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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发展，电动汽车、消费类（3C）电子产品、储能装置等对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富

锂锰基正极材料具有高比容量（≈ 250 mAh/g）、高工作电压（≈ 3.6 V）及低成本等优势，有望成为下一代商用高比能

电池正极材料。首次库仑效率低、倍率性能差、电压/容量衰减快等问题限制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工程化应用。

本文综述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最新研究进展，重点从材料结构、电化学反应机理、失效机制和改性方法等几方面

进行了阐述。研究表明，采用离子掺杂、表面包覆、晶体结构调控等技术，可显著改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电化学

性能。最后，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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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因具有高比能量、无记忆效应和长

寿命等优点，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电化学储能器件之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动汽车、消费类（3C）电子产

品和储能装置等对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出了更

高要求[1-2]。以电动汽车为例，续航里程短是其推广

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难题。目前，欧美、日本和中国都

制定了明确的电池路线图，即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

锂离子电池单体的能量密度从现在的 200～250 Wh/kg
提高到 300～500 Wh/kg。因此，发展高比容量、高电

压正极材料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商业化应用的正极材料主要有锰酸锂

（LiMn2O4）、磷酸铁锂（LiFePO4）、钴酸锂（LiCoO2）、

镍钴锰酸锂（LiNixCoyMn1－x－yO2）及镍钴铝酸锂

（LiNixCoyAl1－x－yO2）
[3]。上述材料的实际比容量

为 110～200 mAh/g[4-5]（表 1）。相比于商业化负极

材料（石墨负极比容量为 372 mAh/g，硅基负极比

容量为 2000 mAh/g）[6]，正极材料能量密度提升已

成为锂离子电池发展的关键因素[7]。富锂锰基正极

材料（Li2MnO3•LiNixCoyMn1－x－yO2）凭借高比容量

（≈ 250 mAh/g）、高工作电压（≈ 3.6 V）及低成本等

优势[8]，有望成为下一代商用高比能锂电池的正极

材料[9-10]，已受到学术及工程界的极大关注。

虽然作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具有巨大潜力，

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倍率性能

差、首次库仑效率低及电压/容量衰减快等[11]，限制

了其工程化应用。为此，国内外学者们开展了大量

工作，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研究发现，材料主

要失效机制包括晶格氧析出、过渡金属离子迁移、

电极/电解液界面副反应等。离子掺杂、表面包覆

和晶体结构调控等技术手段可显著改善富锂锰基

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本文从材料结构、电化学反应机理、失效机制

及改性方法等几方面阐述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近

年来的研究进展，基于目前的实验进展及理论认

知，对材料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1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结构及电化学

反应机理

1.1    结构特点

R 3̄m

表 1 为几种典型正极材料的电化学特征[12-17]。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由 LiMO2
[18]（M =  Co、Mn、Ni

等 ） 和 Li2MnO3 两 种 组 分 构 成 ， 分 子 式 写 作

xLi2MnO3•（1－x）LiMO2。两种组分结构相似，均

为 α-NaFeO2 类型的层状结构，其中氧原子呈立方

密排方式排列。LiMO2 结构中的过渡金属（TM）层

不含 Li+，属于六方晶系 空间群（图 1（a））；而

Li2MnO3 结构中过渡金属层中的 Mn 有三分之一

被 Li 取代（图 1（b）），形成 Li 被六个 Mn 所包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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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m

“蜂窝”结构（图 1（c））[19]。这种有序的 Mn、Li 排

列形成了 LiMn6 超晶格结构，正因该结构的存在，

使得 Li2MnO3 的点群对称性由 变为单斜晶系

C2/m。因此，Li2MnO3 可看成 LiMO2 结构的特殊

形式 [20]，其分子式可用类似于 LiMO2 结构的分子

式表示为 Li[Li0.33Mn0.67]O2。此外，LiMO2 相（001）

晶 面 间 距 与 Li2MnO3 相 （003） 晶 面 间 距 接 近 （≈
0.47 nm），两相具有形成固溶体的可能性。正因两

者结构的高度相似性，学术界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结构的认识仍存在争议[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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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结构示意图[19]　（a）LiMO2 相；（b）Li2MnO3 相；（c）Li2MnO3 相中过渡金属层的原子排布

Fig. 1    Structural diagrams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19] 　（a） Li2MO3 phase； （b） Li2MnO3 phase； （c） atoms ordering
within Li（TM）2 layer of Li2MnO3 phase

 

R 3̄m1.1.1     和 C2/m两相复合物结构

R 3̄m

一些学者认为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为 LiMO2 相

及 Li2MnO3 相的复合物。Mohanty 等[24] 通过中子

衍射对 Li1.2Mn0.55Ni0.15Co0.1O2 材料进行表征，将得

到的数据进行精修分析，图谱中既有 结构特征

峰 ， 也 有 C2/m 结 构 特 征 峰 。 若 将 材 料 看 成 由

50%六方 LiMO2 相和 50%单斜 Li2MnO3 相组成的

复合结构，则得到的数据与实验结果一致，他们进

一步采用磁性分析方法确认了富锂锰基正极材

料为两相复合结构。Yu 等 [25] 通过高分辨透射电

镜 （HRTEM） 和 电 子 能 量 损 失 谱 （EELS） 发 现 ，

Li1.2Mn0.567Ni0.166Co0.067O2 材料由LiMO2 和Li2MnO3

两相组成，直接证明其为两相复合物。

R 3̄m1.1.2    六方 单相结构

R 3̄m

R 3̄m

有些学者则认为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属于

单 相 结 构 。 Koga 等 [26] 通 过 XRD 对 Li1.2Mn0.54
Co0.13Ni0.13O2 材料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显示，除

了 20°～30°处的弱峰，其他衍射峰都与六方晶系

结构相吻合，他们认为，弱峰对应于过渡金属

Mn 和 Li 有序排列形成的超晶格结构 LiMn6，从衍

射峰峰型及强度判断，LiMn6 仅为局部结构，其原

子排列并不影响材料的整体结构。因此，Li1.2Mn0.54

表 1    几种典型正极材料的电化学特征

Table 1    Elect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cathode materials

Cathode materials Structure
Operating
voltage
（Ave vs Li+/Li）

Theoretical
capacity /
（mAh•g–1）

Available
capacity/
（mAh•g–1）

Specific capacity
density/（Wh•kg–1） Reference

LiMn2O4 Spinel 4.0 148 110 ≈ 400 [12]

LiFePO4 Olivine 3.4 170 150 ≈ 500 [13]

LiCoO2 Layered 3.9 274 150 ≈ 580 [14]

LiNi1/3Co1/3Mn1/3O2 Layered 3.8 275 160 ≈ 600 [15]

LiNi0.80Co0.15Al0.05O2 Layered 3.8 279 200 ≈ 760 [16]

Li2MnO3•LiNixCoyMn1－x－yO2 Layered 3.6 — 250 ≈ 9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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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m

R 3̄m

Co0.13Ni0.13O2 材料属于 单相结构。此外，Ohzuku
等 [27] 也采用 XRD 分析手段证明富锂锰基正极材

料为 单相结构。

1.1.3    单斜 C2/m单相结构

R 3̄m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富锂锰基材料属于 C/2m 单

相 结 构 。 Jarvis 等 [18] 采 用 XRD 对 Li[Li0.2Ni0.2
Mn0.6]O2 材料进行分析，从表征结果得出了两种结

论：（1）材料是由 相、C2/m 相组成的复合结构；

（2）材料属于 C2/m 单相结构。他们采用 NBED 及

HAADF-STEM 对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没有

显示两相复合结构的存在。由此得出结论，材料为

C2/m 单相结构。此外，Genevois 等[28]利用 HAADF-
STEM 及中子衍射证明 Li1.2Co0.13Ni0.13Mn0.54O2 材

料为 C2/m 单相结构，该结构中长程有序的 Li2MnO3

被许多无序 LiMO2 区域分离。

虽然存在上述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认同材料

的晶体结构与组分、合成方式及热处理制度等密切

相关。这也很好解释了目前关于富锂锰基正极材

料具有不同结构认识的原因。有研究认为，Li1.2
Co0.4Mn0.4O2 材料在 2～3 nm 范围可看成 Li2MnO3

和 LiCoO2 的局域复合相[29]。在材料合成过程，如

果冷却速度过慢，局域的两相晶粒有充足时间长

大，并扩展到整个晶体结构中，形成明显晶界，最终

导致两相从固溶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形成复合结构，

并出现尖晶石结构[30]。另有研究认为，富锂锰基正

极材料中的 Mn 可维持材料结构稳定，但 Mn 比例

过 高 将 破 坏 LiMO2 结 构 ， 使 之 向 尖 晶 石 结 构 转

变 [31]；Ni 可提高材料可逆嵌锂容量，但 Ni 比例过

高会造成 Li、Ni 混排，阻碍 Li+传输，进而影响材料

性能[32]。

综上，不管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整体结构是单一

固溶体还是两相复合物，其局域结构是复杂的，而

局域结构对材料整体结构的定性及材料的电化学

性能都有着重大影响。为获得高性能富锂锰基正

极材料，优化材料合成路线和保证元素的均一分布

等尤为必要。此外，研究者应利用先进表征手段揭

示材料合成及循环中的结构演变，深化对材料结构

的认识。

1.2    电化学反应机理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具有高的放电比容量（>
250 mAh/g）[33-34]，不同于传统层状材料，其充放电

过程不仅包含过渡金属离子的氧化还原反应，还涉

及氧阴离子的电荷补偿反应[35-36]。

0.5Li2MnO3•0.5LiMn0.42Ni0.42Co0.16O2 材料的首

次充电曲线包含两段：一个短的电压斜坡段（< 4.5 V）

和一个长的电压平台段（≈ 4.5 V）。“斜坡”表示

Li+从 LiMO2 组分中脱出，伴随 Ni2+、Co3+的氧化反

应（Mn4+价态不变）。当材料中 Ni2+和 Co3+全部转

变为+4 价，电压接近 4.5 V[37]。该过程不同于传统

层状材料，Li+可全部从 LiMO2 结构中脱出，是因

为 Li2MnO3 组分起到了稳定材料结构的作用。关

于材料长电压平台段，Li 等 [38] 率先提出“氧丢

失”机理进行了解释：该阶段 Li+从 Li2MnO3 结构

中脱出，实质为 Li 和晶格氧同时脱出，形式上相当

于脱出了“Li2O”
[39]。首次充电过程可用以下反

应式表示[40-41]：

0.5Li2MnO3 ·0.5LiMn0.42Ni0.42Co0.16O2
Charge 2.0∼4.4 V
===============0.5Li2MnO3 ·0.5Mn0.42Ni0.42Co0.16O2+0.5Li++0.5e− (1)

0.5Li2MnO3 ·0.5Mn0.42Ni0.42Co0.16O2
Charge 4.4∼4.8 V
=============== (0.5− x)Li2MnO3 · xMnO2 ·0.5Mn0.42Ni0.42Co0.16O2

+2xLi++2xe−+0.5xO2

(2)

首次放电过程，当放电电压高于 3.5 V 时，发生

可逆的电化学还原反应，即（1）过程脱出的 Li+全部

回嵌到正极材料中，伴随过渡金属离子价态的升

高；当放电电压低于 3.5 V，（2）过程脱出的 Li+部分

回嵌至材料晶格，发生不可逆还原反应。总反应式

可表示如下[40-41]：

(0.5− x)Li2MnO3 · xMnO2 ·0.5Mn0.42Ni0.42Co0.16O2+ (0.5+ x)Li++ (0.5+ x)e−
Discharge 4.8∼2.0 V
=================(0.5− x)Li2MnO3·

xLiMnO2 ·0.5LiMn0.42Ni0.42Co0.16O2
(3)

根据上述反应，得出材料理论放电比容量为

261 mAh/g，然而不少研究报道的富锂锰基正极材

料实际容量远高于该值，因此上述“氧丢失”机制

仍不能清晰解释材料具有高容量的原因。Orishi
等[42] 和 Han 等[43] 对该机理进一步完善，认为表面

和体相的晶格氧发生了不同的氧化还原反应。通

过系列研究发现，首次充电过程，材料中 O 原子的

变化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失电子生成氧气释放，

伴随过渡金属离子迁移而发生结构重排；另一部分

通过形成局部空位电子的方式发生可逆氧化还原

反应，形成类过氧根基团（2O2–/O2
2–），该过程不涉

及氧气释放及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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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Li2MnO3 相的存在是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具有高容量的根本原因，同时 Li2MnO3 相的活化也

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制约了材料的产业化发展。目

前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电化学反应机理尚不明确，

材料的微观结构及电化学性能间的构效关系有待更

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为工程化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2    失效机制

2.1    晶格氧析出

在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结构中，存在 Li—O—Li
局部配位结构，该构型中的 O2p 轨道电子会流向过

渡金属的空 d 轨道来降低整个系统自由能，形成的

亚稳态氧通过形成类过氧根形式的物质（O2
n–）得到

稳定[44]。电极发生电化学反应时转移的电子来自

非键状态的 O2p 轨道，这种同过渡金属离子没有结

合的轨道电子的转移并不直接破坏材料结构，因此

通过该反应机制（还原耦合机制[45]）可避免氧气的

释放及过渡金属离子的迁移，实现 O2–的可逆氧化

还原反应。

同时，在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中，晶格氧也以不

可逆氧化反应的方式参与电 化学反应，并最终以氧

气形式释放 [46]。目前，对于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在

4.5 V 处的平台，研究者广泛认同的机制是随着充

电过程的进行，Li+从材料的 Li2MnO3 组分中持续

脱出，伴随 Li2MnO3 中晶格氧，两者以“Li2O”的

形式从材料中脱出形成空位，导致过渡金属离子迁

移及 Li+的不完全回嵌，材料结构遭到破坏。

因此，富锂锰基电极充放电过程，同时存在着

可逆、不可逆的阴离子氧化还原反应。不可逆阴离

子氧化反应会导致晶格氧析出，造成过渡金属离子

迁移、结构重排（图 2（a））及界面副反应（图 2（b））

的发生，最终造成电极不可逆容量损失，倍率及循

环性能恶化[47-48]。采用离子掺杂、表面包覆手段可

分别从热力学、动力学上抑制氧的释放，达到改善

电极性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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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富锂锰基材料的两种不同反应机理[48]　（a）体相反应；（b）界面反应

Fig. 2    Two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48]　（a）bulk particles reactions；（b）surface reactions
 

2.2    过渡金属离子迁移

大量研究表明，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在循环过程

中存在过渡金属离子迁移及相转变现象。Mohanty
等[49] 采用中子衍射分析 Li1.2Mn0.55Ni0.15Co0.1O2 材

料循环前后结构变化。对比发现，26 次循环后，图谱

中（108）特征峰强度减弱，且在 0.113 nm 处出现新

的（440）衍射峰。这些变化证明循环后材料中出现

了类尖晶石结构。这是因为，首次循环后晶格中出现

大量氧空位，而氧空位的存在使 Mn 发生了从过渡金

属层向锂层的迁移（向热力学稳定方向转化）。多次

循环后 Mn 从锂层四面体位进一步迁移至锂层八面

体位并钉扎于此，形成一种类尖晶石的晶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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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子衍射分析结果，Mohanty 等从原子角

度进一步揭示了材料由层状向尖晶石结构转变的

过程（图 3）：（1）当电压充电至 3.2 V 时，锂层中

Li 从锂层八面体（3b 位）中脱出，形成八面体空位；

（2）当形成足够多的锂空位时（电压升至 4.1 V），锂

层中八面体位的 Li 迁移至邻近锂层四面体空隙，

形成四面体位 Li。随后，过渡金属层中八面体位

的 Li 也迁移至锂层四面体空隙，与过程（1）形成的

四面体位 Li 及过渡金属层中的空位形成“Li—
⊙—Li”（⊙表示空位）哑铃结构[24]；（3）当电压 ≥
4.1 V，过渡金属层中 Mn 通过氧空位迁移至锂层四

面体位[50]；（4）电压继续升高（≥ 4.5 V），Mn 从锂层

四面体位迁移至锂层八面体位。至此，材料结构发

生了从层状到尖晶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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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由层状到尖晶石结构相变机理[49]

Fig. 3    Proposed mechanism transforming from layered to spinel structure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49]

 

Gu 等[51] 认为过渡金属离子迁移导致的结构转

变首先发生于材料表面，而后逐渐向内部生长，并

最终扩散至颗粒体相（图 4）。另外，对于材料中的

R 3̄m及 C2/m 相，由层状结构向尖晶石结构的转变

方式不同，导致最终形成的尖晶石晶粒具有不同结

构特征（图 4（a））。目前认为，层状结构向尖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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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51]　（a）结构演变示意图；（b）充放电曲线

Fig. 4    Li-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51]　（a）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the structure evolution；（b）charge-discharge curves
during 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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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转变是富锂锰基电极容量/电压衰减的主要

原因[52-53]。从图 4（b）中可以看出，电极 100 周循环

后结构发生转变，中值电压由第 4 周的 3.57 V 降

至 3.37 V。大量实验表明，采用离子掺杂等手段可

显著提高材料结构稳定性，抑制充放电过程中的相

变，进而提高电极循环稳定性。

2.3    界面副反应

2.3.1    电解液与析出氧的反应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电解液界面发生副反应导

致电极性能恶化，这与晶格氧的不可逆释放密切相

关。Castel 等[54] 采用同步实验气体分析手段检测

到 Li[Li0.2Ni0.2Mn0.6]O2 材料在首次充电至 4.6 V 时

有 O2 释放，界面氧通过亲核效应催化电解液的氧

化分解并在正极表面形成固体电解质界面膜（SEI，

主 要 成 分 包 括 ROCO2Li、 （ ROCO2） yM、 ROLi、
（RO）xMs、Li2CO3 等 [55]），导致了不可逆容量损失

及电极表面阻抗增加。此外，副反应生成的其他产

物如 HF 会严重腐蚀正极颗粒表面，加速 Mn 等金

属元素的溶解，造成循环、倍率性能的恶化。

图 5 阐明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充电时界面的

副反应过程：（1）充电至 4.2 V，电解液中碳酸乙烯

酯（EC）发生氧化分解，伴随 CO2 释放及 EC 衍生

物的生成；（2）电压增大至 4.5 V，氧阴离子氧化生

成 O2（ Li2MnO3 相 的 活 化 过 程 ） ， 界 面 O2 催 化

EC 及衍生物的氧化分解，伴随新的 CO2 及中间产

物的生成；（3）电压继续升至 4.7 V，中间产物进一

步分解，继续生成 CO2、O2 及其他副产物。不可逆

反应产物持续堆积，电极表面阻抗增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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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富锂锰基材料界面反应机理示意图[54]

Fig. 5    Surface reaction mechanisms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54]

 

2.3.2    过渡金属元素的溶解

2Mn3+ =Mn4++Mn2+

在富锂锰基电极中，活性物质的损失是电压/容量

衰减、库仑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过渡金属元

素溶解是活性物质损失的主要方式[56]。在 Co、Ni、
Mn 等几种过渡金属元素中，Mn 是最易溶解的元

素[57]。其溶解机理有两种：（1）歧化反应机理。结

构中 Mn3+难以稳定存在，易发生歧化反应，其反应

式可表示为： [58-59]。反应产生

的 Mn2+快速溶出到电解液中，造成活性物质的损

失。（2）HF 腐蚀机理。HF 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

2LiMn2O4+

4H+ = 2Li++3MnO2+Mn2++2H2O

一，电解液中的微量水分与 LiPF6 反应生成 HF。

其 二 ， 高 电 压 下 电 解 液 氧 化 分 解 产 生 的 H+与

LiPF6 反应生成 HF。其反应式可表示为：

  [60]。Mn 的 溶 解

造成活性物质损失，正极颗粒表面发生相变[61]，同

时溶解的 Mn 以副产物形式在正极表面沉积，造成

大的界面阻抗，降低正极的循环稳定性[62]。

综上，高电压（> 4.5 V）下，电解液易发生氧化

分解，同时电极首次活化析出的氧会催化电解液的

分解，使电极界面副反应更加复杂。因此，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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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材料比，富锂锰基电极界面稳定性更差。采用

表面包覆等手段，可阻止正极颗粒与电解液的直接

接 触 ， 进 而 抑 制 界 面 副 反 应 的 发 生 ， 改 善 电 极

性能。

2.4    小结

晶格氧析出、过渡金属离子迁移、界面副反应

是材料的主要失效机制，导致了富锂锰基电极低的

首次库仑效率、倍率及循环性能，限制了其商业化

应用。虽然目前材料的失效机制尚未完全明了，仍

需进一步研究，但面对上述挑战，研究者们发展了

多种改性及制备方法，包括表面包覆、离子掺杂、

结构调控生长等，有效提高了材料的综合电化学性

能。表 2 对富锂锰基电极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应

解决策略进行了归纳总结[63-75]。
 

表 2    改善富锂锰基电极性能的主要策略及方法

Table 2    Main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Challenge Strategy Solution Reference

Fast voltage
decay/poor
cycle life

（1）Dissolution of metal
ion.

（1）Improve the interfacial stability to
prevent the dissolution of metal.

（1）Surface coating/Functional
additive for electrolyte.

[63][64]

（2）Formation of the solid
electrolyte interphase leads
to increase of the cell
impedance.

（2）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SEI
films to decrease the interface impedance
of the cathode material.

（2）Surface coating /
Functional additive for electrolyte.

[64][65]

（3）The irreversible
spinel-like phase formation
for the cathodes during
cycling.

（3）Enhance the binding energy of
cations to anions to inhibit the migration
of TM ions.

（3）Ions doping. [66]

High initial
capacity loss

（1）Parasitic reactions
between electrolyte and
electrode surface which
consume the Li+ ions.

（1）Prevent the parasitic reactions. （1）Surface coating/Functional
additive for electrolyte.

[64][67]

（2）Phase transformation
result in that a part of
extracted Li+ ions cannot
insert back into the layered
lattice in the subsequent
discharge process.

（2）Enhance the binding energy of
cations to anions to inhibit the migration
of TM ions.

（2）Ions doping. [68]

（3）Pre-activation for the Li2MnO3. （3）Acid treatment. [69]

（4）Introduce new phase to allow more
Li+ insert back.

（4）Surface coating/ Design of
microstructure.

[70][71]

Poor rate
capacity

（1）Formation of the solid
electrolyte interphase lead
to increase of the cell
impedance.

（1）Stabilize the electrode/electrolyte
interface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SEI films.

（1）Surface coating/ Functional
additive for electrolyte.

[64][72]

（2）Low conductivity of
cathode material.

（2）Improve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cathode material.

（2）Ions doping /Surface coating. [73][74]

（3）Poor kinetic of Li+

ion diffusion of cathode
material.

（3）Decrease the diffusion pathway of
Li+ ions in the insertion/extraction
process.

（3）Design of microstructure/Ions
doping.

[73][75]

 
 

3    改性方法

3.1    离子掺杂

离子掺杂指选择与所替换对象半径相近的离

子进行掺杂，以改善材料导电性；形成更强 M—O
键，稳定晶体结构；增大晶胞参数，提高 Li+脱嵌动

力学，进而提高材料循环及倍率性 [76-78]。近年来，

研究者通过离子掺杂方法，使富锂材料性能得到大

幅提高（表 3）。如 Qing 等[79] 采用 NaCl 高温熔融

盐浸渍法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进行表面 Na+梯度掺

杂。掺杂进的 Na+通过钉扎效应使锂层结构更加稳

定，同时提高了材料导电率，使电极具有 286 mAh/g
的放电比容量及 87%的首周库仑效率。Li 等[66] 选

用 K+对材料进行掺杂改性，结果表明，该法可提高

Li1.2Mn0.54Co0.13Ni0.13O2 材料结构稳定性，抑制充放

电过程层状结构向尖晶石结构的转变。Wang 等[68]

运用喷雾热解法成功将 Mg2+掺入 Li1.2Ni0.13Co0.13
Mn0.54O2 富锂材料，结果表明，Mg2+的存在有效抑

制了过渡金属离子向锂层的迁移，缓解了过渡金属

离子对 Li+扩散的阻碍。此外，Shang 等[80] 利用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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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属元素 Ru 对 Li1.2Ni0.13Co0.13Mn0.54O2 进行掺

杂后发现材料循环、倍率性能均得到提高。通过分

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 Ru4+/5+的 4d 轨道与 O2–的

2p 轨道重叠较小，增强了金属原子 M 与 O 间的键

能，因此可抑制高电压下分子氧的释出，使材料各

项性能同步提高。
 

表 3    离子掺杂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改性效果

Table 3    Effect of ions doping on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Cathode material Modification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Capacity
retention/%

Rate capacity/
（mAh•g–1） Reference

Li1.2Mn0.54Co0.13Ni0.13O2 K+ doping From 74 to 77
（20 mA/g）

From 81 to 91
（20 mA/g，30 cycle）

From 142.3 to 197.0
（1000 mA/g）

[66]

Li1.2M0.8O2 Na+ doping From 63 to 87
（25 mA/g）

From 195 to 233
（50 mA/g，100 cycle）

From 128 to 185
（500 mA/g）

[79]

Li1.2Ni0.13Co0.13Mn0.54O2 Mg2+ doping From 82.3 to 85.9
（20 mA/g）

From 81.7 to 91.2
（200 mA/g，500
cycle）

From 131 to172
（2000 mA/g）

[73]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Zr2+ doping — From 90 to 95
（250 mA/g，100
cycle）

From 145 to 159
（250 mA/g）

[84]

Li[LixMn0.65（1−x）
Ni0.35（1−x）]O2

Co3+ doping From 67.3 to 71.4
（20 mA/g）

— — [85]

Li1.2Mn0.6Ni0.2O2 Y3+ doping From 72.8 to 79
（20 mA/g）

From 76.5 to 85.7
（20 mA/g，40 cycle）

From 48.2 to 97.9
（1000 mA/g）

[86]

Li1.2Ni0.13Co0.13Mn0.54O2 Ru4+ doping — From 41 to 95
（200 mA/g，100
cycle）

From 75 to 150
（1000 mA/g）

[80]

Li1.2Mn0.54Co0.13Ni0.13O2 Ti4+ doping — — From 81 to 136
（1500 mA/g）

[87]

Li1.2Mn0.54Ni0.13Co0.13O2 F– doping — From 62 to 95
（50 mA/g，100 cycle）

From 34 to 87
（1250 mA/g）

[81]

Li（Li0.17Ni0.20Co0.05Mn0.58）O2PO4
3– doping From 81.4 to 81.5

（30 mA/g）
— —— [88]

Li[Li0.2Ni0.13Co0.13Mn0.54]O2 BO3
3–/BO4

5–

doping
— From 70 to 94

（20 mA/g，80 cycle）
— [82]

 
 

除了用阳离子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进行掺杂

改性外，也有研究者尝试了用阴离子进行掺杂。如

Li 等[81] 采用共沉淀法制备出 F–掺杂的富锂锰基正

极材料，结果表明，F–的引入使材料具有优异循环

特性，这是因为 F–取代了部分 O2–，使材料首周循环

释放的氧减小，有效抑制了材料由层状向尖晶石结

构的转化，起到了稳定晶体结构的作用。同时掺杂

后的材料晶面间距增大，利于 Li+的传输，倍率性能

也由此提高。Li 等 [82] 利用硼氧聚阴离子 BO3
3–、

BO4
5–对 Li[Li0.2Ni0.13Co0.13Mn0.54]O2 材料进行共掺

杂 以 调 控 其 电 子 结 构 。 结 果 表 明 ， 掺 杂 制 备 的

Li[Li1.2Ni0.13Co0.13Mn0.54]（BO4）0.015（BO3）0.005O1.925

具有更强的 M—O 键及更低的 O2p 轨道能位，从而

有效抑制了氧的释放，使材料具备优异的循环及热

稳定性。另外，Chen 等[83] 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进

行 Cd2+和 S2–共掺杂，材料 100 周循环的电压降为

0.25 V，较未改性材料，电压提升了 0.15 V。

3.2    表面包覆

表面包覆能有效保护电极材料，抑制正极颗粒

与电解液的界面副反应，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

挡氧的释出，提高可逆容量，改善循环性能 [89-90]。

按作用机理，包覆层可分为惰性包覆层（如 MgO、

SnO2、CeO2、AlF3、CoF2、MgF2、CePO4）、电子电导

包覆层（如聚乙烯二氧噻吩）、离子电导包覆层（如

Li2ZrO3、 Li4Ti5O12、 LiCoPO4） 及 活 性 包 覆 层 （ 如

MnO2、Nb2O5、Co3O4）。表 4 列举了不同材料包覆

改性的实例。其中，Shi 等 [91] 通过熔盐浸渍法在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表面包覆了 MgO，该惰

性保护层阻止了电解液与材料的直接接触，抑制了

两者界面间的副反应，使材料展现出优异循环性

能。Ju 等[74] 用聚乙撑二氧噻吩（PEDOT）-聚乙二

醇（PEG）双导电聚合物包覆 LiNi0.6Co0.2Mn0.2O2 材

料，改性后材料导电性得到大幅提高，电极容量、循

环性能均得到提升。Jin 等[92] 在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表面包覆了 β-MnO2 材料，其拥有的储锂特性允许

放电过程更多的 Li+回嵌，减小不可逆容量损失。

改性后的材料首次库仑效率由 61.2%提高至 88.4%。

此外，Pan 等[93] 将 Nb2O5 作为包覆层改性富锂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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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材料，材料倍率及循环性能得到同步提高。这

是由于 Nb2O5 不仅可阻止正极颗粒与电解液的直

接接触，本身还具有良好导离子特性，提高了 Li+扩
散动力学。

另外，不少研究者从双相、多相包覆角度进行

研究，协同发挥多种材料的优势，以提高材料综合

性能。Chen 等[94] 合成了 Li1.2Ni0.13Co0.13Mn0.53O2@
AlF3@石墨烯复合材料，其中 AlF3 惰性保护层的存

在抑制了过渡金属元素的溶出，稳定了材料结构；

而外层包覆的石墨烯提供了长程导电网络，保证了

电极具有良好电子导电性，从而使电极展现优异倍

率及循环性能。

 
表 4    表面包覆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改性效果

Table 4    Effect of surface coating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Cathode material Modifications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Capacity
retention/%

