活能加工（activation
energy processing，AEP）图 ，优化出合金的热加工窗口为：应变速率 < 0.4 s−1，温度 475～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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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Li）是世界上最轻的金属元素。将锂元素

加入铝合金中，可在降低铝合金密度的同时，保持

其较高的强度、耐热性以及延展性。铝锂合金相比

于常规铝合金，其性能优良，具有极高的比强度和

比模量[1]；相比于复合材料，在抗冲击、塑性、修复

性等方面优势不可替代。2195 铝锂合金作为第三

代铝锂合金，其超高的强度，优良的可锻性，可焊接

性和低温性能[2]，使其在 Weldalite 系列中应用范围

最广，在航天航空领域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3]。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各国学者针对不同合金体

系，提出了不同的本构模型，常用的有宏观唯象学、

微观物理基型以及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本构模型[4-5]。

各类模型都有着不同适用性和优缺点，其中，宏观

唯象本构模型包括 Johnson-Cook 模型、Arrhenius
模型等。已有研究表明，Arrhenius 模型能较准确地

预测金属热变形过程中变形温度、应变速率和真应

力之间关系，应用较为广泛[6-7]，所以 2195 铝锂合金

流动应力、变形温度及应变速率之间的关系可以通

过 Arrhenius 方程进行描述。采用热模拟实验方法

研究不同金属材料的热变形行为、本构方程及热加

工 图 的 建 立 已 有 较 多 报 道 。 张 伟 红 等 分 析 了

NiTi 合金热压缩实验结果，并对实验中因摩擦和温

升效应引起的误差进行了修正，从而为 NiTi 合金

高温塑性成型过程的数值模拟提供了精度较高的

材料模型[8]。刘大博等采用修正后真应力真应变曲

线建立了热加工图，优化出 2D70 铝合金合适的变

形工艺范围[9]。然而，传统的热加工图仅考虑了变

形的稳定性及可行性，并未评估变形的难易程度。

近年来，有学者[10] 将合金变形激活能与传统的热

加 工 图 相 结 合 ， 提 出 了 激 活 能 加 工 （ activating
energy processing，AEP）图，可同时评估合金的变形

稳定性及形变的难易程度，能更全面地反映合金的

变形行为及热加工性能。

本工作采用热模拟实验方法，对 2195 铝锂合

金在变形温度为 400～490 ℃、应变速率为 0.01～

10 s−1 条件下的热变形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修正

摩擦和温升效应带来的应力偏离，基于 Arrhenius
模型建立高预测精度的 2195 铝锂合金本构方程。

基于修正的应力应变数据，将传统的热加工图与激活

能进行耦合，建立材料的激活能加工图（AEP）。 

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材料为美国铝业公司生产的 2195 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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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合金，其实际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

热轧后的 2195 铝锂合金进行双级均匀化热处

理，工艺参数为 440 ℃/16 h+490 ℃/20 h。然后，对

热处理后的材料进行线切割，得到 ϕ8 mm × 12 mm
的 试 样 并 对 表 面 进 行 磨 光 处 理 。 利 用 Gleeble-
1500D 热模拟试验机将试样以 5 ℃/s 的加热速度

分别加热到 400 ℃、430 ℃、460 ℃、490 ℃，保温

2 min 后分别在应变速率为 0.01 s−1、0.1 s−1、1 s−1、
10 s−1 下进行等温热压缩，变形量为 60%，变形结束

后迅速水淬冷却以保留变形后的组织，热压缩过程

如图 1 所示。应变速率、温度、位移等变形条件是

由电脑自动控制，并采集生成对应条件下的真应

力-真应变曲线。
 

表 1    2195铝锂合金的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2195 aluminum alloy（mass

fraction/%）

Cu Li Mg Ag Zr Fe Al

4.1 0.9 0.28 0.26 0.13 0.04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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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195 铝锂合金的热压缩过程

Fig. 1    Hot compression test process of 2195 aluminum alloy
  

2    热压缩过程应力应变数据修正

在热压缩过程中，端面接触摩擦力的存在限制

了金属的径向流动，导致压缩后的试样普遍存在鼓

肚现象，改变了试样中的单向应力状态，使得压缩

过程中试样的应力偏大，从而使所测真应力-真应

变值与实际值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需要进行修正。

根据实验测得的温度-时间曲线，绘制不同应

变速率和温度条件下 2195 铝锂合金热压缩过程中

温度变化的最大值分布，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

看出，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温升越来越明显，当应

变速率为 10 s−1 时，不同温度下对应的温度变化的

最大值相比其他应变速率下对应的最大值有明显

的提升，试样实测温度普遍比预设温度高 15 ℃ 以

上。当应变速率小于 1 s−1 时，热变形过程中温度

变化的最高值为 4.82 ℃，在预设温度值中占比仅

为 1.2%，属于正常实验误差，因此只针对应变速率

为 10 s−1 的真应力 -真应变曲线进行温升效应的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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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应变速率和温度条件下 2195 铝锂合金热压缩过

程中温度变化的最大值
Fig. 2    Maximum temperature changes of 2195 aluminum-lith-

ium alloy during hot compression under different strain
rates and temperatures

  

2.1    热压缩过程中摩擦力影响的修正

对 2195 铝锂合金压缩过程中因摩擦力存在而

带来的应力偏离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真应力为：

σ =
P

1+
µ

6
√

3

R
h

(1)

R = R0

√
h0

h

式中：P 和 σ 分别为修正前后的真应力；R 为试样的

瞬时半径，由 确定；R0 为试样的初始半径；

h0 为试样的初始高度；h 为试样的瞬时高度；μ 为摩

擦因子，其值可由式（2）和式（3）确定 [11]：式中：

µ =

R1

h1
b

4
√

3
− 2b

3
√

3

(2)

b = 4
∆R
R1
· h1

∆h1
(3)

式中：R1 为变形后试样的平均半径；h1 为试样变形

后的高度，∆h1=h0−h1；∆R=RM−RT，RM 为试样压缩

后的最大半径，RT 为压缩后压头与试样接触的底

面半径，RT 可由式（4）得到：

RT =

√
3

h0

h1
R0

2−2RM
2 (4)

由式（1）～（4）可计算出修正后的流动应力。

经过摩擦修正后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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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热压缩过程中温升效应的修正

温度的改变对流动应力的影响不可忽略，因此

需在摩擦修正的基础上对应力进行温度修正。吴

文祥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温度改变对流动应力产生

的影响可表示为[12]：

∆σ =
Q

naR

[
1
T
− 1

T +∆T

]
(5)

式中：Q 为热变形激活能；R 为摩尔气体常数，R =
8.314  J •mol−1•K−1；T 为绝对温度；n 为应力指数；

α 为材料常数。

Baragar[13] 研究表明，绝热温升效应带来的温

度升高（ΔT）可由式（6）求出：

∆T = β
σ∆ε

ρc
(6)

σ

式中：c 为比热容：ρ 为密度；Δε 为应变增量；β 为产

生热量所占总变形能量的比例，为 85%～90%，其

余能量则转变为其他形式（例如用于微观结构变化

等）。应力增量值 为：

σ =
1
∆ε

w ε+ε0
ε0
σdε (7)

采用插值法[14] 并结合式（5）～（7），对经过摩

擦修正的应变速率为 10 s−1 的数据进行温度修正，

修正后的结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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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经摩擦修正又经温度修正后应变速率为 10 s−1 的真应

力-真应变曲线
Fig. 4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with a strain rate of 10 s−1

after being corrected by friction and temperature
  

3    2195铝锂合金本构关系及热加工
性能
 

3.1    流动应力

图 3 和图 4 是 2195 铝锂合金在经过摩擦和温

度修正后不同变形条件下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由图 3 可知，在低应变速率下（0.1 s−1 以下）其真应

力在初始阶段随变形程度增加而迅速增大，达到峰

值后逐渐下降。其原因是在变形初期，随着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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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应变速率下 2195 铝锂合金摩擦修正前后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Fig. 3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of 2195 Al-Li alloy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s　
（a）0.01 s−1；（b）0.1 s−1；（c）1 s−1；（d）10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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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位错密度急剧增加，加工硬化强于动态软

化，从而导致应力值的快速增大，但随着变形程度

的增加，位错产生了交滑移和攀移，使得动态软化

强于或等于加工硬化，使得应力减小或保持稳定。

在高应变速率下，例如在 1 s−1 时，应力上升到峰

值，然后达到稳态值，表明合金在此条件下其应力

达到动态平衡[15-17]。

另外，通过对比图 3 不同应变速率下的真应

力-真应变曲线，在同样的应变速率下，流动应力随

变形温度的增大而减小；在特定的变形温度下，流

动应力和应变速率呈正相关，说明 2195 铝锂合金

具有正的应变速率的特性。 

3.2    2195铝锂合金的本构关系及预测模型

材料流动应力、变形温度及应变速率之间的关

系可以通过 Arrhenius 方程来进行描述[18-19]

·
ε = A f (σ)exp

(
− Q

RT

)
(8)

f(σ) =


σn1 (ασ < 0.8)
exp(βσ) (ασ < 1.2)
[sinh(ασ)]n2 (forallσ)

(9)

·
ε式中：T 代表绝对温度，K； 代表应变速率，s−1；R 是

气体常数，值为 8.3145 J•mol−1•K−1；Q 是塑形变形

过程中的热变形激活能，J•mol−1；A、α、β、n1、n2 代

表材料常量，其中 α = β/n1。
针对高温塑性变形条件的形变，其变形行为可

以用包含 Z-H 参数表述，数学表达式如式（10）[20]：

Z =
·
εexp (Q/(RT )) (10)

结合式（10）可得全应力水平的流动应力与变

形参数之间的关系：

Z = A[sinh (ασ)]n2 (11)

对式（11）进行求解，可以得到材料的本构方

程为：

σ =
1
α
ln

(Z
A

)1/n1

+

[(Z
A

)2/n1

+1
]1/2 (12)

由式（8）和（9）可推导出：

ln
·
ε = ln A+n1lnσ−

Q
RT

(ασ < 0.8) (13)

ln
·
ε = ln A1+βσ−

Q
RT

(ασ < 1.2) (14)

ln
·
ε = ln A2−

Q
RT
+n2 ln [sinh (ασ)] (for all α) (15)

ln
·
ε -lnσ

ln
·
ε -σ ln

·
ε - ln [sinh (ασ)]

由式（13）～（15）可知，n1 和 β 分别是

和 曲线的斜率；n2 是 的斜率，

利用 origin 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并绘制出应变速率

和 流 动 应 力 关 系 曲 线 图 ， 如 图 5 所 示 。 在 计 算

n1 时，对于图 5（a），选取峰值应力小的数据点，计

算其斜率的平均值 n1 = 5.89817；对于图 5（b），取峰

值 应 力 大 的 数 据 点 ， 得 其 斜 率 的 平 均 值 β  =
0.135075，由 β 和 n1 值可得 α = β/n1 = 0.0229。对于

lnσ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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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应变速率与流动应力关系曲线

ln
·
ε -lnσ ln

·
ε -σ ln

·
ε - ln [sinh (ασ)] ln [sinh (ασ)] -1/TFig. 5    Relationship curves of strain rate and flow stres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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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取所有曲线的斜率求其平均值易得最终

应力指数值 n2 = 4.696。

对于所有应力状态，先假定变形激活能 Q 与温

度 T 无关，Q 可以由式（16）得：

Q = R

 ∂ln
·
ε

∂ln [sinh (ασ)]


T

{
∂ln [sinh (ασ)]
∂ (1/T )

}
·
ε

(16)

ln
·
ε - ln [sinh (ασ)]

ln [sinh (ασ)] -1/T

图 5（ c） 和 图 5（ d） 分 别 为 和

的 关 系 图 ， 因 R  =  8.314  J •mol−1•
K−1，由直线的平均斜率可计算得出 2195 铝锂合金

的变形激活能 Q = 111080 J/mol。
此外，不同应变速率和变形温度的效果可以由

Hollomon 和 Zener 提出的 Z 参数来表述，其表达式

如式（17）所示：

Z =
·
εexp

( Q
RT

)
= A[sinh (ασ)]n (17)

对式（17）两边求自然对数可得：

lnZ = ln
·
ε+

Q
RT
= ln A+nln [sinh (ασ)] (18)

lnZ- ln [sinh (ασ)]

图 6 为 ln Z-ln[sinhασ] 的关系图。通过图 6 可

以得到式中 直线关系的截距 ln A =
15.676，直线斜率 n = 4.62845，因此 A = 6.427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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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nZ-ln[sinhασ] 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curve of lnZ-ln[sinhασ]
 

综上可得 2195 铝锂合金高温流动应力本构方

程如下：

·
ε = 6.427×106[sinh (0.0229σ)]4.62845exp

(
−111080

RT

)
Z = 6.427×106[sin (0.016σ)]4.62845

σ =

(
1

0.0229

)
ln

{(
Z

6.427×106

)1/4.62845

+( Z

6.427×106

)2/4.62845

+1

1/2}
 

3.3    建立应变补偿模型

基于修正后的实验数据，仿照上述求解本构方

程的方法，在应变范围 0.1～0.8 内每隔 0.1 选取一

个值，求得不同应变下的材料参数（ln A、Q、α、n），

如表 2 所示。

 
表 2    2195铝锂合金在不同应变下的 ln A、Q、α、n 的值

Table 2    ln A，Q，α，n values of 2195 aluminum-lithi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strains

ε ln A Q/（J•mol−1） α n

0.1 17.27635 120997 0.0242 4.43753

0.2 17.91539 125046 0.0260 3.93379

0.3 17.41549 121917 0.0270 3.74314

0.4 16.95297 119072 0.0276 3.67026

0.5 16.80306 116279 0.0276 3.57377

0.6 16.22022 113682 0.0273 3.76813

0.7 16.01102 112412 0.0273 3.83990

0.8 15.46040 108749 0.0270 3.88278

 
 

然后对 2195 铝锂合金的各个参数进行 5 次多

项式的拟合，在多项式拟合后，各个参数与应变量

之间的函数式如式（19）～（22）：

ln A =13.73676+59.9975ε−306.13868ε2+
677.21113ε3−699.59132ε4+273.09728ε5

(19)

Q =102596.25+298458.08ε−1377460ε2+
2631530ε3−2293450ε4+735769.23ε5

(20)

α =0.02242+0.01459ε+0.05638ε2−
0.27311ε3+0.36932ε4−0.16667ε5

(21)

n =5.6661−18.33178ε+75.38706ε2−
170.02626ε3+196.5984ε4−88.02244ε5

(22)

拟合曲线如图 7 所示。为了检验应变补偿本

构模型的预测精度，首先，取修正后的流动应力实

验值和预测应力值进行比较，其最终结果如图 8 所

示。由图 8 可以看出，在变形过程中，模型的预测

值和实验数据拟合较好，为了更为直观地评估模型

的拟合程度，引入了标准统计参数即相关系数（R）

和平均绝对误差（AARE）来对预测精度进行进一步

的评估：

R =

n∑
i=1

(xi− x) (yi− y)√√ n∑
i=1

(xi− x)2(yi− y)2

(23)

AARE(%) =
1
n

n∑
i=1

∣∣∣∣∣yi− xi

yi

∣∣∣∣∣×10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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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 为实验测得的真应力值；xi 为考虑应变补

偿后计算所得的预测值；n 是研究的流动应力数据

点的个数。

图 9 是所有应变条件下的实验数值与预测数

值的对比图，结果表明：实验值和预测值的相关系

数 R 为 0.99584，平均绝对误差（AARE）仅为 3.698%，

充分说明该本构模型能够准确预测 2195 铝锂合金

在不同变形参数下的流动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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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应变 ε 与各参数的关系曲线（a）ln A；（b）Q；（c）α；（d）n
Fig. 7    Relationship curves between strain ε and parameters（a）ln A；（b）Q；（c）α；（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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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应变速率下修正后的流动应力实验值与预测值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modified flow stress test value and predicted value at different strain rates　
（a）0.01 s−1；（b）0.1 s−1；（c）1 s−1；（d）10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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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0.99584