Rate capacity/
（mAh•g– 1） References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MgO — Form 70.7 to 96.4
（200 mA/g，100
cycle）

— [91]

Li1.2Mn0.54Ni0.13Co0.13O2 TiO2 From 312.1 to
322.1（0.1C）

From 78.9 to 91.5
（1C，500 cycle）

From 211 to
257（10C）

[95]

Li1.2Mn0.54Ni0.13Co0.13O2 SnO2 — From 78.5 to
89.9（300 mA/g，200
cycle）

From 175.2 to
189.7（300 mA/g）

[96]

Li[Li0.17Ni0.2Co0.05Mn0.58]O2 CeO2 From 80.5 to
83.4（30 mA/g）

From 85.4 to
88.8（30 mA/g，80
cycle）

From 172 to
192（600 mA/g）

[97]

Li（Li0.17Ni0.25Mn0.58]O2 AlF3 From 76.4 to
89.5（60 mA/g）

From 92.7 to
93.2（60 mA/g，50
cycle）

From 30 to 121
（1500 mA/g）

[65]

Li1.2Ni0.2Mn0.6O2 CoF2 From 75.5 to
84.4（20 mA/g）

From 63 to
93（20 mA/g，100
cycle）

From 120.1 to
167.5（1000 mA/g）

[98]

Li[Li0.2Ni0.17Co0.07Mn0.56]O2 MgF2 From 74 to 76
（37.8 mA/g）

From 66 to 86
（37.8 mA/g，50 cycle）

— [99]

Li1.2Ni0.13Co0.13Mn0.54O2 CePO4 From 88.26 to
92.19（20 mA/g）

— From 83 to 83.8
（100 mA/g）

[100]

LiNi0.6Co0.2Mn0.2O2 PEDOT-PEG — From 89.3 to 93.9
（90 mA/g，100 cycle）

From 145.8 to 166.0
（900 mA/g）

[74]

Li[Li0.2Ni0.17Co0.07Mn0.56]O2 Li2ZrO3 From 59.6 to 68.2
（20 mA/g）

— From 64 to 89
（20 mA/g）

[101]

Li[Li0.2Mn0.54Ni0.13Co0.13]O2 Li4Ti5O12 — From 74 to 95
（25 mA/g，50 cycle）

— [102]

Li1.2Ni0.18Mn0.59Co0.03O2 LiCoPO4 From 75.8 to
79.8（20 mA/g）

From 75 to 98
（20 mA/g，40 cycle）

From 100 to
150（100 mA/g）

[103]

Li1.2Ni0.18Co0.04Mn0.58O2 MnO2 From 61.2 to
88.4（20 mA/g）

— From 28.8 to
82.1（1000 mA/g）

[92]

Li1.2Mn0.54Co0.13Ni0.13O2 Nb2O5 From 81.5 to
83.4（25 mA/g）

From 75.9 to 93.4
（250 mA/g，200
cycle）

From 26 to 152
（1250 mA/g）

[93]

0.4Li4/3Mn2/3O2•0.6LiNi1/3
Co1/3Mn1/3O2

Co3O4 From 253.3 to
269.7（20 mA/g）

From 70.3 to 94.1
（100 mA/g，80 cycle）

From 121.4 to
172.2（200 mA/g）

[104]

 
 

3.3    晶体结构调控

3.3.1    异质结构设计

近年来，设计异质结构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成

为研究热点。Wang 等[105] 通过控制过渡金属元素含

量来抑制材料的电压衰减现象。制备的 Li1.14[Mn0.6
Ni0.25Co0.15]0.86O2 微球，从表层到球心，Mn 元素的

含量逐渐增加，而 Co 元素的含量逐渐减少。这种

成分梯度设计抑制了材料由层状向尖晶石结构的

转变，改善了电压衰减情况，从而使电极表现出良

好 的 循 环 性 能 。Luo 等 [71]通 过 溶 剂 热 法 制 备 出

Li1.2Mn0.4Co0.4O2 材料，结合 XRD、HRTEM 等分析

表征，不同焙烧温度下制备的材料具有不同结构，

其中 700 ℃ 下焙烧的样品含有尖晶石结构（图 6
（ a） ） ， 而 800 ℃ 焙 烧 样 品 无 该 结 构 特 征 （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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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形成的尖晶石结构可为 Li+的快速扩散提供

三维通道，因而 700 ℃ 样品电极倍率性能优异，

1200 mA/g 电流下，放电比容量可达 185 mAh/g。

Yang 等[106] 报道了具有核壳结构的 Li1.15[（Mn1/3Ni1/3
Co1/3）0.5（Ni1/4Mn3/4）0.5]0.85O2 材料，该异质结构材

料与核成分 Li1.15（Mn1/3Ni1/3Co1/3）0.85O2 相比具有

更优异循环性，与壳成分 Li1.15（Ni1/4Mn3/4） 0.85O2

相比则展现出更优异倍率特性。此外，Xu 等 [107]

通 过 控 制 混 锂 量 ， 合 成 了 具 有 异 质 结 构 的

Li1.26–xNi0.11Co0.04Mn0.59O2，该微米球材料展现了优

异电化学性能，0.2 C 倍率下循环 100 周，放电比容

量达 286 mAh/g。

 

Spinel structure

Li+ diffusion path

Li+ diffusion path

(a) (b)

Spinel structure

 

图 6    Li+扩散示意图[71]　（a）700 ℃ 煅烧样品；（b）800 ℃ 煅烧样品

Fig. 6    Schematic illustration for Li+ diffusions within the microspheres prepared after calcination[71]　（a）700 ℃；（b）800 ℃
 

3.3.2    多级微纳结构设计

多级微纳结构设计是提高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综合性能的一种有效途径，可兼得纳米、微米材料

的优势特点：不仅具备纳米材料本征载流子扩散路

径短的优点，也具有微米材料表面能低、不易团

聚、化学稳定性高等特征。因此，设计合成多级微

纳结构可望同时解决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普遍存在

的倍率性能不佳、稳定性差等问题。Jiang 等 [108]

以多孔 MnO2 微米球为模板，制备出 0.3Li2MnO3

0.7LiNi0.5Mn0.5O2 中空微米球，同一般固相法及溶

胶-凝胶法制备的材料相比，具有更优异的倍率及

循环性能。Zhang 等 [109] 利用水热法设计制备出

Li1.2Ni0.13Mn0.54Co0.13O2 多级结构材料，材料由零维

纳米颗粒自组装形成微米多孔棒状结构，独特的结

构特征使材料表现出优异的循环、倍率及热稳定

性。Chen 等[110] 采用聚乙二醇辅助共沉淀法，制备

出 0.5Li2MnO30.5LiMn1/3Ni1/3Co1/3O2 材料，独特的

多孔结构既可保证电解液的充分浸润，又可缓冲充

放电过程活性材料的体积应变，从而使材料表现出

较高的倍率及循环性能。

3.3.3    晶面调控生长

晶面调控生长也是改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电

化学性能的有效方法，近几年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

了研究。如 Wei 等[75] 通过控制前驱体合成工艺及

固相烧结制度，设计制备出具有（010）晶面取向的

片状 Li（Li0.17Ni0.25Mn0.58）O2 材料。如图 7 所示，

晶体沿着垂直某晶向方向生长，而平行于该方向的

晶面在生长中趋于消失。结合第一性原理计算，活

性晶面（010）有利于扩展 Li+在材料体相中的传输

通道，极大提高 Li+的脱嵌动力学。电极在 6 C 倍

率下放电，比容量达 200 mAh/g，展现了突出的倍

率特性。而 Luo 等[111] 通过共沉淀法分别制备出沿

着 [101] 及 [001] 方向生长的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结果表明，具有（101）晶面取向的材料具有优异倍

率特性，而具有（001）晶面取向的材料在抑制电压/
容量衰减方面更具优势。此外，Chen 等[112] 通过共

沉淀法制备出由一次纳米片组装而成的二次微米

球，材料具有的（010）取向特征显著提升了充放电

过程 Li+的扩散速度。因此，最终制备的电极倍率

特性优异，20 C 倍率下，放电容量可达 141.7 mAh/g。

3.4    其他方法

电极中活性材料表面具有高电化学活性，因

此，表面改性是提高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性能的有效

方式。除上述提到的表面包覆研究，其他的表面改

性工作，如贫 Ni[113]、氧空位[114]、NiCo 量子点修饰[115]

等也获得一定进展。美国阿贡实验室 Kang 等 [69]

采用稀硝酸处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0.5Li2MnO30.5
LiCo0.25Ni0.44Mn0.31O2（ 实 质 为 预 先 活 化 结 构 中

Li2MnO3 组分），研究发现，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

材料首周充电比容量逐渐下降，而放电比容量基本

保 持 不 变 ， 最 终 电 极 首 周 库 仑 效 率 可 达 100%。

Zheng 等 [116] 采 用 一 定 浓 度 的 Na2S2O8 溶 液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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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0.2Mn0.54Ni0.13Co0.13]O2，使 Li、O 从材料中预先

脱出形成空位，同时在材料表面形成尖晶石结构包

覆层。改性后材料首效达 100%，且 1 C 放电倍率下

比容量达 200 mAh/g。Li 等[117] 将 Li1.2Mn0.6Ni0.2O2

与 NH4HCO3 按一定化学计量比混合，Ar 气氛下

600 ℃ 煅烧 10 h，制得含有氧空位的富锂锰基正极

材料。研究表明，氧空位的构筑提高了 M—O 间键

能，使 O2p 轨道能量降低，有效抑制了氧的不可逆

释放，同时诱导产生尖晶石相，为 Li+扩散提供三维

通道。经改性，材料首次比容量由 216.1 mAh/g 提

高至 316.3 mAh/g，库仑效率由 80%提升至 94.8%。

此外，Zhang 等[118] 和 Erickson 等[119] 将富锂锰基正

极材料在氨气气氛中进行 400 ℃ 渗氮处理，所获材

料的首效、倍率、循环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

另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对电解液、黏结剂的优

化做了深入研究。如 Han 等[64] 通过在电解液中添

加功能化添加剂 TMSP（ trimethylsilyl  phosphite），

在 Li1.17Ni0.17Mn0.5Co0.17O2 表面形成一层薄且均匀

的保护层，有效抑制了过渡金属元素的溶出及结构

的不可逆相变。此外，保护层利于高倍率下 Li+的
扩散，从而使电极具有高的循环及倍率性能。Nayak
等 [120] 研究发现，在 EC-DMC/LiPF6 体系电解液中

添加 4%（质量分数）的LiBOB，能显著提高Li1.2Mn0.56
Ni0.16Co0.08O2 材料的稳定性，50 周循环后，容量保

持率可达 97%。而Wu 等[121] 采用PAN（polyacryloni-
trile）及 PVDF（polyvinylidene fluoride）复合物作为

黏结剂，由于 PAN 在高电压下稳定且抗膨胀性强，

同 PVDF 复合用于富锂锰基电极中，可显著改善电

化 学 性 能 。 Zhang 等 [122] 首 次 将 GG（ guar  gum）

作为 Li1.14Ni0.18Mn0.62O2 电极黏结剂，通过对正极

材料颗粒表面的紧密包覆，可有效抑制正极颗粒/
电解液的界面副反应，同采用常规黏结剂 PVDF
比，显著改善了容量/电压衰减情况。此外，新型黏

结剂羧基纤维素钠[123]、海藻酸钠[124] 等也能显著提

高富锂锰基正极的电压稳定性。

3.5    小结

采用上述技术手段，可显著改善富锂锰基正极

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但目前大部分研究仍处于实验

室阶段，报道的工艺方法普遍复杂，需开发低成本、

高效的改性制备技术，以实现材料的大规模商业化

制备。此外，单一的改性方法具有局限性，联合改

性机制将是未来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改性方向。

另外，同商用正极材料比，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还存

在 其 他 应 用 问 题 ， 如 LiCoO2 压 实 密 度 为 4.0～

4.2  g/cm3， 而 富 锂 锰 基 正 极 材 料 压 实 密 度 低 于

3.0 g/cm3，低的体积比能量限制了其的应用。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发展，电动汽车、消费类（3C）电子产

品、储能装置等对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出了更

高要求。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凭借高比容量（≈ 250
mAh/g）、高工作电压（≈ 3.6 V）及低成本优势，有望

成 为 下 一 代 高 比 能 商 用 锂 电 池 的 正 极 材 料 。

Li2MnO3 相的存在是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具有高容

量的根本原因，而其活化过程也引发了一系列问

(010)

(010)

(001)

(001)

Raw materials

(Li、Ni、Mn salts)

Growing

perpendicular

to [001] b [010]

c [001]

a [100]

(010)

(010)

Li+ transportation

(010) plane

(001) plane

Perspective view

(001)

(001)

(100)

(100)

Growing

perpendicular

to [010]

 

图 7    具有{010}及{001}晶面取向的 Li（Li0.17Ni0.25Mn0.58）O2 材料生长示意图[75]

Fig. 7    Schematic illustration for growth of Li（Li0.17Ni0.25Mn0.58）O2 with exposed {010} and {001}plane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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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首次库仑效率低、倍率性能差、容量/电压衰减

快等问题限制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工程化应

用。晶格氧析出、过渡金属离子迁移、界面副反应

是材料的主要失效机制。采用离子掺杂、表面包

覆、晶体结构调控等技术手段，可显著改善富锂锰

基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在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研究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实现其真正的商业化应

用，还面临几方面挑战：（1）材料结构、电化学反应

机理及失效机制等尚未完全明了，需利用先进表征

手段揭示材料合成及循环中的结构演变，材料的微

观结构及电化学性能间的构效关系有待更深入、系

统研究；（2）目前大部分研究仍处于实验室阶段，报

道的工艺方法普遍复杂，需开发低成本、高效的改

性制备技术，实现材料的大规模商业化制备；（3）与

富锂锰基材料相匹配的高电压电解液、黏结剂等的

研究工作也需全面开展。单一的改性方法具有局

限性，联合改性机制将是未来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

改性方向；（4）应满足电池行业对正极材料的其他

要求，如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振实密度仍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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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NAN Wenzheng1,2,    WANG Jixian1,2,    CHEN Xiang1,2,    PENG Sikan1,2,    YAN Shaojiu1,2*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2.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ene Technology,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pecific energy density of the commercial  lithium-ion battery still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electric vehicles, 3C(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and energy storage devices.  The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are expected to be the key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high energy

density lithium-ion battery due to their high electrochemical capacity (≈250 mAh/g), high operating voltage(≈3.6 V) and low cost.

However,  sever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limit  their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for  commercial  lithium-ion  battery,  including  high

irreversible capacity, poor cycle life and fast voltage/capacity fading. In this paper,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is  reviewed,  with  emphasis  on  material  structure,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mechanism,  failure  mechanism  and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on  doping,  surface  coating,  crystal  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s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lithium-ion  battery；Li-  and  Mn-rich  cathode  material；microstructure；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mechanism； failure

mechanism；modif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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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C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加工技术研究进展

焦浩文,    陈    冰*,    左    彬
（湖南科技大学 智能制造研究院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C/SiC）复合材料由于其强度高、硬度大、耐磨损，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航空航天等

领域，然而 C/SiC 复合材料难以被稳定地去除加工。本文综述 C/SiC 复合材料的常见制备方式及其材料的性能特

点。概述 C/SiC 复合材料的传统机械加工、超声辅助加工、激光加工等加工方法，分析了各种加工方法的材料去除

机理、加工精度、常见缺陷及加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机械加工需进一步优选切削刀具材料；超声辅助加工

需探究超声振动的刀具与材料之间的耦合作用机制、振动作用下的材料去除机理；激光加工要进一步研究 2.5 维

及 3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激光加工去除机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复合加工的方法，探寻 C/SiC 复合

材料高效、精密、稳定和无损加工的可能性。

关键词：C/SiC 复合材料；制备方式；传统机械加工；超声辅助加工；激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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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增强碳化硅陶瓷基（C/SiC）复合材料是

一种新型材料，其主要成分是碳纤维和碳化硅陶瓷

材料[1]。SiC 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及抗氧化耐腐蚀

的化学性能，但 SiC 断裂韧性低，脆性大[2]。通过纤

维强化制成 C/SiC 复合材料，其韧性降低、脆性减

小，力学性能得到改善[3]。与传统的结构陶瓷或碳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相比，C/SiC 复合材料的

各项性能都有所提升 [4]，既具备碳纤维材料强度

大、模量高、耐腐蚀、质量轻、各向异性、线膨胀系

数小等特点，又兼具碳化硅陶瓷材料高抗弯性、高

抗氧化性、耐腐蚀、抗磨损、摩擦系数低及高温力

学性能优良等特点，还获得高抗冲击性、高抗疲劳

性等优点[5]。

由于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和稳定的化学性能，

C/SiC 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能源、汽车制造、航

空航天等领域 [6]，如法国生产的 2D-NicalonC/SiC
已用于阵风战斗机的喷气发动机及赫尔墨斯航天

飞机的隔热瓦和内燃机部件 [7]。美国和法国应用

C/SiC 复合材料制备的航空发动机喷管构件已经成

功应用[8]。此外，由于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优于树脂基复合材料和高温合金材料，C/SiC 复合

材料成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主要候选材料，并

将 被 应 用 于 核 能 、 高 速 刹 车 、 燃 气 轮 机 热 端 部

件、高温气体过滤和热交换器等设备的关键元器

件上[6-7]。

然 而 C/SiC 复 合 材 料 难 以 稳 定 地 被 去 除 加

工 [4]，因此限制了 C/SiC 复合材料的推广和应用。

目前常用的加工方法有：传统的机械加工[5]、超声

振动辅助加工[6]、激光加工[7]、电火花加工[8]、磨料

水 射 流 加 工 [9]， 然 而 这 些 加 工 方 法 仍 不 能 解 决

C/SiC 复合材料高效、稳定去除的问题，如传统机

械加工中易出现分层，毛刺，纤维断裂等加工缺陷；

超声辅助加工成本高，未能广泛应用；激光加工中

热影响区的缺陷不可避免等。

本文介绍了 C/SiC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阐述

了各种制备方法的优缺点及应用状况。综述了

C/SiC 复合材料的加工方法，分析总结了各个方法

的优势及缺点，并展望了 C/SiC 复合材料的精密加

工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1    碳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C/SiC 复合材料是一种典型的碳纤维复合材

料，它是由基体（碳化硅）与增强层（碳纤维）复合而

成，通常编织成具有一定结构的多孔预制成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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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2.5 维、3 维针刺结构[10]。不同的预制结构导

致 C/SiC 复合材料的各项性能不同。如图 1 所示，

2 维 C/SiC 复合材料是最常见的预制成型，层与层

之间编织排布，但没有沿 Z 轴方向排布的纤维材

料，相较于 2.5 维和 3 维 C/SiC 复合材料而言，2 维

C/SiC 复合材料在 Z 轴方向连结不紧密，会导致

C/SiC 复合材料在加工或者使用过程中，在各种应

力的作用下更易出现分层、毛刺等缺陷情况 [11]。

He 等 [12] 通过实验和数值仿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2 维 C/SiC 复合材料在弯曲载荷下的失效行为，结

果表明：横向纤维束中出现分层裂缝，纵向纤维束

中出现纤维褶皱。Zhang 等 [13] 测试了 2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静态和疲劳机械性能，结果表明：在加

载过程中 C/SiC 复合材料纤维与 SiC 基体之间出

现 裂 缝 和 剥 离 ， 使 得 C/SiC 复 合 材 料 在 纤 维 与

SiC 基体交界处易出现破碎、断裂等缺陷。

 

0° fiber

90° fiber

(a) (b)

 

图 1    二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　（a）总体结构；（b）每层编织结构[14]

Fig. 1    Microstructure of two-dimensional C/SiC composites　（a）overall structure；（b）woven structure of each layer[14]

 

新型的 2.5 维或者 3 维 C/SiC 复合材料如图 2
所示，C/SiC 复合材料除 X、Y 方向上层层垂直叠加

的排布及短小纤维层外，层与层之间多出 Z 方向

上 0.5 维或者 1 维的针刺碳纤维材料，增强了纤维

材料层与层之间的联结性能，并且多出的 0.5 维或

1 维的针刺碳纤维材料使材料的各项性能都有了一

定的提升，对材料在加工或者使用过程中的分层缺

陷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14]。2.5 维和 3 维 C/SiC 复

合材料相较于 2 维 C/SiC 复合材料，具有更高的层

间剪切强度、更好的挠性等，但其制备难度和去除

加工难度也高于 2 维 C/SiC 复合材料。

Renato 等 [15] 基于声发射检测技术研究 2.5 维

C/SiC 复合材料疲劳和准静态载荷下的损伤状况，

结果表明：在疲劳实验的前 200 个循环期间，声发

射信号可以准确量化损伤程度。Chen 等[16] 通过数

值仿真的方法对 2.5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弹性常数

进行预测，分析 2.5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结果表明：相较于 2 维 C/SiC 复合材料，2.5 维 C/SiC
复合材料具有较强的各向异性。Wan 等 [17] 测试

3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如图 3 所示，结果

表明：3 维针刺 C/SiC 复合材料的原始结构对基

体、束间孔隙和初始裂纹的空间分布有很大影响；

在横向压缩下，有高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通过

剪切断裂发生破坏；在纵向压缩时，C/SiC 复合材料

的弹性模量较低，材料在复合剪切下发生断裂破

坏。Xie 等[18] 通过实验和仿真相结合的方式测试

(a) (b)

90° fiber laying layer

Needle-pumched fiber

in Z direction

0° fiber laying layer

Short fiber layer

Short fiber layer

Z

X

Y 

图 2    2.5 维和 3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微观形貌　（a）2.5 维 C/SiC 复合材料；（b）3 维 C/SiC 复合材料

Fig. 2    Microscopic morphologies of 2.5D and 3D C/SiC composites　（a）2.5-dimensional C/SiC composite material；
（b）3-dimensional C/SiC composit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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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针刺 C/SiC 复合材料的性能，结果表明：3 维针

刺 C/SiC 复合材料在实验测试中显示出分散的力

学性能，复合材料中随机分布着针刺区域和针刺微

观结构的变异性区域。

由于 C/SiC 复合材料被广泛的应用于多个领

域，因此研究高效的制备方法来制备 C/SiC 复合材

料也变得越来越有意义[19]。目前，制备 C/SiC 复合

材料的方法有先驱体浸渍裂解法，化学气相渗透

法 ， 反 应 熔 体 浸 渗 法 ， 热 压 烧 结 法 ， 综 合 方 法

等[20-21]，不同制备方式所得的 C/SiC 复合材料的力

学性能有一定差异。

1.1    先驱体浸渍裂解法

先 驱 体 浸 渍 裂 解 法 （ precursor  impregnation

pyrolysis，PIP）中 SiC 陶瓷来自于含 Si 的物质，在

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将液态的物质注入 C/C 预制

体中，然后反应得到 SiC 陶瓷 [22]。PIP 法制备的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主要由先驱体的性质、

浸渍工艺、热处理工艺三个方面决定[23]。这一方法

的优点主要为：先驱体有可设计性，可实现复杂零

件的制备，陶瓷填料均匀，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缺陷

少，主要缺点为：制备周期长，陶瓷微结构不致密，

成本较高[23]。

Yang 等 [22] 通过 PIP 法制备 C/SiC 复合材料，

如图 4 所示，并对材料进行高温氧化实验，结果表

明：C/SiC 复合材料经氧化实验后损伤严重，碳纤维

与 SiC 基体交界处出现微裂纹的扩展，导致弯曲强

(a) (b)

(c) (d)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

20 μm20 μm 20 μm20 μm

 

图 3    3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抗氧化性能测试 SEM （a），（b），（c），（d）为不同位置的抗氧化性测试结果[17]

Fig. 3    SEM tests of oxidation resistance of 3D C/SiC composites  （a），（b），（c），（d） the test results of oxidation resistance at dif-
ferent positions[17]

(b)(a)

500 μm500 μm 500 μm500 μm
 

图 4    PIP-C/SiC 复合材料的表面和截面　（a）C/SiC 复合材料的表面；（b）C/SiC 复合材料的截面[22]

Fig. 4    Surface and cross section of PIP-C/SiC composites　（a）surface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b）cross section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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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如图 5 所示。Kumar 等[23] 采用 M40J 纤维

和内部合成的 PC（polycarbosilane）利用 PIP 法制备

高强度 C/SiC 复合材料，并对复合材料的抗弯性能

和断裂性能进行了评价和表征，结果表明：该复合

材料的抗弯性能和断裂性能优于其他方法制备的

复合材料。蒋进明等[24] 通过先驱体浸渍裂解法制

备 C/ZrCSiC 复合材料，结果表明：PIP 法可以获得

理想孔隙率的 C/SiC 复合材料。

1.2    化学气相渗透法

化 学 气 相 渗 透 法 （ chemical  vapor  infiltra-
tionmethod，CVI）是将具有特定形状的预制体置于

沉积炉中，通入的气态前驱体通过扩散、对流等方

式进入预制体内部，在一定温度下发生复杂的化学

反应，生成固态的陶瓷类物质并以涂层的形式沉积

于增强相表面或孔隙中，随着沉积的继续，孔隙越

来越小，最终成为连续相，即陶瓷基体 [25-26]。CVI
法制备 C/SiC 复合材料的工艺流程主要有两种：

（1）首先在纤维预制体的碳纤维表面沉积一层热解

碳 ， 然 后 以 三 氯 甲 基 硅 烷 作 为 SiC 的 气 源 ， 以

H2 或 N2 作为稀释气体和载气，在一定温度（1000～

1100 ℃）和压力（10～100 KPa）下沉积得到 SiC 基

体；（2）以四氯化硅和氢气的混合气体作为气源，共

沉积得到热解碳和 SiC 基体 [25]。CVI 的主要优点

为：纤维损伤小，力学性能好，陶瓷基体匀，可制备

复杂的零部件，缺点为：气体的利用率低，制备成本

偏 高 ， 残 留 孔 隙 率 较 大 ， 材 料 密 度 不 均 匀 等 [25]。

聂景江等[27] 通过 CVI 法制备三维针刺型 C/SiC
复合材料，并进行烧蚀实验，如图 6 所示，结果表

明：C/SiC 复合材料的烧蚀性能均匀，线烧蚀率和质

量烧蚀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0.03 mm/s 和 0.0047 g/s。
西北工业大学王毅强等[28] 采用 CVI 法制备 2 维和

2.5 维 C/SiC 复合材料料，并进行拉伸实验，结果表

明：2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表现为各向同

性，而 2.5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则表现出

各向异性。王跃明等[29] 采用化学气相渗透法制备

C/SiC 复合材料，并测试了所得材料的平均宏观硬

度，结果表明：随着基体 SiC 含量的降低，C/C-SiC
复合材料的平均宏观硬度由 98.2HRA 降至 65.1HRA，

硬度分布的均匀性也明显下降。Wang 等 [30] 采用

化学气相渗透法制备 C/SiC 复合材料，研究渗透通

道尺寸对 C/SiC 复合材料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

影响。结果表明：增大通道尺寸可以扩大入渗通道

和致密化带，这与理论计算是一致的。

1.3    反应熔体浸渗法

反 应 熔 体 浸 渗 法 （ reaction  melt  infiltration，

RMI）又称作熔融渗硅法。RMI 法的制备过程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高温及真空的条件下，液态

的硅在分子力的作用下进入碳-碳预制体中；第二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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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μm20 μm50 μm50 μm
 

图 5    PIP-C/SiC 复合材料经过高温氧化的截面　（a），（b）1700 ℃ 氧化；（c），（d）1800 ℃ 氧化；[22]

Fig. 5    Cross-section of PIP-C/SiC composites after high temperature oxidation　（a），（b）1700 ℃ oxidation；（c），（d）1800 ℃ ox-
idatio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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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熔融的 Si 与碳-碳预制体中的热解碳发生反

应生成 SiC 基体；第三阶段，熔融的 Si 继续借助生

成的 SiC 基体扩散，继续与热解碳反应生成 SiC[31]。

整个制备过程中反应的速率主要由第三阶段中

Si 的扩散速率决定。制备过程中，未完全反应的

Si 会与碳纤维反应，造成纤维损失，使制备所得的

C/SiC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降低[25]。

Tong 等[31] 通过反应熔体浸透法制备 C/SiC 复

合材料，采用固相液滴技术，研究多孔 C/SiC 复合

预成型材料在液态硅作用下的润湿性和浸润性。

结果表明：接触角随时间的增加而减小，而滴底直

径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Chang 等[32] 采用反应熔

体渗透法制备密度为 3.09 g/cm3、孔隙率为 4.8%
的 C/ZrC-SiC 复合材料，如图 7 所示。弯曲强度和

模 量 分 别 为 235  MPa 和 18.3  GPa， 断 裂 韧 度 为

7.0 MPa•m1/2。复合材料的质量损失率为 0.0071 g/s，
线性衰退率为 0.0047 mm/s。万玉慧等[33] 通过反应

熔体浸渗法制备二维 C/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并对

材料的结构和力学性能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复合

材 料 致 密 度 很 高 ， 密 度 为 2.31  g/cm3， 气 孔 率 为

1.39%；垂直和平行碳布方向的压缩强度高且差别

很小，分别为 418 MPa 和 409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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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RMI-C/SiC 复合材料表面形貌　（a）C/SiC 复合材料表面形貌；（b）C/SiC 复合材料局部形貌[32]

Fig. 7    Surface morphology of RMI-C/SiC composites　（a）surface morphology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 ；（b）local morpho-
logy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32]

 