AARE (%) =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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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实验数值与预测数值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predicted values
  

3.4    热加工性能

热加工图可评价材料加工性能优劣进而优化

材料的加工工艺参数。根据加工图，可以获得该材

料的失稳区域和热加工区域[2]，加工过程中单位体

积内材料所吸收的能量 P 可以分为耗散量（G）和

耗散协量（J）两个互补函数：

P = σ
·
ε =G+ J =

w ·
ε

0
σd
·
ε+

w σ
0

·
εdσ (25)

材料的强度随塑性应变率的增加而增加，可得[21]：

σ = k
·
ε

m
(26)

变形过程中的应变速率敏感指数 m 和功率耗

散效率 η 可分别表示为[21]：

m =
∂J
∂G
=

·
ε∂σ

σ∂
·
ε
=
∂ (lnσ)

∂
(
ln
·
ε
) (27)

η =
2m

m+1
(28)

式中：η 代表材料塑性变形过程中微观组织结构演

化所耗散的能量与线性耗散能量的比值。

η 的增加意味着微观组织演化所消耗功率的增

加，以耗散系数为函数，可以通过温度和应变速率

绘制出能够显示在不同区域内不同组织变化机制

的耗散图。其中适合加工的区域通常具有较高的

耗散系数 η，但功率耗散系数 η 越高并不能代表材

料的加工性能就越好，因为材料还存在有加工失稳

区，材料在此区间内变形会产生失稳的现象。据此

Prasad 等[21] 根据 Ziegler 提出的最大熵产生率原理，

建立了基于不可逆热力学极值原理的连续不稳定

判据：

ξ
( ·
ε
)
=
∂ ln

(
m

m+1

)
∂ ln

·
ε
+m > 0 (29)

当稳定判据小于 0 时，则系统进入流变失稳

区，以流变失稳准则为函数，将功率耗散图和流变

失稳图以等高线的形式进行叠加，就可以得到流变

失稳图（CHP）。虽然常规流变失稳图（CHP）考虑

了变形的稳定性，但没有考虑变形的困难，即是否

容易发生变形。因此，CHP 映射难以高效、准确地

获得最优的加工参数。基于式（16），本工作计算出

不同应变条件下的激活能值 Q，通过将 CHP 映射

与激活能值耦合，建立了激活能加工（AEP）图[22-23]。

图 10 为 2195 铝锂合金在不同应变条件下的

AEP 图。图 10 中等高线上的数据表示功率耗散效

率 η，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激活能 Q，具体的数值见

右边的颜色标尺栏，其大致可分为红绿蓝三个区

域，红色区域的激活能较高，属于难变形区域；蓝色

区域的激活能比较低，属于易变形区域；绿色的区

域激活能为前两者之间，属于稳定流变区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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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应变下的 AEP 图

Fig. 10    AEP diagrams  under  different  strains　（a）0.4；（b）
0.6；（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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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来讲，较高的 Q 值（红色区域的激活能）

表示合金在该区间发生变形时需要消耗更多能量，

不利于材料加工，所以选择加工区间时候应该尽量

避免，如变形温度为 400～430 ℃，应变速率为 0.05 s−1

以下和变形温度为 430～485 ℃，应变速率为 0.1 s−1

以下的区域。而最适合加工（蓝色）的区域主要集

中 在 400～ 450 ℃/  1～ 10  s−1 以 及 450～ 490 ℃/
3～10 s−1 范围内。但从图 10 可以看出，400～450 ℃/
1～10 s−1 是黑色虚线包围的区域，是流动不稳定的

区域（即 η ≤ 0），所以不能作为合金的适合加工的

区域。考虑到适宜加工的区间还应该具有 η 值高

和轮廓线稀疏这两个特征，综合考虑各个应变下的

AEP 图，适宜选择的加工工艺为应变速率 0.4 s−1 以

下、温度为 475～490 ℃ 的区域。 

4    结论

（1）对 2195 铝锂合金圆柱体试样进行了变形

温度为 400～490 ℃、应变速率为 0.01～10 s−1 条件

下的等温热压缩实验，并对实验获得的真应力应变

曲 线 进 行 摩 擦 力 和 温 升 效 应 的 修 正 。 修 正 后

2195 铝锂合金的变形激活能 Q = 111080 J/mol，流

变本构方程为：

σ =

(
1

0.0229

)
ln

{(
Z

6.427×106

)1/4.62845

+( Z

6.427×106

)2/4.62845

+1

1/2}
（2）通过验证和计算，Arrhenius 模型的相关系

数 R = 0.99584，平均绝对误差（AARE）=3.698%。

修正后的本构关系，可很好地预测 2195 铝锂合金

的变形应力。

（3）综合考虑各个应变下的激活能加工（AEP）

图，2195 铝锂合金适宜选择的加工工艺为应变速

率 0.4 s−1 以下、温度为 475～490 ℃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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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ve model and hot workability of 2195 Al-Li alloy
based on stress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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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othermal compression tests of 2195 Al-Li alloy annealed at 400 - 490 ℃ and strain rate 0.01-10s−1 were carried

out.  The true stress-strain curve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 was modified by friction force and temperature rise effects,  and 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odified  true  stress-strain  cur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is 0.99584, and the mean absolute error (AARE) is only 3.698%,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stitutive model can well

predict the flow stress of 2195 Al-Li alloy under different deformation parameter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modified stress-strain

data, the activation energy processing diagram (AEP) is established by coupling the rheologic instability diagram(conventional hot

processing  map，CHP)  with  the  activation  energy  value Q,  and  the  hot-working  window of  the  alloy  is  optimized  as  follows:  the

strain  rate  is  less  than  0.4  s−1,  and  the  temperature  is  475-490  ℃.  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and  activation  energy  thermal

processing diagram of 2195 Al-Li alloy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odified stress and strain can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the 2195 Al-Li alloy rheological proces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processing parameters.

Key  words:     2195  Al-Li  alloy； stress-strain  correction； rheological  behavior； constitutive  equation； activation  energy  processing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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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605板料成形极限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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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板料成形极限图是用来评价板料成形性能的综合指标。通过胀形数值仿真得到 0.2 mm 和 2.5 mm 厚的三种

不同热处理条件下 GH605 板料的成形极限曲线。通过实验对比验证 0.2 mm 厚的三种料的成形极限计算结果，结

果表明仿真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实验结果。从材料性能差异的角度，分析研究加工硬化指数（n 值）和厚向异性指

数（r 值）对成形极限的影响。综合仿真与实验结果表明，两种经过水冷固溶的板料成形性能显著优于经过退火处

理的板料，成形极限曲线随着 n 值和 r 值的增大而升高，且 n 值对成形极限曲线的影响比 r 值的影响更显著。通过

数值模拟建立的材料成形极限图，可为材料研制和工艺选材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GH605 板料；成形极限；数值模拟；极限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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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605 钴基高温合金（国外牌号 L605）是以

20Cr 和 15W 固溶强化的钴基高温合金，在 815 ℃
以下具有中等的持久蠕变强度，在 1090 ℃ 以下具

有优良的抗氧化性能，同时具有良好的成形、焊接等

工艺性能，适用于在航空发动机和航天飞机上使

用，可用于制造导向叶片、涡轮外环、外壁、涡流

器、封严片等高温零部件[1-3]。

板料成形极限图（forming limit diagram，FLD）

是用来评价板料成形性能的一个综合指标，研究者

通过理论和数值方法研究了较多高温合金的成形

性能 [4-13]。贾亚娟等 [14] 提出了一种结合有限元模

拟 预 测 金 属 板 材 成 形 极 限 曲 线 （ forming  limit
curve，FLC）的失稳准则——最大应变速率失稳准

则，该准则通过厚向应变及厚向应变速率随时间的

变化来判定颈缩时刻和颈缩位置，可以应用于变形

过程中存在应变路径变化的情况。付健等[15] 通过

单向拉伸实验和半球形刚模胀形实验分别得到了

6016 铝合金板材的室温应力应变曲线和成形极限

图。杨卓云等[16] 以 Lou-2013 韧性断裂准则为理论

基础构建 5182 铝合金板材的韧性损伤仿真模型。

毕静等[17] 利用高温成形极限实验平台及 Marciniak-
Kuczynski（M-K）失稳理论对 TA15 钛合金板高温

环境下的成形极限分别进行了实验测试及理论预

测。蔡中义等[18] 以 M-K 理论为基础，提出了采用

应力-应变测量数据预测铝合金板料成形极限的方

法。板料成形仿真模拟方面，李奇涵等[19] 通过建

立高强钢热冲压成形有限元模型，模拟初始温度为

700～850 ℃ 下的成形效果。王辉等[20] 通过分析研

究高温下试件达到破裂时的成形极限及成形效果

得出最佳成形温度，并通过实验数据验证模拟仿真

的可靠性。Zhang 等[21] 总结了用于已开发的冷温

/热金属薄板成形工艺中可成形性评估的理论和数

值模型。Badrish 等[22] 研究了 Inconel 625 合金在不

同温度和润滑条件下成形极限图，发现高温（400 ℃）

和 hBn 润滑油可以显著提高材料的安全成形极

限。Hussaini 等[23] 通过研究不同温度下的奥氏体

不锈钢 ASS 316 的 FLD 发现，在 300 ℃ 下其成形

极 限 性 能 最 好 ， 并 利 用 M-K 理 论 分 别 结 合

Hill48 和 Barlat 屈服准则得到理论的 FLD，发现基

于 Barlat 屈服准则的理论 FLD 与实验 FLD 紧密一

致。Mahalle 等[24] 在室温至 700 ℃ 下进行了 Inconel
718 高温合金的成形和断裂行为的实验和理论研

究，利用 M-K 模型和 B-W 模型结合 Barlat’89 屈服

准则对 Inconel 718 高温合金的成形和断裂极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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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较好的预测。Prasad 等 [25] 结合 Barlat89 屈服

准则和实验 FLD，成功开发了拉伸成形过程的有限

元模型，以预测极限拱顶高度（LDH）和应变分布。

Dharavath 等 [26] 研究显示，与室温相比，在 900 ℃
的拉伸下，奥氏体不锈钢的 FLC 比室温下有显著

改善。Paul[27] 在对过去 FLC 的模拟和实验研究进

行透彻评估后，介绍了极限应变测定方法、冲压几

何形状、微结构、预应变路径、应变速率、温度和拉

伸特性对 FLC 的影响。

现有研究多是针对某一特定性能材料，从材料

本构、损伤判断准则等理论研究的角度以及环境、

成形工艺等方面开展板材成形极限理论与实验研

究。本工作针对同一种材料的性能差异，通过数值

仿真结合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热处理条件下 GH605 板

材的成形极限。首先，通过 CAD 建立不同尺寸

GH605 试样成形极限数值分析几何模型，运用直径

为 1.5 mm 的圆形网格在试样表面进行网格印刷。

其次，分别针对 0.2 mm 厚和 2.5 mm 厚的三种不同

热处理材料试样进行成形极限胀形仿真，基于成形

极限判断准则，获得三种料两个主应变方向的变化

量，并计算给出 GH605 三种料的成形性能曲线，分

析力学性能的差异及 n 值和 r 值对成形极限的影

响；最后，基于实验测试 0.2 mm 厚度的三种材料的

成形极限，验证数值模拟的结论，基于材料成形性

能获得材料的优选方案。 

1    成形极限建模仿真
 

1.1    GH605基本材料参数

GH605 高温合金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C 0.05%、

Cr 18.5%、Ni 10%、W 15%、Si 0.06%、Mn 1.5%、Co
余量。热处理对于以碳化物强化为主的 GH605 材

料性能影响显著，通过不同的热处理方法可以获得

不同性能的 GH605 材料性能。本工作 A 料经过

1200～1230 ℃ 固溶后水冷，B 料经过 1175～1200 ℃
固溶后水冷，C 料经过 900～980 ℃ 退火，三种材料

的热处理制度不同，其性能也不同，0.2 mm 厚的三

种 GH605 料的具体力学性能参数见表 1[28]。其中，

A 料和 B 料的性能接近，C 料的弹性模量和屈服强

度显著高于 A 料和 B 料，三种材料的抗拉强度相

当，C 料的屈强比高于 B 料，B 料的屈强比高于

A 料 ，A 料 和 B 料 的 伸 长 率 相 当 ， 均 高 于 C 料 ，

A 料 的 厚 向 异 性 系 数 优 于 B 料 和 C 料 ，A 料 和

B 料的应变强化系数和应变强化指数均高于 C 料。
 

表 1    0.2 mm厚的 A/B/C料的基本力学性能参数
[28]

Table 1    Basic mechan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material A/B/C with thickness of 0.2 mm[28]

Material
category

Direction
Elastic
modulus，
E/GPa

Yield
strength，
σs/MPa

Tensile
strength，
σb/MPa

Yield ratio，
σs/σb

Crack
elongation，
δ/%

Coefficient of
normal
anisotropy，
r

Strain hardening
coefficient，
K/MPa

Hardening
index，n

A   0° 181.75   427.50 1679.91 0.208 61.4 0.974 2208.26 0.413

45° 162.75   413.24 1697.22 0.216 62.0 0.964 2227.20 0.416

90° 206.65   419.14 1712.41 0.227 62.9 0.984 2227.32 0.413

B   0° 198.76   524.96 1676.00 0.313 54.3 0.865 2290.03 0.409

45° 193.03   517.23 1641.83 0.315 56.6 0.990 2194.17 0.406

90° 183.18   504.76 1524.79 0.331 50.9 0.908 2064.51 0.388

C   0° 234.66 1071.65 1600.48 0.670 22.0 0.894 1877.03 0.117

45° 220.86 1065.38 1599.84 0.666 25.0 0.944 1863.46 0.122

90° 236.99 1073.99 1596.18 0.673 24.9 0.891 1848.29 0.118

Note：Material A is solution treated at 1200-1230 ℃. Material B is solution treated at 1175-1200 ℃. Material C is annealing treated
at 900-980 ℃.
 