1.4    热压烧结法

热压烧结法（hot press sintering，HPS）更多的应

用于制备粉体陶瓷，但也能应用于 C/SiC 复合材料

的制备中[34]。在制备过程中，第一步先将纤维进行

浸渗处理，第二步将浸渗后的纤维缠绕在轮毂上，

烘干后制成无纬布，第三步根据实际要求所得尺寸

切割叠压后进行热压烧结得到最终的 C/SiC 复合

材料。HPS 法优点为工艺简单，周期短，成本低；终

产品所需的机械加工比较少，可完成近尺寸成形；

产品的孔隙率低，致密度高。该方法的缺点是高温

高压下纤维容易受到损伤，在制造复杂结构部件时

有较大的困难[25]。

Tang 等 [34] 以短碳纤维为增强材料，与 SiC 陶

瓷相结合，采用压缩成型和热烧结相结合的方法制

备纤维含量不同的 C/C-SiC 复合材料，如图 8 所

示，并对其力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纤维含量 30%的复合材料具有最高的抗弯

强度（201.42 MPa）和抗剪强度（116.68 MPa）。其

增强机理可归纳为纤维拉拔、纤维脱粘、纤维桥接

以及裂纹挠度。Li 等[35] 制备的一种短碳纤维增强

(a) (b)

5 mm5 mm 25 mm25 mm

 

图 6    CVI-C/SiC 复合材料经过烧蚀后的表面形貌　（a）烧蚀表面微观形貌；（b）烧蚀亚表面微观形貌[27]

Fig. 6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CVI-C/SiC composite after ablation　（a） micro morphology of ablated surface ；（b）micro mor-
phology of ablated subsurfac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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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获得相当广泛的应用，该复合材料显示出

极高的断裂韧度和弯曲强度。研究表明：纤维含量

增加，孔隙率降低。

1.5    综合方法

现阶段常用的制备 C/SiC 复合材料的单一方

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时可能不能满足特殊用

途的 C/SiC 复合材料的制备要求，综合应用上述介

绍的两种或多种制备方法，可以使得它们的优点均

能表现出来，并且一定程度上相互弥补各自的缺

点，制备出满足特殊用途的优良性能的 C/SiC 复合

材料 [25]。闫连生等 [36] 将 CVI 法与 PIP 法相结合，

这一制备方法的周期适中，且所得 C/SiC 复合材料

的力学性能优良，成本相对较低，适合批量制备

C/SiC 复合材料。此外，肖鹏[37]、徐永东等[38] 团队

均 采 用 CVI 法 与 RMI 法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制 得

C/SiC 复合材料，制得的复合材料各项力学性能优

良，化学稳定性好，所耗成本少。

2    碳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加
工方法

由于 C/SiC 复合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多个领

域，稳定、高效地加工 C/SiC 复合材料逐渐变为一

个研究热点。但是由于材料本身优良的各项性能

使得复合材料难以被有效的去除加工，目前常用的

加工方法有：传统的机械加工（磨削、铣削、车削、

钻削），超声振动辅助（磨削、铣削）加工，激光加

工，电火花加工，磨料水射流加工等[39]。

2.1    传统的机械加工

目前 C/SiC 复合材料的主要加工方式仍为传

统机械加工[40]。传统的机械加工主要包括磨削、铣

削、钻削，对于传统的机械加工，研究主要集中于刀

具的选择，加工参数的优化，以及加工工艺优化等

方面[41]。

毕铭智[42] 通过钻、铣复合的加工工艺对 C/SiC
复合材料进行加工，表明复合工艺下加工表面质量

得到了改善。王平等[43] 指出车削加工 C/SiC 复合

材料喷管存在形状精度、尺寸精度及表面粗糙度不

理想的情况。张国栋[44] 利用钎焊金刚石钻头与电

镀金刚石钻头对 C/SiC 复合材料进行钻削实验，结

果表明：钎焊金刚石钻头钻削产生的孔质量更好，

且纤维角度、进给量对轴向力和法向力均有影响。

刘琼等 [45] 用硬质合金麻花钻对二维编织排布的

C/SiC 复合材料进行钻削实验，发现采用大的转速

和小的进给速率可以获得好的加工质量的孔。Hu
等[14] 对二维 C/SiC 复合材料的铣削加工性能进行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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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μm10 μm10 μm10 μm 5 μm5 μm

Fiber debondingFiber debonding

 

图 8    HPS-C/SiC 复合材料不同纤维含量断裂表面形貌　（a）纤维含量 10%的 C/SiC 复合材料；（b）纤维含量 20%的
C/SiC 复合材料；（c）纤维含量 30%的 C/SiC 复合材料；（d）纤维含量 40%的 C/SiC 复合材料[34]

Fig. 8    Fracture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HPS-C/SiC 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fiber contents　（a）C/SiC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10% fiber content；（b）C/SiC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20% fiber content；（c）C/SiC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30% fiber con-
tent；（d）C/SiC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40% fiber conten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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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图 9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在铣削过程中，

由于突点的存在，铣削力变化较大；随着切削速率

的增加进给量的减小，切削力和表面粗糙度减小。

刘杰等[46] 采用金刚石砂轮对 C/SiC 复合材料

进行高速深磨，研究表明：材料的去除机理与纤维

排布方向及 SiC 填料的均匀程度有关。Li 等 [47]

通过单颗磨粒实验探究 C/SiC 复合材料的磨削去

除机理，如图 10 所示，结果表明：磨削参数对磨削

表面质量的影响较大，且磨削去除中以脆性去除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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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铣削加工形貌图　（a）切削速率 vc = 40 m/min；进给速率 f = 0.01 mm/min；（b）压缩纤维断
裂；（c）剪切纤维断裂[14]

Fig. 9    Milling morphologies of 2D C/SiC composites　（a）cut rate vc = 40 m/min，feed rate f = 0.01 mm/z；（b）compression-
induced fiber fracture；（c）shear-induced fiber fractu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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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C/SiC 复合材料的磨削去除机理示意图[47]

Fig.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grinding  removal  mechan-
ism of C/SiC composites[47]

 

刘琼等[48] 通过磨削实验发现磨削参数对表面

磨削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纤维排布方向易出现

的加工缺陷不同。Liu 等 [49] 通过金刚石砂轮磨削

2 维 C/SiC 复合材料，研究纤维角度对磨削加工表

面质量的影响，纤维角度在一定范围内，表面粗糙

度随着纤维角度的减小而降低。Qu 等[50] 用磨削加

工的方法对 C/SiC 复合材料进行加工，如图 11 所

示，研究表明：纤维角度对磨削加工表面质量有显

著 的 影 响 。Du 等 [51] 通 过 电 镀 金 刚 石 砂 轮 磨 削

2 维 C/SiC 复合材料，对纤维定向磨削工艺进行研

究，在实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磨削切向力与法向

力相比要大一些，这与研磨普通材料不同。李巾锭

等[52] 采用 Abaqus 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数值模拟

单颗粒金刚石平面磨削的过程，发现随着钻速的提

高磨削力变小，加工质量提高。

与其他加工方法相比，传统的机械加工成本较

低，但是加工过程中会出现分层，毛刺，纤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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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磨削 C/SiC 复合材料的磨削方向及基准面示意图[50]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grinding  direction  and  datum
plane of C/SiC composite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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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拔出等加工缺陷。加工过程中刀具磨具的磨

损也比较严重，这些因素制约了传统机械加工加工

C/SiC 复 合 材 料 的 应 用 ， 但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情 况

下由于成本、加工条件的局限只能采用传统的机械

加工。

2.2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应用超声波振子使刀具出

现频率较高的直线振动，使得材料与粒子发生撞

击，最终实现材料的微量去除。超声振动加工过程

中作用力小，对工件表面损伤小，加工质量好，适用

于打孔和型腔成型加工等。超声振动辅助加工包

括超声振动辅助铣削以及超声振动辅助钻削等[53]。

刘艳等 [53] 通过超声振动辅助切削加工 C/SiC
复合材料探究单因素变量（转速、进给速率、切削

深度等）对加工过程中切削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随

着进给速率和切削深度的增加，主轴转速的减小，

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力逐渐增加。Wang 等 [54] 通过

超声振动切削二维 C/SiC 复合材料，探究刀具振动

对表面加工质量的影响，如图 12 所示，研究表明：

刀具振幅对加工表面的粗糙度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振 幅 越 大 ， 表 面 粗 糙 度 越 小 。 姜 庆 杰 [55] 针 对

C/SiC 复合材料加工困难的问题，提出超声扭转振

动铣削的加工方法，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铣削，超

声铣削过程中的各向铣削力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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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C/SiC 复合材料的普通铣磨与超声振动辅助铣磨对比[54]

Fig. 12    Comparison of ordinary milling and ultrasonic vibration assisted milling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54]

 
郑景珍 [56] 采用旋转超声振动铣磨加工 C/SiC

复合材料，并与普通铣磨加工实验进行了对比，结

果表明在相同工艺条件下，超声振动加工切削力

远小于普通加工，切削质量更好。湛青坡 [6] 采用

超声辅助铣磨 C/SiC 复合材料，如图 13 所示，结果

表明：超声辅助加工可提高复合材料表面加工质

量，降低磨削力。王明海等 [57] 对 C/SiC 复合材料

进行超声振动扭转与传统铣槽加工对比，结果表

明：超声振动辅助加工过程更加稳定，抑制加工损

伤的出现。唐军等[58] 对 C/SiC 复合材料进行超声

振动辅助铣削，研究工艺参数对表面质量、微观形

貌的影响。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相较于传统的机械加工而

言是一种新型的加工方法，超声振动辅助加工获得

的加工表面质量要高于传统的机械加工。但是由

于 C/SiC 复合材料优良力学性能及各项异性，加工

中一些常见的缺陷如崩边、毛刺仍无法完全避免。

并且，由于目前这一种加工方法还不成熟，成套的

加工设备成本较高，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还仅处于实

验室探索阶段，应用于生产中还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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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激光加工

相较于其他的加工方法，激光加工具有功率密

度大，加工效率高，无接触加工，加工缺陷少，不存

在 刀 具 磨 损 等 优 点 ， 这 些 优 点 使 其 成 为 加 工

C/SiC 复合材料的重要方式。目前激光加工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去除机理、参数优化、加工工艺（有无

保护气体）等方面[7]。

Sciti 等[7] 采用飞秒激光烧蚀 C/SiC 复合材料，

研究材料的去除机理，如图 14 所示，结果表明：激

光烧蚀材料时激光与碳纤维材料相互作用，存在熔

化、热汽化、超快熔化、相爆炸、库仑爆炸和光子机

械破损等材料变化机理。Wang 等[3] 利用皮秒激光

对 C/SiC 复合材料微加工技术和机理进行研究，研

究表明：在皮秒激光的高功率下，会产生大量的气

相物质和强烈的冲击波，产生高的反冲压力，碎片

会以高速喷射出来。

Liu 等 [59] 采 用 高 能 量 皮 秒 激 光 烧 蚀 C/SiC
复合材料，研究加工参数对加工质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随着扫描速度和螺旋线间距的增加加工质量

得到改善，说明激光加工过程中参数的优选比较重

要。Zhai 等[60] 采用飞秒激光对 2 维碳纤维增强碳

化硅（C/SiC）复合材料进行加工，如图 15 所示，获

得 飞 秒 激 光 加 工 C/SiC 复 合 材 料 的 烧 蚀 阈 值 为

1.63 J/cm2，证明 C/SiC 复合材料表面加工前的粗糙

度对烧蚀效果影响较大，C/SiC 复合材料表面上的

材料去除的一致性差，飞秒激光加工 C/SiC 复合材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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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C/SiC 复合材料的超声振动辅助加工 SEM 图　（a）普通铣磨；（b）超声振动铣磨[6]

Fig. 13    SEM images of ultrasonic vibration assisted machining of C/SiC composites　（a）ordinary milling；
（b）ultrasonic vibration mill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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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C/SiC 复合材料的飞秒激光加工 SEM 图　（a）孔入口；（b）孔截面；（c）类硅酸盐枝晶；（d）孔内壁[7]

Fig. 14    SEM images of femtosecond laser processing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 　（a）hole entry；（b）hole section；
（c）silicate-like dendritic crystals；（d）inner walls of the ho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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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微槽质量相对较高。

除了在正常的工艺条件下研究 C/SiC 复合材

料的激光加工外，一些研究人员还研究在保护气体

的氛围下激光烧蚀 C/SiC 复合材料，与正常实验进

行对比，探究保护气体对激光加工的表面质量的影

响 。Wang 等 [3] 在 超 音 速 气 流 下 采 用 激 光 烧 蚀

C/SiC 复合材料并与没有气流的普通激光烧蚀做对

照，如图 16 所示，结果表明：超音速气流下的烧蚀

形貌不同于普通烧蚀的形貌，且在超音速气流下的

氧 化 现 象 不 明 显 。Zhai 等 [60] 在 飞 秒 激 光 加 工

C/SiC 复合材料时加入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结果表

明：在通入保护气体时加工所得表面热影响区小，

所得加工质量较好。因此相较于普通激光加工，通

入保护气体后所得的加工表面热影响区小，可以抑

制加工过程中的氧化，得到加工质量更好的表面质

量。但是加工过程中加入保护气体后进一步增加了

加工成本，目前在实际生产中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相较于传统机械加工，激光加工是一种精确、

高效的加工 C/SiC 复合材料的方法。可以避免传

统的机械加工中分层、毛刺、崩边等常见加工缺

陷，在航天航空应用中，C/SiC 复合材料的微孔加

工不可避免，传统的机械加工加工难度大、需要设

计特殊的夹具及刀具，进一步提高加工成本，降低

经济效益，此时激光加工成为代替传统机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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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功率及扫描速下飞秒激光烧蚀 C/SiC 复合材料的 SEM 图  （a），（c）0.5 W；（b），（d）1 W（速率从左到右为：
1.5 mm/s、1.2 mm/s、0.9 mm/s、0.6 mm/s、0.3 mm/s） [60]

Fig. 15    SEM images of femtosecond laser ablation of C/SiC composite under different power and scanning speeds （a），（c） = 0.5 W；
（b），（d） = 1 W（ speed from left to right：1.5 mm/s，1.2 mm/s，0.9 mm/s，0.6 mm/s，0.3 mm/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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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C/SiC 复合材料的普通激光加工与加入保护气体后烧蚀形貌对比图　（a）普通激光加工；（b）加入保护气体后加工[3]

Fig. 16    Comparison of the ablation morphology of C/SiC composites after ordinary laser processing and the addition of
protective gas 　（a）ordinary laser processing；（b）after adding protective gas process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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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选择。但激光加工相较于传统机械加工仍

存在以下问题：激光加工过程中材料的去除量难以

控制、加工过程中热影响区及烧蚀氧化层难以避免。

2.4    其他加工方法

除了传统的加工方法之外，一些特种加工方法

（ 如 电 火 花 加 工 、 水 射 流 加 工 等 ） 也 用 于 加 工

C/SiC 复合材料。电火花加工 C/SiC 复合材料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过程中力的预测上 [61-62]。Pachurary
等[62] 对 C/SiC 复合材料的电火花制孔操作进行实

验研究，确定脉冲电流，间隙电压是在孔洞圆度和

过切中最重要的影响参数。Guu 等[61] 研究在低温

下防止纤维断裂和脱落（入口表面比在出口处总是

更严重）的可能脉冲电流（低于 0.2 A），材料去除的

主要机制为熔化和蒸发。Wei 等[63] 通过电火花加

工 C/SiC 复合材料，探究间隙电压和占空比对加工

表面损伤和效率的影响，如图 17 所示，结果表明：

高间隙电压或低占空比改善了碎屑疏散，减少了加

工缺陷，提高了加工效率。

磨料水射流加工是一种切削和成型硬质陶瓷

（如 SiC）的优良工艺[64]。在难以加工的纤维增强

陶瓷基复合材料中，由于复合材料的各向异性，加

工过程变得更具挑战性，特别是二维编织 C/SiC 复

合材料易出现断裂缺陷。Ramular 等 [64] 用高压磨

料水射流来击穿 C/SiC 复合材料，所得孔的质量较好，

未出现层间裂缝或纤维分层的缺陷。张运祺 [65]

对磨料水射流的加工原理进行阐述，并系统介绍切

割复合材料的水射流装置，由于这一方法是冷加

工，未出现热影响区，因此所得加工的精度较高，质

量较好。西北工业大学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重点

实验室发展了 CMC-SiC 材料的高速磨料流加工技

术，解决了 CMC-SiC 材料切割、打孔的加工速率和

效率问题[66]。

 
(a) (b)

10 μm10 μm10 μm10 μm
 

图 17    C/SiC 复合材料电火花加工的表面形貌　 （a）裂纹扩展；（b）纤维断裂[63]

Fig. 17    EDM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　（a）crack propagation；（b）fiber fracture [63]

 

3    总结与展望

由于航空航天、核工业和汽车工业对 C/SiC 复

合材料的需求逐步增长，使得 C/SiC 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和加工工艺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C/SiC 复

合 材 料 的 常 用 制 备 方 法 有 ： 先 驱 体 浸 渍 裂 解 法

（PIP），化学气相渗透法（CVI），反应熔体浸渗法

（RMI），热压烧结法（HPS），综合方法等，每种制备

方法的优势和缺点不同，因此其应用范围略有不

同。制备零件比较复杂的 C/SiC 复合材料时，要求

力学性能优良、材料均匀性好，一般采用先驱体浸

渍裂解法或者化学气相渗透法进行制备。制备零

件力学性能要求不高且形状简单的 C/SiC 复合材

料时，一般采用反应熔体浸渗法或热压烧结法制

备，进而可降低生产成本。

在传统机械加工中，存在刀具磨损严重、加工

缺陷无法避免等问题，研究集中于刀具选择、参数

优化及 C/SiC 复合材料的去除机制。相比于传统

机械加工，超声振动辅助机械加工的方法降低了刀

具的磨损，一定程度上抑制分层和毛刺缺陷，提高

了加工精度，但不能完全避免加工缺陷，且成套的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设备成本较高，尚不能广泛应用

于实际生产中。激光加工虽然不存在机械加工过

程中刀具磨损、分层和毛刺加工缺陷的问题，且加

工效率高，但加工后的 C/SiC 复合材料表面存在热

影响区和烧蚀氧化层，利用超短脉冲（如飞秒激光）

技术、优化激光参数及加入保护气体等方法可降低

热影响区的面积和烧蚀氧化层的厚度。

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对 C/SiC 复合材料的加

工技术的基础理论（去除机理、参数优化等）进行了

研究，但仍不能对 C/SiC 复合材料实现高效、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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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和无损加工。新型 C/SiC 复合材料制备将向

匀质、气孔率低、物理和化学性能提高且稳定的方

向发展。传统机械加工 C/SiC 复合材料的技术，需

进一步优选切削刀具材料，开发新型刀具结构，优

化工艺参数等，进而减小加工缺陷。C/SiC 复合材

料的超声辅助加工技术，需进一步研究超声振动的

刀具与材料之间的耦合作用机制、振动作用下的材

料去除机理、开发新型超声振动设备和优化工艺方

法等，进而提高 C/SiC 复合材料的加工质量。C/SiC
复合材料激光加工技术，尚需基于数值仿真软件，

结合激光烧蚀实验，深入探究 2.5 维或者 3 维 C/SiC
复合材料的激光加工去除机理，提出降低热影响区

的面积和烧蚀氧化层的厚度的新工艺措施。最后，

采用其他特种加工（离子束、电子束等）或者复合加

工方法加工 C/SiC 复合材料，探寻 C/SiC 复合材料

高效、精密、稳定和无损加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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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prepara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C/SiC composites

JIAO Haowen,    CHEN Bing*,    ZUO Bin

（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igh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Machining  of  Difficult-to-Cut  Materi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Hunan，China）

Abstract: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silicon carbide ceramic based (C/SiC) composites are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aerospace and

other  fields  due  to  their  high  strength,  hardness  and  wear  resistance.  However,  C/SiC composites  are  difficult  to  be  removed  and

processed. In this paper the common preparation methods of C/SiC composites and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aterials

are reviewed.  The traditional  machining methods,  ultrasonic assisted machining,  laser  processing and other  processing methods of

C/SiC  composites  are  summarized.  The  material  removal  mechanism,  processing  precision,  common  defects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ing are analyzed. Traditional machining needs further optimization cutting tool materials. Ultrasonic assisted machining need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ultrasonic vibration between the tool and the material, and the mechanism of material removal

under vibration. The removal mechanism of 2.5-dimensional and 3-dimensional C/SiC composites by laser processing also needs to

be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studies,  the  possibility  of  high  efficiency,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non-destructive  processing  of

C/SiC composite materials is explored by further adopting the composite machining method.

Key  words:     C/SiC  composite； preparation  method； traditional  mechanical  processing； ultrasonic  assisted  processing； laser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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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P人工神经网络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的本构模型

罗    锐1,    曹    赟1,    邱    宇2,    崔树刚
1,    周皓天

1,    周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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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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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2．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要：基于 Gleeble 热力模拟技术对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的高温流变应力特征规律进行研究，并构建耦合应变量

的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方程用以预测合金的流变应力，同时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构建该材料的神经网络型本构

方程对比预测流变行为。结果表明：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的流变应力状况受变形参数的影响较为显著，与变形温

度呈负相关，并与应变速率呈正相关。利用两类本构模型预测该合金的流变应力，其中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方程

的平均相对误差 δ 值大于 2%，该模型的预测误差随变形温度升高呈上升趋势，且在热加工温度区间下（450 ℃ 左

右），平均绝对误差及平均相对误差达到峰值，较难精准预测该变形区间内合金的流变应力特征。而 BP 人工神经

网络模型的预测准确度更高，平均相对误差 δ 值仅为 0.813%，且具有较高的温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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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5 铝合金属于超硬 Al-Zn-Mg-Cu 系变形铝

合金[1]，该合金具有优异的综合力学性能，目前已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飞行器部件的制造当

中，例如空客 A380 大飞机的压力舱桁条与上机翼

桁条均采用 7055 铝合金[2-4]。但是在整个零部件制

造流程中，传统铸造工艺带来的成分偏析容易使合

金发生热裂失效，很难满足高标准航空航天部件的

服役要求[5-6]。而喷射成形是一种“近终形”成形

技术，利用合金雾化快速沉积凝固的方式，大幅提

高合金元素的固溶程度且晶粒组织均匀细小，有助

于后续热加工环节的进行 [7]。在热加工制造环节

中，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还需要进行热挤压、锻造

等多道热加工工序，不当的热加工工艺易引发合金

的开裂失效。高温流变应力曲线能够综合反映各

热加工工艺参数与合金组织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研究该材料的高温变形行为具有重要的工程

意义。

揭示合金在热加工过程中的变形规律及其本

构关系是研究其高温变形行为的基础。科研人员

通常采用传统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模型建立材料

的本构关系，然而合金的变形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

的共同影响，致使流变应力与各加工参数之间呈现

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回归算法的传统Arrhenius
型本构方程常难以保证流变应力值的精准预测[8]。

例如 Wu 等 [9] 和 Wang 等 [10] 分别利用传统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模型研究 2024A 铝合金与 2219 铝

合金的流变应力情况，预测值的平均相对误差值高

达 5.02%和 3.11%。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迅速成熟的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的本构模

型依靠其自组织、自修正以及内插、外插的技术特

点能够有效得耦合多元变量、解决非线性问题并大

幅提高模型准确度 [11]。Wang 等 [12] 利用该模型预

测 Al-Zn-Mg-Sc-Zr 合金的流变应力情况，其相关系

数高达 0.9984，而 Arrhenius 本构模型的相关系数

仅为 0.9887。对于航空航天用喷射成形 7055 铝合

金来说，构建材料的本构模型并精确预测其加工过

程中的流变应力演变规律迫在眉睫。

通过先进的 Gleeble 热力模拟技术对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挤压态）进行等温热压缩实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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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金的高温流变应力曲线，并依据曲线数据分别

构建该合金的传统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方程以及

BP 神经网络型本构方程。通过流变应力预测值的

对比，分析该两种模型的精准程度，并为工业生产

中热加工参数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1    实验及方法

本实验所涉及的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挤压

态），其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将合金加工成 ϕ
10  mm ×  15  mm 的 圆 棒 状 试 样 ， 并 利 用 Gleeble-
3500 型热力模拟试验机对其进行等温热压缩实

验。压缩前，在试样两端粘贴石墨片以起到润滑以

及防止鼓肚效应的作用。将试样加热至变形温度

（ 350 ℃、 375 ℃、 400 ℃、 425 ℃、 450 ℃） ， 保 温

30  s 后 进 行 不 同 应 变 速 率 下 （1  s−1、5  s−1、10  s−1、
20 s−1）的热压缩，其热变形工艺如图 1 所示。压缩

完成后立即淬火冷却至室温。将实验获取的热压

缩数据进行图像化处理，获得流变应力曲线并进行

后续研究。
 
表 1    实验用喷射成形 7055铝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7055 alumin-
um alloy（mass fraction/%）

Zn Cu Mg Zr Si Fe Ti Cr Mn Al

8.25 2.18 2.09 0.13 0.05 0.04 0.02 0.01 0.003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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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变形工艺流程

Fig. 1    Hot deformation process flow diagram

2    结果与讨论

2.1    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如图 2 所示，根据实验所得热压缩数据，获得

7055 铝合金的流变应力曲线。由图 2 可得，形变初

期，流变应力值随应变量的增加而急剧上升。这是

ε̇

ε̇

由于形变初期，合金内部的位错迅速纠缠、增殖，位

错密度大幅上升造成材料发生加工硬化现象 [13]。

随着应变量的进一步增加，可动位错数量上升，且

由于该合金较高的层错能，扩展位错易发生束集、

交滑移，有效起到动态软化的作用[14]。当加工硬化

与动态软化达到平衡状态时，流变应力曲线呈现出

稳态平台且具有动态回复特征。综合对比图 2（a）、

（b）与图 2（c）、（d）可知该合金的流变应力对于变

形温度（T）与应变速率（ ）较为敏感。其流变应力

值与变形温度（T）呈现出负相关，而与应变速率（ ）

呈现出正相关。

2.2    唯象型 Arrhenius本构方程

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方程是当下广泛运用的

流变应力预测模型。该模型是由 Sellars 等[15-16] 学

者提出的。

本文利用该模型对应变量为 0.15 的 7055 铝合

金进行 Arrhenius 本构方程研究，其相应的拟合过

程如图 3（a）～（d）所示。通过斜率以及截距的运

算处理，得到各材料常数分别为 n1 = 7.7406；β =
0.0791；α = β/n1 = 0.0102；n = 6.1473。同时，热变形

激活能 Q 的计算值为 76.6704 kJ•mol−1，处于较低

水平，显示该合金具有较好的热加工成形性能。

Zener-Hollomon 指数（Z）与合金的动态软化程

度具有一定相关性[17]。其公式如式（1）所示。对该

公式进行对数运算得到式（2）。

Z = ε̇exp
( Q
RT

)
= A[sinh(ασ)]n (1)

lnZ = lnA+n [sinh(ασ)] lnZ (2)

ε̇

ln (sinh(ασ)) lnZ

式中： 为应变速率（s−1）；σ 为流变应力值；Q 为热

变形激活能（kJ/mol）；R 为摩尔气体常数，取 8.314
J/（mol•K）；T 为热力学温度（K）；其余均为常数。

通过式（2），绘制 - 曲线，如图 3（e）所

示，最终得到材料常数 lnA 值为 14.54212。

故该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在应变量为 0.15 时

的 Arrhenius 型本构方程可表示为：

ε̇ = 2.068×106[sinh(0.0102σ)]6.1473exp
(
−7.67×105

8.314T

)
(3)

然而合金的流变应力与各变形参数间并非简

单的线性回归关系，上述本构方程算法缺乏对应变

量等其他因素影响的考量。故下文将在上述研究

的基础上耦合应变量因素，以使得本构方程能够更

加精准地预测合金的流变应力状态。

基于耦合精度以及计算负荷的综合考虑，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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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将从应变量 0.05～0.7 的流变数据中每间隔

0.025 的应变量取一参数点，并对各应变量参数下

的材料参数值进行 6 次多项式拟合，拟合图像如

图 4 所示。从图 4 中可得，各参数的拟合相关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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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不同参数下的流变应力曲线

Fig. 2    Flow stress curves of spray forming 7055 aluminum alloy with various deformation parameters　
（a）350 ℃；（b）425 ℃；（c）1 s−1；（d）5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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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不同本构参数关系曲线（应变量 0.15）

lnε̇ lnσ lnε̇ σ lnε̇ ln (sinh(ασ))
100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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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lationship curve of various constitutive parameters of spray forming 7055 aluminum alloy（strain 0.15）　

（a） - ；（b） - ；（c） - ；（d）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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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好。α 以及 n 值在应变量为 0.2 左右处出现一

极小值，而 Q 与 lnA 值则在应变量 0.3 之后几乎保

持一水平线。表明该合金在 0.3 以下的较小变形量

下，其塑性加工性能变化浮动较大，而 0.3 以上的

较大变形量状态下塑性加工性较为稳定。各材料

常数与应变量的数据关系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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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本构常数与应变量之间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constitutive constant and ture strain　（a）α-ε；（b）n-ε；（c）Q-ε；（d）lnA-ε；
 

表 2    材料常数与应变量关系数据表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constant and true strain

Strain α n Q/(kJ•mol−1) lnA Strain α n Q/(kJ•mol−1) lnA

0.050 0.010426 6.815705 52.28801 10.14793 0.400 0.010285 6.696406 87.13104 16.40561

0.075 0.010303 6.377637 62.61335 12.00054 0.425 0.010306 6.777663 87.16067 16.40906

0.100 0.010257 6.221923 68.78249 13.10826 0.450 0.010324 6.843033 87.22346 16.42098

0.125 0.010232 6.170195 72.93182 13.87031 0.475 0.010356 6.945218 87.34643 16.43042

0.150 0.010213 6.147332 76.67035 14.5421 0.500 0.010387 7.029301 87.46108 16.44366

0.175 0.010198 6.185584 78.78719 14.92073 0.525 0.010396 7.042124 86.43597 16.26642

0.200 0.010181 6.249316 80.38669 15.21703 0.550 0.010424 7.118365 86.11111 16.20505

0.225 0.010175 6.305083 82.55438 15.60006 0.575 0.010438 7.228815 86.26955 16.22988

0.250 0.010184 6.395919 84.46953 15.93217 0.600 0.010458 7.324725 85.96982 16.1725

0.275 0.010185 6.404594 85.19002 16.06597 0.625 0.010481 7.438825 86.10149 16.18957

0.300 0.010201 6.469232 85.85215 16.18498 0.650 0.010504 7.583061 86.42471 16.24003

0.325 0.010226 6.584177 87.45111 16.46414 0.675 0.010539 7.788919 86.90508 16.30842

0.350 0.010245 6.627542 87.66095 16.50057 0.700 0.010571 8.077127 87.72727 16.44284

0.375 0.010257 6.63785 86.87169 16.36552
 
 

ε̇

通过上述耦合应变量处理后的本构方程模型，

再代入相应的 T、 、ε 值，即可获得该合金在不同变

形条件下的流变应力预测数值。其预测数值与实

验数值对比图象如图 5 所示。图象整体呈现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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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预测正确性。然而在高应变速率如图 5（b）中

的 425 ℃，20  s−1 下 预 测 值 偏 低 ， 在 图 5（c） 中 的

1 s−1 的应变速率下，变形初始阶段红圈所指处预测

精确率浮动较大。这是由 Arrhenius 本构方程的固

有数理模型缺陷所造成的，使得非线性预测无法达

到更高的精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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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变形参数下 Arrhenius 本构方程预测结果

Fig. 5    Prediction results of Arrhenius constitutive equation with various deformation parameters
（a）350 ℃；（b）425 ℃；（c）1 s–1；（d）5 s–1；

 

2.3    BP人工神经网络型本构模型

ε̇

BP 人工神经网络（BP-ANN）是当下计算机科

学领域所流行的算法之一。将 BP-ANN 模型应用

于合金本构方程的构建，利用其误差反馈自修正的

特点能够有效提高非线性流变应力预测的准确

性[18]。BP-ANN 由输入层、隐含层以及输出层这三

个部分构成，其模型结构图如图 6 所示。在输入层

部分，需插入三个神经元节点：T、 、ε。输入层数据

经函数传递至隐含层后，隐含层对其进行网络化计

算，最终通过函数传递至输出层，得到流变应力

σ 数值。若在输出层得不到精准预测的结果，则该

模型会进行反向传播，将误差信号沿着各神经元节

点返回传递[19]。其间各神经元权值将受到修改，经

过不断迭代，最终达到理想精度的信号输出，即训

练过程结束。

研究表明，隐含层的节点数表示该网络的数据

处理能力。节点数的多少决定该模型反馈算法的

准确程度[20]。本研究中对隐含层节数为 8～20 的

情况均作出尝试，发现对于该合金，节点数的多少

对于预测准确度来说影响不大。故综合考虑模型

预测准确度与计算机计算能力，将隐含层节点数定

为 15 个，即采用 3 × 15 × 1 的网络结构。

ε̇

ε̇

此外 T、 、ε 数量级相差较大，若以原数值输入

网络模型，必然会削弱小数量级参数 、ε 在模型运

算 中 的 权 值 ， 影 响 到 模 型 的 收 敛 速 度 和 预 测 精

度[21]。故在进行运算前，需对上述参量进行归一化

处理，本工作采用 mapminmax 算法，其公式如式

（4）所示。

y = 0.1+0.8× x− xmin

xmax− xmin
(4)

ε̇

ε̇

式中：y 为归一化后的 T、 、ε 参数值；x 代表各 T、

、ε 参数值；而 xmin 为参数的最小值；xmax 为参数的

最大值。通过该式可使得参量初始值控制其范围

在 0.1～0.9 之内。而后利用 MATLAB 软件完成上

述模型的构建，其中两次传递过程分别通过 Tansig
函数和 Purelin 函数实现，训练函数为 Trainlm，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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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精度设为 10−5，网络学习率设为 10−4。
图 7 为 BP-ANN 模型的流变应力预测结果，由

图 7 可以看出，红圈标记部分显示在变形初始阶段

预测值略微偏离实际实验值，这是由于该模型采用

固定应变步长所造成的。在加工硬化阶段，应力数

据点密集，采取更小的步长能够增加该阶段的预测

准确率。在初始形变阶段后，流变应力预测在稳态

应力阶段均显现出超高的预测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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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变形参数下 BP 神经网络本构方程预测结果

Fig. 7    Prediction results of neural network constitutive equation with various deformation parameters　
（a）350 ℃；（b）425 ℃；（c）1 s−1；（d）5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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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图

Fig. 6    Structure diagram of neural networ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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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构模型预测对比

对于 Arrhenius 模型与 BP-ANN 模型，本文利

用通用平均相对误差 δ 与相关性系数 R2 对模型精

度进行对比。其计算公式分别如式（5）、（6）所示。

R =
ΣN

1

(
Ei− Ē

) (
Pi− P̄

)
√
ΣN

1

(
Ei− Ē

)2
√
ΣN

1

(
Pi− P̄

)2
(5)

δ =
1
N

N∑
i=1

∣∣∣∣∣Ei−Pi

Ei

∣∣∣∣∣×100% (6)

Ei Ē

P̄

式中： 为实验流变应力值， 为其平均值；Pi 为模

型预测流变应力， 为其平均值；N 为数据总量。

图 8 显示该两种模型的整体预测精度对比。

图 8 所示，BP-ANN 模型数据点更加集中，具有更

好的预测准确性，其平均相对误差 δ 仅为 0.813%。

而 Arrhenius 模型的 δ 值大于 2%，相关系数 R2 对

比同样显示 BP-ANN 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从图 9
的残差分析中不难发现，两种模型在中等应变量

0.3～0.5 附近时，均具有极高的预测准确度，在此

范围以外均有不同程度的浮动。BP-ANN 模型的

残差保持在 ± 4.5 MPa 以内，而 Arrhenius 模型浮动

较大，在 [−8，−4.5] 区间内亦存在较多数据点，预测

精度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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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模型预测应力值的相对误差与相关性系数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relative error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prediction stress by different models 　
（a）Arrhenius model；（b）BP-AN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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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模型与 BP 神经网络模型残差

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residual  between  phenomenological

Arrhenius model and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图 10 显示两种模型平均绝对误差和平均相对

误差的对比状况。如图所示，BP-ANN 模型在不同

温度下预测准确度变化较小，稳定性良好。其平均

绝对误差均保持在 1.2 MPa 的低水平，而平均绝对

误差保持在 0.7%～1.05%范围内。Arrhenius 模型

的平均绝对误差在 375 ℃ 时出现极小值，在 450 ℃
时出现最大值，且平均相对误差在 1.4%～3.5%的

较大范围内浮动。随着温度升高，该模型的预测精

度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7 系铝合

金的热加工温度范围一般在 450 ℃ 左右，该温度下

强化相状态将会发生较大改变，MgZn2 相易回溶

于 α-Al 基体当中，降低晶界强度，造成沿晶开裂，

削弱了合金的可加工性能[22-23]。BP-ANN 模型通过

反馈传递使得本构方程预测在该温度区间保持较

高的准确性。而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模型预测的

精确度对温度变化适应性较小，且在 450 ℃ 下相对

误差达到峰值，较难准确预测合金高温加工性能。

综上所述，对于航空航天用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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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模型平均绝对误差、平均相对误差与变形温度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absolute error，average
relative error and deformation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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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BP-ANN 本构模型更能有效描述合金在高温

变形条件下的流变行为。

3    结论

ε̇

（1）喷射成形 7055 铝合金的流变应力值对变

形参数的变化较为敏感，与变形温度 T 呈现负相

关，而与应变速率 呈现正相关。

（2）构建 7055 铝合金的耦合应变量的唯象型

Arrhenius 本构模型及 BP 人工神经网络型本构模

型。综合对比上述两种模型，BP 人工神经网络型

本构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平均相对误差

δ 值仅为 0.813%，而 Arrhenius 本构模型的 δ 值大

于 2%。

（3）BP 人工神经网络型本构模型的流变应力

预测具有较高的温度稳定性。而唯象型 Arrhenius
型本构模型的预测误差随温度升高总体呈上升趋

势，且在热加工温度区间下（450 ℃ 左右），平均相

对误差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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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constitutive model of as-extruded spray-forming 7055 aluminum
alloy based on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LUO Rui1,    CAO Yun1,    QIU Yu2,    CUI Shugang1,    ZHOU Haotian1,    ZHOU Yiming1,    
YUAN Fei1,    ZHANG Xiaopeipei1,    CHENG Xiaonong1*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Jiangsu，China；2.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   Gleeble physical simulation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high-temperature flow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ied spray forming 7055 aluminum alloy. Simultaneously, the Arrhenius constitutive model which couples the parameter of true

strain and the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constitutive model  were contrastingly utilized to predict  the flow stress  behavior  of  the

experimental  allo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low  stress  of  spray  forming  7075  aluminum  alloy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deformation parameter, which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deformation temperatur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rain rat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models,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the Arrhenius constitutive model lies over 2%. And the error of the

model  tends  to  increase  with  the  rising temperature.  Moreover,  the  average absolute  error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reach the

maximum at hot processing temperature (around 450 ℃). It is difficult to precisely predict the flow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loy.

However, BP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constitutive model has higher prediction accuracy,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δ value is only

0.813% and has higher temperature stability.

Key words:   spray forming；7055 aluminum alloy；constitutive model；neural network；hot deformation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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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和 Re含量对 Co-Ti-V高温合金 γ/γ′
两相晶格错配度的影响

周鹏杰
*,    宋德航,    高心康,    刘印兵

（江苏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 通过对不同含量 Hf 和 Re 的 Co-Ti-V 高温合金进行组织形貌观察和 X 射线衍射分析，研究不同含量 Hf 和

Re 合金中 γ′相形貌与 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的关系。采用 EDS 分析合金中各元素的分配行为与 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

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成分的合金进行 1000 ℃ 高温压缩实验，研究 Hf 和 Re 含量对合金高温压缩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随着 Hf 含量的增加，γ′相的形貌由立方形转变为球形，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减小；随着 Re 含量的增加，

γ′相的形貌由立方形变为长条状，且 γ′相变得粗大，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减小；通过 EDS 分析，Co、Hf 和 Re 元素

在 γ 相中富集，而 Ti 和 V 元素在 γ′相中富集；随着 Re 含量增加，合金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均增加；随着 Hf 含量

的增加，合金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先减小后增大。

关键词：Co-Ti-V 高温合金；γ′相形貌；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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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由于具有较高的强度、结构稳定性和

抗高温能力，通常运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和其

他的耐热部件中[1-2]。其中镍基高温合金是制造航

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是目前研究和使用最广泛的

一类高温合金[3-4]。镍基高温合金出色的高温力学

性能是由于其具有稳定的 γ/γ′双相结构。然而钴基

高温合金与镍基高温合金相比，具有更加优异的耐

热腐蚀性和耐热疲劳性，但传统的钴基高温合金主

要的强化方式为固溶强化和碳化物强化，限制了其

发展[5-6]。2006 年，日本学者 Sato 等[7] 发现了具有

γ′强化的 Co-Al-W 高温合金。γ′相强化的 Co-Al-
W 高温合金高温强度与普通铸造的 Ni 基高温合金

相当，但高于传统的 Co 基高温合金的高温强度。

2014 年，厦门大学的 Ruan 等 [8] 进行了 Co-Ti-V 合

金相平衡和微观结构的研究。2018 年，Ruan 等 [9]

又研究了 Al、Ni 对 Co-Ti-V 合金微观组织、相稳定

性和高温力学性能的影响。

晶格错配度常用来表征镍基高温合金中 γ/γ′两

相共格界面的应变状态，是影响合金高温性能的重

要因素，与 γ′相形貌、γ/γ′两相中各元素的分配行为

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近些年，有不少文章报道镍基

高温合金 γ ′相组织形态与晶格错配度之间的关

系。随着晶格错配度的增大，γ′相形貌由球形转变

为方形和片状[10-12]。文献 [13] 研究了 Re 元素对镍

基高温合金错配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 Re 含量

的增加，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的绝对值减小。在镍

基高温合金中，Re 更倾向于分布在 γ 相中，随着

Re 含量增加，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的绝对值减小[14]。

在镍基合金中，绝对值较小的晶格错配度会增强

γ′相造成的弹性应变场，产生较高的共格应变强化

作用，从而提高合金的强度。文献 [15-17] 报道了

Hf 元素可有效提高镍基高温合金的拉伸强度、塑

性和高温蠕变性能。Re 元素可有效提高合金的高

温蠕变性能，已在文献 [18] 报道。γ/γ′两相晶格错

配度也是衡量钴基高温合金组织稳定性的重要指

标之一。Shinagawa 等 [19-21] 通过对 Co-Al-W 基高

温合金的研究指出，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降低，钴

基高温合金中 γ ′相颗粒形貌由立方状转变为球

状。但是 Hf 和 Re 元素对 Co-Ti-V 高温合金 γ/γ′两
相晶格错配度的影响鲜有文章报道，Co-Ti-V 高温

合金 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与 γ′相形貌、γ/γ′两相中各

元素的分配行为的关系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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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通过改变 Hf 和 Re 元素的含量，研究合

金中 γ′相形貌的变化，γ/γ′两相中各元素的分配行

为与 Co-Ti-V 高温合金中 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之间

的关系。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选 用 高 纯 度 的 Co（ 99.9%） 、 Ti（ 99.9%） 、

V（99.9%）、Hf（99.95%）和 Re 粉（99.9%）（以上为

质 量 分 数 /%） 制 备 Co-10Ti-11V-xHf 和 Co-10Ti-
11V-xRe 系 的 钴 基 高 温 合 金 铸 锭 。 其 中 Hf 和

Re 元素的含量均为：0.5%、1%，其他元素的含量均

不变。表 1 为实验合金的化学成分，合金含量采用

原子分数表示。

 
表 1    实验合金的化学成分（原子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experimental  alloys（atom
fraction/%）

Co Ti V Hf Re

Bal. 10 11 — —

Bal. 10 11 0.5 —

Bal. 10 11 1 —

Bal. 10 11 — 0.5

Bal. 10 11 — 1
 
 

制备实验样品的步骤如下：

（1）在 WK-2 型真空非自耗电弧熔炼炉中熔炼

铸锭，每个铸锭的质量约为 80 g。熔炼时先抽真空

到 0.1 Pa，然后充入高纯氩气，洗气，然后再次抽真

空至 0.1 Pa，充入氩气，反复翻转熔炼 5 次以上，以

保证合金成分均匀；

（2）铸锭经过线切割后放入真空石英管中密

封 ， 然 后 将 石 英 管 放 入 电 阻 炉 中 进 行 1100 ℃，

48 h 的固溶处理+ 870 ℃，72 h 的时效处理；

（3）经过完全热处理后的试样，线切割成 2 mm
厚和 0.5 mm 的薄片，分别用于 SEM 试样和 TEM
试样的制备。切 ϕ 6 mm × 9 mm 的圆柱，用于 1000 ℃
高温压缩实验。制备 5 g 左右的金属粉末，用于

X 射线衍射分析（XRD）。

对试样进行电解蚀刻，腐蚀剂配方为：10 mL
HNO3+20 mL CH3COOH+170 mL 蒸馏水。将试样

放入腐蚀液后通电 3~5 s，形成黑色的腐蚀产物，再

放入无水乙醇中，利用超声波反复震动 3 次以上，

每次 5 min 左右，直到表面黑色的腐蚀产物明显震

碎。采用 JEM-2100F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合金强

化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和相结构进行分析。将 0.5 mm
的薄片磨至 40~70 μm，制备 ϕ3 mm 的透射电镜样

品。利用双喷减薄仪对样品进行双喷减薄，腐蚀液

为 5%HClO4+95%CH3CH2OH， 电 解 电 压 为 19  V，

温度为－30 ℃。采用 JEM-2100F 型透射电子显微

镜附带的 Oxford 型能谱仪（80T）对合金组织进行

观察，采用 STEM 明场像观察并进行合金强化相和

基体相的成分分析。

XRD 分析采用 XRD-6000 型 X 射线衍射分析

仪，射线为 CuKα 线，电压为 40 kV，电流为 40 mA。

为更精确的计算晶格错配度，选取角度为 49°~52.5°，
扫描速率为 0.125 (°)/min。利用 origin 软件对合金

中 γ/γ′两相的合成衍射峰进行分离，计算 γ/γ′两相

的晶格错配度。采用 Gleeble-3800 热/力型模拟试

验机对不同成分的钴基合金进行 1000 ℃ 高温压缩

实验，应变速率为 3 × 10–4 s–1，升温速率为 10 ℃/s，
用于分析 Hf 和 Re 含量对合金高温压缩性能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合金中 γ′相形貌

图 1 所示为不同成分合金的 STEM 图片，其中

图 1（a）、（b）分别为 0.5%Hf 和 0.5%Re 含量合金

的 STEM 图片。图 1 中暗色的块状为 γ′相，γ′相之

间浅色的为 γ 相，γ 相中分布着结构轮廓较为清晰

的 γ′相，形成了 γ/γ′两相共存的显微结构，立方状的

强化相晶粒能提升材料在同等情况下的使用性能。

根据 Shinagawa 等[22] 的研究，发现当钴基高温

合金中 Ni 含量从 10%增加到 60%时，γ′相的形貌

由立方状逐渐向圆球状变化。图 2 为不同成分合

金的扫描电镜图片。图 2（a）中合金的 γ′相呈规则

的立方状，且排列较为整齐。随着 Hf 含量的增加，

合 金 中 γ ′相 的 形 貌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 图 2（b） 中 ，

0.5%Hf 含量的合金 γ′相的立方度减小，γ′相的排列

比 较 疏 松 ， 原 有 的 棱 角 变 得 圆 滑 。 图 2（ c） 中 ，

1%Hf 含量的合金 γ′相变为圆球状。图 2（d）、（e）
分别为 0.5%Re 和 1%Re 合金的 γ′相形貌图片，与

图 2（a）相比，图 2（d）、（e）中 γ′相的形貌由立方状

向长条状转变，且 γ′相大小不一，分布不均匀。利

用 Image 软件计算得出，图 2（a）中 γ′相的体积分数

为 73.54%，γ′相的平均尺寸为 155.80 nm，图 2（d）、

（e）中 γ ′相的体积分数分别为 72.29%和 77.39%，

平 均 尺 寸 分 别 为 165.57  nm 和 178.84  nm。 随 着

Re 含量的增加，合金中 γ′相的平均尺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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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 0.5%Re 和 1%Re 合金上中的晶界。图 3
中可以看出，0.5%Re 和 1%Re 含量的合金晶界两

侧 都 分 布 着 数 量 较 多 的 γ ′相 ， 且 无 其 他 杂 相 。

0.5%Re 含量合金的 γ′相形状比较细小，γ′相的平均

尺寸较小，而 1%Re 含量合金的 γ′相形状较为粗

大，γ′相的平均尺寸较大。

2.2    γ/γ′两相晶格错配度

图 4 为不同成分合金的 XRD 全谱图，图 4 中

可以看出各成分合金的 XRD 图谱中均具有三个明

显的叠加峰，对应峰的晶面指数为（1 1 1）、（2 0 0）

以及（2 2 2），三个峰主要是由 γ 相和 γ′相组成，且

无其他杂相。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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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成分合金的 STEM 图片　

Fig. 1    STEM images of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0.5%Hf；（b）0.5%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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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成分合金的 γ′相形貌　

Fig. 2    Morphologies of γ′phase in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0%Hf/Re；（b）0.5%Hf；（c）1%Hf；（d）0.5%Re；（e）1%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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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成分合金 XRD 图谱

Fig. 4    XRD patterns of alloy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在计算晶格错配度时，选用晶面指数为（2 0 0）

对应的衍射峰进行分析。图 5 为不同成分合金的

XRD 图谱。图 5（a）中，γ/γ′两相的合成衍射峰较

宽，说明 γ/γ′两相的晶格常数差别较大。图 5（b）中

γ/γ′两相的合成衍射峰宽度减小，说明 γ/γ′两相的晶

格常数差别减小。随着 Hf 含量增加到 1%时，图 5
（c）中 γ/γ′两相的合成衍射峰宽度进一步缩小，表

明 γ/γ′两相的晶格常数差别进一步减小。与图 5
（a）相比，图 5（d）中 γ/γ′两相合成衍射峰宽度相当，

说明两合金的 γ/γ′两相的晶格常数差别相差不大。

而图 5（e）中 γ/γ′两相合成衍射峰宽度与两者相比

略窄，说明 γ/γ′两相晶格常数差别略小。

表 2 为不同成分合金 γ/γ′两相的晶格常数及晶

格错配度。表 2 中可以看出，随着 Hf 和 Re 含量的

增加，各成分合金 γ/γ′两相的晶格常数都发生不同

程度的变化，但 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都有所减

小。当 Hf 含量从 0 增加到 1%，合金 γ/γ′两相的晶

格错配度减小 0.21%。当 Re 含量从 0 增加到 1%，

合金 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减小 0.13%。高温合金

在升温过程中，高温合金中 γ 和 γ′相的晶格会发生

膨胀，且膨胀系数不同，不同成分合金表现出不同

的膨胀系数，因此不同成分的合金 γ/γ′两相晶格错

配度存在差异 [23]。合金中加入不同含量的 Hf 和

Re，经固溶和时效处理后，合金中元素得到充分扩

散，使得 γ/γ′两相以共格的方式存在，此时合金中

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减小[16]。不同 Hf 和 Re 含量

的合金，其 γ′相的形貌和尺寸不同，表明 γ′相的形

貌和尺寸对晶格错配度有明显影响。

2.3    γ/γ′两相间元素分配行为

通过透射电镜中 EDS 对不同 Hf 和 Re 含量合

金 γ/γ′两相中各元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各元素

在 γ/γ′两相间的分配情况如表 3 所示。分配系数

Kx 用 Kx = Cγ ′-x/Cγ-x 计算，Cγ ′-x 和 Cγ-x 分别代表元

素 X 在 γ′相和 γ 相中的含量。当 Kx > 1 时，元素

X 倾向于在 γ′相中富集，当 Kx < 1 时，元素 X 倾向

于在 γ 相中富集[9]。

经计算可知，Ti 和 V 元素的分配系数大于 1，

Ti 和 V 元素在 γ′相中富集，是稳定 γ′相元素。而

Co、Hf 和 Re 元素的分配系数小于 1，Co、Hf 和 Re
元素在 γ 相中富集，是稳定 γ 相元素。

图 6 所示为各元素在 γ/γ′两相间的分配系数。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Co 和 V 元素在 γ/γ′两相间分配

系数随着 Hf 和 Re 含量的变化整体趋势趋于一致，

且变化幅度相对平稳。其他元素的分配系数都有

不同程度的增大或减小。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出，

Re 在 γ 相中富集，但与基体合金相比，1%Re 含量

合金的 γ′相的体积分数增加。根据 Ruan 等[9] 的研

究，通常在合金中加入 γ′相稳定化元素会增加合金

中 γ′相的体积分数，但合金中 γ 和 γ′相的密度也会

影响 γ′相的体积分数。根据 Zenk 等[24] 的研究结果

表明，Cr 在 γ 相中富集，可以稳定 γ 相，但在 Co-
Ti 二元合金中加入 Cr 元素，合金中 γ′相的体积分

数显著增加。由于 Hf 和 Re 在 γ 相中富集，并随着

含量的增加，合金中 γ 相的晶格常数增加，但同时

也改变了其他元素在 γ/γ ′两相的分配比值 [16]，使

Ti、V 等在 γ 相中的含量减少，使其溶于 γ′相中，减

少 γ/γ′两相晶格常数差值，从而致使 γ/γ′两相的晶

Grain boundary

Grain boundary

Grain boundary

1 μm1 μm 1 μm1 μm

Grain boundary

(a) (b)

 

图 3    0.5%Re 和 1% Re 合金中的晶界

Fig. 3    Grain boundary of alloys with 0.5%Re and 1%Re　 （a）0.5%Re；（b）1%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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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错配度减小。

合金化元素的成分分配行为决定了 γ/γ′两相的

成分和晶格常数，进而影响 γ/γ′两相的晶格错配度

的正负及大小，最终在 γ′相形貌上得以体现[25]。

2.4    合金的高温压缩性能

图 7 为不同成分的合金经 1000 ℃ 高温压缩后

强度对比图。从图 7 中可以得出，Hf 和 Re 元素对

合金高温压缩强度的作用不同，Hf 元素的作用较

为明显，而 Re 元素则影响不大。根据 Murakumo

表 2    不同成分合金 γ/γ′晶格常数和晶格错配度

Table 2    Lattice constants and 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 phase
of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Composition aγ′/nm aγ/nm δ/%

Co-10Ti-11V 0.3607 0.3579 0.77

Co-10Ti-11V-0.5Hf 0.3602 0.3579 0.63

Co-10Ti-11V-1Hf 0.3605 0.3585 0.56

Co-10Ti-11V-0.5Re 0.3605 0.3579 0.74

Co-10Ti-11V-1Re 0.3609 0.3586 0.64

表 3    各元素在 γ/γ′两相间的分配（原子分数/%）
Table 3    Partitioning of each element between γ/γ′ phase（atom

fraction/%）

Composition Co Ti V Hf Re

Co-10Ti-11V γ 82.06 6.36 11.58 — —

γ′ 78.41 8.31 13.28 — —

Co-10Ti-11V-0.5Hf γ 82.78 4.70 12.95 0.43 —

γ′ 77.13 7.52 15.71 0.36 —

Co-10Ti-11V-1Hf γ 82.86 6.41 12.36 0.46 —

γ′ 77.89 9.10 15.33 0.40 —

Co-10Ti-11V-0.5Re γ 82.12 6.09 11.14 — 0.66

γ′ 76.99 9.18 13.18 — 0.65

Co-10Ti-11V-1Re γ 83.21 6.12 11.34 — 0.63
γ′ 76.56 9.58 13.95 — 0.59

49.0 49.5 50.0 50.5 51.0 51.5 52.0 52.5
2θ/(°)

49.0 49.5 50.0 50.5 51.0 51.5 52.0 52.5
2θ/(°)

49.0 49.5 50.0 50.5 51.0 51.5 52.0 52.5
2θ/(°)

49.0 49.5 50.0 50.5 51.0 51.5 52.0 52.5
2θ/(°)

Original data
γ' γ

Fitted curve

Original data
γ' γ

Fitted curve

Original data
γ' γ

γ'
γ

Fitted curve

Original data Fitted curve

(a) (b)

(c) (d)

49.0 49.5 50.0 50.5 51.0 51.5 52.0 52.5
2θ/(°)

Original data
γ' γ

Fitted curve(e)

 

图 5    不同成分的钴基高温合金的 X 射线分峰图　

Fig. 5    X-ray pattern and their double peak fitting routines　（a）0%Hf/Re；（b）0.5%Hf；（c）1%Hf；（d）0.5%Re；（e）1%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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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 的研究，Hf 元素可有效提高镍基高温合金的

拉伸强度、塑性和高温蠕变性能。图 7（a）展示了

不同 Hf 含量合金强度对比图，1%Hf 含量的合金屈

服 强 度 和 抗 拉 强 度 最 高 ， 分 别 为 274.05  MPa 和

344.42 MPa。0%Hf 含量的合金屈服强度和抗拉强

度次之，分别为 263.41 MPa 和 336.08 MPa，略高于

Ruan 等 [9] 研究的 Co-5Ti-15V 合金的强度。然而，

0.5%Hf 含量的合金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最低，仅

为 135.38 MPa 和 138.16 MPa。0.5%Hf 合金的强度

最低，可能是因为合金中 γ′相的排列不规则、数量

少引起的。图 7（b）为不同 Re 含量合金强度对比

图，可以得出，随着 Re 含量的增加，合金的屈服强

度和抗拉强度均增加。屈服强度从 263.41 MPa 增

加到 300.94 MPa，抗拉强度从 336.08 MPa 增加到

377.21 MPa。有研究表明[4]：合金中 γ′相的体积分

数越高，合金的高温力学性能越好。本次实验中

1%Re 含量的合金 γ′相的体积分数较高，合金的屈

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也较高。Yeh 等[21] 指出 Re 元素

可有效提高合金的高温蠕变性能。合金的力学性

能也与合金中 γ′相的尺寸存在一定的联系，随着

Re 含量的增加，合金中 γ′相的平均尺寸增加，且

γ′相的形貌变得更加粗大，使得合金的屈服强度和

抗拉强度增加。总的来说，Hf 和 Re 元素的加入，

可以改善钴基高温合金的高温压缩性能。

3    结论

（1）在钴基高温合金中分别加入 1%以内的

Hf 和 Re 元素，合金中以 γ/γ′两相共存的显微结构

为主。

（2）随着 Hf 含量的增加，合金中 γ′相的形貌由

规则的立方状逐渐转变为圆球状，合金中 γ/γ′两相

的晶格错配度由 0.77%减小到 0.56%。随着 Re 含

量的增加，合金中 γ′相的形貌由规则的立方状转变

为 长 条 状 ， 合 金 中 γ/γ ′两 相 的 晶 格 错 配 度 也 由

0.77%减小至 0.64%。

（3）Co、Hf 和 Re 元素在 γ 相中富集，是稳定

γ 相元素。随着 Hf 和 Re 含量的增加，合金中 γ 相

晶格常数增加，从而导致合金中 γ/γ′两相的晶格错

配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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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元素在 γ/γ′两相间的分配系数

Fig. 6    Partitioning coefficient of each element between γ/γ′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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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成分的合金经 1000 ℃ 热压缩强度对比图

Fig. 7    Comparison of thermal compression strength of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t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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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Hf and Re on the 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of Co-Ti-V superalloys

ZHOU Pengjie*,    SONG Dehang,    GAO Xinkang,    LIU Yinb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 212003，Jiangsu，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γ′ phase morphology and γ/γ′ lattice misfit degree in Co-Ti-V superalloy with different Hf

and  Re  contents  was  studied  by  observation  of  microstructure  and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The  ED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behavior of each element and 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 of Co-based superalloys. The effect

of  Hf  and  Re  content  on  the  high  temperature  compression  properties  of  Co-based  superalloys  was  studied  by  1000 ℃  high

temperature  compress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phology of  γ ′  phase shifts  from square  to  spherical,  and the 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  phas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ment of Hf content.The morphology of γ ′  phase changes from square to long

strip, the γ′ phase turns coarse, and the 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 phas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ment of Re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EDS analysis, Co，Hf and Re are enriched in the γ phase, while the Ti and V are enriched in the γ′ ph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 content, the yield strength and ultimate strength of the alloy are increased. The yield strength and ultimate strength of the alloy

are de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Hf content.