 

本工作所使用的本构模型为 Ludwik 模型，其

表达式为：

σ̄ = σ0+qε̄m (1)

σ0式中： 为初始屈服强度；q、m 为材料常数，三个参

数均为拟合参数，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28]。
 

1.2    板料试样形状

参照 GB/T15825—2008《金属薄板成形性能

与试验方法》标准制备试样，为了防止窄条矩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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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拉延筋处开裂，可以选用中部稍窄、两端稍宽

的阶梯形状，其尺寸如图 1 所示。宽度 b 尺寸分别

为 20 mm、100 mm、180 mm。加工完成的试样，需

要进行网格印刷，本次在仿真软件中使用直径为

1.5 mm 的圆形网格铺满试样。
 

1.3    FLD仿真模型的建立

根据实验中 FLD 模具几何尺寸（NAKAZIMA
半球形实验模具），在 CAD 建模软件中创建凸模、

压边圈和凹模的几何模型，该模型与物理实验用模

具形状、尺寸完全相同，如图 2 所示。然后将模具

几何模型导入到仿真软件中划分网格，模具设定为

刚体，板料为 GH605 材料塑性变形体，板料厚度分

别为 2.5 mm、0.2 mm，设置初始拉延筋位置以及压

边力，保证凸缘部分的材料在成形过程中不发生流

动，摩擦因数为 0.15，压边闭合速度为 3 mm/s，冲

压成形速度为 5 mm/s，成形温度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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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LD 试样几何尺寸及网格印刷

Fig. 1    FLD sample geometry and specimen after grid coverage
 
 

Hemispherical punch

Blank-holder

Die

 
图 2    FLD 实验用模具几何模型

Fig. 2    Geometric model of the mould for FLD test
  

1.4    极限应变点的获取

基于上述试样的 FLD 仿真分析，本工作主要

通过两条判断准则[27] 进行判断：（1）板料发生颈缩

时凸模与板料接触力出现峰值，如图 3 所示；（2）颈

缩 区 域 应 变 路 径 向 平 面 应 变 状 态 发 生 突 变 ， 如

图 4 所示。通常使用判断准则 1 获取的板料极限

应变来绘制拉-压特征的 FLD 左边曲线，使用判断

准则 2 获取的板料极限应变来绘制拉-拉特征的

FLD 右边曲线。通过确定凸模与板料接触力的峰

值点以及最大应变单元的应变路径突变点，确定每

个试样在 FLD 仿真分析中的成形极限。 

2    仿真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FLD仿真实验结果

基于上述数值分析模型与判断准则，分别对厚

度为 2.5 mm 和 0.2 mm 的 A、B、C 料试样进行胀

形仿真分析，料宽分别为 20 mm、100 mm、180 mm。

计算获得 A、B、C 三种料两个主应变方向的变化

量，并分别提取不同宽度试样上的 4 个关键点进行

表 2    0.2 mm厚的 A/B/C料的本构模型参数
[28]

Table 2    Constitutive  model  parameters  of  material  A/B/C
with 0.2 mm thickness[28]

Material category
Initial yield
strength，σ0/MPa q m

A   462.02 2221.65 0.788

B   479.28 2337.12 0.781

C 1077.58 1502.06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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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凸模与板料接触力和凸模行程的关系曲线

Fig. 3    Relation  curve  between  contact  force  of  punch  and
sheet metal and the punch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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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D 对比分析，如图 5～图 7 所示。

从图 5～图 7 试样宏观变形可以看出，相同规

格试样在相同的胀形条件下，A 料和 B 料试样发生

颈缩前的变形程度接近，呈半球状较充分拉伸状

态，C 料试样发生颈缩前的变形程度明显较弱，呈

锥形状欠拉伸状态。从试样微观应变量上对比，

A 料和 B 料的临界应变值相近，发生颈缩时，A 料

和 B 料试样颈缩区域附近印刷的基准圆临界应变

值均大于 C 料试样。基于 FLD 试样胀形计算结

果，可推断出 GH605 A 料和 B 料的成形性能相近，

均优于 C 料的成形性能。
 

2.2    成形极限仿真结果分析

试样表面上印刻的网格圆在胀形实验后主要

发生的变形有三种，如图 8 所示，初始圆的直径记

为 d0，畸变后的网格圆长轴记为 d1、短轴记为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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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最大应变单元的应变路径

Fig. 4    Strain path of maximum strain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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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宽度试样 FLD 成形后结果（A 料）

Fig. 5    FLD  forming  result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width（material A）　（a）b = 20 mm；（b）b = 100 mm；
（c）b = 1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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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宽度试样 FLD 成形后结果（B 料）

Fig. 6    FLD  forming  result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width（material B）　（a）b = 20 mm；（b）b = 100 mm；
（c）b = 1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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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 d1、d2 近似表示为试样表面上一点的两个主应

变方向。

通过测量临界网格圆的长、短轴 d1 和 d2，可以

获得面内极限应变，计算公式如式（2）～（5）所示：

e1 =
d1−d0

d0
×100% (2)

e2 =
d2−d0

d0
×100% (3)

ε1 = ln
d1

d0
= ln(1+ e1) (4)

ε2 = ln
d2

d0
= ln(1+ e2) (5)

式 中 ： e1、 e2 分 别 表 示 长 短 轴 上 的 工 程 应 变 ； ε1、
ε2 分别表示长短轴上的真实应变。

通过测量和以上公式计算出临界圆的两个极

限主应变，可获得 GH605 三种料的 2.5 mm 料厚、

0.2 mm 料厚的 FLD 曲线，如图 9 所示，对于每种材

料，2.5 mm 料厚相比 0.2 mm 料厚，主要差别在于

对材料平面应变点 FLD0 的影响，板料厚度增加可

以显著提升平面应变点 FLD0，但对于整体 FLC 曲

线的极限应变分布却无显著影响。

从三种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表 1）来看，A 料

与 B 料的成形性能均明显优于 C 料。A 料和 B 料

相比，虽然 A 料的屈服强度比 B 料的低，但是 A 料

的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均高于 B 料，这表明 A 料的

成形性能更好，A 料更容易产生塑性变形，不易产

生拉裂和起皱缺陷；B 料的抗拉强度接近 A 料，屈

服强度约为 A 料的 2 倍，伸长率约为 A 料的 1/2，

在拉-压应力下，B 料性能稍优于 A 料，而在拉-拉
应力条件下，A 料的成形性能显著优于 B 料。C 料

比 A、B 料相比，其抗拉强度略低，但屈服强度是

A 料和 B 料的两倍左右，因此屈强比高于 A 料和

B 料 ， 伸 长 率 是 A 料 和 B 料 的 1/3～1/2， 这 表 明

C 料的塑性成形性能相对较差。

n 值反映板料成形时的应变均化能力。在成形

以拉为主的钣金零件时，n 值小的材料，由于变形

不均匀，表面粗糙，易于产生裂纹；n 值大的材料，

零件的应变分布均匀，表面质量较好，不易产生裂

纹。所以对于以拉为主的板金零件，n 值愈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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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FLD 不同宽度试样成形后结果（C 料）

Fig. 7    FLD  forming  result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width（material C）　（a）b = 20 mm；（b）b = 100 mm；
（c）b = 1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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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格畸变的三种方式

Fig. 8    Three ways of mesh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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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压制成形性能愈好，成形极限曲线也就越高。

板料 r 值的大小，反映板平面方向与厚度方向

应变能力的差异。r 值越大，材料在拉-拉和压-压
状态下的变形抵抗力越大，在拉-压应变状态下的

变形抵抗力越小。这意味着在以拉为主的拉-压应

变状态下，r 值越大，传力区的抗拉强度越大，对成

形越有利，而变形区的变形抵抗力越小，也对成形

越有利。在拉-拉变形方式下，极限应变值随 r 值的

增大而减小。

r = (r0+2r45+ r90)/4

0.2 mm 厚的三种板料的加工硬化指数（平均

n 值）和厚向异性指数（加权平均 r 值），如图 10 所

示 。 其 中 ， 加 权 平 均 r 值 由 计

算。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 A 料的 n 值略大于 B 料，

但是都远远大于 C 料，因此前两者的成形极限曲线

较为接近，均高于 C 料的成形极限曲线；三种料的

r 值虽然差别不大，但也呈现出 A 料的 r 值大于

B 料，B 料的 r 值大于 C 料的趋势，而其成形极限

曲线也呈现出与 r 值相同的趋势。而由上述分析

可知，A 料的成形性能略好于 B 料，但均远好于

C 料 ； 三 种 GH605 材 料 的 成 形 极 限 曲 线 均 随 着

n 值和 r 值的减小而降低，但是由于 r 值之间的差

异较小，这表明 n 值对成形极限曲线的影响比 r 值

的影响更大。 

3    成形极限实验验证

为验证仿真模拟结果，测试三种材料 0.2 mm
厚的板料成形极限，获得了三种材料的成形极限实

验图[28]，图 11 为三种 GH605 材料 A、B、C 料的成

形极限对比结果。仿真 FLD 图与实验 FLD 图相比

较较为契合，但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平均偏

差为 6.59%。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FLD 实验在

进行停止判断时，传感器以材料颈缩受力瞬间变化

作为实验停止条件，存在一定的时间偏差；主要原

因之二是仿真使用材料性能的基本假设是不存在

缺陷的理想状态材料，而实验的材料可能存在微小

的成分偏析、组织不均匀等缺陷，且实验受外界环

境因素影响，导致了材料成形极限性能的实验结果

比仿真结果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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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0.2 mm 厚的 GH605 三种材料的成形极限曲线

Fig. 11    Forming limit curves of GH605 with thickness of 0.2
mm（material A，B and C）

 
实验结果表明，GH605 薄板带材的成形极限曲

线呈现出典型的“V”字型，成形极限最低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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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厚度 GH605 A、B、C 料的 FLD
Fig. 9    FLDs of GH605（material A，B and C）with different thicknesses　（a）t = 2.5 mm；（b）t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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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0.2 mm 厚三种板料的加工硬化指数（平均 n 值）和厚
向异性指数（加权平均 r 值）

Fig. 10    Hardening  index（ average  n） and coefficient  of   nor-
mal  anisotropy（weighted  average  r）of  GH605（ma-
terial A，B and C）with thickness of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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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面应变区域附近。板料在单向拉伸状态下的

成形极限最高，高于双向拉伸状态，这是由于板料

厚度较薄导致的。A 材料硬化指数值较高，这对于

提高板料的成形极限是有利的。三种材料对比，

A 料的 GH605 薄板成形极限较高，板料成形性能

最好。另一方面，A 料与 B 料的成形极限曲线右侧

应变基本一致，而在拉-压区，A 料稍高于 B 料，这

主要是因为 A 料伸长率稍高于 B 料。 

4    结论

（1）通过胀形数值得到了三种不同热处理状态

下 0.2 mm 和 2.5 mm 厚的 GH605 板料的成形极限

曲线，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胀形数值模拟的有效性与

正确性。

（2）同等厚度下，两种经过水冷固溶之后的板

料的临界破裂应变值均大于经过退火处理的板料，

即前者的成形性能要优于后者，不易产生拉裂和起

皱缺陷。

（3） 经 过 1200～1230 ℃ 水 冷 固 溶 的 板 料 的

n 值和 r 值最大，其成形极限曲线最高；经过退火处

理的板料的 n 值和 r 值最小，其成形极限曲线最

低；两种经过水冷固溶处理的板料的 n 值和 r 值接

近，其成形极限性能较为接近。

（4） 三 种 不 同 热 处 理 状 态 下 的 0.2  mm 厚 的

GH605 板料的成形极限曲线均随着 n 值和 r 值的

减小而降低，两种经过固溶处理的板料的 n 值远大

于经过退火处理的板料的 n 值，成形极限曲线也较

高，但是 r 值之间的差异较小，这表明 n 值对成形

极限曲线的影响比 r 值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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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forming limit of GH605 sheet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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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Laboratory，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Sheet  metal  forming  limit  diagram  (FLD)  is  a  comprehensive  index  used  to  evaluate  sheet  metal  form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forming limit  curves of  GH605 sheet  materials  with 0.2 mm and 2.5 mm thickness under three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ulging. Then, the simulated forming limit results of the three materials with 0.2

mm thicknes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ed FLDs can b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FLDs. The influences of work hardening index (n value) and anisotropy index (r value) on the forming limit  are

analysed  from  the  view  of  material  property  difference.  The  comprehensive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bility of the sheets after the two kinds of solution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annealed sheets. The forming

limit  curv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n  value  and  r  value,  and  the  influence  of n  value  on  the  forming  limit  curv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r value.  The forming limit  diagram establish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selection.

Key words:   GH605 sheet metal；forming limit；numerical simulation；limit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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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构模型对 GH4169缺口件蠕变变形响应
计算结果的影响

胡贤明,    嵇大伟,    庄书颖,    胡绪腾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高温构件蠕变变形失效问题，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采用弹塑性耦合蠕变本构模型对

650 ℃ 下 GH4169 合金光滑和缺口平板试件的弹塑性和蠕变变形响应进行计算，重点分析蠕变本构模型对试件蠕

变变形响应和持久寿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方法能较好地预测三种缺口平板试件的

弹塑性变形和极限强度，极限强度预测误差均在 ± 3%以内；三种蠕变本构模型对 GH4169 缺口平板试件蠕变变形

响应和持久寿命的大变形有限元预测效果不一，采用 θ 参数法模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缺口试件的持久寿命，预测

误差在 ± 2 倍分散带以内，而采用修正蠕变模型和 Batsoulas 模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蠕变前两个阶段的变形。

关键词：发动机高温构件；大变形有限元分析；蠕变本构模型；持久寿命；GH4169 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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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载荷作用下，高温构件经过一定的时间

会发生不可恢复的蠕变变形，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

会发生断裂失效，在恒定载荷下直至失效所经历的

时间称为构件的持久寿命（或称应力断裂寿命）。

对于航空发动机的高温构件而言，在设计时需控制

其应力水平，使其持久寿命满足要求[1]。此外，还

需对结构的蠕变变形进行限制，防止变形过大导致

转静子碰摩和影响发动机结构装拆[1-2]。

目前，对金属材料的高温蠕变变形以及持久性

能方面内容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发展出了不同的预

测方法[3-10]。叶文明等[3] 和马晓健[4]采用 θ 参数法

蠕变本构模型，通过对 TC11 钛合金在 500 ℃ 下的

蠕变/持久实验进行分析，建立了基于大变形蠕变

分析的持久寿命预测方法，较准确地预测缺口试件

的高温蠕变响应和持久寿命，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

的误差在 ± 40%以内，该方法的预测精度优于一些

国外文献提出的基于关键点断裂应变[5]、缺口净截

面平均有效应力[6-7] 以及骨点应力[8-10] 的小变形有

限元分析的寿命预测方法。王延荣等[11-13] 分析了

不同蠕变模型的差别，发现一般的蠕变模型只能描

述蠕变前两个阶段（初始阶段和稳定阶段）的变

形。构件在其使用寿命内几乎都处于蠕变前两个

阶段，但同时也需要能够描述第三阶段（加速阶段）

蠕变变形的模型，以便判断构件是否处于比较危险

的蠕变加速阶段；因此提出了一种归一化参数的三

阶段蠕变模型，并对高温材料涡轮盘和定向结晶材

料涡轮叶片结构进行了蠕变变形及应力松弛效应

计算分析，分析结果较为合理。总体来看，在复杂

应力状态下，准确预测高温构件的蠕变变形和持久

寿命仍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

由于实际构件在蠕变失效时已累积较大变形，

因此在进行有限元分析时不能忽略因变形导致的

结构尺寸和形状的改变。GH4169 合金具有良好的综

合性能，目前被广泛用于航空发动机高温部件中[14-15]。

GH4169 合金长时间工作最高温度为 650 ℃，开展

该温度下蠕变实验和失效规律研究具有较为重要

的意义。本工作基于大变形有限元方法，采用弹塑

性耦合蠕变分析对 GH4169 光滑和缺口试件的高

温蠕变变形响应和持久寿命进行有限元计算，分析

蠕变本构模型对光滑和缺口试件蠕变变形响应和

持久寿命计算结果的影响。 

1    材料与实验方案

实验材料为直接时效 GH4169 合金。

设计如图 1 所示的光滑平板高温拉伸试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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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双边缺口平板高温拉伸试件，缺口半径 R 分别

为 1 mm、5 mm 和 20 mm，应力集中系数分别为

2.8、1.5 和 1.1，拉伸实验温度为 650 ℃。

光滑和缺口蠕变试件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蠕

变实验方案见表 1，施加的载荷根据平板试件最小

截面上所承受的名义应力确定，实验温度 650 ℃。 

2    GH4169合金弹塑性和蠕变本构模型

材料的弹塑性和蠕变本构模型均采用真应力、

真应变数据来建立。弹性变形采用广义 Hooke 定

律来描述。塑性变形采用多线性各向同性硬化模

型来描述。短时弹塑性变形的真应力、真应变与工

程应力、工程应变之间的转换关系如下：

σ = σe (1+εe)
ε = ln (1+εe)

(1)

σ ε σe εe式中： 为真应力； 为真应变； 为工程应力； 为

工程应变。

蠕变变形阶段的真应力、真应变与工程应力和

工程应变之间的转换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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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H4169 合金平板拉伸试件　（a）光滑平板；（b）R1 双边缺口平板；（c）R5 双边缺口平板；（d）R20 双边缺口平板

Fig. 1    Tensile  specimens  of  GH4169  alloy　 （ a） smooth  plate； （ b） R1  double  notched  plate； （ c） R5  double  notched  plate；
（d）R20 double notche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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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H4169 合金平板蠕变试件　（a）光滑平板；（b）R1 双边缺口平板；（c）R5 双边缺口平板；（d）R20 双边缺口平板

Fig. 2    Creep  specimens  of  GH4169  alloy　 （ a） smooth  plate； （ b） R1  double  notched  plate； （ c） R5  double  notched  plate；
（d）R20 double notche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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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σ0(1+ε0+εc)
εc
′ = ln(1+ε0+εc)− ln(1+ε0)

(2)

σ′ εc
′ ε0

εc

式中： 为真应力； 为真蠕变应变； 为初始加载

弹塑性应变； 为工程蠕变应变。

本工作采取三种能描述蠕变三阶段变形曲线

的本构模型来建模，一种是 Wilshire 等[16-17] 提出的

θ 参数模型，单轴应力下其公式为：

εc = θ1
[
1− exp(−θ2t)

]
+ θ3

[
exp(θ4t)−1

]
lgθi = ai+biσ

(3)

εc t ai bi式中： 为工程蠕变应变； 为时间； 、 （i = 1、2、

3、4）为待定参数。第二种是 Ye 等[18] 提出的修正

蠕变本构模型，单轴应力下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ε̇c =
β

(δt+ c5) ln (δt+ c5)
+µc6tc6−1

β = −
(
σ

σTS

)c3

exp(c4)

δ =

(
σ

σTS

)c1

exp(c2)

µ = (σ/σTS)c7 exp(c8)

(4)

ε̇c σTS

c1 ∼ c8

式 中 ： 为 蠕 变 应 变 率 ； 为 材 料 抗 拉 强 度 ；

为待定参数。第三种是 Batsoulas 等 [19-20] 提

出的模型，单轴应力下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εc =
σ

αη+K
[
1− exp(− (K/η) t)

]
+
σ

αη+K
[
exp(αt)−1

]
K = k exp(lσ)
η = mexp(nσ)
α = pexp(qσ)

(5)

式中：k、l、m、n、p、q 为待定参数。 

3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弹塑性
和蠕变响应计算
 

3.1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弹塑性响应计算

由实验得到的 GH4169 合金平板件 650 ℃ 拉

伸数据如图 3 黑色实线所示。根据式（1），对材料

光滑拉伸数据进行真应力-真应变转换，由于本构

模型的拟合只能采用最大应力之前的数据，因此

表 1    GH4169合金平板试件高温蠕变实验方案

Table 1    High temperature creep test scheme of GH4169 alloy
plate specimen

Nominal stress of minimum section/MPa

Smooth R1-notch R5-notch R20-notch

802 922 922 895

754 886 885 860

708 815 850 826

694 776 814 754

661 736 775 714

626 — 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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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H4169 合金拉伸试件　（a）光滑平板；（b）R1 双边缺口平板；（c）R5 双边缺口平板；（d）R20 双边缺口平板

Fig. 3    Tensile  specimens  of  GH4169  alloy　 （ a） smooth  plate； （ b） R1  double  notched  plate； （ c） R5  double  notched  plate；
（d）R20 double notche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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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中只给出了试件从加载到最大应力之间的

真应力-真应变曲线，由弹性段可拟合得到材料的

弹性模量为 161.2 GPa，泊松比为 0.3，并基于塑性

段获取多线性各向同性硬化塑性本构模型参数来

对试件的弹塑性变形响应进行有限元计算。

根据试件的形状在有限元软件中进行三维建

模计算，三种缺口试件的弹塑性响应大变形有限元

计算结果如图 3（b）～（d）所示，由图可知，实验和

有限元计算得到的载荷-位移曲线十分贴合，缺口

试件的弹塑性变形均得到较好的预测。根据有限

元计算的最大载荷可以得到缺口试件的极限强度，

即名义抗拉强度，三种缺口试件计算得到的极限强

度 分 别 为 ： 1399 MPa（ R1 缺 口 平 板 ） 、 1342 MPa
（R5 缺口平板）以及 1270 MPa（R20 缺口平板），与

实验值之间的误差分别为：+3.0%、+0.65%以及

–2.8%，相对误差均在 ± 3%以内。总之，基于大变

形有限元分析方法，三种缺口平板试件的弹塑性变

形和极限强度都得到较好的预测。 

3.2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蠕变响应计算

由实验得到 GH4169 合金光滑试件 650 ℃ 下

的蠕变数据，根据式（2）对工程应力和工程蠕变应

变进行转换，转换成真实应力和真实蠕变应变，并

采用 θ 参数法、修正蠕变模型以及 Batsoulas 模型

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如图 4 所示，

得到的本构模型的参数见表 2～表 4。将这三种蠕

变本构模型分别和商用有限元软件进行编译链接，

形成可执行的用户子程序，在软件中进行调用即可

使用这三种模型完成所需的蠕变响应计算。

图 5 给出了 GH4169 合金光滑平板和 3 种缺

口平板高温蠕变试件的有限元模型。由于试件为

带厚度的板件，需建立三维单元模型，因此可采用

Solid 186 单元进行分网建模。根据实验条件，在所

建立模型底端的面上施加固支约束，在另一端面的

上方建立一个刚性节点与端面上的节点进行耦合，

表 2    θ 参数法模型拟合参数值

Table 2    Fitting parameter values of θ-projection model

a1 b1 a2 b2 a3 b3 a4 b4

–0.89 –1.1 × 10–4 –10.20 –9.7 × 10–3 –5.50 5.1 × 10–3 –2.05 2.4 × 10–3

表 3    修正蠕变模型拟合参数值

Table 3    Fitting parameter values of modified creep model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1.96 6.73 –10.52 16.75 –9.26 1.0 × 10–5 19.32 –9.41

表 4    Batsoulas模型拟合参数值

Table 4    Fitting parameter values of Batsoulas model

k l m n p q

2.5 × 108 1.3× 10–2 2.3 × 109 9.0 × 10–3 3.7 × 10–3 5.1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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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GH4169 合金光滑试件蠕变数据拟合结果　（a）θ 参
数法；（b）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4    Creep data fitting results of GH4169 alloy smooth spe-
cimen　（a）θ-projection model；（b）modified creep model；
（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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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刚性节点上施加对应于实验的载荷，目的是为

了将平板一端的力集中于一点，使有限元计算过程

更加接近真实实验过程。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弹塑性耦合蠕变计

算步骤为：（1）计算弹塑性加载过程，设置加载结束

时间为 10–8h，并打开大变形计算选项；（2）计算后

继恒定载荷下的蠕变过程，打开率相关的选项，分

段设置时间增量步，以 10 倍时间间隔为基础，可避

免蠕变计算不收敛的问题，终止分析时间的最大值

为该应力条件下的蠕变寿命，分析子步可根据计算

模型的几何尺寸进行调整，其取值在 100～500 h
左右。

由上述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在完成弹塑性加载

和蠕变保载计算过程后，通过后处理所建模型上下

凸台对应节点位置的变形位移数据，减去初始弹塑

性变形位移值后，即可得到所需的蠕变变形-时间

曲线数据。GH4169 合金光滑平板试件高温蠕变有

限元计算结果如图 6 所示，给出了光滑试件在三种

不同蠕变本构模型大变形有限元计算下的蠕变响

应计算结果。从图 6 可以看出，采用 θ 参数法模型

计算出的光滑试件蠕变断裂变形值和蠕变断裂时

间与实验值最为接近，但蠕变各阶段的变形曲线与

实验曲线存在一定差距，蠕变前两个阶段的变形计

算值偏大；修正蠕变模型计算出的光滑试件蠕变断

裂变形值和蠕变断裂时间与实验值相差最大，但其

描 述 蠕 变 前 两 个 阶 段 的 曲 线 效 果 最 好 ； 而 对 于

Batsoulas 模型而言，其对于光滑试件的描述效果介

于前两种模型之间，且也能较好描述前两个阶段的

蠕变变形。

图 7～图 9 给出了缺口试件在三种不同蠕变本

构模型大变形有限元计算下的蠕变响应计算结

果。从图 7～图 9 可以看出，在大变形计算下，θ 参

数法模型计算出的缺口试件蠕变持久寿命与实验

值最为接近，而蠕变断裂变形值与实验结果相差较

大，且差值随着缺口半径变小而增大，蠕变前两个

阶段的变形计算值与实验值相比普遍偏大；同样，

修正蠕变模型计算出的缺口试件蠕变断裂变形值

和蠕变断裂寿命与实验值相差最大，但其描述蠕变

前两个阶段的曲线效果仍是最好；而对于 Batsoulas
模型而言，其对于缺口试件的变形描述效果介于前

(a) (b) (c) (d)

 

图 5    GH4169 合金平板蠕变试件有限元模型　（a）光滑平
板；（b）R1 缺口平板；c）R5 缺口平板；（d）R20 缺口
平板

Fig. 5    Plate tensile specimens of GH4169 alloy　（a）smooth
plate； （ b） R1  double  notched  plate； （ c） R5  double
notched plate；（d）R20 double notched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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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光滑平板大变形蠕变响应计算结果　（a）θ 参数法；
（b）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6    Calculation result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response
of  smooth  specimen　 （ a） θ-projection  model； （ b）
modified creep model；（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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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型之间，且也能较好描述前两个阶段的蠕变

变形。

总体来看，三种蠕变模型对于缺口平板试件在

大变形有限元分析下的蠕变响应预测效果不一，

θ 参数法对于缺口持久寿命的预测较为准确，而蠕

变变形预测效果较差；修正蠕变模型对于缺口持久

寿命的预测较差，而蠕变前两个阶段的变形预测效

果较好；而 Batsoulas 模型在大变形有限元分析下

的蠕变响应预测效果介于前两种模型之间。同时，

三种模型预测的蠕变断裂变形值与实验值相比均

偏大，且差值随着缺口半径变小而增大。 

3.3    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蠕变/持久寿命预测

分析

上文已采用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了光

滑和缺口试件在高温下的整体变形响应曲线，随计

算时间的增加，试件变形量将逐渐增大，其内部危

险部位变形逐渐累积，当整体变形响应因其局部蠕

变变形累积到第三阶段时急剧增大，有限元计算过

程将无法收敛而停止，此时可认为试件发生持久断

裂破坏[3]。因此，上文计算获得的蠕变断裂时间即

为基于大变形有限元方法预测的蠕变/持久寿命。

为了更加直观地对比三种蠕变本构模型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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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1 缺口平板大变形蠕变响应预测结果　（a）θ 参数
法；（b）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7    Prediction  result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response
of R1 notched specimen　（a）θ-projection model；（b）
modified creep model；（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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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R5 缺口平板大变形蠕变响应预测结果　（a）θ 参数
法；（b）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8    Prediction  result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response
of R5 notched specimen　（a）θ-projection model；（b）
modified creep model；（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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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蠕变/持久寿命的预测效果，采用寿命分散带图

形进行描述，如图 10 所示。对于 θ 参数法模型而

言，采用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蠕变/持久寿命

预测方法可以较准确地预测光滑试件的蠕变寿命

及三种缺口试件的持久寿命，预测误差基本在  ±
2 倍分散带以内，个别数据点在+2.5 倍以内；修正

蠕变模型对于蠕变/持久寿命预测效果较差，预测

误 差 基 本 在+7 倍 分 散 带 以 内 ， 寿 命 预 测 偏 大 ；

Batsoulas 模型蠕变/持久寿命预测结果同样偏大，

预测误差基本在+5 倍分散带以内。该结论进一步

说明，在使用大变形有限元方法预测高温构件蠕变

响应时，采用 θ 参数法模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构件

的持久寿命，而采用 Batsoulas 模型和修正蠕变模

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蠕变前两个阶段的变形。 

4    结论

（1）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方法能较好地预

测弹塑性变形响应，三种缺口平板试件的弹塑性变

形和极限强度都得到良好的预测，极限强度预测误

差均在 ± 3%以内。

（2）三种蠕变本构模型对于缺口平板试件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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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20 缺口平板大变形蠕变响应预测结果　（a）θ 参数
法；（b）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9    Prediction  result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response
of  R20  notched  specimen　 （ a） θ-projection  model；
（b）modified creep model；（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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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变形蠕变/持久寿命预测结果　（a）θ 参数法；（b）
修正蠕变模型；（c）Batsoulas 模型

Fig. 10    Prediction  result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rupture
life　（a）θ-projection model；（b）modified creep model；
（c）Batsoula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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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有限元分析下的蠕变响应预测效果不一，θ 参

数法对于缺口持久寿命的预测较为准确，而蠕变变

形预测效果较差；修正蠕变模型对于缺口持久寿命

的预测较差，而蠕变前两个阶段的变形预测效果较

好；而 Batsoulas 模型在大变形有限元分析下的蠕

变响应预测效果介于前两种模型之间。

（3）基于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蠕变/持久寿命

预测方法，θ 参数法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光滑

试件的蠕变寿命及三种缺口试件的持久寿命，预测

误 差 基 本 在  ±  2 倍 分 散 带 以 内 ， 个 别 数 据 点 在

+2.5 倍以内；修正蠕变模型对于蠕变/持久寿命预

测效果较差，预测误差基本在+7 倍分散带以内，寿

命预测偏大；Batsoulas 模型蠕变/持久寿命预测结

果同样偏大，预测误差基本在+5 倍分散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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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onstitutive model on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reep deformation
response of notched specimen of GH4169 alloy

HU Xianming,    JI Dawei,    ZHUANG Shuying,    HU Xuteng*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reep  deformation  failure  of  areo-engine  high  temperature  components,  the  elastoplastic  and  creep

deformation response of GH4169 alloy smooth and notched plate specimens at 650 ℃ is calculated using elastoplastic coupled creep

constitutive  model  based  on  the  large  deformat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reep  constitutive  model

selection  on  creep  deformation  response  and  creep  rupture  life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astoplastic  deformation

response  of  notched  plate  specimens  is  well  predicted  by  large  deformation  analysis,  the  elastoplastic  deformation  and  ultimate

strength  of  the  three  notched  plate  specimens  are  all  well  predicted,  and  the  prediction  error  of  ultimate  strength  is  within  ±  3%.

Three creep models have differe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creep response and creep rupture life of notched plate specimens under large

deformat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θ-projection model is found to predict the rupture life of notched specimens more accurately

within the factor of ± 2. While the modified creep model and the Batsoulas model can predict the deformation of the first two creep

stages more accurately.