Key words:   Co-Ti-V superalloys；γ′ phase morphology；lattice misfit between γ/γ′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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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固溶对 Inconel 718 合金组织性能的影响

韦    康1,2,    王    涛1,2*,    张明军
1,2,    张    勇1,2,    李    钊1,2,    万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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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2．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

摘要：以 982 ℃ 固溶水冷状态的 Inconel 718 合金棒材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合金经重复固溶再时效处理后的组织性

能，并与直接时效处理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 941~1010 ℃ 范围内重复固溶，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晶粒无明显变

化，但是 δ 相含量逐渐减少，主要强化相 γ′′的析出量增多，使合金硬度、高温拉伸强度和高温持久寿命显著提高，高

温拉伸塑性、高温持久塑性在 982 ℃ 固溶时达到极大值。与直接进行时效处理相比，经 982 ℃ 重复固溶再时效处

理后的组织性能无明显变化，更低的重复固溶温度对性能不利，而更高的重复固溶温度则使性能提高。

关键词：Inconel 718 合金；重复固溶；固溶温度；组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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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el  718 合金（国内牌号 GH4169）是一种

铁-铬-镍基沉淀强化型变形高温合金，在 650 ℃ 以

下具有较高的强度、良好的抗疲劳和抗氧化腐蚀性

能，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能和石化领域的涡

轮盘、环件、叶片、轴、紧固件和机匣等[1-3]。这归功

于 Inconel 718 合金组织、性能对热加工工艺极其

敏感的特点，通过调整热变形与热处理参数，可以

获得不同晶粒尺寸和不同析出相特征，进而获得不

同性能水平的各种冶金产品与锻件，以满足不同零

件 的 应 用 要 求 [4-5]。 目 前 ， 国 内 外 关 于 Inconel
718 合 金 常 用 的 热 处 理 制 度 有 3 种 [6]：①1010～

1065 ℃，1 h，空冷 + 720 ℃，8 h，以 50 ℃/h 炉冷至

620 ℃，8 h，空冷；②950～980 ℃，1 h，空冷 + 720 ℃，

8 h，以 50 ℃/h 炉冷至 620 ℃，8 h，空冷；③720 ℃，

8 h，以 50 ℃/h 炉冷至 620 ℃，8 h，空冷。

随着 Inconel 718 合金应用领域不断扩大，用量

也日益增加，对其力学性能、组织长期稳定性、瞬

时应用最高温度等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内

外研究者对 Inconel 718 合金进行大量研究，但多数

是针对现行热处理制度之间的对比分析[7-12]，或者

主要集中在该合金的成分优化、工艺改进，以控制

纯 净 度 、 冶 金 缺 陷 、 晶 粒 尺 寸 及 δ 相 析 出 溶 解

等[13-15]。有关不同固溶处理对 Inconel 718 合金组

织性能的影响的系统性报道较少，至于重复固溶相

关的研究就更少了。

本 工 作 主 要 针 对 已 经 固 溶 处 理 的 Inconel
718 合金，研究重复固溶及其温度对该合金组织性

能的影响，揭示重复固溶过程中析出相演变规律及

其对性能的作用机理，为该合金热处理工艺的调整

优化以及性能的充分发挥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

依据。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材料为国外进口的 Inconel 718 合金，其采

用真空感应熔炼（vacuum induction melting，VIM）+
电渣重溶（electroslag remelting，ESR）双联工艺冶

炼，再经高温均匀化处理及镦拔开坯，最后热轧成

直径 32 mm 的棒材，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为：C
0.024， P  0.007， S  0.005， Cr  17.62， Mo  2.96， Ni
53.28，Al 0.52，Ti 1.01，Nb 5.16，Fe 余量，交货状态

为 982 ℃ 下固溶 1 h 后水冷处理。沿交货状态棒

材的轴向切取若干金相试样与力学试棒，进行不同

固溶制度、相同时效制度的热处理，如表 1 所示。

不 同 热 处 理 后 的 金 相 试 样 经 磨 抛 及 20  g
CuSO4+100  mL  HCl+100  mL  H2O 试 剂 化 学 腐 蚀

后，在光学显微镜（optical microscope，OM）下观察

显微组织；再次磨抛并经 150 mL H3PO4+100 mL
H2SO4+15 g CrO3 溶液电解腐蚀后，采用场发射扫

描电镜（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观察强化相。力学试棒则加工成不同力

学性能试样，按相应测试标准，进行硬度、649 ℃ 拉

收稿日期：2020-03-20；修订日期：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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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649 ℃/689 MPa 持久实验以获得性能数据，并

使用扫描电镜观察持久实验后的断口形貌。

2    结果与分析

2.1    热处理工艺对合金组织特征的影响

图 1 为 交 货 状 态 Inconel  718 合 金 的 原 始 组

织。可以看出，晶界上分布有短棒状或针状 δ-Ni3Nb
相；宏观晶粒呈等轴状，经截点法测定，平均晶粒度

均达到 10.5 级。

不同热处理工艺对 Inconel 718 合金显微组织

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各状态下 δ 相都仍以短棒状或

针状分布在晶界，但是 δ 相含量存在一定差异，图 3
为采用 Image Tool 图像分析软件对各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中 δ 相含量进行半定量化分析的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直接进行时效后，δ 相未发

生明显变化，基本保持交货状态时的含量。941 ℃、

955 ℃、968 ℃ 重复固溶后的 δ 相含量较原始状态

增多，982 ℃ 重复固溶后局部晶界上 δ 相发生回

溶，1010 ℃ 重复固溶后 δ 相已经大量回溶。符合

表 1    Inconel 718合金的热处理工艺

Table 1    Heat treatment process of Inconel 718 alloy

Sample Heat treatment

Age 720 ℃，8 h，FC to 620 ℃，8 h，AC

G941 941 ℃，1 h，AC + 720 ℃，8 h，FC to 620 ℃，8 h，AC

G955 955 ℃，1 h，AC + 720 ℃，8 h，FC to 620 ℃，8 h，AC

G968 968 ℃，1 h，AC + 720 ℃，8 h，FC to 620 ℃，8 h，AC

G982 982 ℃，1 h，AC + 720 ℃，8 h，FC to 620 ℃，8 h，AC

G1010 1010 ℃，1 h，AC + 720 ℃，8 h，FC to 620 ℃，8 h，AC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图 1    Inconel 718 合金的原始组织

Fig. 1    Microstructure of Inconel 718 alloy as received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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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显微组织

Fig. 2    Microstructures of Inconel 718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a） Age；（b） G941；（c） G955；（d） G968；
（e） G982；（f） G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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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el 718 合金随温度和时间溶解析出的转变 [6]，

即 δ 相析出峰约为 940 ℃，980 ℃ 开始溶解，1020 ℃
时完全溶解。但是不同热处理工艺对合金的晶粒

尺寸、形貌等特征没有明显影响，均保持热处理前

的状态。其中，经 1010 ℃ 固溶的金相试样，由于

晶界上 δ 相较少，晶界不易分辨，仔细观察或在更

高倍数下可以识别。这也表明但凡晶界上存在 δ
相，就可以起到钉扎晶界、抑制晶粒长大的作用。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析出相特

征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各试样中析出相的颗粒

尺寸、分布情况等无明显区别，都是晶粒内弥散分

布着均匀细小的盘状 γ′′-Ni3Nb 相和颗粒状 γ′-Ni3（Al，

Ti）相，尺寸在 20 nm 左右。结合 Inconel 718 合金

的相转变图，γ ′ ′相开始固溶温度为 840～870 ℃，

950 ℃ 完全固溶；γ′相开始固溶温度稍低些，840 ℃
完全溶解。982 ℃ 固溶水冷的交货状态棒材，锻造

后冷却过程中析出的 γ′′相、γ′相均已完全回溶于基

体中，再进行 941 ℃ 以上温度重复固溶，仅是对

δ 相产生影响，而后续相同的时效热处理，γ′′相和

γ′相重新析出。

2.2    热处理工艺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2.2.1    硬度及拉伸性能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布氏硬度

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硬度与重复固溶的温度密

切相关，呈现出随固溶温度升高，硬度值逐渐升高

的趋势，经 1010 ℃ 固溶加时效处理的材料硬度达

到极大值。与交货状态直接进行时效热处理相比，

经 982 ℃ 重复固溶再时效的硬度变化不大。结合

图 3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中 δ 相含量，

在 941～982 ℃ 范围内重复固溶时，固溶温度越低，

越有利于 δ 相析出，时效后 δ 相依然存在且体积分

数较大，因其不是强化相并占用 Nb，导致 γ′′相的析

出量减少，沉淀强化作用降低，进而表现为硬度降

低；相反的，在高于 982 ℃ 的温度下重复固溶时，

δ 相回溶到基体中，时效后析出的 γ″相增多，强化

作用增强。此外，982～1010 ℃ 之间重复固溶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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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中 δ 相含量

Fig. 3    δ phase content of Inconel 718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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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析出相特征

Fig. 4    Precipitate features of Inconel 718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a） Age；（b） G941；（c） G955；（d） G968；
（e） G982；（f） G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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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后的硬度值增长斜率明显高于 941～982 ℃ 的，

说明该成分下 Inconel 718 合金的 δ 相显著溶解温

度是在 982～1010 ℃ 范围内。

表 2 为 不 同 热 处 理 状 态 Inconel  718 合 金 在

649 ℃ 拉伸实验中测得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伸

长率。可以看出，材料拉伸强度随重复固溶温度的

升高呈现升高的现象，在 1010 ℃ 重复固溶再时效

后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出现极大值，与硬度测试的

结果一致，进一步表明 Inconel 718 合金经不同热处

理工艺后的力学性能主要受强化相 γ″相含量的影响。
 
表 2    Inconel 718合金在不同热处理后的 649 ℃ 拉伸性能

Table 2    Tensile properties of Inconel 718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at 649 ℃

Sample σb/MPa σp0.2/MPa δ/%

Age 1135   997 29.6

G941 1067   934 22.8

G955 1080   957 19.6

G968 1102   967 22.6

G982 1128   975 27.2

G1010 1138 1011 18.1

 
 
2.2.2    高温持久性能

对 不 同 工 艺 热 处 理 后 Inconel  718 合 金 进 行

649 ℃/689 MPa 条件下的持久实验，采用光滑缺口

组合试样，性能数据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持久

寿命随着重复固溶温度的升高而增长，持久塑性良

好，与 649 ℃ 拉伸相似，经 982 ℃ 重复固溶加时效

处理后的塑性达到极大值，这跟此时 δ 相和 γ″相含

量达到较佳的强韧性匹配有关[16]，而且所有断裂均

在光滑部分，即无缺口敏感。与交货状态直接进行

时效热处理相比，经 982 ℃ 重复固溶再时效的持久

性能变化不大。一般认为，适量的 δ 相及合适的形

态和分布对合金的综合性能，尤其是对提高合金的

持久性能，消除缺口敏感有利，过多的 δ 相会导致

合金的基体强度下降、持久寿命减短，但如果没有

δ 相或者有极少 δ 相，使材料具有缺口敏感，这对用

于有缺口的转动件是不允许的。本工作中，1010 ℃
固溶后 δ 相已经大量回溶，但仍残留有少量 δ 相，

说明此时的 δ 相含量可以使材料不出现缺口敏感。

 
表 3    Inconel 718合金 不同热处理后 649 ℃/689 MPa持久

性能（光滑缺口组合试样）

Table 3    Stress  rupture  properties  of   Inconel  718  alloy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at 649 ℃/689 MPa

Sample τ/h δ/% ϕ/% Notch sensitivity

Age 153.7 26.46 51.59 No

G941   90.8 33.66 65.33 No

G955 106.4 26.52 39.64 No

G968 116.5 29.61 47.60 No

G982 167.3 41.61 66.88 No

G1010 311.1 38.24 58.15 No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持久断口

形貌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各试样均属于韧性断

裂，断口起伏不平，大致呈现纤维区和剪切唇区。

纤维区是裂纹源，其形成机制一般为微孔聚合，呈

韧窝状花样[17]。随着微孔继续聚合，有效承载面积

不断减小、实际应力不断增大，裂纹转为以穿晶方

式扩展，很快将试样撕裂，形成断口边缘较光滑的

剪切唇，其与试样表面约成 45°夹角。最初的裂纹

源是由晶界滑移引起的，在高温环境下，晶界是薄

弱环节，容易发生滑动变形，又由于晶界上分布有

δ 相等，晶界滑动容易在曲折处或者第二相质点周

围形成孔洞[18]。但是本工作实验材料的晶粒很细，

对应的晶界状态起着弯曲晶界作用，能延缓裂纹的

发展和提早断裂。随着重复固溶温度的升高，晶界

上 δ 相含量减少，晶界滑动过程中形成孔洞裂纹源

的几率降低，断口形貌的纤维区也逐渐减小，加上

晶内强度增加，整体蠕变持久性能不断提高。

3    结论

（1）在 941～1010 ℃ 范围内重复固溶再时效处

理，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晶粒尺寸、形貌无明显变

化，但是 δ 相含量逐渐减少，主要强化相 γ′′的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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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热处理状态 Inconel 718 合金的布氏硬度

Fig. 5    Brinell  hardness  of  Inconel  718  afte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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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多。

（2）重复固溶再时效处理后的性能测试结果表

明，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合金硬度、高温拉伸强度

和高温持久寿命显著提高，高温拉伸塑性、高温持

久塑性在 982 ℃ 固溶时达到极大值。

（3）与 982 ℃ 固溶水冷的交货状态直接进行时

效处理相比，经 982 ℃ 重复固溶再时效处理后的组

织性能无明显变化，更低的重复固溶温度对性能不

利，而更高的重复固溶温度则使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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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solution treat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nickel-base alloy Inconel 718

WEI Kang1,2,    WANG Tao1,2*,    ZHANG Mingjun1,2,    ZHANG Yong1,2,    LI Zhao1,2,    WAN Zhipeng1,2

（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dvanced  High

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s Laboratory，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conel 718 allo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982 ℃ water cooled solid

solution bar after repeated solution and re-aging treatment, and compared with direct aging treatment.The effects of repeated solution

treatment temperatures ranging from 941 to 1010 ℃ on micro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lloy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repeated  solution  temperature,  the  content  of  γ ′ ′  phase  /  δ  phase  gradually

increases  /  decreases  with  no  obvious  change  in  grain  size,  leading  to  an  evident  improvement  on  room-temperature  hardness,

high-temperature tensile strength and stress-rupture life of the alloy. The maximum values of the tensile elongation and the stress

rupture ductility are reached at the repeated solution temperature of 982 ℃. As compared to the direct aging treatment condition,

there  is  no  apparent  change  i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lloy  aged  after  the  repeated  solution  treatment  at

982℃. On the contrary to the higher repeated solution temperature, the lower repeated temperature produces unfavorable effec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Inconel 718；re-solution treatment；solution temperature；microstructure；mechanical property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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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改性聚氨酯的制备及其对有机-无机层合
玻璃性能的影响

李映德
1,2,    卢金山

1*,    钟    凡1

（1．南昌航空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2．福州瑞克布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福州 350108）

摘要：以聚丙二醇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为合成单体，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为有机硅源，采用预聚体法

合成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并以其为中间粘接层，制备有机-无机层合玻璃。研究不同有机硅含量对改性聚氨酯光学

性能、机械性能以及有机-无机层合玻璃界面粘接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聚合条件下，随着 KH-550 含量增

加，聚氨酯聚合程度降低，导致透明度降低、雾度增大，表面硬度降低；改性聚氨酯初始储能模量先增大后减小，硬

段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先增大后减小，均在 KH-550 添加量为 1%时达到最大值。以聚氨酯胶层作为层合玻璃中间

层，未改性的层合玻璃界面剪切强度为 6.7 MPa，含有 0.5% KH-550 的层合玻璃界面剪切强度达到 7.7 MPa。
关键词：有机硅；聚氨酯；层合玻璃；光学性能；界面粘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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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是由多元醇（软段）与多元异氰酯（硬

段）以嵌段、接枝或形成互穿网络的形式组成。由

于聚氨酯中存在软段和硬段结构，赋予聚氨酯强度

和刚度。通过调节软段和硬段的比例或多元醇结

构，可以获得性能各异的聚氨酯材料[1]。有机硅材

料是以 Si―O―Si 为主链，有机基团与硅原子相连

形成侧链的稳定高分子聚合物。由于有机硅这种

特殊结构和组成，常被应用于丙烯酸黏合剂中，用

于粘接弱极性材料或低表面能材料[2]。有机硅材料

具有低表面张力、透明性和优异的耐高温性能和低

温性能的优点 [3]。聚氨酯耐高温、热老化性能欠

佳，而有机硅材料具有良好的耐高温、热老化性能，

利用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在保持聚氨酯原有优良性

质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可提高聚氨酯的附着力、耐

磨性、耐候性及耐化学药品性[4-5]。

采用侧链含有多氨基官能团的硅油改性聚氨

酯，通过侧链参加反应将硅氧烷链悬挂在聚氨酯主

链上，使硅原子更易向表面迁移，即可通过少量氨

基硅油改善聚氨酯的表面性质[6-7]。Chauhany[8] 以

二异氰酸为硬段，将聚二甲基硅氧烷与聚四氟乙烯

结合到聚合物软段中，制备出的酯热塑性有机硅聚

醚聚氨酯具有生物相容性和生物稳定性。张银钟[9]

以聚醚二元醇、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为主要

原料，通过 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进行

嵌段共聚改性，并使氨基甲烷/蓖麻油作为复合固

化剂，制备出较好耐寒性（Tg = –45.9 ℃）、耐热性的

无溶剂型双组分有机硅改性聚氨酯胶黏剂。

通过有机硅改性聚氨酯，可有效提高聚氨酯的

粘接性能、耐高温、耐热老化性能[10]。本研究以聚

丙二醇和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为合成单体，KH-550
为有机硅源，通过预聚体法合成有机硅改性聚氨酯

材料，再以改性聚氨酯为中间层，采用层合热压工

艺，制备有机-无机层合玻璃，系统探究不同有机硅

含量对聚氨酯光学性能、热学性能和粘接性能的影

响，并阐述其机理。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聚丙二醇（PPG），Mn=1000 g/mol；异佛尔酮二

异 氰 酸 酯 （ IPDI） ，99%； γ-氨 丙 基 三 乙 氧 基 硅 烷

（KH-550），98%；二月桂酸二丁基锡（DBTDL），化

学纯；1,4-丁二醇，化学纯；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KH560），97%；丙酮，分析纯；无水乙

醇 ， 分 析 纯 ； 蒸 馏 水 ， 实 验 室 制 ； 混 合 酸 刻 蚀 液

（m（HF）∶ m（H2SO4））= 2∶1），含 10%HF；有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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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m × 20 mm × 4.5 mm）；玻璃（20 mm × 40 mm ×
4.5 mm）。

1.2    改性聚氨酯合成及其层合玻璃制备

改性聚氨酯合成：将低压蒸馏后的 PPG 加入

到三口烧瓶，接通回流冷凝管后放入 60 ℃ 油浴锅

中，通入 N2 保护后，先加入一定量 KH-550（0.5%～

7%）并搅拌均匀，再加入与之等量的 IPDI，搅拌

30 min；按 R = 1.09 加入所需的 IPDI，并升温至 80 ℃，

滴加 0.04%DBDTL，保温回流 3 h 后，加入 BDO 快

速搅拌 1 min 形成聚氨酯预聚体，倒入模具后置于

真空干燥箱中，经真空脱泡，并升温至 110 ℃ 老化

24 h，得到有机硅改性聚氨酯，主要反应方程式

如 下 （ 其 中 m（ PPG+BDO） ： m（ IPDI） =  1.8537；

m（PPG）：m（BDO）= 7.36）：

伯氨基与异氰酸酯反应式：

KH550

O
O

C N
N

N
N
H

O

CH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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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C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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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Si N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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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氰酸酯与多元醇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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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异氰酸酯封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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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合玻璃制备：先将玻璃用丙酮和无水乙醇擦

洗，干燥后使用混合酸刻蚀液刻蚀 15 min，并通过

KH-560 改性液进行表面改性[11]；另将有机玻璃超

声清洗，120 ℃ 干燥 1 h，降至室温后，使用低温等

离子体处理机对玻璃、有机玻璃和改性聚氨酯的层

合接触面进行表面改性，将其叠层后放入真空袋

中，真空封装后置于夹具中，在 125 ℃ 下热压 2 h，

得到中间层厚度为 0.5 mm 的有机/无机层合玻璃。

1.3    性能测试

采用 Spectrum One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对改性聚氨酯进行测试，采用反射吸收模式，扫描

范围为 800～4000 cm；采用 Q800 型动态热机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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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测试改性聚氨酯材料储能模量 E、玻璃化转变

温度 Tg 和损耗角正切 tanδ，测试条件为剪切模式，

测量温度区间为：–40～150 ℃，升温速率为 5 ℃/min，

测试频率 1 Hz；按GB/T 2410—2008 方法使用WGW
光电雾度计测试改性聚氨酯和有机/无机层合玻璃

透 明 度 和 雾 度 ； 按 GB/T 1450.1—2005 方 法 使 用

WDW-300 电子万能试验机和品字形夹具测试层合

玻璃界面粘接强度，预加载速率为 0.5 mm/min，加

载速率为 5 mm/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有机硅改性聚氨酯表征与性能

图 1 为不同有机硅添加量的改性聚氨酯红外

光谱图，虽然不同添加量的红外光谱图相似，但在

3306 cm–1 出现多元醇中的―OH 伸展振动吸收峰，

随着添加改性材料，―OH 吸收峰发生轻微红移，说

明氨基硅烷中―NH―形成的氢键比聚氨酯中的作

用力更大；2969 cm–1 处出现―CH2―不对称伸缩振

动峰，2857～2969 cm–1 之间有饱和 C―H 的伸缩振

动峰，说明聚合物中含有―CH3、―CH2―；在 1706 cm–1

处出现 C=O 伸缩吸收振动峰，说明聚氨酯中生成

脲基；1537 cm–1 处出现―NH―弯曲振动峰和 C―N
的伸缩振动峰；1239 cm–1 处出现 C―O―C 的伸缩

振动峰。由于在 2270 cm–1 处并未出现―NCO 特
征伸缩振动峰，说明体系中―NCO 已完全反应[12]，

而 且 随 着 有 机 硅 添 加 量 的 增 大 ， 798  cm– 1 处

Si―O 对称伸缩振动峰强度不断增强，进一步说明

有机硅分子嵌入到聚氨酯分子链[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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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 KH-550 添加量改性聚氨酯红外光谱

Fig. 1    Infrared spectra of modified polyurethane with different
KH-550 contents

 
图 2 为 KH-550 添加量对改性聚氨酯储能模量

的影响，在–25～20 ℃ 的温度范围内，改性聚氨酯

储能模量明显降低，随着 KH-550 添加量增大，该

温度区间逐渐变窄，说明改性聚氨酯的软硬端之间

的相容性变差[16]。未改性聚氨酯的初始储能模量

596 MPa，随着 KH-550 添加量增大，改性聚氨酯的

初始储能模量先增大后减小，添加量为 1%时，初

始储能模量达到最大值，为 1086 MPa，继续增加

KH-550 时，改性聚氨酯初始储能模量持续减小，这

说明少量的 KH-550 改性聚氨酯能有效提高材料的

机械性能，因为较少 KH-550 改性聚氨酯时，聚氨

酯高分子链长链中引入 Si―O―Si 结构，提高聚氨

酯交联密度，能有效增强聚氨酯高分子之间结合

力，当 KH-550 添加量继续增大时，过量的氨基与

异氰酸酯基反应生成的脲键，阻碍了分子链的进一

步聚合，改性聚氨酯聚合程度变低，相对分子质量

变小，分子链变短，刚性减弱，从而使改性聚氨酯初

始储能模量减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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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H-550 添加量对改性聚氨酯储能模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KH-550  content  on  the  storage  modulus  of
modified polyurethanes

 
图 3 为不同 KH-550 添加量改性聚氨酯的损耗

因子变化曲线，其中曲线的峰值代表聚氨酯玻璃化

转变温度（Tg），见表 1。改性聚氨酯损耗因子均存

在两个峰，对应两个峰值温度，随着 KH-550 添加

量增大，低温峰和高温峰的损耗因子都在增大，图

中低温峰值是软段的玻璃化温度（T1g），高温峰值

是硬段的玻璃化温度（T2g），结合表 1 玻璃化转变

温度可知，随着 KH-550 添加量的增大，硬段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先增大后减小，这是因为随着 KH-550
添加量的增大，硬段分子间氢键作用力增强，使硬

段分子链产生交联，提高分子链的交联密度，从而

提 高 了 硬 段 玻 璃 化 温 度 。 当 KH-550 添 加 量 为

1%时，硬段的玻璃化温度最高，为 118.5 ℃，当继

续添加 KH-550 时，过量的 KH-550 使得高分子链

交联密度变大，硬段与软段之间的氢键作用力加

大，硬度溶于软段，分子链排列杂乱无序，导致硬段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18]。且随着 KH-550 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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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软段分子间氢键作用力减弱，且硅氧基团缩

合形成大量 Si―O―Si 网络结构，使软段内部分子

过 度 交 联 ， 使 软 段 的 玻 璃 化 转 变 温 度 有 降 低 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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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H-550 添加量对改性聚氨酯损耗因子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KH-550  content  on  the  tanδ  value  of  modi-
fied polyurethane

 
表 1    不同 KH-550添加量的改性聚氨酯 Tg 值

Table 1    Tg value of modified polyurethane with different KH-
550 additions

Mass fraction/% T1g/℃ T1g/℃

0 31 —

0.5 29.8   93.8

1 22.5 118.5

3 33   77

5 33.7   68

7 28   70

 
 

图 4 为有机硅添加量对改性聚氨酯光学性能

的 影 响 ， 未 改 性 聚 氨 酯 透 明 度 最 大 ， 随 着 KH-
550 含量增加，改性聚氨酯透明度减小，雾度逐渐

增大，一方面，由于 KH-550 中含有氨基，在高温

下，氨基易被氧化，改性聚氨酯黄度增大，致使改性

聚氨酯透明度降低，雾度升高；另一方面，随着含量

增加，会在长链中引入更多的非对称键，阻碍聚氨

酯聚合反应，降低了聚氨酯材料熟化程度[19]，聚氨

酯的聚合程度越低，高分子链条规整性越低，影响

改性聚氨酯分子链的结构对称性，结构舒展程度降

低，使聚氨酯材料的透明度降低[20]。

2.2    不同有机硅含量聚氨酯对层合玻璃性能的影响

图 5 为不同热压成型温度对层合玻璃透明度

的影响，以未改性聚氨酯为中间胶层时，随着成型

温度升高，层合玻璃透明度先增加后降低，成型温

度为 110 ℃ 时，层合玻璃透明度最低，为 90%，升

温 至 125 ℃ 时 ， 层 合 玻 璃 透 明 度 达 到 最 大 值 为

90.9%，继续升高成型温度，层合玻璃透明度降低，

胶层逐渐从固态向粘流态转变，成型温度为 110 ℃
时，中间层流动性较差，未能均匀铺展在玻璃表面，

故透明度相对偏低，温度升高 125 ℃，增加了中间

层流动性，是粘接过程变得更加均匀，继续升温时，

中间层流动较快，粘接基体表面刻蚀坑和孔洞中的

空气未能完全排除，粘接胶层未能完全填充刻蚀坑

和孔洞，光散射增强，另外，随着热压温度升高，中

间层出现黄化，使层和玻璃透明度降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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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热压成型温度对层合玻璃透明度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molding  temperature  on  the  transparency  of
glass laminates

 

图 6 为成型温度对层合玻玻璃界面剪切强度

的影响，以未改性聚氨酯为中间胶层时，随着热压

成型温度的升高，层合玻璃剪切强度先增加后减

少，温度从 110 ℃ 升高到 125 ℃，层合玻璃剪切强

度从 4 MPa 提高到 7.1 MPa，继续升温至 135 ℃，层

合玻璃剪切强度降低至 5.9 MPa。温度较低时，胶

层分子流动性较差，难以与粘接基体之间形成很好

地粘接边界层，不能形成较好的湿润条件，从而粘

接强度较低。当温度升高至 125 ℃ 过程中，粘接胶

层逐渐由固态向黏流态转变，粘接胶层与粘接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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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H-550 添加量对改性聚氨酯光学性能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KH-550  content  on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modified polyurethane

第 1 期 有机硅改性聚氨酯的制备及其对有机-无机层合玻璃性能的影响 63



渗透结合程度越来越好，增大有效粘接面积，使剪

切强度逐渐增大，当成型温度超过 125 ℃，继续升

温时，粘接胶层软化速度过快，粘接基体表面刻蚀

坑和孔洞中的空气未能完全排除，粘接胶层未能完

全占据刻蚀坑和孔洞，降低了有效粘接面积，使剪

切强度降低。另外，层合玻璃剪切强度与粘接基体

的表面状态有关，表面清洁度、粗糙度和表面氧化

层的致密程度有关[22]。

图 7（a）为 KH-550 添加量对层合玻璃光学性

能的影响，其中热压温度为 125 ℃，随着 KH-550 添

加量增大，层合玻璃透明度逐渐降低，雾度逐渐升

高。当 KH-550 添加量为 0.3%时，层合玻璃透明

度最大值 90.7%，雾度为 2.7%；KH-550 添加量为

7%时，层合玻璃透明度最低，为 90.1%，雾度为

4.2%。表明有机硅添加量对层合玻璃雾度影响较

大，因为 KH-550 中氨基被氧化，随着 KH-550 添加

量增大，改性聚氨酯黄度加大，另外，随着有机硅含

量增加，聚氨酯聚合程度降低，中间层中小分子增

多，使层合玻璃的雾度增大。图 7（b）为有机硅添

加 量 与 层 合 玻 璃 剪 切 强 度 关 系 曲 线 ， 随 着 KH-
550 添加量增大，层合玻璃界面剪切强度先增大后

减小，添加量为 0.5%时，层合玻璃界面剪切强度达

到最大值 7.7 MPa，相较于未改性聚氨酯层合玻璃，

界面粘接强度提高了 15%，

 

0 1 2 3 4 5 6 7

90.0

90.3

90.6

90.9

91.2

KH-550/%

T
ra

n
s
p
a
re

n
c
y
/%

2.5

3.0

3.5

4.0

4.5

H
a
z
e
/%

(a)

0 1 2 3 4 5 6 7

2.0

3.8

5.6

7.4

9.2

S
h
e
a
r 

s
tr

e
n
g
th

/M
P

a

KH-550/%

(b)

 

图 7    KH-550 添加量对层合玻璃透明度、雾度和剪切强度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KH-550 content on the transparency，haze and shear strength of glass laminates
 

3    结论

（1）以 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改性

聚氨酯，随着有机硅含量的增加，改性聚氨酯材料

透明度降低，雾度升高；改性聚氨初始酯储能模量

先增大后减小；改性聚氨酯损耗角正切的区域面积

先增大后减小；改性聚氨酯的硬段玻璃化转变温度

先增大后减小；当 KH-550 添加量为 1%时，改性聚

氨酯性能最佳，其初始储能模量最大，为 1086 MPa；
损耗角正切区域面积最大；硬段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最大，为 118.5 ℃。

（2）以 KH-550 改性聚氨酯胶层作为中间胶

层，随着 KH-550 添加量增大，透明度持续降低，界

面剪切强度先升高后降低，剪切断裂面为有机玻璃/
胶层界面，在 0.5% KH-550 达到最大值 7.7 MPa。
未改性聚氨酯作为中间胶层，层合玻璃剪切强度为

6.7 MPa，由此可见，有机硅改性聚氨酯有助于提高

层合玻璃的界面粘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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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organosilicone modified polyurethane and its effect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rganic-inorganic glass laminates

LI Yingde1,2,    LU Jinshan1*,    ZHONG Fan1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2. Fuzhou Rick Brow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Fuzhou 350108）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rganosilicone-modified  polyurethane  was  synthesized  by  the  prepolymerization  method  by  using

polypropylene  glycol  and  isophorone  diisocyanate  as  the  synthetic  monomers,  and  γ-aminopropyltriethoxysilane  (KH550)  as  the

silicone source. The modified polyurethane was used as the interlayer to prepare the organic-inorganic glass laminates. The effects of

silicone contents on the optical properties, therm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interfacial adhesion property of the glass laminat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KH550  content  increasing,  the  polymerization  degree  of  polyurethane  is  decreased,  resulting  in  lower

transparency,  higher  haze  and  lower  surface  hardness.  The  storage  modulus  of  the  modified  polyurethane  is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of  hard  segments  is  first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Both  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 when the additive amount of KH550 is 1%. Using polyurethane adhesive layer as the interlayer of glass laminates,

the  interfacial  shear  strength  of  the  unmodified  glass  laminates  is  6.7  MPa,  while  the  interfacial  shear  strength  of  glass  laminates

containing 0.5% KH550 is 7.7 MPa.