Key  words:     engine  high  temperature  component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large  deformation； creep  constitutive  model； creep

rupture life；GH4169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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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大间隙钎焊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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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混合粉末钎料钎焊第三代含铼单晶高温合金，其中混合粉末钎料是利用球磨混粉方法将一种镍基粉末钎

料和母材成分相同的高温合金粉混合制成。利用 SEM 和 EPMA 分析镍基钎料与高温合金粉配比对接头微观组织

的影响，并对四种钎料的钎焊接头进行高温持久性能测试。结果表明：采用镍基钎料的焊缝和混合粉末钎料的焊

缝中均存在 γ-Ni、γ′、γ+γ′共晶、CrB、Ni3B 以及 M3B2 型硼化物，但混合粉末钎料的残留为熔化的球型高温合金；保

持焊缝间隙不变，提高混合粉末钎料中高温合金粉末的配比，可以抑制焊缝中 M3B2 型硼化物和低熔点相的析出，

且硼化物的分布变得更均匀，尺寸变得更小，提高了焊缝成分和组织的均匀性；3 种接头的高温持久性能均优于纯

钎料接头，当提升合金粉的比例由 0%至 50%时，接头的持久寿命由 15 min 提升至 34 h，但当合金粉比例增加至

60%时，接头中产生大量孔洞缺陷，导致持久寿命下降至 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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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承温能力较第一代

和第二代分别提高了约 60 ℃ 和 30 ℃，是目前最具

有发展潜力的单晶高温合金，应用于正在预研的未

来航空发动机叶片[1-2]。而为了提高单晶叶片的承

温能力，需要将其设计成内部气冷通道更加复杂的

空心结构，但依靠目前的铸造技术，难以将具有复

杂结构的叶片进行一次铸造成型，需要配合高性能

连接技术进行制造[3]。

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中添加了大量的强

化元素，这使得其焊接难度增加[4-8]。对于单晶材料

最 常 采 用 的 连 接 方 法 为 钎 焊 和 瞬 态 液 相 连 接

（transient liquid phase bonding，TLP）。TLP 是将薄

层低熔点中间层合金放置于待焊材料表面中间，对

其加热并施加微小压力，中间层合金熔化形成低熔

点液相并润湿母材，溶质原子扩散发生等温凝固最

终形成组织均匀的接头[9]。TLP 通常需要较长的时

间来进行元素的扩散进而实现保温过程中的等温

凝固，较长的保温时间会使高温合金母材性能降

低，而且对焊接间隙要求高，只适用于小间隙焊

接[10]。钎焊是采用熔点低于母材的金属材料作为

钎料，将钎料和母材共同加热到低于母材熔点但高

于钎料熔点的温度，这时钎料熔化变为液态填充焊

缝间隙，润湿母材并与母材相互作用实现连接焊件

的方法[11]。

钎焊的加热温度低、热循环时间短，对母材的

影响小；接头残余应力小，形状适应性较好，因此适

用于连接或修复形状和结构较复杂的零部件。然

而，钎焊是利用毛细作用使钎料流入焊接间隙，所

以只适用于装配精度较高的小间隙（小于 0.15 mm）。

在实际应用中，保证这样精度的间隙不仅难以实现

而且费用较高，于是出现了大间隙钎焊。大间隙钎

焊技术是通过向钎料中填加高熔点合金粉或纤维，

合金粉起到桥梁作用，解决了焊缝间隙过大导致钎

料无法通过毛细作用在焊缝中铺展的问题；同时，

合金粉可起扩散岛的作用，使接头中大面积的脆性

相难以产生，实现大间隙焊缝的高性能钎焊[12-13]。

目前为止，单晶高温合金钎焊的研究多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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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钎焊工艺对接头组织与性能

的影响 [14-17]，但关于第三代单晶高温合金的钎焊，

尤其是大间隙钎焊的研究较少。本工作选用与待

焊接的母材相同的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合

金粉与 JSSNi60A 镍基钎料按不同配比混合，制备

出几种混合粉末钎料。研究并分析混合粉末钎料

中高熔点合金粉比例对接头的显微组织的影响，讨

论接头的显微组织演变规律。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母材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制的一种新

型含 Re 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其熔点超过

1300 ℃，主要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在定向凝固炉

中采用选晶法制备出具有 [001] 取向的单晶棒，单

晶棒直径为 13 mm，按照母材合金标准热处理制度

进行固溶处理。利用电火花加工设备将单晶棒切

割成厚度为 1 mm 和 1.5 mm 的两种待焊试样。试

样的待焊表面经 400#砂纸打磨，磨去机械加工留下

的划痕，放入丙酮溶液中超声波清洗 15 min，清洁

待焊样品表面。

实验用钎料为两种合金粉末混合而成，一种是

采用超声气体雾化法制备的镍基钎料 JSSNi60A，

钎料粒径为 < 74 μm，其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1；另一

种是与待焊母材相同的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的合金粉，粉末粒径为 ≤ 100 μm，成分与待焊接母

材相同。利用球磨机将两种合金粉末按照不同的

配比进行机械混合，制备出混合粉末钎料。
 

表 1    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与镍基钎料的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ompositions of the 3rd generation nickel-bas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and Ni-based filler alloy（mass fraction/%）

Material Co Cr W Mo Al Ti+ Si B Re Ni

3r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8-10 7-9 4-7 0-2 5-7 0.3-2 — 2-5 Bal

JSSNi60A 5-10 6-12 2-6 2-5 2-5 0.9-6 0.2-2.0 — Bal
 
 

采用四种不同的混合粉末钎料 JSNi-1、JSNi-2、

JSNi-3 和 JSNi-4 钎焊待焊样品，混合粉末钎料的成

分配比见表 2，每种钎料在填料时使用的质量相

同，待焊样品的焊缝间隙为 400 μm。采用预填混

合粉末钎料的方法，将混合粉末钎料预置于焊缝

中。实验采用真空钎焊炉，将装配好的试样置于真

空炉内，以 20 ℃/min 的升温速率加热至 200 ℃，保

温 20  min； 再 以 35 ℃/min 加 热 至 550 ℃， 保 温

20 min；然后以 50 ℃/min 加热至 1050 ℃；最后以

12 ℃/min 加 热 至 1220 ℃ 保 温 30  min 后 随 炉 冷

却。随后对钎焊接头进行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放

入热处理炉之前需要对试样进行真空封管处理。

采用电火花线切割将焊好的样品沿着焊缝

的纵向界面切开，对截面进行研磨抛光，然后用

44%CuSO4+33%HCl+23%H2O（体积分数）腐蚀液

对样品表面进行化学腐蚀。利用 Inspect F50 场发

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接头的显微组织进行观察，并

对元素分布和相组成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合金粉比例对接头微观组织的影响 

2.1.1    钎焊接头的微观组织

图 1 为 JSNi-3 钎料钎焊接头中各析出相的背

散射电子图像（BSE），可以观察到接头内主要由四

种相构成。利用 X 射线衍射方法（XRD）分析接头

的相组成，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接头内

的四种相分别为 MB 型硼化物、M3B2 型硼化物、

Ni3B 和 γ+γ′共晶。利用 EPMA 对接头组织中各析

出相进行成分分析（图 1 中十字为分析位置），结果

如表 3 所示。白色骨架状或白色块状相，其成分为

36.8%B、18.7%Cr、15.9%W、15.3%Ni 以 及 少 量 的

Co、Ta、Mo 等元素，根据 XRD 的结果可推测该相

为 M3B2 型硼化物；而相对较暗的块状析出相，其成

分为 32.1%B、41.6%Cr、7.8%W、6.3%Ni 以及少量

的 Co、Ta、Mo 等元素，推测该相应为 CrB。这是由

于形成硼化物时发生了元素偏析，W 含量较高形

表 2    混合粉末钎料的成分配比

Table 2    Composition ratio of the mixed powder filler alloy

Material Ratio of mixed powder filler alloy （mass
fraction/%）

JSNi-1 100%JSSNi60A

JSNi-2 70%JSSNi60A+30% alloy powder

JSNi-3 50%JSSNi60A+50% alloy powder

JSNi-4 40%JSSNi60A+60% alloy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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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M3B2 型硼化物，W 含量较低形成 CrB。呈花瓣

状 的 深 灰 色 组 织 ， 其 成 分 为 48.7%Ni， 13.2%B，

8.2%Cr 以及少量的 Mo、W、Ta，通过 EPMA 分析

和以前的研究结果[12，14]，推断其为 Ni3B。在脆性相

之 间 存 在 呈 放 射 状 的 共 晶 组 织 ， 其 成 分 为

62.4%Ni、9.3%Al、9.5%Cr、8.9%Co 以及少量的 Ti，
可以确定该共晶相应为 γ+γ′共晶[18]。
 

2.1.2    混合粉末钎料钎焊接头的微观组织

采用 JSNi-1 钎料在 1220 ℃ 保温 30 min 钎焊

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在焊缝中间位置形成了

严重的孔洞缺陷，如图 3（a）所示。由于钎焊主要

是通过毛细作用进行焊接，而当焊缝间隙过大时，

毛细作用丧失，钎料熔化后无法停留在间隙中形成

接 头 ， 在 凝 固 时 形 成 了 比 较 严 重 的 孔 洞 缺 陷 。

JSNi-1 接头与传统的钎焊接头相比不存在扩散影

响区，并且可以明显看出接头与母材形成了良好界

面，靠近母材的接头区域形成了与母材相似的组

织，均由 γ 基体和析出的 γ′强化相构成，但二者尺

寸均比母材细小（图 3（b））。

当钎料中加入合金粉后，合金粉颗粒混在钎料

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将大间隙分成若干个小间

隙，使液态钎料在合金粉间隙中能继续发挥毛细作

用，相当于减小了实际液态钎料需要填充的间隙。

钎料熔化后可以流入并充分填充间隙，得到性能优

异的钎焊接头，但其焊缝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图 3（c）～（h）为采用 JSNi-2、JSNi-3 和 JSNi-4 三种

钎料获得的钎缝组织扫描电子图，可以看出三种接

头在微观组织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JSNi-2 钎料

形成的接头组织，存在着大量的脆性相，多为大片

骨架状及块状。合金粉颗粒在接头中的形貌并不

明显，这是由于钎料含量较多，降熔元素的含量也

增多，合金粉发生了溶解，然后在降温过程中与液

相钎料一起凝固，形成新的接头组织。在 JSNi-3 钎

料形成的接头组织中，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合金粉在

表 3    JSNi-3钎料钎焊接头组织中各析出相的电子探针（EPMA）成分（原子分数/%）
Table 3    Results of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is（EPMA）of each phase in joint of JSNi-3 （atomic fraction/%）

Phase B Al Ni Co Cr W Ta Mo Ti Si

M3B2 42.1 — 14.6   5.5 17.7 14.9 1.1 3.2 0.9 —

CrB 31.5 —   6.3   4.3 40.6   7.6 1.5 6.8 1.4 —

Ni3B 13.4 2.1 52.6   8.9   8.6   4.2 — 2 5.6 2.6

γ+γ′ — 9.3 62.4   8.9 10.2   2.1 1.5 — 3.2 2.4

γ-Ni — 7.2 62.9 10.5 12.5   2.8 1.3 — 1.6 1.2

γ + γ′

Ni3B

CrB

10 μm10 μmγ + γ′

Ni3B

20 μm20 μm
CrB

(a) (b)

M3B2M3B2

 

图 1    JSNi-3 钎料钎焊接头中各析出相的 BSE 图　（a）M3B2 型硼化物和 CrB；（b）γ-Ni+Ni3B+CrB 三元共晶组织和 γ+γ′共晶

Fig. 1    Back scattered electron（BSE）images of each phase in joint of JSNi-3 （a）M3B2 and CrB boride；（b）γ-Ni+Ni3B+CrB tern-
ary eutectic phase and γ+γ′ eutectic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θ/(°)

M3B2

MB

γ/γ′

Ni3B

 

图 2    JSNi-3 钎料钎焊接头组织中各析出相的 XRD 图谱

Fig. 2    XRD patterns of each phase in joint of JSN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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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中的形貌，由于合金粉的增多，钎料的含量减

少，在凝固过程中，液相钎料在合金粉的粉末间隙

中形成小块的硼化物，在数量和体积上较 JSNi-2 接

头都有所减小，而且基本没有析出 Ni3B。还可以观

察到，合金粉中也存在少量的硼化物脆性相，这是

由于合金粉在钎焊过程中，对降熔元素起到了扩散

岛的作用，降低了这些元素在焊缝间隙中的浓度，

减少了脆性相的形成和降熔元素向母材的扩散[11]。

当采用 JSNi-4 钎料钎焊接头时，由于合金粉比例的

增大，硼化物尺寸进一步减小，但接头开始出现孔

洞缺陷，这是由于当合金粉增加到 60%时，钎料相

对减少，无法充分填充焊缝间隙，钎料少导致混合

粉末钎料中 B 元素含量下降，钎料的润湿性下降，

钎料无法流入填充接头中部分空隙，在凝固时就会

Hole

200 μm200 μm 50 μm50 μm

50 μm50 μm200 μm200 μm

50 μm50 μm200 μm200 μm

5 μm5 μm200 μm200 μm

Hole

(a) (b)

(c) (d)

(e) (f)

(g) (h)

 

图 3    混合钎料钎焊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接头的 SEM 图　（a），（b）JSNi-1 接头；（c），（d）JSNi-2 接头；（e），（f）JSNi-3 接
头；（g），（h）JSNi-4 接头

Fig. 3    SEM images of joint of the 3rd generation nickel-bas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with mixed powder filler （a），（b）JSNi-1；
（c），（d）JSNi-2；（e），（f）JSNi-3；（g），（h）JSNi-4

第 5 期 第三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大间隙钎焊接头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 81



形成较严重的孔洞缺陷，大大降低了接头的性能。 

2.2    接头的力学性能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主要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长期服役，因此对接头进行高温持久性能测试，测

试条件为 980 ℃/100 MPa。纯钎料 JSNi-1 的焊接

接头在 980 ℃/100 MPa 条件下的持久寿命为 0.25 h，

三种混合钎料 JSNi-2、JSNi-3 和 JSNi-4 的焊接接

头在 980 ℃/100 MPa 条件下的持久寿命分别为 15 h、

34 h 和 4 h，如图 4（e）所示。图 4（a）为纯钎料接头

的断口形貌，可以明显看出，有大部分区域并没有

形成接头断裂的形貌，液态钎料只是在连接表面铺

展、熔化再凝固，并未形成连接接头。三种混合钎

料接头的持久性能与母材（远大于 100 h）相比都相

差较多，尤其是 JSNi-4的焊接接头持久寿命明显降

低。图 4（b）～（d）分别是三种混合钎料接头的持

久断口形貌，可以观察到 JSNi-2 接头断口中有许多

块状的组织，无明显合金粉颗粒，对断口中的块状

组织和周围的基体部分进行 EDS 分析（图中十字

为分析位置），结果如表 4 所示。根据 EDS 结果可

推测块状组织为硼化物，周围组织为 γ 基体。此

外，根据断口 EDS 结果还可以看出，硼化物和基体

位置的氧元素含量都比较高，这是因为在高温下裂

纹一旦产生就会有空气进入并与断口表面发生氧

化反应，而先断裂的区域氧元素含量会略高，所以

该结果反映了接头持久断裂过程中裂纹优先在硼

化物位置萌生；JSNi-3 接头组织较均匀，硼化物较

少且没有明显缺陷，可以观察到少量合金粉颗粒；

JSNi-4 接头硼化物较少，可以明显观察到未熔化的

合金粉颗粒，并且合金粉颗粒间存在着许多孔洞

缺陷。JSNi-2 混合粉末钎料中合金粉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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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JSNi-1、JSNi-2、JSNi-3 和 JSNi-4 接头在 980 ℃/100 MPa 下持久断口形貌及各接头的持久寿命　（a）JSNi-1；（b）JSNi-2；
（c）JSNi-3；（d）JSNi-4；（e）各接头的持久寿命

Fig. 4    Rupture  fracture  morphologies  of  JSNi-1，JSNi-2，JSNi-3  and  JSNi-4  joints  at  980 ℃/100  MPa and  stress  rupture  life  of
joints　（a）JSNi-1；（b）JSNi-2；（c）JSNi-3；（d）JSNi-4；（e）stress rupture life of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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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而钎料含量高，使得混合钎料中的降熔元