Key words:   organosilicone；polyurethane；glass laminate；optical property；interfacial adhesi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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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iC复合材料致密度影响因素

陈智勇
1,2,    徐颖强

1*,    肖    立1,    李妙玲
2,    李    彬2,    高铭远

2

（1．西北工业大学 机电学院，西安 710072；2．洛阳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利用先驱体转化法制备 C/C-SiC 复合材料，对试样进行微观结构分析和性能测试，研究渗硅温度、保温时间、

真空度和裂解周期对 C/C-SiC 复合材料致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渗硅温度的升高，材料的致密度呈先加速升

高后快速下降趋势；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材料的致密度先快速升高，保持一段时间稳定后再缓慢降低；随着烧结

真空度的提高，材料的致密度加速升高；随着裂解周期的增加，材料的致密度不断增大，但增速逐步降低。经过

11 周期的“浸渍-固化-裂解”过程后，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获得最大密度 2.09 g/cm3、最小孔隙率 7.6%，其

综合力学性能最为优异：弯曲强度 468 MPa、拉伸强度 242 MPa、断裂韧度 19.6 MPa•m1/2、维氏硬度 17.2 GPa。
关键词：C/C-SiC 复合材料；致密度；孔隙率；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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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增强碳化硅（C/C-SiC）复合材料具有硬

度高、强度大、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热膨胀系数

小等优良特性[1-4]，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受到国内

外研究学者的青睐。C/C-SiC 复合材料已广泛应用

于高铁、航空航天等国防军工领域，例如高铁制动

盘、飞机制动系统和涡轮叶片、高速飞行器热防护

部件、火箭发动机喷管、喉衬和推力室等。

C/C-SiC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主要有先驱体转

换法、反应熔渗法、热压法、化学气相渗透法。先

驱体转换法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先进的

制备方法，它的出现是 C/C-SiC 复合材料快速发展

的直接动因之一。先驱体转换法优势突出，制备温

度较低，不易损伤增强纤维，对不同的纤维预制体

适应性较强，能够制备大尺寸、厚壁、形状复杂的

C/C-SiC 复合材料部件，且基体成分分布均匀 [5-7]；

但先驱体在交联固化、裂解过程中，基体收缩率很

大，导致微结构不致密。为获得高致密度、高性能

的材料须多次浸渍裂解，制备成本较高，如何提升

材料致密度是 C/C-SiC 复合材料的重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对 C/C-SiC 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

（开孔率、孔隙尺寸和分布等）调控等方面做了大量

研究。Kumar 等[8] 研究了多孔体的液硅熔渗过程，

认为渗透速率由所有孔隙控制；Zhang 等[9] 制备了

孔隙相同、C 相含量不同的 C/C-SiC 复合材料，结

果表明，随着 C 相含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弯曲强

度和剪切强度逐渐提高；刘伟等[10] 研究了孔隙率

与 C/C-SiC 复合材料组成相与性能之间关系，认为

存在一个临界孔隙率，可使材料密度和强度达到最

大值；谢巍杰等[11] 利用不同密度的预制体制备了

密度相近的 C/C-SiC 复合材料，结果表明，随 C 相

含量增加，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和抗氧化性能反而

下降。以上研究均表明，预制体中 C 含量、孔隙分

布和密度均是影响渗硅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

C/C-SiC 复合材料的性能。

利用先驱体转换法制备 C/C-SiC 复合材料过

程中，将短切碳纤维等混合料冷压成型后，再经固

化、炭化制得低密度 C/C 复合材料，将其作为渗硅

陶瓷化的骨架材料（碳纤维预制体），将液态的聚合

物先驱体（如聚碳硅烷溶液或熔体）浸渍到多孔的

纤维预制体内，然后经交联固化、裂解，先驱体原位

转化成 SiC 基体，SiC 填充在碳纤维预制体内部空

隙处使得孔隙率逐渐降低，经过多次“浸渍-交联-
裂解”的循环工艺，材料密度和性能逐渐提高，即

制得高性能的 C/C-SiC 复合材料。渗硅陶瓷化时

的熔渗温度、保温时间、真空度和裂解周期对硅碳

反应和渗硅陶瓷化后 SiC 基体的含量和残留 Si 的

含量有显著影响，并直接影响到 C/C-SiC 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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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孔隙率和孔隙分布，进而影响到 C/C-SiC
复合材料的强韧性和摩擦磨损性能[12-13]。因此，渗

硅陶瓷化时的熔渗温度、保温时间、真空度和裂解

周期对 C/C-SiC 复合材料致密度的影响亟须深入

研究。

为制备高致密度、力学性能优异的 C/C-SiC 复

合材料，本工作将碳纤维预制体与聚碳硅烷浸渍固

化，利用先驱体转化法制备 C/C-SiC 复合材料，对

试样进行微观结构分析、性能测试，研究渗硅温

度、保温时间、真空度和裂解周期对 C/C-SiC 复合

材料致密度的影响，进而探索优化的渗硅温度、保

温时间、真空度和裂解周期区间。

1    实验

1.1    实验原料与样品制备

增强纤维采用短切碳纤维，长度 300～500 μm；

二甲苯（xylene），洛阳市化学试剂厂；二乙烯基苯

（DVB），浅黄色液体，上海高桥化工厂；聚碳硅烷

（PCS） ， 黄 褐 色 固 体 ，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 实 验 前 将

PCS 球磨成粉，过 80 目筛。

将短切碳纤维等混合料冷压成型后，再经固

化、碳化制得碳纤维预制体，使用压力浸渍炉将液

态先驱体浸渍到碳纤维预制体内，然后在真空烧结

炉中高温交联固化、裂解，依次进行共 14 个周期的

“浸渍-交联-裂解”的循环工艺[14]。具体工艺参数

如下：

（1）先驱体质量比 mxylene∶mDVB∶mPCS = 2∶3∶10，

温度 40～60 ℃ 时，先驱体溶液黏度在 170～410
MPa•s[15]。

（2）固化、炭化时，在 15 min 内使温度由室温

快速升至 90 ℃，在 90 ℃ 保温 60 min，使混合料均

匀受热，酚醛树脂受热完全包裹短切碳纤维；之后

快速升温至 120 ℃，并保温 15 min，压力设置在

0.5～1 MPa，保温结束后，升至 150 ℃，保温 10 min
后，施加最终压力 25 MPa，预制体纤维体积含量约

30%。

（3）高温真空熔融渗硅陶瓷化时，分别选择渗

硅温度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

渗硅保温时间 10 min、20 min、30 min、60 min、90 min、

120 min，绝对压强 50 Pa、100 Pa、500 Pa、1000 Pa。
（4）每经过三周期的“浸渍-固化-裂解”，进行

一次 1800 ℃、3～6 h 的高温开孔、石墨化处理。

1.2    测试与表征

采用 S-23700N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

设置为 20 kV，观察 C/C-SiC 复合材料微观形貌。

用排水法测试材料密度和孔隙率；采用 AccuPyc
II 1340 型真密度分析仪，按照 GB/T 25995—2010
《精细陶瓷密度和显气孔率试验方法》测试样品

密度。表观密度计算公式为：

ρa =
m1

m1−m2
×ρ1 (1)

ρa

ρ1

式中： 为陶瓷试样的表观密度，kg/cm3；m1 为干燥

试样质量，kg/cm3；m2 为浮重，kg； 为试样浸入液

体在实验温度下的密度，kg/cm3。体积密度计算公

式为：

ρb =
m1

m3−m2
×ρ1 (2)

ρb式中： 为陶瓷试样的体积密度，kg/cm3；m3 为湿试

样质量，kg。

显气孔率计算公式为：

πa =
m3−m1

m3−m2
×100% (3)

πa式中： 为显气孔率，%。

采 用 AG-2000A 型 万 能 材 料 试 验 机 ， 参 照

GB/T 23805—2009《精细陶瓷室温拉伸强度试验

方法》、GB/T 6569—2006《精细陶瓷弯曲强度实

验方法》，测量样品的拉伸强度、弯曲强度，试样拉

伸标距和弯曲跨距 30 mm，加载速率为 0.5 mm/min；

使用单边切口梁法测试样品断裂韧度，切口深度约

为试样高度的 1/3，切口宽度为 0.3 mm。采用 HVS-5
型 Vickers 硬度仪，参照 GB/T 16534—2009《精细

陶瓷室温硬度试验方法》测试样品维氏硬度，载荷

为 1 kg，加载时间为 15 s[16]。

2    结果与讨论

2.1    样品形貌分析

分散均匀的短切碳纤维经真空压缩过滤，干燥

后形成坯体，图 1 为制备好的短切碳纤维预制体的

宏观形貌。由图 1 可以看出，纤维预制体完整，没

有发现明显的褶皱、开裂等宏观缺陷。纤维在预制

体中分布均匀，没有发现明显的纤维团聚现象。

“浸 渍 -交 联 -裂 解”的 循 环 工 艺 处 理 后 的

C/C-SiC 复合材料微观形貌用电子显微镜观察。

图 2 是在渗硅温度 1700 ℃、保温时间 30 min、绝对

压强 50 Pa 工艺条件下，经 9、10、11 次循环处理后

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断口微观形貌。图 2
中长柱状为短切碳纤维，SiC 相为暗灰色，游离

Si 相为亮白色，黑色为空隙。从图 2 可见，短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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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纵横交错，说明制备的预制体中纤维分布均

匀；对比图 2（a）～（c），发现纤维拔出越来越少，说

明随着浸渍-裂解周期数的增多，碳纤维与 SiC 基

体结合力越来越好，碳纤维增韧补强作用明显；黑

色间隙区域逐渐减少，尤其是经 10、11 次循环处

理，孔隙基本消失，材料致密程度已经没有明显变

化；（b）和（c）图中暗灰色的 SiC 相已基本无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 11 次循环周期已使预制体孔隙最

大限度地被填充并碳化裂解，继续循环处理，复合

材料的致密度也不会明显增加[17]。

2.2    渗硅温度对 C/C-SiC复合材料致密度的影响

在保温时间 30 min、绝对压强 50 Pa、11 个裂

解周期工艺条件下，分别在 1500 ℃、1600 ℃、1700 ℃、

1800 ℃、1900 ℃ 温度条件下，对 C/C 复合材料进

行高温真空熔融渗硅，制备C/C-SiC 复合材料，研究

渗硅温度对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孔隙率的影

响，进而优选出最佳渗硅温度[18-19]。

图 3 为不同渗硅温度下 C/C-SiC 复合材料密

度、孔隙率变化曲线图。从图 3 可以看出，随着渗

硅温度的升高，材料的密度呈先加速升高后快速下

降的趋势，气孔率则呈先加速下降后快速上升趋

势。这是由于当渗硅温度较低时，液态硅黏度较

大，在坯体内部孔隙通道中流动性差，毛细管力较

低，相对于液态硅的流动速率，液态硅与碳源反应

生成 SiC 的速率比较占优势，反应生成 SiC 导致体

积膨胀，堵塞孔隙通道，阻碍液态继续流动，进而导

致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偏低、孔隙率较

高；随着渗硅温度逐渐升高，高温会降低液态硅的

黏度，液态硅在坯体内部孔隙通道中流动性提高，

毛细管力较大，液态硅在快速填充孔隙的同时，与

碳源反应生成 SiC，进而导致所制备的 C/C-SiC 复

合材料的密度逐渐增高、孔隙率逐渐降低；当渗硅

温度继续升高时，虽然高温有利于液态硅快速填充

孔隙，但同时也会提高生成 SiC 反应的速率，当生

成 SiC 的速率再次占据优势时，C/C-SiC 复合材料

的密度会逐渐降低，孔隙率会逐步升高。当渗硅温

10 mm10 mm

 

图 1    碳纤维预制体的宏观形貌

Fig. 1    Macromorphology of carbon fiber p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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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裂解周期的 C/C-SiC 复合材料微观形貌 SEM
图像　（a）9 周期；（b）10 周期；（c）11 周期

Fig. 2    SEM images  of  C/C-SiC  composite  micro   morpholo-
gies  with  different  cracking  cycles　 （a）  9  cycles；
（b） 10 cycles；（c） 11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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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渗硅温度与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和孔隙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

Fig. 3    Relation curves  of  siliconizing  temperature  with  dens-
ity and porosity of C/C-SiC com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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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700 ℃ 时，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

最大、孔隙率最小。

2.3    保温时间对 C/C-SiC复合材料致密度的影响

在 渗 硅 温 度 为 1700 ℃、 绝 对 压 强 为 50  Pa、
11 个裂解周期工艺条件下，研究保温时间对所制备

的 C/C-SiC 复合材料的密度、孔隙率的影响，进而

优选出最佳保温时间[20]。

图 4 为不同保温时间下 C/C-SiC 复合材料的

密度和孔隙率变化曲线。从图 4 可看出，随着保温

时间的增大，材料密度先增加而后降低，材料孔隙

率变化趋势与密度变化趋势相反。在 10 min 至

30 min 保温时间区间内，材料密度呈快速上升趋

势，且增幅较大，材料孔隙率呈快速下降趋势，且降

幅较大；在 30 min 至 60 min 保温时间区间内，材料

密度和孔隙率缓慢下降；在 60 min 至 120 min 保温

时间区间内，材料密度呈加速下降趋势，但降幅较

小，材料孔隙率呈加速上升趋势，但增幅较小。这

种变化规律是由于在 10 min 至 30 min 保温时间区

间内，随着保温时间的增加，液态硅有充足的时间

填充孔隙，与碳源发生反应生成 SiC，因此该阶段

材料密度呈显著上升趋势，孔隙率也明显降低；在

30 min 至 60 min保温时间区间内，液态硅已填充孔

隙完毕，与碳源发生反应生成 SiC 结束，因此该阶

段材料密度和孔隙率几乎不发生变化；在 60 min
至 120 min 保温时间区间内，由于液态硅不断高温

挥发，导致复合材料表层残余硅蒸发流失，因此该

阶段材料密度和孔隙率分别缓慢下降和上升。

 

0 20 40 60 80 100 120
1.85

1.90

1.95

2.00

2.05

2.10 Density

P
o
ro
s
it
y
/%

D
en
si
ty
/(g
•c
m

−3
)

t/min 

7

8

9

10

11

12

13

14

Porosity

 
图 4    保温时间与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和孔隙率之间的

关系曲线
Fig. 4    Relation curves of holding time with density and poros-

ity of C/C-SiC composite
 

图 5 为不同保温时间下 C/C-SiC 复合材料中

残留硅的变化曲线图。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保温

时间增加，残留硅的含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这是由

于当保温时间由 10 min 增加至 30 min 时，液态硅

不断地与碳源反应生成 SiC 被消耗，残留硅的含量

降 低 ； 当 保 温 时 间 进 一 步 增 加 时 ， 复 合 材 料 表

层 残 余 硅 蒸 发 流 失 ， 导 致 残 留 硅 的 含 量 进 一 步

降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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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保温时间与 C/C-SiC 复合材料残留硅关系曲线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ding time and residual silicon
in C/C-SiC composite

 

综合分析图 4 和图 5 可知，在渗硅温度为 1700 ℃
的前提下，保温时间为 30 min 时，所制备的 C/C-
SiC 复合材料密度最大、孔隙率最小。

2.4    真空度对 C/C-SiC复合材料致密度的影响

在渗硅温度 1700 ℃、保温时间 30 min、11 个

裂解周期工艺条件下，研究真空度对所制备的 C/C-
SiC 复合材料密度和孔隙率的影响，优选出最佳真

空度[22]。

图 6 分别为不同真空度下 C/C-SiC 复合材料

的密度和孔隙率的变化曲线。从图 6 可看出，随着

烧结真空度的提高（绝对压强减小），材料密度增

大，孔隙率减小。这是由于提高真空度可为液态硅

提供更强大的熔渗动力，液态硅连续填充孔隙并与

碳源反应，进而不断提升材料致密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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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真空度与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和孔隙率关系曲线
Fig. 6    Relationship of vacuum degree with density and poros-

ity of C/C-SiC composite
 

从图 6 可知，在渗硅温度 1700 ℃、保温时间

30  min 的 前 提 下 ， 绝 对 压 强 50  Pa 时 ， 所 制 备 的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最大、孔隙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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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裂解周期对 C/C-SiC复合材料致密度影响分析

在渗硅温度 1700 ℃、保温时间 30 min、绝对压

强 50 Pa 工艺条件下，研究裂解周期对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和孔隙率的影响，优选出最

佳裂解周期[24]。

将碳纤维预制体浸渍 PCS 浆料（PCS∶DVB∶二

甲苯  = 10∶3∶2），经加压浸渍、固化交联、高温裂

解，PCS 裂解产物 SiC 填充在预制体空隙处。经

14 周期的“浸渍-固化-裂解”后得到 C/C-SiC 复合

材料，对每周期的 C/C-SiC 复合材料留样并测量密

度、孔隙率。图 7 为不同裂解周期 C/C-SiC 复合材

料的密度和孔隙率变化曲线图。从图 7 可看出，随

着裂解周期的增加，C/C-SiC 复合材料的密度呈不

断增加趋势，孔隙率呈不断降低趋势，但可以看到

密度增速和孔隙率降速都逐渐降低，经过 11 周期

后，密度、孔隙率几乎都不再变化。这和显微形貌

分析结果一致，说明 11 周期浸渍、裂解已使制备

的 C/C-SiC 复合材料达到了最大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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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裂解周期与 C/SiC 复合材料的密度和孔隙率关系曲线
Fig. 7    Relationship curves of cracking cycle with density and

porosity of C/SiC composite
 

从 图 7 可 看 出 ， 在 前 5 轮 裂 解 过 程 中 ，C/C-
SiC 复合材料的密度不断增加，这是因为 PCS 高温

裂解产物 SiC 不断填充材料内部孔隙，使材料内部

孔隙率不断降低，进而导致材料密度不断增加。在

第 5、6 轮裂解过程中，材料密度曲线增速明显降

低，与之对应的是孔隙率曲线下降速度明显减缓。

这 是 因 为 在 第 6 轮 裂 解 时 进 行 了 高 温 处 理 ， 使

PCS 裂解释放更多的产物气体，导致质量有所损

失，但有利于内部闭气孔打开，进而提供更多的孔

隙。这样更有利于后期的顺利浸渍裂解，使 C/C-
SiC 复合材料的密度不断增加，孔隙率不断降低[25]。

综合分析图 3～图 7 可以获知，在渗硅温度

1700  ℃、 保 温 时 间 为 30  min、 绝 对 压 强 50  Pa
条件下，再经 11 周期的“浸渍-固化-裂解”后，所

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密度最大、孔隙率最小，

密度为 2.09 g/cm3、孔隙率为 7.6%。此时所制备的

C/C-SiC 复合材料综合力学性能最为优异，力学性

能测试结果为：弯曲强度 468 MPa、拉伸强度 242 MPa、
断裂韧度 19.5 MPa•m1/2、维氏硬度 17.2 GPa。

3    结论

（1）随着渗硅温度的升高，材料的致密度呈先

加速升高后快速下降趋势，当渗硅温度为 1700 ℃
时，材料致密度最高。

（2）随着保温时间的增大，材料的致密度先快

速升高，保持一段时间稳定后再缓慢降低，在渗硅

温度为 1700 ℃ 的前提下，保温时间为 30 min 时，

材料致密度最高。

（3）随着烧结真空度的提高，材料的致密度加

速升高，在渗硅温度为 1700 ℃、保温时间为 30 min
的前提下，绝对压强为 50 Pa 时，材料致密度最高。

（4）随着裂解周期的增加，C/C-SiC 复合材料的

致密度呈不断增加趋势，且增速逐渐降低，在渗硅

温度为 1700 ℃、保温时间为 30 min、绝对压强为

50 Pa 前提下，经过 11 周期的“浸渍-固化-裂解”

过程后，材料致密度最高，综合力学性能最优。

（5）该工艺过程中，每经过三周期的“浸渍-固
化-裂解”，进行一次 1800 ℃、3～6 h 的高温开孔、

石墨化处理，有利于提高材料浸渍、裂解效率，与优

化先驱体（质量比 mxylene∶mDVB∶mPCS = 2∶3∶10）配

合，生产周期较短，制备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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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density of C/C-SiC composite

CHEN Zhiyong1,2,    XU Yingqiang1*,    XIAO Li1,    LI Miaoling2,    LI Bin2,    GAO Mingyuan2

（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Henan, China）

Abstract:     C/C-SiC  composites  were  prepared  by  precursor  transformation  method.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silicon infiltration temperature, holding time, vacuum degree and cracking cycle on the density

of C/C-SiC composit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siliconizing temperature, the density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s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heat preservation time, the density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s rapidly

at first, keeps stable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n decreases slow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intering vacuum, degree, the density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s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racking cycle, the density of the material increases continuously, but the growth rate

decreases  gradually.  After  11  cycles  of “ impregnation  curing  cracking”   process,  the  C/C-SiC  composite  prepared  obtained  a

maximum  density  of  2.09  g/cm3  and  a  minimum  porosity  of  7.6%.  At  this  time,  it  also  has  the  most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bending strength of 468 MPa, tensile strength of 242 MPa, fracture toughness of 19.6 MPa•m1/2 and Vickers

hardness of 17.2 GPa.

Key words:   C/C-SiC composite；density；porosity；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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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电导率改性与抗雷击性能

肖    尧1*,    李    斌2,    刘晓山
1,    张献逢

1,    董    俊1,    魏小龙
2

（1．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机务士官学校，河南 信阳 464000；2．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摘要：传统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中的树脂基体电阻率大，在强电流下会产生大量阻性热从而造成损伤，增强其

电导率能够有效提高 CFRP 的雷击防护性能。在树脂基体中添加银粉颗粒进行电导率改性，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

银粉含量对雷击防护性能影响，确定 CFRP 基体中的最佳银粉含量为 38%。沿厚度方向电导率的改性效果最佳，

提高了 217.3 倍。使用不同峰值的 D 波形雷电流对改性 CFRP 层压板进行模拟雷击实验，并对未改性以及表面铺

设铜网的层压板进行相同能级的对照实验，通过目视损伤观察和透视超声扫描比较损伤特征和损伤面积，评估基

体改性 CFRP 的抗雷击性能。结果表明：基体改性可以阻碍表面铺层被击穿，降低纤维断裂翘曲以及分层损伤；峰

值电流 20 kA、40 kA 和 60 kA 下，铜网防护能使雷击透视损伤面积分别下降 100%、86.61%和 37.46%，基体改性整

体防护能使雷击透视损伤面积分别下降 84.02%、81.03%和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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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复合材料在主流飞机中

的应用比例逐步上升[1-2]，军用飞机最高已达到飞机

结构总重的 40%，而民用飞机的用量更高，波音-
787 客机的复合材料用量超过 50%[3-4]，使用范围也

从飞机的次承力结构件发展到了现在部分主承力

结构件。在众多先进复合材料当中，碳纤维复合材

料（carbon fibre reinforced plastics，CFRP）凭借其优

异的综合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脱颖而出[5]。与此

同时，CFRP 树脂基体的高电阻率也使其在强电流

作用下会产生剧烈阻性热，造成严重的烧蚀损伤，

甚至产生局部高压造成爆炸[6]。若飞机在飞行时遭

遇雷击，其 CFRP 构件可能受到严重损伤，影响飞

行安全。

目前，传统的防雷击措施主要有金属防护网

箔、金属保护涂层、雷电导流条、防雷击胶膜和绝

缘层防护等[7-8]，但以上的表面防护措施在防护效

果、经济性、可操作性、结构质量和使用维护等方

面存在各自的不足[9-10]。对复合材料进行基体改性

是国内外学者在新形式雷击防护设计方面一个重

要研究方向。通过基体改性实现复合材料导电性

的提高，从而降低雷击损伤，起到雷击防护作用，学

者们已做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11-12]。Hirano 等 [13]

开发聚苯胺基导电热固性树脂，提高了树脂的电导

率和均匀性，其电导率值在面内和面外方向上分

别 是 传 统 碳 纤 维 环 氧 树 脂 复 合 材 料 的 5.92 和

27.4 倍 ， 40  kA 雷 电 流 下 的 雷 击 损 伤 减 少 76%；

Chakravarthi 等[14] 对填充了镀镍单壁碳纳米管的碳

纤维双马来酰亚胺复合材料防雷击效果进行了评

估，添加 4%（质量分数）可以降低整体电阻率，从而

降低雷击损伤；王奔[15] 选择在环氧树脂中添加石

墨烯，利用石墨烯的良好电导率完成对绝缘树脂的

改性。

在电器电子行业，利用金属颗粒改性树脂电导

率已做了一系列研究。孙健等[16] 采用不同粒径的

银粉、不同固化收缩率的基体配制导电胶，探究固

化过程及银粉形貌对导电胶电阻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银粉形貌对电阻率影响较小；基体固化收缩率

越大，电阻率越小，对导电性影响起决定性作用。

万超等[17] 研究了银粉含量、形貌以及表面处理对

导电胶的体积电阻率和剪切强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当银粉含量为 60%时，该导电胶发生渗流现

象；并且银粉颗粒尺寸越小，固化后的导电性能越

好，但粘接性能越差；表面处理可提高导电性能，其

中酸改性提升效果最明显，但其剪切强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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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在 CFRP 树脂基体中加入以银粉为主

的导电填料对树脂基体改性，制备各方向电导率均

提高的改性 CFRP 层合板，通过模拟雷电流 D 波冲

击实验，与未改性以及传统铜网防护下层压板雷击

损伤进行对比，对其抗雷击性能进行验证。

1    导电树脂浆料制备

选择航空用 CFRP 常用基体环氧树脂作为改

性对象；选择银粉和碳纳米管作为改性填料：银粉

作为主要填料，能够在树脂中形成导电网格，提供

导电通道，有效降低树脂电导率；碳纳米管辅助增

强环氧树脂导电性，也能够延长其裂纹扩展路径，

降低裂纹尖端应力，从而增加环氧树脂韧性。为使

导电填料与树脂基体浆料充分掺混，保证浆料较好

的流动性，同时不产生其他效应，可按照文献 [18]
的方法进行改性制备。最终的改性浆料配方及其

固化后的电导率分别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可以发现，最终配方制备的导电浆料固化后电