素含量较多且高熔点合金粉末之间的间隙增大，易

在接头中形成大尺寸的硼化物（如图 3 所示）。在

外加应力的作用下，易在尺寸较大的硼化物相处产

生应力集中，进而使硼化物断裂而诱发裂纹扩展，

当裂纹扩展到一定尺寸时，裂纹扩展发生失稳，使

得接头断裂失效。而 JSNi-4 混合粉末钎料中合金

粉比例过大，钎料含量少导致液态钎料无法充分填

充焊缝，在接头中形成了孔洞缺陷，在加载初期便

容易在孔洞缺陷处诱发裂纹并扩展，使得接头很快

达到裂纹扩展失稳阶段，所以接头的持久性能相比

于其他接头较差。相比之下，JSNi-3 接头的组织均

匀，硼化物较少且没有明显缺陷，所以持久性能

最佳。
 

表 4    JSNi-2接头断口成分分析（原子分数/%）
Table 4    Results of EDS of lumps in fracture morphology of JSNi-2 joint（atomic fraction / %）

Position C O Ti Co Cr Ni Ta Mo W Si Al

Massive structure 7.06 32.76 0.45 15.85   2.26   6.51 8.75 3.37 22.99 — —

Base metal 4.23 21.47 0.48   8.10 10.07 40.01 3.97 1.10 — 2.84 7.73
 
 
 

2.3    混合粉末钎料钎焊接头的缺陷形成机理

根据上述接头显微组织形貌与相组成分析，可

以明确当混合粉末钎料中高温合金粉比例达到

60%时，钎焊连接镍基单晶高温合金接头的缺陷形

成机理，如图 5 所示。混合粉末钎料中合金粉达到

60%时，间隙大部分空间被合金粉占据，如图 5（a）
所示。在钎焊连接升温阶段，钎料在 1220 ℃ 下完

全熔化形成液相钎料，通过毛细作用在焊缝间流动

填充，钎料中的 B 元素开始扩散，但由于钎料的含

量少，B 元素的含量减少，导致钎料的润湿性下降，

熔化后不能完全填充整个焊缝间隙，焊缝中存在着

大范围的空隙，如图 5（b）所示。在保温阶段时，降

熔元素 B 在浓度梯度的作用下继续扩散，靠近液相

钎料的母材和合金粉熔点下降，部分母材及合金粉

发生熔解，合金粉周围形成了 γ+γ′共晶，同时由于

扩 散 进 母 材 和 合 金 粉 中 的 B 元 素 非 常 少 ， 此 时

B 仍旧富集于液相钎料中，开始与其他元素一起形

成硼化物组织，液相钎料也进一步填充焊缝间隙，

如图 5（c）所示。在降温过程中，脆性相化合物进

一步长大，形成 M3B2 型硼化物、CrB 和 Ni3B，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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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0% 合金粉混合钎料（JSNi-4）接头缺陷形成机理 (a) 室温；（b）1200 ℃；（c）保温阶段；（d）降温阶段

Fig. 5    Mechanism of defect formation in joint of mixed filler with 60% superalloy powder (a) room temperature；（b）1200 ℃；（c）
 holding stage；（d）cool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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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周围的 γ+γ′共晶继续向四周生长，形成放射状的

共晶相。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低，残余液相凝固，

接头也开始凝固，但由于液相没有完全填充间隙，

留下的空缺在凝固后形成了孔洞缺陷，最终形成

图 5（d）所示的钎焊接头。 

3    结论

（1）在 1220 ℃/30 min 的条件下，纯镍基钎料

形成的焊接接头组织和加入了第三代镍基单晶高

温合金粉末的混合粉末钎料形成的焊接接头组织

相似，均由 γ-Ni、γ′、γ+γ′共晶、CrB、Ni3B 以及 M3B2

型硼化物组成，加入高温合金粉末对钎焊接头的相

组成没有明显影响。

（2）三种不同比例的混合粉末钎料均可获得完

整的钎焊接头，但随着加入高温合金粉末比例增

加，接头中的缺陷增加。缺陷形成原因主要是液相

没有完全填充间隙，留下的空隙在凝固后形成了孔

洞缺陷。

（3）当混合粉末钎料中高温合金粉比例达到

50%时，接头组织中基本没有 Ni3B，硼化物尺寸细

小且分布均匀，可获得组织形貌完整且良好的焊接

接头。

（4）三种接头的高温持久性能均优于纯钎料接

头，当提升高熔点合金粉比例时，接头的持久寿命

明显增高；但当合金粉比例过多时，接头中产生大

量孔洞缺陷，导致持久寿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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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ide gap brazing joint of the
third-generation nickel-bas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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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third-generation rhenium containing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was brazed by mixed powder filler, in

which the mixed powder filler was consisted of nickel-based powder filler and the superalloy powder with the same composition

of  the  base  metal.  SEM and  EPM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rd-generation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powder in the mixed filler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joint,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rupture properties of the

brazed joint with four kinds of solder were test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phase compositions of the Ni-

based powder filler and mixed powder filler are both consisted of γ-Ni, γ′, CrB, Ni3B and M3B2 type boride, but the residue of the

mixed powder filler is molten ball-type superalloy. With the thickness of brazing gap constant and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powder in the mixed filler, the precipitation of M3B2 type boride and low-melting point phases in

the joint can be inhibit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orides becomes more uniform and the size becomes smaller, thus improving the

uniformit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joint. When the proportion of alloy powder increased from 0% to 50%, the

endurance life of the joint increased from 15 min to 34 hours. However, when the proportion of alloy powder increased to 60%, there

are a lot of void defects in the joint, resulting in the endurance life of the joint decreased to 4 hours.

Key words:   mixed powder filler；wide gap brazing；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microstructure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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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钢激光熔覆 C276涂层微观组织和
电化学性能

崔    静1,    薛安源
1,    刘    玲1,    夏海洋

2,    杨广峰
1*

（1．中国民航大学 机场学院 天津 300300；2．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为提升 300M 钢表面耐腐蚀性，采用 NCLT CW-1K 固体 Nd：YAG 激光器系统，利用激光熔覆技术在

300M 钢表面制备 Hastelloy C276 涂层，对 C276 涂层的宏观形貌、物相组成进行表征，利用滑动摩擦磨损机、电化

学工作站进行摩擦磨损、电化学测试。结果表明：激光熔覆 C276 涂层质量良好，C276 涂层较基体显微硬度提升

1.4 倍，但耐磨性低于 300M 钢基体；涂层腐蚀电位最大，腐蚀电流密度最小，在 300M 钢表面采用激光熔覆技术制

备出 C276 涂层，显著提升 300M 钢表面耐蚀性能，为提升材料表面的耐蚀和防腐性能提供新的方案。

关键词：300M 钢；Hastelloy C276；激光熔覆；微观组织；电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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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是飞机起飞和着陆过程中主要的承力

受力部件，其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飞机起飞与降落

过程的安全，因此起落架性能对飞机的安全性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00M 钢（40CrNi2Si2MoVA）

是当前世界上强度水平较高且被广泛应用的飞机

起落架用钢，飞机起落架在服役中经常暴露于复杂

多变的腐蚀环境中[2]，300M 钢材本身耐蚀性较差，

因此提升 300M 钢表面耐蚀性对保证飞机的安全

起飞和降落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 300M 钢表面改性及修复

上的研究相对较少，电镀铬钛合金是较为常见的耐

蚀涂层的制备手段[3-4]，镀铬钛合金虽然能够提供较

为优异的耐蚀性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析氢反应所

导致氢脆的产生[5]，但是电镀涂层工艺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 CN−、Cd2+等有毒物质，对人和环境会造成

很大危害。激光熔覆是通过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

照射在材料表面，使熔覆粉末和基体材料迅速熔化

形成熔池，并以极快的速度冷却从而形成熔覆层
[6]。激光熔覆技术加工的熔覆层组织细小且结构致

密，对基体热影响和变形量较小，熔覆材料与基体

呈现冶金结合，并且可以保持原熔覆材料的优异性

能[7-8]。工业上根据生产的不同需求，将不同性质的

粉末材料进行熔覆，使被熔覆材料获得其相应的耐

磨性 [9]、耐蚀性 [10]、高温抗氧化性 [11] 等优良特性，

提升材料表面的综合性能。

Hastelloy C276 合金中由于超高含量的 Mo 元

素使其具备较强耐蚀性，材料表现出优异的耐盐酸

腐蚀性能[12]，耐蚀特性不会因为氯离子浓度的变化

而变化，因此 Hastelloy C276 合金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及核工业等领域。目前关于 Hastelloy C276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金的耐蚀特性[13]、抗蠕变性[14]

和焊接特性[15] 等。在制备涂层方面的研究中，邓

运来等 [16] 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工艺在 316L 基体

表面制备 C276 合金涂层，对涂层的显微组织和耐

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C276 涂层硬度相较于

316L 基体有很大提升，但其耐磨性降低[17]。这是

因为涂层的结合方式主要为机械结合，这导致涂层

中含有大量的孔洞，从而服役寿命大大缩短[18-20]。

王小明等[21] 在炮钢表面激光熔覆 C276 涂层，结果

表明熔覆 C276 涂层后具有优异的耐腐蚀特性。本

研究采用激光熔覆方法以镍基高温合金 Hastelloy
C276 粉末作为熔覆粉末材料在 300M 钢表面制备

无机耐腐蚀涂层，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X 射线衍射仪（XRD）、滑动摩擦磨损机、电化学工

作站分别对激光熔覆后 C276 涂层表面的成分组

成、微观组织形貌、力学性能、电化学腐蚀性能进

行观察测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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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 验 材 料 为 Hast 公 司 生 产 的 Hastelloy
C276-M 粉末，粒径分布在 53 μm 到 150 μm 之间，

粉末形貌如图 1 所示，其中 300M 钢与 C276 粉末

化学成分表如表 1、表 2 所示。

 

100 μm100 μm
 

图 1    C276 粉末形貌
Fig. 1    Powder morphology of C276

 

 
表 1    300M钢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300M  steel（ mass  frac-
tion/%）

C Si Mn Cr Mo Ni P S V Fe

0.41 1.66 0.64 0.71 0.37 1.90 0.009 0.0013 0.008 Bal
 
 
 

表 2    Hastelloy C276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Hastelloy C276（mass frac-

tion/%）

C Si Mn Cr Mo W Co Ni

0.0012 0.85 0.53 15.58 16.22 4.15 1.87 Bal
 
 

实验前将 C276 粉末置于真空干燥箱中以 150 ℃
高温进行真空干燥，使用激光线切割机将 300M 钢

切割为直径 50 mm，高度 15 mm 的柱状材料，依次

使用 80 目至 2000 目砂纸对加工表面进行打磨，并

使用丙酮和无水乙醇清洗试锈迹和油渍。 

1.2    涂层制备

实验采用 NCLT CW-1K 固体 Nd：YAG 激光

器、FANUC R-2000iB/125 L 型机器人以及同轴送

粉器，激光器功率范围为 500～1000 W。实验工

况：激光器功率为 800 W，激光扫描速度为 8 mm/s，
激光光斑尺寸为 1～2 mm，离焦量为 30 mm。将

C276 粉体加入至同轴粉末加料器（RC-PGF-D 粉末

加料器），送粉器转速与送粉量之间关系如表 3 所

示，激光熔覆过程在充满氩气保护气体（15 L/min）

的有机玻璃箱中进行，环境中氧气含量小于 5 × 10−5。
为对比参数优化，实验制备同工况无氩气填充保护

条件下涂层试件。
 

表 3    送粉器转速与送粉量之间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tate speed and powder de-
livery amount of powder feeder

Rotate speed/（r/min） Powder delivery amount/mg

10   350

20   800

30 1400

40 2200
 
  

1.3    涂层性能测试

涂层制备后，依次使用 80 目至 2000 目砂纸和

粒度不同的金刚石抛光剂对试样进行打磨抛光，使

用蚀刻溶液（HCl：HNO3 = 3∶1）对样品进行蚀刻，

以 用 来 观 察 涂 层 表 面 金 相 组 织 ， 通 过 扫 描 电 镜

（S3400N）对涂层形貌、微观组织结构、裂纹分布等

进行观察。

利用 D/mA X-2500 X 射线衍射仪（XRD）（铜

靶，40 KV，140 mA）对涂层的物相进行分析；通过

HV-1000 显微硬度器测定涂层的显微硬度，其测试

规范满足金属显微维氏硬度实验方法 GB/T4342—
1991，硬度点间距为 0.05 mm，载荷为 1.96 N，载荷

停留时间为 10 s；通过 M-2000 型环磨损试验机测

试滑动摩擦并采集涂层摩擦系数，测试规范满足

GB/T12444—2006《金属材料磨损试验环-试块滑

动磨损试验》标准，测试块尺寸为 15 mm × 10 mm ×
12 mm，测试面为涂层表面，摩擦方式为干滑动摩

擦，实验过程加载向心载荷为 50 N，环速为 300 r/min，

磨损时间为 30 min；电化学采用 PARSTAT4000 电

化学工作站测试耐蚀性能，实验采用三电极体系[22]，

工作电极（WE），辅助电极（CE）为 1 cm2 的铂片，

参比电极（RE）为 Ag/AgCl/饱和 KCl 电极，测试环

境 温 度 为 25 ℃， 试 件 电 极 工 作 面 （ 涂 层 面 ） 为

1 cm2，非测试区域使用环氧树脂进行绝缘密封处

理，腐蚀介质为 2 mol/L 的稀盐酸溶液，待开路电位

（OCP） 稳 定 1800  s 后 进 行 测 试 ， 电 化 学 阻 抗 谱

（EIS）频率范围为 100 kHz～10 mHz，电压幅值 ± 5
mV，极化曲线动电位测试范围为−0.5～1.5 V，扫描

速度为 1 m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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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宏观形貌

图 2（a）为激光功率 800 W，扫描速度 8 mm/s
氩气保护气条件下熔覆层宏观形貌，由图 2（a）可

见，氩气保护涂层表面光亮且呈淡黄色，整体搭接

平整，粉末飞溅产物较少，宏观无明显裂纹裂痕和

塌陷；图 2（b）为无保护条件下激光功率 800 W，扫

描速度 8 mm/s 熔覆层宏观形貌，由于无保护气的

存在，高温粉末金属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熔

覆后涂层整体表面呈黑灰色，表面较氩气保护气工

况下试件粗糙，试件冷却至室温状态后涂层表面由

于温度梯度较大，涂层表面氧化皮出现部分脱落。

 

Coating peeling offCoating peeling off

(a) (b)

 

图 2    功率 800 W、扫描速度 8 mm/s 工况下熔覆层宏观形貌　（a）氩气保护条件熔覆层；（b）无氩气保护条件熔覆层

Fig. 2    Macro morphologies of cladding layer under 800 W power and 8 mm / s scanning speed　（a） cladding layer under argon
protection；（b）cladding layer without argon protection

 
 

2.2    XRD分析

图 3 为 C276 涂层 XRD 图谱，由图 3 可知，涂

层中主要相为 Ni-Cr-Co-Mo，由于 C276 为镍基低

层错能单相面心立方体结构的奥氏体，Cr、Mo、

Co、W 等元素能够固溶至其结构中，从而增加原子

间的键合力引起晶格畸变，降低堆垛层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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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276 涂层 XRD 图谱

Fig. 3    XRD spectrum of C276 coating
  

2.3    微观组织

图 4 中将熔覆层区域分为搭接区域Ⅰ与中心

区域Ⅱ，涂层的形貌和尺寸主要取决于成分的过冷

度，当实际液相线温度低于热力学稳定液相线温度

时组分将过冷，组分过冷与温度梯度 G 和生长速

率 R 有关。G/R 决定凝固模式和凝固后的微观

结构。
 

ⅠⅠ ⅡⅡ
500 μm500 μm

 
图 4    激光熔覆熔覆层横截面形貌

Fig. 4    Cross section morphology of laser cladding layer
 

图 5（a），（b），（c）为图 4Ⅰ竖直方向涂层与基

体结合处、涂层中部、涂层顶部微观组织形貌，

图 5（d），（e），（f）为图 4Ⅱ竖直方向涂层与基体结

合 处 、 涂 层 中 部 、 涂 层 顶 部 微 观 组 织 形 貌 。 由

图 5（a）、（b）和 5（d），（e）可见涂层从基体结合处

至涂层顶部的组织形貌依次为平面晶、胞状晶、柱

状晶、等轴晶，晶粒生长遵循择优取向原则，对于

不利于晶粒生长方向将会受到抑制，熔覆初期凝

固阶段，粉末液相与基体交接处结晶参数 G/R 较

大，从而快速散热迅速结晶，但是在凝固界面仍存

在较大正温度梯度，几乎不存在成分过冷，因此交

界面以平面结晶形式向激光扫描后熔池方向推

进；在凝固结晶中期，由于基体吸收热量使传热过

程中冷却能力下降，以及液相凝固过程汽化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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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放从而使温度梯度降低，溶质元素在凝固界