导率能够达到 105 S/m 量级，实现了对环氧树脂基

体的电导率改性。用 S-4800 扫描电镜对固化试样

液氮淬断后的断面进行扫描，扫描结果如图 1 所

示。由图 1 可以看出：银粉在环氧树脂中混合均

匀，几乎与环氧树脂融为一体，很难分辨出导电银

粉与环氧树脂的界面，没有出现集中团聚的情况，

有利于导电网路的形成。因此，该配方中的银粉比

例大小适中，兼顾了浆料的流动性要求，能够保证

下一步高电导率 CFRP 层合板的改性制备。

2    CFRP树脂基体最佳银粉含量

2.1    不同银粉含量 CFRP电导率

以导电树脂基体浆料为基础，采用真空辅助树

脂传递模塑（VARTM）技术制备 CFRP 层合板 [15]。
为确定导电浆料中银粉质量占整个 CFRP 树脂体

系的比例，进行不同银粉含量的配方调试。利用基

体浆料，制备银粉含量 25%、30%和 40%的 CFRP
层合板试件，同时未改性的 0%银粉含量试件作为

对照，4 种试件外观如图 2 所示。

层合板中的碳纤维为编织结构，将复合材料沿

纤维方向电导率设为 σ1，垂直于纤维方向电导率设

为 σ2，沿厚度方向电导率设为 σ3，测量不同银粉含

量的编织层合板电导率，结果见表 3。

表 1    导电浆料的最终改性配方

Table 1    Final modified formulation of conductive paste

Material Formula/g

Epoxy resin E-51 320

DDS 112

Ag-S1 320

Carbomer-941 0.48

BF3-400 3.2

Glycol ether 170

Defoamer-5120 1.48

Carbon nano tube 0.64

表 2    导电浆料固化后的电导率

Table 2    Conductivity of cured conductive paste

Sample Conductivity/105（S•m−1）

1 1.12

2 1.15

3 1.13

4 1.12

5 1.14

0.5 μm0.5 μm 30 μm30 μm

(a) (b)

 

图 1    导电浆料最终配方（表 1）固化样品液氮淬断后断面 SEM 照片　（a）高倍；（b）低倍

Fig. 1    SEM images  of  cross  section  of  cured  sample  （ the  final  formula  of  conductive  paste  in  Table  1） ， after  liquid  nitrogen
quenching　（a） high magnification；（b） low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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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银粉含量的 CFRP试件电导率

Table 3    Conductivities of  the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con-
tents of Ag-powder

Ag-powder /% σ1/（S•m−1） σ2/（S•m−1） σ3/（S•m−1）

0 4259.16 2344.73 1.81

25 12352.09 10307.89 184.55

30 15536.03 16480.46 315.64

40 27169.39 25994.63 461.91
 
 

由表 3 可知：编织结构 CFRP 层合板的 σ1 和

σ2 相近，且随着银粉含量的提高，三个方向电导率

增大，σ3 增加最明显。由文献 [17] 可知，树脂中添

加的银粉质量分数为 60%达到导电渗流阀值，体

积电阻率为 1.6 × 10−5 Ω•m，继续添加银粉，体积电

阻率下降减缓，当质量分数达到 80%和 85%时，两

者电导率已基本不发生变化。本工作制备导电环

氧树脂是为了制备层压板试件，实际制备过程中，

银粉质量分数大于 40%之后，整个树脂的流动性

很差，无法制作复合材料层压板，因此要综合考虑

树脂含银量与流动性，保证层压板层内以及层与层

之间的黏结性和对碳纤维的包裹性。

2.2    不同银粉含量 CFRP雷击仿真

根据文献 [19-20] 中的热-电耦合烧蚀模型和基

于树脂基热解度的复合材料电导率模型建立有限

元模型，选择 ABAQUS 热-电耦合模块，集中电流

加载。模型总共包含 24 层，每层厚度 0.15 mm，单

元类型为 DC3D8E，单元总数为 57600。顶部和侧

面采用第三类热传导边界条件，设定层压板与周围

环境间的热传导系数以及环境温度，采用第二类热

传导边界条件使底边绝热，设定边界热流密度为

0 w/m2，热辐射率为 0.9，空气温度为 25 ℃，底面和

侧面的电势为 0 V[21]。代入不同银粉含量 CFRP 试

件的实测电导率，分析层压板树脂中不同含量银粉

对雷击烧蚀损伤的影响，以确定改性树脂基体的最

佳银粉含量，仿真模型如图 3 所示。

在 T1/T2 = 4.78/19.6、峰值电流为 80 kA 的模拟

雷电流波形下，不同银粉含量的 CFRP 层合板的雷

击损伤温度场分布如图 4 所示，具体对应的雷击损

伤面积如图 5 所示。在银粉含量分别为 0%、25%、

30%和 40%的条件下，对应表观损伤面积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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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不同银粉含量下的试件外观　

Fig. 2    Appearances of the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Ag-powder（a）0%；（b）25%；（c）30%；（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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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仿真模型示意图

Fig. 3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composite exposed to simulated lighting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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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9.03 mm2、461.04 mm2、345.94 mm2 和288.25 mm2；

随着银粉含量的增加，表观烧蚀损伤面积逐渐降

低，分别下降 70.99%、78.23%和 81.86%。导电浆

料中银粉占树脂体系的比例增加，使得原本绝缘的

环氧树脂得到改性，电导率提升，从而降低烧蚀损

伤。当银粉质量分数大于 30%之后，雷击损伤的

防护效果的增幅下降，为保证 CFRP 层压板层内及

层间的黏结性和对碳纤维的包裹性，避免过多银粉

影响层压板力学性能，最终确定的银粉占基体体系

质量分数为 38%。

2.3    改性 CFRP电导率测定

改进 CFRP 层压板实测电导率如表 4 所示。

对 比 表 3 中 未 改 性 层 压 板 电 导 率 ， 可 以 看 出 对

CFRP 层压板沿厚度方向电导率的改性效果最佳，

提高了 217.3 倍，对沿纤维方向电导率的改性效果

不明显，这是因为碳纤维原本电导率就很高。

3    模拟雷电流直接效应实验

3.1    试件与实验设备

试件参照标准 ASTM D7137 设计，为单向结构

层压板，共计三种类型。第一种：基体未改性空白

层压板，单层厚度 0.15 mm，共 24 层，尺寸为 150 mm ×
100 mm × 3.6 mm（未改性）；第二种：表面铺设铜网

层压板，铜网网眼数为 1100 目，铜丝直径为 0.25 mm，

铜网里层单层厚度0.15 mm，共24 层，尺寸为150 mm ×
100 mm × 3.85 mm（铜网防护）；第三种：基体改性

层压板，单层厚度 0.2 mm，共 24 层，尺寸为 150 mm ×
100 mm × 4.8 mm（基体改性）。三种类型层压板层数

表 4    改性 CFRP层压板不同方向电导率测量结果

Table 4    Electrical conductivities of modified CFRP in differ-
ent directions

Sample σ1/（S•m−1） σ2/（S•m−1） σ3/（S•m−1）

1 26873.93 1304.4 406.89

2 25945.89 1161.7 387.74

3 25086.97   947.82 390.76

Average 25968.93 1137.97 395.13

NT11

NT11

NT11

NT11

3.400e+03
3.137e+03
2.875e+03
2.612e+03
2.350e+03
2.087e+03
1.825e+03
1.562e+03
1.300e+03
1.037e+03
7.749e+02
5.125e+02
2.500e+02
2.500e+01

3.340e+03
3.082e+03
2.825e+03
2.567e+03
2.310e+03
2.052e+03
1.795e+03
1.537e+03
1.280e+03
1.022e+03
7.650e+02
5.075e+02
2.500e+02
2.500e+01

3.332e+03
3.075e+03
2.818e+03
2.562e+03
2.305e+03
2.048e+03
1.791e+03
1.534e+03
1.277e+03
1.021e+03
7.637e+02
5.068e+02
2.500e+02
2.500e+01

3.326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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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e+03
2.557e+03
2.301e+03
2.044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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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银粉含量下的试件雷击损伤温度场　

Fig. 4    Lightning damage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e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Ag-powder　（a）0%；（b）25%；（c）30%；
（d）40%

0 10 20 30 4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D
a
m

a
g
e
 a

re
a
/m

m
2

Ag-powder proportion/% 

图 5    不同银粉含量试件损伤面积

Fig. 5    Damage areas of the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Ag-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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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厚度不同。所用碳纤维均为 T700 级，树脂基体

均为 E-51 环氧树脂，层压板的铺层顺序均为 [45/−45/
0/90/90/−45/0/45/0/90/−45/45]s，试件如图 6 所示。

实验设备为 ICTS-A/D-200/100 复合材料雷电

直接效应冲击发生器，冲击电流发生器实物如图 7
所示。

 
(a) (b) (c)

 

图 6    三种类型层压板试件　（a）未改性；（b）铜网防护；（c）基体改性

Fig. 6    Three types of laminate test piece　（a） unmodified；（b） copper wire mesh protection；（c） matrix modification
 
 

 
图 7    冲击电流发生器

Fig. 7    Impulse current generator
 

3.2    实验方案

选择雷电流D 波，对三种类型共计 9 件层压板试

件进行雷电流直接效应实验，具体方案如表 5 所示。

3.3    实验结果分析

图 8 分别给出了 20 kA、40 kA、60 kA 模拟雷

电流冲击下三种类型复合材料层压板的雷击损伤

形貌。由图 8（a-1）、（b-1）和（c-1）可知，20 kA 下，

未改性试件雷击损伤主要沿纤维方向分布，层压板

中心附着点及其四周有明显的树脂烧蚀痕迹，表层

纤维均已破裂；铜网防护和基体改性试件表面均未

击穿，仅留有烧蚀的痕迹，烧蚀痕迹都扩展到上下

边缘。由图 8（a-2）、（b-2）和（c-2）可知，40 kA 下，

未改性试件表层纤维翘曲，里层纤维裸露，树脂烧

蚀范围扩大，整个损伤形貌的分布趋势不变；铜网

防护试件的铜网烧蚀面积扩大，中间附着点处铜网

已被击穿，四周铜网部分熔化；基体改性试件树脂

烧蚀程度增大，但表层未被击穿，仅中心区域产生

轻微裂纹。由图 8（a-3）、（b-3）和（c-3）可知，60 kA
下，未改性试件损伤严重，不仅包含纤维断裂，树脂

烧蚀，还出现了分层损伤，中间区域留有深深的凹

坑，损伤到达内部多层；铜网防护试件中心附着处

表 5    雷电流直接效应实验方案

Table 5     Lightning current direct effect test program

Waveform T1/T2 Peak current/kA Action integral/（A2•s） Cullen quantity/C Number Protection

D 17.95 μs/66.4 μs 21.25 19208.58 1.53 A1 Unmodified

18.05 μs/101 μs 22.26 31539.39 2.52 B1 Copper wire mesh

17.75 μs/107.6 μs 22.45 33882.18 2.72 C1 Matrix modification

17.75 μs/95.4 μs 41.86 108509.65 4.68 A2 Unmodified

17.82 μs/124.6 μs 42.96 135578.41 5.96 B2 Copper wire mesh

17.3 μs/133 μs 43.43 160366.25 6.90 C2 Matrix modification

17.88 μs/132 μs 56.31 260248.15 7.90 A3 Unmodified

18.2 μs/174.3 μs 58.69 354751.72 10.35 B3 Copper wire mesh

18 μs/162 μs 59.45 380479.99 11.27 C3 Matrix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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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网被完全破坏，剥离表面，内层的纤维和树脂也

产生了严重损伤；基体改性试件中心区域表面被

击穿，开始产生纤维断裂翘曲，表层轻微凸起。

图 9 给出了不同峰值电流下三种类型试件雷

击损伤超声扫描图像，透视扫描损伤由每层各自方

向上的损伤叠加而成。利用像素统计法和色彩比

较法测量，20 kA、40 kA 和 60 kA 下，未改性试件的

雷击透视损伤面积分别为 374.14 mm2、1926.12 mm2

和 2850.08 mm2，铜网防护试件的雷击透视损伤面

积分别为 0 mm2、257.95 mm2 和 1782.44 mm2，基体

改 性 试 件 的 雷 击 损 伤 面 积 分 别 为 59.79  mm2、

365.38 mm2 和 1684.13 mm2。图 10 为三种类型层

压板试件在不同峰值电流下的雷击透视损伤面

积。铜网防护方式能使碳纤维复合材料雷击透视

损伤面积分别下降 100%、86.61%和 37.46%。基体

改性整体防护方式能使碳纤维复合材料雷击透视

损伤面积分别下降 84.02%、81.03%和 40.91%。

由于基体改性复合材料表面的电导率比纯金

属铜网表面电导率低，所以低电流下（20 kA）基体

改性防护效果不如铜网，铜网可以完全抵御雷电

类的冲击；但高电流下（60 kA）基体改性的防护效

果超过了铜网防护，因为此时铜网被击穿，烧蚀、

融化产生大面积损伤，作为外表面防护层的一次

性防护作用已失效，雷电损伤进入材料内部进行

扩展，而基体改性为整体防护形式，表层遭受破坏

后，里层的防护依旧有效，每一层的雷击防护能力

都和表层的一致。在 20 kA 和 40 kA 电流下，高温

热解是主要损伤源，损伤模式主要为树脂烧蚀扩

展；在 60 kA 电流下，爆炸冲击破坏占较大比重[22]，

损伤除了树脂烧蚀，还出现了纤维翘曲断裂，层与

层之间分层，中心区域留下凹坑。爆炸是由于内

部层与层之间热解气体快速积聚，银粉改性基体

使得每一层导电性都很好，内部阻性加热降低，所

以在减少热解损伤的同时，也显著抑制了爆炸的

发生。因此，在较大的峰值电流冲击下，采用整体

防护的基体改性方法，能够提高复合材料的抗雷

击特性，并且基体改性的雷击防护效果与雷电流

能量有关，超过一定能量范围，防护效果下降。

(a-3) (b-3) (c-3)

(a-2) (b-2) (c-2)

(a-1) (b-1) (c-1)

 

图 8    三种试件不同雷击电流下表观损伤　（a）未改性；（b）铜网防护；（c）基体改性；（1）20 kA；（2）40 kA；（3）60 kA
Fig. 8    Lightning  damage diagram of  three  types  of  test  piece　（a）  unmodified；（b）  copper  wire  mesh protection；（c）  matrix

modification；（1） 20 kA；（2） 40 kA；（3） 60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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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在 CFRP 树脂基体中加入以银粉为主的导

电填料能够使其导电性能得到大幅提升；随着银粉

含量的增加，改性 CFRP 雷击防护性能增强，但当

银粉含量超过一定阈值时，其改性效果增幅逐渐变

小。CFRP 基体中最佳银粉含量为 38%，沿厚度方

向电导率的改性效果最佳，提高了 217.3 倍。

（2）相同类型层压板试件，随着峰值电流增大，

损伤程度增大，雷击损伤形式特征变化。铜网被击

穿之后，内部铺层出现损伤，形式与未改性的损伤

特征相同；而基体改性可以阻碍表面铺层被击穿，

降低纤维断裂翘曲以及分层损伤。

（3）峰值电流 20 kA、40 kA 和 60 kA 下，铜网

防护方式使碳纤维复合材料雷击透视损伤面积分

别下降 100%、86.61%和 37.46%。，基体改性整体

防 护 方 式 能 使 其 分 别 下 降 84.02%、 81.03%和

40.91%。低电流下基体改性防护效果不如铜网，但

高电流下基体改性防护效果更好。铜网防护为一

次性防护，基体改性为整体防护形式，每一铺层均

具有雷击防护能力，表层遭受破坏后，里层的防护

依旧有效，并且基体改性的雷击防护效果与雷电流

能量有关，超过一定能量范围，防护效果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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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conductivity modification and lightning resistance
of carbon fiber composites

XIAO Yao1*,    LI Bin2,    LIU Xiaoshan1,    ZHANG Xianfeng1,    DONG Jun1,    WEI Xiaolong2

（ 1.  Aviation  Maintenance  NCO  Academy,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Henan,  China； 2.  Aeronautics

Engineering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Abstract:   The resin matrix of traditional carbon fiber composite (CFRP) has a high resistivity, which produces a lot of resistance

heat  and  causes  damage  under  the  strong  current.  Strengthening  its  conductivit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performance  of  CFRP.  The  particles  of  the  silver  powder  were  added  to  the  resin  matrix  for  conductivity  modifi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silver  powder  content  on  lightning  protection  performance  was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  optimum

content  of  silver  powder  in  CFRP  matrix  was  determined  to  be  38%.  The  conductivity  modification  effect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was the best, which was improved by 217.3 times. Simulated lightning strikes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modified CFRP

laminates with different peak lightning currents of D waveform, and unmodified laminates and the laminates with copper wire mesh

on  the  surface  were  compared  at  the  same  energy  level.  The  da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damage  area  were  compared  by  visual

damage observation and perspective ultrasonic scanning to evaluate the lightning resistance of the matrix modified CFR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trix modification can prevent the surface layer from breakdown and reduce the fiber fracture warping and lamination

damage. Under the peak current of 20 kA, 40 kA and 60 kA, the copper wire mesh protection can reduce the lightning damage area

by 100%, 86.61% and 37.46%, and the matrix modified overall protection can reduce the lightning damage area by 84.02%, 81.03%

and 40.9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CFRP)；silver powder；conductivity；matrix modification；lightning damage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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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紧固件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分析

单泽众,    罗名俊,    卢    翔*,    田明辉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为了研究含紧固件复合材料层合板在雷击电流作用下的烧蚀损伤规律，基于热电耦合建立含紧固件层合板的

雷击有限元分析模型，并对雷击烧蚀损伤结果进行分析，与参考结果对比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并分析得到含紧固件

层合板在不同峰值电流、紧固件尺寸、层合板宽度比条件下的烧蚀损伤结果，总结不同因素影响下烧蚀损伤面积的

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雷击峰值电流、紧固件的尺寸、层合板的宽度对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面积具有极大的影

响，相同的雷击电流波形，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导致的烧蚀损伤面积是峰值 50 kA 的 15.39 倍；紧固件越小，烧蚀

损伤面积越大，分层损伤面积越大，其中，当紧固件直径减小至 1/2 时，烧蚀损伤面积最大可增加 4.97 倍，分层损伤

面积最大可增加 1.91 倍；层合板损伤面积随宽度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最后趋于平稳，其中最大损伤面积与最小损

伤面积的比值可达 1.81 倍，且比值随着紧固件直径的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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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发生频率较高，且可

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能量，直接导致民航客机出

现重大安全事故[1-2]。目前民用飞机采用大量的复

合材料，复合材料相比于铝合金材料具有极低的导

电性能，且导热量差、比热低，在雷击电流附着过程

中，易产生严重的烧蚀损伤，对民航客机的运行安

全造成极大的威胁[3-4]。

国内外学者针对雷击烧蚀损伤的研究对象以

层合板为主，Ogasawara 等[5]、Hirano 等[6] 通过温度

叠加法研究层合板雷击烧蚀损伤特性，并与实验进

行对比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国内学者研究较晚，丁

宁等[7]、付尚琛等[8] 分别采用温度叠加法并通过软

件分析层合板的雷击烧蚀损伤特性。此外，丁宁等[9]、

肖尧等[10] 还针对不同因素影响下层合板的雷击烧

蚀损伤特性进行了分析讨论。

层合板在民机结构上的安装方式多数采用紧

固件的形式进行约束，研究含紧固件层合板的雷击

烧蚀损伤符合工程实际应用。针对含紧固件层合

板的烧蚀损伤研究，国内学者尹俊杰等[11-12] 采用温

度叠加法分析其损伤特性并利用实验进行验证，分

析结果较为准确；但对于含紧固件层合板的物理属

性与烧蚀损伤结果的关系研究较少，且不同的紧固

件尺寸、层合板的尺寸包括加工误差均有可能导致

烧蚀损伤结果不同。

基于此，本工作建立含紧固件层合板的雷击烧

蚀损伤模型，并定量分析雷击电流峰值大小、紧固

件尺寸以及层合板的宽度对烧蚀损伤面积的影响，

建立雷击烧蚀损伤面积随影响因素变化的关系曲

线并对损伤机理进行探究。

1    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模型

1.1    雷击电流波形

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SAE）制定的 5412 标

准 提 出 4 种 常 见 的 雷 击 直 接 效 应 电 流 波 形 ， 即

A 波、B 波、C 波、D 波，如图 1 所示[13]。

其中，可通过双指数函数曲线模拟雷击电流

A 波、B 波、D 波，如式（1）所示。

i(t) = I0(e−αt − e−βt) (1)

i(t) I0

α β

式中： 为雷电流； 为双指数函数波形影响因子；

、 为双指数函数频率参数；t 为时间。

民机上不同的雷击划分区域对应着不同的雷

击组合电流波形。本工作采用传递能量最大、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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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层合板出现烧蚀损伤的雷击电流 A 波形进行

分析，其可通过 t1（波头时间）和 t2（半峰值时间）定

义（SAE ARP5414A—2005）[13]。
 

i

t

A B C D

≤ 500 μs ≤ 500 μs≤ 5 ms 0.25 s ≤ t ＜ 1 s

 
图 1    典型模拟雷电流波形

Fig. 1    Typical simulated lightning current waveform
 

1.2    材料属性及边界条件定义

层 合 板 选 取 规 格 为 IM600/133， 尺 寸 为

304.80 mm × 38.10 mm × 2.88 mm，共 16 层，铺层方

向为 [45/02/−45/03/90]s，紧固件选取规格为 7075 铝

合金，设定初始紧固件直径为 6.35 mm[11]。由于雷

击电流附着层合板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化较大的温

度梯度，材料会随温度发生相变，导致属性发生改

变。当温度达到 250 ℃ 时，树脂开始融化，层合板

出现烧蚀损伤。当温度达到 600 ℃ 时，环氧树脂完

全融化，并由液态变成气态，层合板出现分层损

伤。当温度达到 3316 ℃ 时，碳纤维升华，层合板

出现纤维断裂 [14-15]。当单元温度超过 3316 ℃ 时，

层合板单元被击穿，雷击电流直接附着在下一层，

沿厚度方向的电导率无穷大，垂直、平行纤维方向

电导率无穷小、热导率无穷小、比热无穷大[14]。同

理，铝合金材料电导率、热导率、比热等属性随温

度也发生变化，烧蚀温度为 7974 ℃[14]。表 1～3
所示为随温度变化的材料属性。

由于雷击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会形成较大的温

度梯度，所以采用第三边界条件，热辐射率为 0.9，

环境温度为 25 ℃，侧面电势设置为 0 V，网格划分

属性为三维电-热耦合单元 DC3D8E，最终网格数

量为 35360，中心区域网格加密处理。雷击通道具

有一定的半径，而紧固件相比层合板可聚集更多的

电荷，所以设定雷击电流附着层合板的区域直径与

紧固件的直径相同。图 2 为建立的雷击电热耦合

烧蚀损伤模型。

2    不同因素对含单个紧固件层合板烧蚀

损伤的影响

2.1    不同峰值雷击电流对烧蚀损伤的影响

民机不同区域结构易附着的雷击电流大小不

同，所遭遇的烧蚀损伤程度不同。本工作采用的雷

击电流 A 波形的波形参数为 T1/T2 = 5/27。施加的

雷击电流峰值分别为 50 kA、75 kA、100 kA、125 kA、

150 kA。图 3 为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每

一层层合板的烧蚀损伤结果及参考文献 [11] 中第

一层、第二层烧蚀损伤结果。

从图 3 可知，层合板在遭遇雷击后均发生不同

程度的烧蚀损伤，其中第一层损伤区域方向偏向于

45°方向，第二层偏向于 0°与 45°方向之间，第三层

偏向于 0°方向，第四层偏向于−45°方向，等等。分

析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紧固件相比层合板具有极高

的导电性、导热性，可将雷击电流短时间传递到每

一层层合板，在电势的影响下，雷击电流主要沿纤

表 1    层合板随温度变化的密度、比热和热导率
[14-18]

Table 1    Density, specific heat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laminates with temperature variation[14-18]

Temperature/℃ Specific heat/（J•kg−1•℃−1）
Thermal conductivity/（W•m−1•℃−1）

Density/（kg•m−3）
kx ky kz

25 1065 11.80 0.61 0.61 1520

330 2050 6.02 0.31 0.31 1520

360 4250 5.46 0.28 0.28 1520

500 4200 2.80 0.14 0.14 1170

525 1800 2.33 0.12 0.12 1170

815 1850 1.40 0.07 0.07 1170

3316 2300 1.40 0.07 0.07 1170

＞ 3316 100000 0.02 0.02 0.02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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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向进行传递，再由于层合板上下层之间热传递

的影响，致使每一层层合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烧蚀

损伤结果。

对比文献 [11] 的烧蚀损伤结果，在分析过程

中，采用相同的雷击电流、边界条件，其烧蚀损伤结

果近似相同，证明分析模型的合理性。

层合板随雷击峰值电流变化的烧蚀损伤特性

如图 4 所示，随着雷击电流峰值增大，传递的能量

越多，损伤面积越大。损伤面积增加趋势先保持平

稳，再急剧增加，后恢复平稳，且最大烧蚀损伤面积

是最小烧蚀损伤面积的 15.39 倍。其主要原因是当

电流峰值小于 75 kA 时，雷击传递的能量较低，可

通过上下表面向空气传递，烧蚀损伤面积逐渐增

加。当电流峰值在 75～125 kA 时，雷击传递的能

表 2    层合板随温度变化的电导率
[14-18]

Table 2    Conductivity of lamina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14-18]

Temperature/℃ Longitudina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Transvers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In-dept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Ω−1•m−1）

127 16812.37 2.97 2.97

227 17618.04 3.13 3.13

327 18419.60 3.29 3.29

427 19230.77 3.44 3.44

457 19459.04 18.28 18.28

527 20024.03 18.28 18.28

627 20828.99 18.28 18.28

727 21612.28 18.28 18.28

827 22426.55 18.28 18.28

3316 7439.37 18.28 18.28

＞ 3316 2 2 1000000

表 3    铝合金材料参数性能
[14-18]

Table 3    Aluminum material parameter performance[14-18]

Temperature/℃ Specific heat/
（J•kg−1•℃−1）

Thermal conductivity/
（W•m−1•℃−1）

Electrical resistivity/
（S•m−1）

Density/
（kg•m−3）

25 940 270 3.69 × 107 2700

311 1013 274 3.71 × 107 2700

526 1013 231 1.77 × 107 2700

1351 1013 107 3.62 × 106 2700

2727 1082 148 1.99 × 106 2256

3576 1082 151 1.83 × 106 2157

5538 1082 163 1.77 × 106 1893

6292 1138 168 1.06 × 106 1836

7974 1138 4.4 2.52 × 104 1400

7975 113800 4.4 1 × 109 1400

Lightning currentLightning current

Side surfaces E = 0 V

Thermal radiation ε = 0.9

Side surfaces E = 0 V

Thermal radiation ε = 0.9 

图 2    网格划分、雷击电流加载及边界条件

Fig. 2    Mesh generation, lightning current loading and bound-
a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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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高，通过上下表面传递的能量低于能量增加的

速率，烧蚀损伤面积急剧增加。当峰值电流大于

125 kA 时，雷击电流可由层合板侧面导出，烧蚀损

伤面积增加速率恢复平稳。

2.2    单个紧固件尺寸对雷击烧蚀损伤面积的影响

为探究紧固件尺寸对烧蚀损伤结果的影响，采

用紧固件直径的 1/2 至 1.5 倍 11 种参数尺寸，分析

5 种 峰 值 雷 击 电 流 附 着 下 的 烧 蚀 损 伤 结 果 ， 如

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民机采用的紧固件尺寸大小不

同，对雷击烧蚀损伤影响的结果不同。随着紧固件

尺寸的增大，雷击烧蚀损伤面积逐渐减小。其主要

原因是紧固件导电性能强、比热高、热导率高、密

度大，层合板产生的能量可快速通过紧固件传递到

外界环境，所以紧固件直径越大，在相同的时间内

向环境传递的能量越多，层合板烧蚀损伤面积越小。

不同峰值的雷击电流作用下，紧固件尺寸对烧

蚀损伤影响结果不同。当紧固件直径从 6.35 mm
的 1.5 倍减小到 1/2 时，峰值 50 kA 雷击电流作用

下烧蚀损伤面积约增加 4.97 倍；峰值 75 kA 雷击电

流 作 用 下 烧 蚀 损 伤 面 积 约 增 加 1.12 倍 ； 峰 值

100  kA 雷 击 电 流 作 用 下 烧 蚀 损 伤 面 积 约 增 加

77.9%；峰值 125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烧蚀损伤面积

约增加 13%；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烧蚀损

伤面积约增加 9%。根据统计结果，随着雷击电流

的增大其损伤结果增大的比率逐渐降低。其中，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过程中，紧固件尺寸对损伤结

果几乎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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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含单个紧固件层合板的烧蚀损伤　（a）~（p）第一层~第十六层；（q）参考损伤结果第一层；
（r）参考损伤结果第二层

Fig. 3    Ablation damage of laminate with single fastener struck by lightning with a peak current of 150 kA　（a）-（p）the first layer
to the sixteenth layer；（q）first layer of reference damage results；（r）second layer of reference damag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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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雷击峰值电流影响下烧蚀损伤特性

Fig. 4    Ablation damage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light-
ning strike peak cur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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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值 150  kA 雷 击 电 流 作 用 下 ， 含 直 径 的

7/10 与 1.3 倍直径紧固件的层合板第一层板烧蚀损

伤结果如图 6 所示。根据分析结果，可发现当雷击

电流传递到层合板侧面时，会从侧面导出。此时雷

击电流更趋向于沿宽度方向传递，难以沿长度方向

继续传递，致使烧蚀损伤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烧

蚀损伤结果近似相同。

依据文献 [14]，当温度达到 600 ℃ 时，树脂完

全融化，层合板出现分层损伤，分析紧固件直径对

层合板分层损伤的影响，如图 7 所示。当紧固件尺

寸逐渐减小时，分层损伤面积逐渐增大。其中，当

紧固件直径从 6.35 mm 的 1.5 倍减小到 1/2 时，峰

值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烧蚀损伤面积约增加

74.2%，峰值 125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烧蚀损伤面积

约增加 1.91 倍。根据分析结果，紧固件越小，能量

越不易向外界传递，所以温度会逐渐增加，致使层

合板出现大面积的分层损伤。所以，当雷击过程传

递的能量较大时，紧固件尺寸虽然对层合板烧蚀损

伤面积影响较小，但对分层损伤面积影响较大，易

导致层合板在民机运行过程中受到其他外力作用

下沿横向发生断裂，对民航飞机运行安全造成一定

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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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下层合板烧蚀损伤结果　（a）含直径的 7/10 的紧固件；（b）含直径 1.3 倍的紧固件