的富集致使成分过冷以及非平衡动态凝固特性对

凝固的影响，G 逐渐降低，凝固由平面晶到胞状晶

状态生长；随着凝固界面不断前移，G 进而一步降

低，凝固界面成分过冷度不断增加，致使在一次晶

轴上生长出二次晶轴，凝固晶体由胞状晶向柱状

晶生长；在凝固结晶后期，液相晶体由于汽化潜热

与熔池整体内部温度的降低，液相区域与凝固界

面温度梯度变小，因此涂层顶端区域出现细小的

等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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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激光熔覆制备涂层界面微观组织　（a）熔覆层底部；（b）熔覆层中部；（c）熔覆层上部；（d）熔覆层交界下部；（e）熔覆层
交界中部；（f）熔覆层交界上部

Fig. 5    Microstructures of coating interface prepared by laser cladding　（a）bottom of fusion layer；（b）middle part of fusion layer；
（c）upper part of fusion layer；（d）lower part of fusion layer；（e）middle part of fusion layer；（f）upper part of fusion layer

 

图 6 为定向晶枝生长示意图，由凝固理论可

知，当单道激光扫描时，熔池散热主要沿−Z 方向传

导至基体中，由于基体与熔池之间较大温差，涂层

凝固发展方向垂直于基体表面，并与之散热方向相

反；对于多道激光熔覆，随着激光扫描路径的变化，

会对已凝固的涂层重新熔化凝固，相邻激光熔覆重

熔区的热量不仅可以沿−Z 方向向基体散热，还可

以沿 X 及−Y 方向的已成型熔覆区域散热，最后三

个不同方向 X、−Y、−Z 合成为最终散热方向 OB，凝

固方向 OA 最终与 OB 散热方向相反，且与 XOY 平

β 45◦ < β < 90◦

β

面激光扫描方向的夹角为 ，其中 。由

图 5（b）可以看出，激光熔覆重叠区域晶枝凝固方

向与激光扫描方向夹角 为 60°，且在熔覆层的中部

已凝固为成核的等轴晶，当在第二道激光重新经过

已凝固涂层时，激光扫描热量使所在熔覆层的中部

已成型的等轴晶组织重新熔化，相较于第一道激光

熔池底部与基体交界的快速散热，第二道激光散热

明显低于第一道，中部重叠部位会沿着凝固方向直

接向柱状晶方向生长，沿着散热方向向上继续生长

为等轴晶组织。

第 5 期 300M 钢激光熔覆 C276 涂层微观组织和电化学性能 89



Z

X

Y

Laser cladding layer

Overlapping area

Laser cladding

Direction

Matrix

α

β

OB

Solidification direction (OA)

 
图 6    定向晶枝生长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directional dendrite growth
  
2.4    涂层显微硬度

图 7 为不同熔覆区域熔覆层的显微硬度图，测

试方向由熔覆层的顶部向下延伸至基体，Ⅰ为两道

激光熔覆重叠区域中线处的显微硬度，Ⅱ为单道激

光熔覆中线的显微硬度。由图 7 可见，涂层硬度分

布在 310～365HV 之间，Ⅰ、Ⅱ和基体处平均显微

硬度分别为 338.1HV、319.4HV、238.3HV，激光熔

覆 C276 涂层后整体显微硬度高于 300 M 钢基体硬

度 ，Ⅰ 和Ⅱ 处 显 微 硬 度 较 基 体 显 微 硬 度 提 升 了

41.9%和 34.1%，由于 C276 中含有大量的铬元素，

涂层的整体硬度高于 300 M 钢基体。熔覆层最大

值分布均处于涂层顶部，激光熔覆过程中较大的冷

却速度也会对涂层的硬度产生影响，如图 5（b）、

（c）所示，涂层顶部均为结构细小且更为致密的等

轴晶组成，Ⅰ处显微硬度整体高于Ⅱ，这是由于第

二道激光扫描使Ⅱ处涂层重熔，将已形成细小等轴

晶组织重新熔化凝固为柱状晶和胞状晶，细化的晶

枝会增强涂层表面硬度，使其具有更为致密的微观

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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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熔覆区域熔覆层的显微硬度

Fig. 7    Microhardness  of  cladding  layer  in  different  cladding
areas 

2.5    力学性能分析

图 8 为 300M 钢基体与涂层摩擦系数曲线图，

由图 8 可见，在摩擦磨损实验的初始磨合阶段，由

于试件上施加载荷一定，磨环与试件之间较小的接

触面，从而使试件表面所受压力较大，因此摩擦系

数曲线迅速增大。随着摩擦磨损实验时间的增加，

摩擦接触面积逐渐增大，摩擦副与试件表面接触也

逐 渐 趋 于 稳 定 ， 摩 擦 系 数 中 心 值 也 趋 于 稳 定 ，

C276 涂层与 300M 钢基体中心平均摩擦系数分别为

0.21 和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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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300M 钢基体与涂层摩擦系数曲线图

Fig. 8    Friction  coefficient  curve  of  300M steel  substrate  and
coating

 

ω磨损率 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ω =
m

nπd
(1)

式中：m 为实验前后摩损量；d 为对磨环直径；n 为

试件与对磨环转动的总圈数。材料耐磨性指标可

以通过磨损量与磨损率进行评价，图 9 为 300M
钢与涂层试件摩损量与磨损率，C276 涂层的磨损

率为 0.174 mg•m−1，300 M 钢基体磨损率为 0.0317
mg • m−1，300M 钢作为超高强度合金钢，基体摩擦

测试中摩擦系数与磨损量、磨损率均小于熔覆 C276
涂层后的性能，在与基体摩擦后质量损失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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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00M 钢与涂层试件前后摩损量与磨损率

Fig. 9    Weight loss  of  300M  steel  and  coated  specimens   be-
fore and after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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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6 涂层耐磨性低于 300 M 钢。 

2.6    涂层耐蚀性能

图 10 为 C276 涂层与 300M 钢基体的极化曲

线，极化曲线经过 Tafel 拟合解析后得到自腐蚀电

位 Ecorr 和腐蚀电流 Icorr 列于表 4。材料腐蚀电位

越高，腐蚀电流越小，说明材料的耐腐蚀程度越高，

耐腐蚀性能越好，由图 10 可见，C276 涂层腐蚀电

位为−0.234 V，腐蚀电流密度为 9.25 × 10−6 A•cm2，

基体的腐蚀电位为−0.351 V，腐蚀电流密度为 5.304
× 10−5 A•cm2，基体腐蚀电流密度比 C276 涂层高一

个数量级。影响电化学腐蚀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不

同的化学成分，300 M 钢基体中 Fe 元素质量分数

超过 93 %，而 C276 中铬和镍元素总质量分数占据

了 75%， 在 C276 涂 层 表 面 会 形 成 一 层 致 密 的

Cr2O3 钝化膜，减缓涂层的进一步腐蚀，钝化膜在阻

止镍离子或电子向表面迁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由图 10 可以看出，300M 钢基体的阳极极化曲线没

有 出 现 钝 化 区 ， C276 涂 层 在 电 流 密 度 0.001
A•cm2 出现钝化区域，随着阳极电位的提高，腐蚀

电流增速极为缓慢，因此 C276 涂层比基体具有更

好的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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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C276 涂层与 300M 钢基体的极化曲线
Fig. 10    Polarization  curve  of  C276  coating  and  300M  steel

substrate
 
 

表 4    极化曲线拟合结果

Table 4    Fitting results of polarization curve

Material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Icorr/（A•cm2）

Corrosion
potential Ecorr/V

C276 coating   9.25 × 10−6 −0.234

300M steel substrate 5.304 × 10−5 −0.351
 
  

3    结论

（1）激光熔覆 C276 熔覆层区域分为搭接区域

与单道中心区域，从基体结合处至涂层顶端组织结

构依次为平面晶、胞状晶、柱状晶、等轴晶，搭接区

域在涂层中部至顶端为较为致密的等轴晶组织，在

单道中心区域出现重叠，使原有等轴晶重熔为胞状

晶和柱状晶，且重叠区域晶枝凝固方向与激光扫描

方向夹角 β 为 60°。
（2）激光熔覆 C276 涂层后整体显微硬度高于

300M 钢基体硬度，搭接区域与单道中心区域处显

微硬度比基体提升了 41.9%和 34.1%，C276 涂层

与 300M 钢 基 体 中 心 平 均 摩 擦 系 数 分 别 为 0.21
和 0.12，其磨损率分别为 0.174 mg•m−1 和 0.0317
mg•m−1，C276 涂层耐磨性低于 300M 钢。

（3）C276 涂层和 300M 钢基体腐蚀电位分别

为−0.234  V、−0.351  V， 其 腐 蚀 电 流 密 度 分 别 为

9.25 × 10−6 A•cm2、5.304 × 10−5 A•cm2，C276 涂层耐

蚀性高于 300M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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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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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laser cladding
C276 coating on 300M steel

CUI Jing1,    XUE Anyuan1,    LIU Ling1,    XIA Haiyang2,    YANG Guangfeng1*

（ 1.  Airport  College，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China； 2.  School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   I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0M steel surface，NCLT was used in cw-1k solid-state Nd: YAG laser

system，Hastelloy C276 coating with 800W laser power and 8 mm/s scanning speed was prepared on the surface of cw-1k solid-state

Nd: YAG laser system. The macro morphology, microstructure， phase composition，microhardness，friction and wear properties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276 coating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hardness of C276 coating is increased by 1.4

compared  with  the  substrate.  However， the  wear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300M  steel  substrate，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the coating is the highest， the self -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is the smallest. The C276 coating is prepared on

the  surface  of  300M  steel  by  laser  cladding  technolog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300M  steel

surface， and provides a new scheme for improving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material surface.

Key words:   300M steel；Hastelloy C276；laser cladding；microstructure；microstructure electr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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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镁/碳纳米管界面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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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共沉积法制备氧化镁纳米颗粒包覆碳纳米管，并利用高功率超声波、长时间对氧化镁包覆碳纳米管样品

进行超声处理以验证其结构稳定性。借助红外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氧化镁包覆碳纳米

管的微观结构。实验结果显示：高功率超声波和长时间超声震荡可将包覆氧化镁碳纳米管切断，但氧化镁纳米颗

粒依然紧紧地吸附在碳纳米管管壁上，表明氧化镁纳米颗粒与碳纳米管形成了良好的界面结合，包覆 MgO 碳纳米

管界面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一种较好的新型增强体。同时，采用第一性原理计算阐述了氧化镁与碳纳米管

形成良好界面结合机理。

关键词：氧化镁；碳纳米管；界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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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s，CNTs）具有优异

的力学性能，其模量可达 1000 GPa，被认为是镁合

金复合材料理想的增强体[1−2]。然而，CNTs 与镁的

界面结合较弱，导致其增强效果变差，复合材料力

学性能提升幅度有限[3−4]。为解决 CNTs 与镁的界

面结合弱的难题，研究者们在 CNTs 表面包覆氧化

镍[5]、氧化硅等[6−9]，添加到镁基体中，以改善镁合

金复合材料的界面结合质量，进而提高复合材料的

综合力学性能。要充分发挥 CNTs 优异力学性能

特性，获得综合力学性能好的复合材料，要求选择

的 包 覆 物 不 能 损 失 CNTs 结 构 ， 同 时 还 要 与

CNTs 和基体材料形成较好的界面结合。

最近，有文献报道在 CNTs 表面可以包覆 MgO
纳米颗粒而不损伤其微观结构，MgO 纳米颗粒可

与镁形成半共格界面，界面结合良好，且能细化镁

合金的晶粒组织，是一种镁合金优良的增强体[10]。

将 MgO 纳米颗粒包覆到 CNTs 管壁，形成包覆 MgO
碳纳米管（MgO coated CNTs，MgO@CNTs）新型复

合增强体，其 MgO/CNT 界面结合强度及结构稳定

性是影响其增强效果的关键因素。

111

本研究采用化学共沉积法制备包覆 MgO 碳纳

米管，同时对 MgO@CNTs 乙醇溶液进行不同功率

和不同超声时间的超声处理，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观察其微观结构，以验证其结构稳定性。采用密度

泛函理论（DFT）的 VASP（vienna ab initio simulation
package，VASP）软件包，对 MgO（ ） /Mg（0001）

的界面分离功和电子结构进行计算，分析讨论MgO/CNT
界面结合强度及其稳定性。 

1    实验
 

1.1    实验方法

实验材料为 CVD 法制备的多壁碳纳米管，纯

度 > 95%，直径 15～30 nm，长度 1～10 μm。浓硫

酸、浓硝酸、氨水和六水合氯化镁均为化学分析

纯，购于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MgO 包覆碳纳

米管工艺[11]，如图 1 所示。

（1）采用浓 HNO3 和浓 H2SO4 混合液对碳纳米

管进行纯化处理[12−13]，去除杂质的同时，在其表面

引入羧基官能团，获得氧化 CNTs（oxidized CNTs，
o-CNTs）。

（2）取 0.5 g o-CNTs 加入盛有 1000 mL 蒸馏水

烧杯中，利用功率 100 W 的超声波处理 2 h，获得

CNTs 分散均匀的悬浮液。

（3）取 2.537 g MgCl2•6H2O（按生成产物质量

比 MgO：CNTs = 1：1 进行配比）加入到上述悬浮液

中，机械搅拌（50 r/min）+超声 30 min（100 W），通

收稿日期：2021-04-16；修订日期：202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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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络合反应，Mg2+被吸附到 CNTs 表面，形成分散

均匀的混合液。

（ 4） 将 浓 度 为 2.0  mol/L 的 氨 水 溶 液 ， 以

2 mL/min 的速率逐渐地加入到上述混合液中，并机

械搅拌（100 r/min），待溶液的 pH = 11 时，停止滴

加氨水溶液，持续机械搅拌 1 h 后，静置 2 h，获得

沉淀物。

（5）对沉淀物进行反复清洗，直至溶液呈中性，

再经过滤、干燥（60 ℃）得到包覆 MgO 碳纳米管的

前驱体（Mg（OH）2@CNTs）。

（6）最后将前驱体在氩气保护下，600 ℃ 烧结

4 h，得到包覆 MgO 碳纳米管（MgO@CNTs）。

采用 Nicolet5700 型红外光谱仪、Quanta200F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EDAX Genesis 2000x 型能谱

仪测试和观察原始CNTs、纯化CNTs 和MgO@CNTs
样品的红外光谱、微观形貌及物相。采用功率为

200 W 的超声波（KJ1000 型）对 MgO@CNTs 样品

分别超声处理 2 h、6 h 和 12 h，以验证 MgO/CNT

界面的抗疲劳稳定性。采用 500 W 和 1000 W 功

率 超 声 波 对 MgO@CNTs 样 品 超 声 2  h， 以 验 证

MgO/CNT 界面的强度稳定性。利用 JEM-2100 型

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和分析超声波处理前后 MgO@
CNTs 的微观结构的变化。 

1.2    MgO/碳纳米管界面结合第一性原理计算

111

111

111

由于碳纳米管被认为是由石墨烯卷曲而成，同

时，根据 Mg（0001）与 MgO（ ）晶面为半共格界

面的实验结果[14]，本研究选择 MgO（ ）晶面与石

墨烯组成界面结合来进行建模：由氧层与镁层交替

堆 垛 而 成 ， 形 成 O 终 端 （OTH/OB） 和 Mg 终 端

（MTH/MB）的四种 MgO（ ）/石墨烯界面，其模型

如图 2 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外光谱

图 3（1）、（2）和（3）分别为原始 CNTs、纯化

CNTs o-CNTs

Mg2+

Purification +MgCl2

MgO@CNTs

(1) NH3·H2O

(2) Calcined,600 °C/4 hH2SO4 + HNO3

100 °C

Mg2+@CNTs

COOH
COOH

COOH
COOH COO

COO

COO

COO

OH OH
OH

OH

 

图 1    碳纳米管包覆 MgO 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synthesis of CNTs coated with MgO

HollowMg terminateO terminate

Mg

C

O

Top Near bridge

MTH MB

Near bridge

OBOTH

TopHollow

 

111图 2    O 终端（OTH/OB）和 Mg 终端（MTH/MB）MgO（ ）/石墨烯界面结构模型

111Fig. 2    MgO（ ）/graphene interface models of O（OTH and OB）and Mg（MTH and MB）ter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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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s（o-CNTs）和 MgO@CNTs 红外光谱。图 3 中

显示酸纯化后的 CNTs 在 1727.93 cm−1 处存在羧基

吸收峰，表明纯化后的 CNTs 引入了羧基（―COOH）

官能团，MgO@CNTs 红外光谱线中则不存在这一

特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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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原始 CNTs，o-CNTs 和 MgO@CNTs 红外光谱

Fig. 3    FT-IR patterns  of  pristine  CNTs，o-CNTs and MgO@
CNTs.

 

当加入 MgCl2 后，Mg2+会与 CNTs 上的羧基发

生螯合反应而被吸附到 CNTs 表面，此时再加入氨

水，会在CNTs 表面生成Mg（OH）2，得到MgO@CNTs
前驱体，Mg（OH）2@CNTs。最后经高温焙烧得到

包覆 MgO 碳纳米管。因此，MgO@CNTs 谱线上没

有羧基官能团特征峰。MgO@CNTs 红外光谱线

在 420.42 cm−1 处的峰为 MgO 的弯曲吸收峰，而

522.67 cm−1 处的峰则为 MgO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与 MgO 的标准红外光谱（510 cm−1）相比，该特征

峰 出 现 了 红 移 和 宽 化 ， 其 原 因 是 本 工 艺 制 备 的

MgO 为纳米级颗粒，其表面积大，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畸变导致分子振动时的振动频率相对中心频率

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出现了宽化现象，同时这种畸

变若引起了晶格收缩则会导致红外光谱出现红移

现象[15]。此外，图谱中未检测到碳化合物特征峰信

号，表明包覆 MgO 工艺未破坏 CNTs 的结构。 

2.2    微观形貌分析

图 4 为纯化前后 CNTs 微观形貌。图 4（a）中

原始 CNTs 缠结在一起，呈球团状，且杂质较多，其

管壁也很粗糙。而经酸纯化后 CNTs 缠结明显减

少，其分散性得到改善且管壁也较干净（图 4（b）和

（c））。图 4（d）HRTEM 形貌中 CNT 的晶格形貌清

晰可见，且其外层管壁损坏较严重，表明纯化工艺对

CNTs 管壁具有一定的损伤作用，这与 Yang 等研究

结果一致[16]。CNTs 经酸纯化后，会在其表面引入

大量的羧基（―COOH）官能团（见图 3），从而提高

CNTs 在水或乙醇中的分散性[17−18]。

图 5 为 MgO@CNTs 微观形貌。图 5（a）中可

观察到一碳纳米管表面包覆着一层团絮状物质（箭

头所指），结合 EDS 能谱结果（图 5（b））可确定该

100 nm100 nm 10 nm10 nm

5 μm5 μm 1 μm1 μm

(a) (b)

(c) (d)

 

图 4    纯化前后 CNTs 微观形貌　（a）原始 CNTs SEM 形貌；（b）o-CNTs SEM 形貌；（c）o-CNTs TEM 形貌；（d）o-CNTs
HRTEM 形貌

Fig. 4    Microstructure  of  CNTs  before  and  after  purification　 （ a）SEM  image  of  pristine  CNTs； （ b）SEM  image  of  o-CNTs；
（c）TEM image of o-CNTs；（d）HRTEM image of o-C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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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絮状物质为 MgO。图 5（c）中则可清晰的观察到

碳纳米管表面包覆着较多的MgO 纳米颗粒。图 5（d）

中一尺寸约为 30 nm 的 MgO 颗粒紧紧的吸附在碳

纳米管表面。以上结果表明，共沉积工艺成功地将

MgO 纳米颗粒包覆到了 CNTs 表面。 

2.3    MgO@CNTs稳定性

MgO@CNTs 结构的稳定是其作为增强相，提

高碳纳米管与基体材料界面结合质量的关键。良

好的结构稳定性有利于提高碳纳米管与基体材料

的界面结合，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鉴于此，

本研究设定超声功率一定（200 W），对 MgO@CNTs
样品进行超声处理2 h、6 h 和12 h，以验证MgO@CNTs
样品的耐疲劳稳定性。设定超声时间一定（2 h），

增加超声功率（500 W 和 1000 W）验证 MgO@CNTs
样品的强度稳定性。

图 6（a），（c）和（e）为超声功率 200 W 条件下，

MgO@CNTs TEM 形貌。图 6（b），（d）和（f）为对

应的 HRTEM 形貌。图 6（a）中显示碳纳米管表面

出现了呈“竹节”状的缺陷（箭头所指），随着超声

时间增加到 6 h 后，“竹节”状的缺陷增多，且更

明显。当超声时间达到 12 h 后，碳纳米管长度尺寸

明显变短。当超声功率一定时，超声时间增加超声

波能有效的切断碳纳米管，其原因是超声波在液体

中形成的空化气泡在 CNT 外壁上崩溃的瞬间，会

产生巨大的瞬时压力，损伤 CNT 的局部结构 [19]。

尽管 CNT 被切断，依然可观察到 MgO 颗粒吸附在

其表面（对比图 6（b），（d），（f）），说明 MgO 纳米颗

粒与 CNT 结合紧密，MgO@CNTs 具有较好的耐疲

劳稳定性。

Pk

图 7 是超声功率为 500 W 和 1000 W 条件下，

超 声 2  h 后 MgO@CNTs  TEM 和 HRTEM 形 貌 。

图 7（a）和（d）中同样可观察到 CNTs 管壁上有明显

的呈“竹节”规律性的缺陷（箭头所示）。图 7（b）

和（e）中，MgO 纳米颗粒紧密的吸附在 CNT 管壁

上，结合 HRTEM 形貌（图 7（c）和（f））中 MgO 与

CNT 的晶格形貌及其界面清晰可见，表明超声功率

增加未能将包覆到 CNT 管壁上的 MgO 纳米颗粒

剥 离 开 来 ，MgO 纳 米 颗 粒 与 CNT 界 面 结 合 好 ，

MgO@CNTs 具有较高的强度稳定性。理论上，在

MgO@CNTs 乙醇溶液中引入超声波会引起较高的

声场强度 ，其理论公式如下所示[20]：

Pk =

(
8PρLCL

πD2

)1/2

(1)

ρL CL

ρL CL

Pk

式中：P 是超声功率； 是乙醇密度； 是超声波在

乙醇中的传播速率；D 是超声变幅杆的直径。已知

P = 1000 W，  = 0.789 g•cm−3，  = 1.5 × 103 ms−1，
D = 20 mm，则可得出声场强度可达  = 7.538 × 103 MPa，
是破坏 CNTs 的局部结构的主因。

为获得更精确的界面结构信息，本研究利用高

分辨电子显微镜对 MgO 与 CNT 界面结合形貌进

MgO nanoparticle

CNT

MgO nanoparticle

CNT

10 nm10 nm 10 nm10 nm

5 μm5 μm

Element Atom fraction/%

C K 28,48 36.81

O K 52.79 51.23

Mg K 18.73 11.96

1 2 3 4 5 6 7 8 9 10

Mg

O

C(a) (b)

(c) (d)

Spectrogram 1Spectrogram 1

Mass fraction/%

Energy/keV

 

图 5    MgO@CNTs 微观形貌　（a）SEM；（b）EDS 能谱；（c）TEM；（d）HRTEM
Fig. 5    Microstructure of MgO@CNTs　（a）SEM；（b）EDS；（c）TEM；（d）HR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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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观察和分析，其结果如图 8 所示。图 8（a）中

显示一 MgO 纳米颗粒吸附在 CNT 表面，结合 MgO/
CNT 界面区域 A 的 HRTEM 形貌，可观察到晶面

间距为 0.248 nm 和 0.345 nm 的晶格形貌，分别为

MgO（111）晶面和 CNT 的（002）晶面。经分析发

现，该 MgO 纳米颗粒与 CNT 的间距约为 0.302 nm
（dCNTs-MgO =  0.302 nm）。Ryou 等 [21] 在研究 MgO
与 C 原子和石墨烯的界面行为时发现，当 C―O 键

的间距为 0.380 nm 时，MgO 可以与 C 原子或石墨

烯形成强的界面结合。碳纳米管是石墨烯的同素

异形体，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化学与物理特性。在此

基础上，引入了结合分子间引力和斥力模型理论，

认 为 当 CNTs 与 MgO 的 间 距 为 0.380  nm 时 ，

MgO 与 CNTs 间的引力为最大，界面结合最强[14]。

而 MgO@CNTs 中 MgO 与 CNT 的 界 面 间 距 为

0.302 nm，与 0.380 nm 接近。由此可见，MgO 和CNT

形成了良好的界面结合。 

2.4    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

111

111

通过收敛测试，选择 GGA 交互关联泛函，取截

断能为 480 eV，布里渊区网格划分为 2 × 3 × 1，结

构弛豫在原子受最大力小于 0.1 eV/nm时完成。四

种界面结构几何弛豫后的结构如图 9 所示。可以

看到只有 OTH 结构中界面处石墨烯层与 O 层结构

发生较大变化，顶位的 O 原子与对应 C 原子产生

了键合，成键 C 原子较石墨烯层沿垂直界面方向偏

移 0.04 nm。其他三种结构中各原子层内部并未发

生明显变化，而界面处石墨烯层与 O 或 Mg 层间距

较 弛 豫 前 有 不 同 程 度 增 大 （OB 由 0.222  nm 至

0.274 nm  ，MTH 与 MB 结 构 由 0.243  nm 至 0.365
nm），表明 MgO（ ）表面处终端为 Mg 层时与石

墨烯层难以产生界面结合，而终端为 O 层，尤其

O 对齐顶位时能改变石墨烯结构，使 MgO（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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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 W 功率下不同时长超声后 MgO@CNTs TEM 和 HRTEM 形貌

Fig. 6    TEM and HRTEM images of MgO@CNTs treated by ultrasonic vibration with various time under the powder of 200 W　
（a），（b）2 h；（c），（d）6 h；（e），（f）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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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功率超声处理 2 h 后 MgO@CNTs TEM 和 HRTEM 形貌

Fig. 7    TEM and HRTEM images of MgO@CNTs treated by ultrasonic vibration with powder of different power （a），（b），（c）500
W；（d），（e），（f）10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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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MgO/CNT 界面结构　（a）TEM 形貌；（b）HRTEM 形貌

Fig. 8    Structure of MgO/CNT interface：　（a）TEM，（b）HRTEM

OTH

0.041 nm

0.040 nm

OB MTH MB 

111图 9    几何弛豫后 O 终端（OTH/OB）和 Mg 终端（MTH/MB）MgO（ ）/石墨烯界面结构模型

111Fig. 9    MgO（ ）/graphene interface models of O（OTH and OB）and Mg（MTH and MB）terminations after geometric rel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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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石墨烯产生界面结合。

界面分离功是将此界面分离为独立表面结构

时所需做的功，其表达式为：

Wsep =
EMgO+Egraphene−Etot

2S
(2)

式中：Etot 为界面结构总能；EMgO 为 MgO 表面能

量；Egraphene 为石墨烯表面能量；S 为界面面积。分

离功为正值表明界面结合良好，且分离功越高表明

该界面结构越稳定，反之则表明界面结合较差。根

据界面间距与界面分离功的理论关系，可计算出

MgO 表面与石墨烯表面间的最佳间距 d0，其表达

式为[22]：

W(d) = −Wsep

(
1+

d−d0

l

)
exp

(
d0−d

l

)
(3)

111

式中：l 为拟合的常数。根据计算结果（表 1 所示），

O 终止界面结构中 OTH 结构具有最高的分离功

（4.264 J/m2），OB 结构次之（0.621 J/m2），而 Mg 终

止界面结构分离功均为负值（MTH：−0.286 J/m2，

MB：−0.286 J/m2），表明当 MgO（ ）表面最外层

为 O 层时，会与石墨烯产生较为稳定的结合，且

O 对齐石墨烯中 C 原子顶位与穴位时结合效果显

著优于近桥位。而当最外层为 Mg 层时，两表面并

无法形成稳定的界面。表 1 中还显示，OTH 界面

结 构 中 ， 氧 化 镁 与 石 墨 烯 的 界 面 最 佳 间 距 为

0.274  nm， 与 实 验 观 察 值 dCNTs-MgO  =  0.302  nm 接

近，进一步证实 MgO 和 CNT 形成了较好的界面

结合。
 

表 1    四种界面结构的界面间距和界面分离功的理论计算值

Table 1    Calculated d0 and Wsep values of the four interface models

Interface model Atomic arrangement d0/nm Wsep/（J•m2）

OTH Top and hollow site 0.274   4.264

OB Bridge site 0.222   0.621

MTH Top and hollow site 0.243 −0.286

MB Bridge site 0.365 −0.286
 
 
 

3    结论

（1）CNTs 经纯化处理后，在其表面引入的羧基

官能团有利于 MgO 纳米颗粒的形核和生长。

（2）采用化学共沉积工艺能在碳纳米管表面包

覆 MgO 纳米颗粒。MgO 纳米颗粒与 CNTs 形成了

良好的界面结合。包覆 MgO 碳纳米管具有很高的

界面稳定性，是一种较好的新型增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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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interface between MgO and carbon nanotubes

LIAO Lin1,    YUAN Shaotao1,    ZHOU Jiajun2,    MA Guangxiang2,    CHEN Yanyuan2,    YUAN Qiuhong2*

（1.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Yichun  University，Yichun  336000， Jiangxi，China；2.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Yichun University，Yichun 336000，Jiangxi，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MgO-coated  carbon  nanotubes  (MgO@CNTs)  were  synthesized  via  the  co-deposition  technique.  The

samples of MgO@CNTs were treated by using the high power ultrasonic vibration with a long time to verify their structural stability.

Microstructure of the CNTs and MgO@CNTs was characterized by using the FI-IT spectra analysi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experiment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high  power  ultrasonic  vibration  and  the  long-time

ultrasonic-treatment  can  easily  cut  off  the  CNTs,  while  the  MgO  nanoparticles  are  still  tightly  ad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CNTs

without removing away from the surface of CNTs by the ultrasonic vibration. It means that MgO@CNTs is a novel reinforcement for

the  Mg-based  composite  because  the  MgO  nanoparticles  and  CNTs  have  formed  a  good  interface  bonding  with  high  sta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stable interfacial bonding between MgO and CNTs is explained by the first- principle calculation.

Key words:   MgO；carbon nanotubes；interfacial 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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