Fig. 6    Results  of  ablation damage of  laminate  under  the  action of  peak 150 kA lightning current　（a）containing fasteners  with
diameter of 0.7 times；（b）containing fasteners with diameter of 1.3 times

 

2.3    层合板宽度对雷击烧蚀损伤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结果可发现，当雷击电流传导到

层合板侧面时，雷击电流会通过层合板侧面传导到

地面，致使烧蚀损伤面积几乎不变。延长层合板的

宽度值，改变层合板的长宽比，研究其对损伤面积

及分层面积的影响。图 8 为 150 kA 雷击电流作用

下，层合板宽度从 38.1 mm 的 1 倍值扩大到 2 倍值

的损伤分析图。

由图 8 可知，三种不同直径的紧固件在遭受雷

击过程中，烧蚀损伤面积均先增大再减小，后趋于

平稳。其中，直径 5.08 mm 的紧固件层合板在宽度

影响下最大损伤面积是最小损伤面积的 1.60 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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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尺寸紧固件影响下烧蚀损伤特性

Fig. 5    Ablative  damage  characteristics  for  fasteners  of
different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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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紧固件的直径尺寸对分层损伤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fastener size on delamin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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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层合板宽度对烧蚀损伤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laminate width on abl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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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6.35 mm 的紧固件层合板在宽度影响下最大损

伤面积是最小损伤面积的 1.73 倍；直径 7.62 mm 的

紧固件层合板在宽度影响下最大损伤面积是最小

损伤面积的 1.81 倍。此外，随着紧固件尺寸的增

加 ， 最 大 损 伤 面 积 与 最 小 损 伤 面 积 的 比 值 逐 渐

增大。

当层合板宽度较小时，雷击电流可从侧面传

出，并随着层合板宽度的增加，烧蚀损伤面积逐渐

增大；当层合板宽度逐渐增大至只有少量雷击电流

从侧面传出时，其损伤面积受宽度的影响变化较

小，如图 9 所示。宽度越大，纤维方向的电势差越

大，但纤维方向的距离也越大，由于电势差增加的

比例小于距离增加的比例，致使场强减小，电流不

易沿纤维方向传导，烧蚀损伤面积减小。当宽度增

加到一定程度时，纤维方向场强变化很小，烧蚀损

伤面积几乎不变。所以民机设计过程中应使宽度

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以保证民机由于加工及维修

误差致使的烧蚀损伤面积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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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宽度层合板的电势分布　（a）初始宽度的 1.2 倍；（b）初始宽度的 1.8 倍

Fig. 9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n laminates with different widths　（a）1.2 times of the initial width；（b）1.8 times of the initial width
 

3    结论

（1）雷击峰值电流对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

面积具有极大的影响，相同的雷击电流波形，峰值

150 kA 雷击电流导致的烧蚀损伤面积是峰值 50 kA
的 15.39 倍，根据民机不同雷击区域合理选择不同

的雷击防护措施，对民机雷击防护设计与维修具有

重要作用。

（2）紧固件的尺寸对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

面积具有较大的影响。紧固件越小，烧蚀损伤面积

越大，分层损伤面积越大。在 50 kA 雷击电流作用

下，紧固件直径减小至 1/2 时，烧蚀损伤面积最大

可增加 4.97 倍，分层损伤面积最大可增加 1.91 倍；

且不同峰值的雷击电流作用下，紧固件尺寸对烧蚀

损伤影响结果也不同。

（3）层合板的宽度对含紧固件层合板烧蚀损伤

面积具有较大的影响。损伤面积随宽度的增加先

增大后减小，最后趋于平稳，其中最大损伤面积与

最小损伤面积的比值可达到 1.81 倍，且比值随着紧

固件直径的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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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of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under different factors

SHAN Zezhong,    LUO Mingjun,    LU Xiang*,    TIAN Minghui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blation damage law of composite laminates with fasteners under the action of lightning current, the

lightn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of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rmoelectric coupling, and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ablation  damage  were  analyzed  and  teste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The

ablation  damages  of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under  different  peak  currents,  fastener  sizes  and  laminate  width  ratios  were

analyzed, and the variations of ablation damage area under different factors we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ak current

of the lightning strike, the size of the fastener, and the width of the laminate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ablation damage areas of the

fastener-containing laminates. The same lightning strike current waveform, the ablation damage area caused by lightning current with

a peak value of 150 kA is 15.39 times that of 50 kA The smaller the fastener is, the larger the area of ablation damage is, and the

larger the area of delamination damage is. Among them, when the diameter of the fastener is reduced by 2 times, the ablation damage

area can be increased by 4.97 times, and the delamination damage area can be increased by 1.91 times. The damage area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width,  and  finally  tends  to  be  stable.  The  ratio  of  the  largest  damage  area  to  the

minimum damage area can reach 1.81 times, and the ratio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astener diameter.

Key words:   lightning strike；composite laminate；fastener；ablation damage；different factors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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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对航空铝合金疲劳与裂纹扩展行为的影响

刘牧东
*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旋翼传动部，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要：为了研究航空铝合金疲劳与裂纹扩展行为和机理，测试 2 种常用航空铝合金 2524-T3 和 7050-T7451 在常温

25 ℃ 和低温–70 ℃ 下的疲劳与裂纹扩展性能，借助断口金相分析微观机理。结果表明：相同应力加载水平下，铝

合金低温疲劳寿命延长而低温裂纹扩展速率减慢，–70 ℃ 低温对 2 种航空铝合金疲劳与裂纹扩展行为产生有益影

响；–70 ℃ 低温环境下疲劳裂纹萌生区出现明显的台阶状小平面，两侧断面间形成凹凸错位，疲劳裂纹萌生困难；

而在裂纹扩展区疲劳条带和韧窝特征减弱，且出现明显的沿晶特征，裂纹趋向于沿着晶界曲折扩展，疲劳和裂纹扩

展寿命延长；随着加载应力水平提高，断口表面凹凸错位和沿晶特征减弱，而疲劳条带和韧窝特征增多。

关键词：铝合金；低温；疲劳；裂纹扩展；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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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由于具有强度高和易加工的特性，被广

泛应用于航空器结构的制造，如机身蒙皮、壁板、

框架、发动机、油箱和起落架等。航空铝合金在使

用过程中常会经历交变载荷而产生损伤，出现疲劳

裂纹，当损伤累积超过材料的容许限度时出现断裂

失效，从而对结构的安全性造成威胁，引发灾难性

事故。因此，航空器结构的疲劳和裂纹扩展性能越

来越受到关注，航空铝合金疲劳性能和微观机理分

析在结构可靠性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保证航空

器安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低温是航空铝合金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

境因素，飞机的真实工作环境为 10000 米左右的高

空，所处的大气温度为–40 ℃；在某些高海拔和高

寒地区，航空器工作温度达到–60 ℃[1]。在低温环

境下，航空铝合金的宏观性能和微观结构常发生改

变，疲劳与裂纹扩展行为也有所不同。国内外学者

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实验研究方面，主要测定了

低温环境下铝合金材料的疲劳 [2-5] 和裂纹扩展行

为[6-8]，分析低温对宏观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温

会增强铝合金抵抗疲劳和裂纹扩展能力，延长疲劳

和裂纹扩展寿命，对疲劳和裂纹扩展行为产生有益

影响。微观机理研究方面，借助断口金相分析揭示

了低温下断面晶体结构[9-10]、滑移变形[10]、疲劳裂

纹形成[11]、微裂纹演变[10，12]、氢脆[2] 和韧脆转变[13-14]

等微观机理的变化规律，受低温环境影响，材料的

疲劳破坏过程短暂、扩展迅速，并且没有明显的征

兆[15]。

然而，目前仍未完全掌握低温下航空铝合金疲

劳与裂纹扩展行为的机理和物理本质，对于低温环

境与循环载荷间的相互作用认识还不够深入，难以

准 确 评 估 低 温 疲 劳 和 裂 纹 扩 展 行 为 变 化 规 律 。

为此，本工作选取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

（常用于飞机蒙皮和框架等部位）作为研究对象，对

比分析材料的低温疲劳与裂纹扩展行为，探寻低温

环境与循环载荷的作用机理。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基本力学性能

及 组 成 成 分 见 表 1， 按 照 标 准 ASTM E466-07 和

ASTM E647-11，分别制备中心缺口板状试样用于

疲劳实验，并制备中心裂纹拉伸标准 M（T）试样用

于裂纹扩展实验。表 2 为试样的几何形状和尺寸，

中心缺口板状试样的应力集中系数为 2.5；中心缺

口和预制裂纹借助铣切和线切割等技术加工完成，

并通过抛光处理消除表面划痕和损伤。

1.2    实验方法

航空器结构通常在–40~–60 ℃ 低温下工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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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在 25 ℃ 常温和–70 ℃ 低温环境下开展实验，

分别测定 2 种铝合金材料的疲劳和裂纹扩展性能。

疲劳和裂纹扩展实验环境和加载方式见表 3，

加载波形为正弦波，加载应力比分别为 0.06 和 0.5。

需要说明的是，加载应力比 0.06 和 0.5 均是航空飞

行器结构实测载荷谱中的常见交变载荷，能够反映

航空铝合金结构服役过程中主要飞行状态（如地面

滑行、巡航、机动和着陆等）的承载情况[17-18]。对于

常用于机身蒙皮和整流罩支架等次承力结构的

2524-T3 铝合金，主要载荷来源为气动载荷，载荷水

平较低；而对于构成框架和大梁等主承力结构的

7050-T7451 铝合金，主要承受飞行中机翼、操纵和

发动机推力以及结构自重载荷等，其载荷水平较高[18]。

考虑上述因素，选取常用低应力比 0.06 开展 2524-
T3 铝合金实验，以满足低载荷水平和幅值的加载

条件；选取常用高应力比 0.5 开展 7050-T7451 铝合

金实验，以满足高载荷水平和幅值的要求，这样更

符合航空铝合金结构实际工作情况。

按 照 标 准 ASTM E466-07 和 ASTM E647-11，

航空铝合金的疲劳和裂纹扩展实验在 MTS-880-
100 kN 液压伺服试验机上进行，湿度为大气湿度，

采用轴向应力循环控制，加载频率 10 Hz。低温测

试 环 境 借 助 SDGDYD-180/+350 环 境 箱 和 YDZ-
50 液氮罐实现，裂纹扩展尺寸通过 WZHD0850 长

表 1    铝合金材料性能及组成
[16]

Table 1    Properties and composition of aluminum alloy material[16]

Aluminum alloy
Elasticity modulus，
E/GPa

Yield limit，
σs/MPa

Strength limit，
σb/MPa

Mass fraction/%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Al

2524-T3 71.0 310 430 0.50 0.50 4.40 0.60 1.50 0.10 0.25 0.15 Bal.

7050-T7451 71.2 448 488 0.12 0.15 2.3 0.10 1.80 0.04 6.20 0.06 Bal.

表 2    试样形状和尺寸

Table 2    Geometry and dimension of the specimen

Experiment Specimen geometry Aluminum alloy
Specimen dimension/mm

L W B D 2an

Fatigue L

D

B

W

2524-T3 280 40 2.4 8

7050-T7451 240 40 4 8

Crack growth L

D

0.12 mm

2an

W

B

2524-T3 300 75 2.4 2 6

7050-T7451 300 75 5 2 8

表 3    实验环境和加载方式

Table 3    Experiment environments and loading methods

Temperature/℃ Experiment Material and specimen Loading stress ratio Test number
25 Fatigue 2524-T3，B = 2.4 mm 0.06 20

7050-T7451，B = 4 mm 0.5 19
Crack growth 2524-T3，B = 2.4 mm 0.06 3

7050-T7451，B = 5 mm 0.5 3
–70 Fatigue 2524-T3，B = 2.4 mm 0.06 19

7050-T7451，B = 4 mm 0.5 20
Crack growth 2524-T3，B = 2.4 mm 0.06 3

7050-T7451，B = 5 mm 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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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光学显微镜进行测定，并通过计算机终端清晰

地观测裂纹尖端状况以及裂纹扩展的路径，记录当

前裂纹扩展尺寸和对应的寿命循环数，直至失效

断裂。

2    结果与讨论

2.1    低温疲劳性能

表 4 为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的疲劳

寿命结果，在表 4 中数据基础上，采用三参数幂函

数模型表征铝合金疲劳性能：

N = A/
[
(S max−S∞)α

]
(1)

式中：N 为对应于不同应力水平加载的疲劳寿命循

环数；Smax 为最大加载疲劳应力；A 和 α 为材料常

数；S∞表示材料的疲劳极限，根据实验数据拟合

确定。

对式（1）两侧进行对数变换：

lg N = lg A−α · lg (S max−S∞) (2)

可见，疲劳寿命 N 与最大疲劳应力 Smax 呈对

数线性关系。借助线性回归理论，采用三参数幂函

数模型式（1）对疲劳实验数据进行最优拟合，得到

25 ℃ 和–70 ℃ 下 2 种铝合金的疲劳性能 S-N 曲

线（见表 5）。

在表 5 的基础上绘制 25 ℃ 和–70 ℃ 下 2524-
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的疲劳性能 S-N 曲线（图 1），

直观地反映低温对 2 种铝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对

比图 1 和表 5 发现：（1）S-N 曲线与实验数据吻合

良好，在相同的温度和加载应力比下，铝合金疲劳

寿命随加载应力水平的增大而缩短；（2）在相同应

力比加载下，–70 ℃ 下的疲劳寿命和疲劳极限均高

于 25 ℃ 下的，说明低温环境能延长航空铝合金的

疲劳寿命，抵抗疲劳失效能力提高，对疲劳性能产

生有益影响。

选取图 1 中低应力水平和高应力水平下的疲

劳性能，进一步对比相同应力水平加载下低温与常

温疲劳寿命间的差异，结果见表 6。对于表 2 给出

的疲劳实验测试标准小试样，出现宏观裂纹后迅速

扩展直至完全断裂，其疲劳寿命能够反映材料的疲

劳裂纹形成行为。通过表 6 中低温相对常温疲劳

寿命变化的定量比较，分析低温环境效应对 2524-
T3 和 7050-T7451 航空铝合金疲劳寿命及裂纹形成

的影响。由表 6 可以看到：（1）2 种航空铝合金在

选 取 的 应 力 水 平 下 ， –70 ℃ 疲 劳 寿 命 提 高 到

25 ℃ 疲劳寿命的 128%~298%，说明低温下铝合金

疲劳裂纹形成缓慢，疲劳寿命延长；（2）高应力水平

下–70 ℃ 相对 25 ℃ 疲劳寿命变化较小，而随着加

载应力水平的降低，低温与常温疲劳寿命间的差异

增大，其中 2524-T3 低温相对常温疲劳寿命变化量

由 140%增加至 298%，7050-T7451 低温相对常温

疲劳寿命变化量由 128%增加至 228%，说明低温

环境使疲劳裂纹萌生更困难，低温对 2 种铝合金疲

劳裂纹形成和寿命的有益影响增大。

2.2    低温裂纹扩展性能

按 照 裂 纹 扩 展 测 试 -方 法 ， 获 得 2524-T3 和

表 4    疲劳实验测试结果

Table 4    Fatigue test results

Material Loading stress ratio Temperature/℃ Loading stress levels/MPa
Fatigue lives at different stress
levels/（104 cycle）

2524-T3 0.06 25 299，233，181，117 1.01，4.41，11.80，50.10

0.06 –70 299，234，206，181，153 1.04，5.02，11.00，23.50，41.10

7050-T7451 0.5 25 366，313，260，169 1.77，5.27，12.80，56.90

0.5 –70 366，332，286，233，221 2.49，5.43，11.80，38.60，49.90

表 5    疲劳性能 S-N 曲线

Table 5    Fatigue property S-N curves

Material and loading stress ratio，R Temperature/℃ S-N curve
2524-T3，R = 0.06 25 N = 6.89×1012/

[
(S max −21.10)3.56

]
–70 N = 6.03×1014/

[
(S max −43.35)4.43

]
7050-T7451，R = 0.5 25 N = 1.73×1015/

[
(S max −4.89)4.25

]
–70 N = 7.60×1017/

[
(S max −26.44)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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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0-T7451 铝合金的裂纹扩展尺寸 a 和对应的寿

命循环数 N，绘制裂纹扩展 a-N 曲线（图 2）。在

图 2 数据基础上，裂纹扩展速率可以通过 Trantina-

Johnson 模型进行表征，模型考虑了断裂门槛值的

影响，能够表征近门槛区和稳定扩展区的裂纹扩展

速率，其表示方法为：

da/dN =C•(∆K −∆Kth)γ (3)

其中标准 M（T）试样的应力强度因子可通过式（4）

确定：

∆K =


Fmax−Fmin

B•W
•
√
πa•sec

πa
W

R > 0

Fmax

B•W
•
√
πa•sec

πa
W

R ⩽ 0

(4)

∆Kth

式中：da/dN 为裂纹扩展速率；C 和 γ 为材料常数，

根据实验数据拟合； 为断裂门槛值；R 为加载应

力比；Fmax 和 Fmin 分别为加载最大载荷和最小载

荷；B 和 W 分别为试样厚度和宽度，根据表 2 确定；

sec（πα/W）为几何修正系数，与 M（T）试样尺寸和

当前裂纹长度有关。

(∆K−∆Kth)

可以看到，式（3）中裂纹扩展速率 da/dN 与应

力强度因子 呈对数线性关系，同样借助

线性回归理论，采用 Trantina-Johnson 模型式（3）对

图 2 中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25 ℃ 和–70 ℃ 下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的裂纹扩展速率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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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航空铝合金材料疲劳性能 S-N 曲线

Fig. 1    Fatigue property S-N curve of aeronautic aluminium al-
loy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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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裂纹扩展实验 a-N 曲线　

Fig. 2    Crack growth experiment a-N curves　（a）2524-T3，R = 0.06；（b）7050-T7451，R = 0.5

表 6    相同应力水平加载下低温与常温疲劳和裂纹扩展性能对比

Table 6    Fatigue and crack growth comparisons between cryogenic and room temperatures under the same stress level loading

Material
Loading
stress
ratio

Temperature/℃ Smax/MPa
Fatigue life comparison

ΔK/（MPa•m0.5）
Crack growth rate comparison

N/
cycle

N–70 ℃/
N25 ℃

da/dN/
（mm•cycle–1）

（da/dN）–70 ℃/
（da/dN）25 ℃

2524-T3 0.06 25 142 2.16 × 105 298% 20 3.08 × 10–4 29%

–70 6.43 × 105 8.80 × 10–5

25 233 3.71 × 104 140% 34 1.76 × 10–3 66%

–70 5.19 × 104 1.17 × 10–3

7050-T7451 0.5 25 219 2.23 × 105 228% 12 3.26 × 10–4 37%

–70 5.09 × 105 1.20 × 10–4

25 315 5.82 × 104 128% 19 1.19 × 10–3 74%

–70 7.47 × 104 8.86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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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ΔK 曲线（见表 7）。

根 据 表 7 绘 制 25 ℃ 常 温 和–70 ℃ 低 温 下 ，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 合 金 的 裂 纹 扩 展 速 率

da/dN-ΔK 曲线（如图 3 所示），对比图 3 和表 7 可

以发现：（1）da/dN-ΔK 曲线与实验数据吻合良好，

Trantina- Johnson 模型（式（3））能合理表征航空铝

合金在低温裂纹扩展速率，在相同温度和应力比条

件下，裂纹扩展速率随应力强度因子增大而升高；

（2）在稳定扩展区，da/dN-ΔK 曲线呈对数线性关

系；而在近门槛区，性能曲线下降趋势不明显，且

表 6 中拟合的断裂门槛值也较小，这说明 2524-
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材料门槛值不显著；（3）

相同应力比加载下，–70 ℃ 低温 da/dN-ΔK 曲线均

位于 25 ℃ 常温曲线下方，说明低温下材料的裂纹

扩展速率降低，抵抗断裂失效的能力增强，–70 ℃
低温对航空铝合金裂纹扩展行为起有益影响。

 
表 7    裂纹扩展速率 da/dN-ΔK 曲线

Table 7    Crack growth property da/dN-ΔK curves

Material and loading stress ratio，R Temperature/℃ da/dN-ΔK curves
2524-T3，R = 0.06 25 da/dN = 3.59×10−8(∆K −1.42)3.10

–70 da/dN = 2.04×10−10(∆K −2.01)4.49

7050-T7451，R = 0.5 25 da/dN = 4.01×10−7(∆K −0.47)2.74

–70 da/dN = 9.15×10−9(∆K −1.23)3.99

 
 

在图 3 的基础上选取低和高应力强度因子下

裂纹扩展行为结果，进一步对比相同应力强度因子

加载下低温与常温裂纹扩展速率间的差异（表 6）。

通过表 6 中低温相对常温裂纹扩展速率变化的定

量比较，分析低温对 2524-T3 和 7050-T7451 航空

铝合金裂纹扩展行为的影响，由表 6 可见：（1）在选

取的应力强度因子下，2 种航空铝合金材料–70 ℃
低 温 裂 纹 扩 展 速 率 降 低 到 25 ℃ 常 温 的 74%和

29%，这表明低温环境下铝合金裂纹扩展过程减

慢，扩展寿命增长；（2）随着加载应力强度因子降

低，–70 ℃ 低温与 25 ℃ 常温下裂纹扩展速率间的

差异增大，其中 2524-T3 低温相对常温裂纹扩展速

率变化量由 66%降低至 29%，7050-T7451 低温相

对常温裂纹扩展速率变化量由 74%降低至 37%，

此时低温对 2 种航空铝合金材料裂纹扩展行为的

抑制作用增强。

2.3    低温疲劳裂纹萌生与扩展机理分析

断口表面形貌特征通常可用来指示疲劳裂纹

的萌生、主裂纹扩展和材料的断裂等。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测和分析微观形貌，图 4 和图 5 分别为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的疲劳裂纹萌生区

的断口形貌。

观察图 4 和图 5 发现：（1）疲劳裂纹通常在铝

合金表面应力集中区域（由表面粗糙、缺陷和瑕疵

等因素导致）萌生，随着温度的降低，试样表面相邻

晶粒间的热收缩不匹配也会在晶界处造成应力集

中，可诱发疲劳裂纹；（2）在疲劳裂纹萌生区，25 ℃
常温下断口表面光滑平坦，出现明显的疲劳条带特

征（如图 4（a）和 5（a）所示），而–70 ℃ 低温下断口

表面粗糙且凹凸不平，存在明显的台阶状小平面，

但疲劳条带数量减少（如图 4（b）和 5（b）所示）。可

见，随着温度的降低，断口表面疲劳裂纹萌生区由

平坦光滑的塑性形貌向凹凸不平且存在台阶状小

平面的脆性形貌转变，这样的断口形貌特征与文

献 [11-12] 中的观测结果相近，也就是说，疲劳裂纹

萌生区的断口表面脆性增强，出现明显的解理状小

平面，使得两侧断面之间形成凹凸错位，从而提高

了裂纹闭合的程度，疲劳裂纹萌生和初期扩展困难。

图6 和图7 为25 ℃ 常温和–70 ℃ 低温下2524-T3
和 7050-T7451 的裂纹扩展断口形貌。观察图 6 和

图 7 可以看出：常温裂纹扩展断口表面的疲劳条带

间距规则，韧窝密集而连续（如图 6（a）和 7（a）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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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航空铝合金材料裂纹扩展速率 da/dN-ΔK 曲线

Fig. 3    Crack growth rate da/dN-ΔK curves of aeronautic alu-
minium alloy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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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低温裂纹扩展断口表面的疲劳条带间距参

差不齐，韧窝间断而分散，且出现局部的沿晶特征，

立体感强（如图 6（b）和 7（b）所示）。这样的形貌特

征也出现在文献 [11，19-22] 中，可见低温下断口表

面塑性降低而脆性增强，使得疲劳条带和韧窝特征

减弱，并出现局部的沿晶特征，说明裂纹尖端附近

的位错滑移不易发生，且在穿越晶界的过程中受到

阻滞，裂纹趋向于部分沿着晶界曲折扩展，这导致

裂纹扩展速率降低，疲劳和裂纹扩展寿命延长。此

外，图 7 中 7050-T7451 铝合金断口表面出现明显

的脆裂特征，而这一特征在 2524-T3 铝合金断口并

未出现（如图 6 所示），这说明 7050-T7451 铝合金

脆性强于 2524-T3。

图 2 和表 6 中低温疲劳性能实验结果显示高

应力水平加载下低温与常温疲劳寿命间差异减小、

低温影响减弱，为此，选取与图 4 和图 5 相同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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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524-T3 疲劳裂纹萌生区断口形貌（R = 0.06，Smax = 142 MPa）

Fig. 4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of 2524-T3 aluminum alloy（R = 0.06，Smax = 142 MPa）
（a）25 ℃，N = 2.16 × 105 cycle；（b）–70 ℃，N = 6.43 × 105 cycle

Fatigue st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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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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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7050-T7451 疲劳裂纹萌生区断口形貌（R = 0.5，Smax = 219 MPa）

Fig. 5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of 7050-T7451 aluminum alloy（R = 0.5，Smax = 219 MPa）
（a）25 ℃，N = 2.23 × 105 cycle；（b）–70 ℃，N = 5.09 × 105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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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524-T3 裂纹扩展断口形貌（R = 0.06，裂纹稳定扩展区）　

Fig. 6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crack propagation of 2524-T3 aluminum alloy（R = 0.06，crack stable growth zone）
（a）25 ℃；（b）–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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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应力水平加载下的典型铝合金疲劳试样，通

过断口金相分析观察高应力水平下疲劳裂纹萌生

区断口形貌（如图 8 和图 9 所示），从微观机理角度

分析低温环境与循环载荷间相互作用对疲劳性能

的影响。

对比分析高应力水平加载（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和低应力水平加载（如图 4 和图 5 所示）下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疲劳断口形貌发现：（1）与低

应力水平（图 4（b）和 5（b））相比，高应力水平加载

下–70 ℃ 低温断口表面的台阶状小平面数量减少，

凹凸错位得到缓解（图 8（b）和图 9（b））；（2）与高

应力水平 25 ℃ 常温（如图 8（a）和 9（a）所示）相

比，–70 ℃ 低温断口的疲劳条带没有显著变化，表

面形貌更趋向于光滑平坦的塑性特征（图 8（b）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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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ittlement

Fatigue striation
Intergranular crack

EmbrittlementEmbrittlement

Fatigue striation

(a) (b)

50 μm50 μm50 μm50 μm
 

图 7    7050-T7451 裂纹扩展断口形貌（R = 0.5，裂纹稳定扩展区）　

Fig. 7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crack propagation of 7050-T7451 aluminum alloy（R = 0.5，crack stable growth zone）
（a）25 ℃；（b）–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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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524-T3 疲劳裂纹萌生区断口形貌（R = 0.06，Smax = 233 MPa）　

Fig. 8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of 2524-T3 aluminum alloy（R = 0.06，Smax = 233 MPa）
（a）25 ℃，N = 3.71 × 104 cycle；（b）–70 ℃，N = 5.19 × 104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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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7050-T7451 疲劳裂纹萌生区断口形貌（R = 0.5，Smax = 315 MPa）　

Fig. 9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of 7050-T7451 aluminum alloy（R = 0.5，Smax = 315 MPa）
（a）25 ℃，N = 5.82 × 104 cycle；（b）–70 ℃，N = 7.47 × 104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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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b））。由此可见，随着加载应力水平的提高低

温环境与铝合金断口的作用时间减少，表面凹凸不

平和台阶状小平面特征减弱，相反，大载荷加载下

铝合金断口表面的疲劳条带等塑性特征增加。此

时，低温环境对疲劳裂纹萌生的抑制作用降低，而

循环载荷对疲劳裂纹萌生的加速效应增强，–70 ℃
低温相对 25 ℃ 常温疲劳寿命的变化量降低，这也

从微观机理角度解释了 2.1 节中低温疲劳性能实验

的相关结果。

按裂纹扩展的阶段不同可划分为扩展速率较

低的裂纹稳定扩展区和扩展速率较高的裂纹快速

扩展区，其中，裂纹稳定扩展区的加载应力强度因

子较低，而裂纹快速扩展区的应力强度因子较高。

图 3 和表 6 中对于低温裂纹扩展性能实验结果显

示，高应力强度因子加载下低温与常温裂纹扩展速

率差异减小，低温对裂纹扩展抑制作用减弱。为

此，选取与图 6 和图 7 相同应力比、高应力强度因

子加载下的裂纹快速扩展区试样断口，观察高应力

强度因子下航空铝合金断口形貌（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从微观机理角度分析低温与循环载荷的相

互作用对裂纹扩展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对比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裂

纹稳定扩展区（图 6 和图 7）和裂纹快速扩展区（如

图 10 和图 11 所示）断口形貌，分析发现：（1）与裂

纹稳定扩展区（图 6（b）和图 7（b））相比，快速扩展

区中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较高，断口表面出现大

量塑性韧窝特征，而脆性沿晶特征减弱（图 10（b）

和 图 11（b） ） ， 与 文 献 [23-24] 中 研 究 结 果 相 近 ；

（2）与裂纹快速扩展区 25 ℃ 常温（图 10（a）和图

11（a））相比，–70 ℃ 低温断口的韧窝同样密集连

续，更符合塑性形貌（图 10（b）和图 11（b））。可以

看到，随着加载应力强度因子的提高，断口表面的

脆性沿晶特征减少，相反的，裂纹尖端在大应力强

度因子下快速拉开，塑性韧窝特征显著。此时，低

温环境引起的位错滑移阻滞和裂纹曲折扩展降低，

而循环载荷对裂纹扩展的促进作用加强，–70 ℃ 低

温相对 25 ℃ 常温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量减小，从

而从微观角度解释了低温裂纹扩展行为实验的相

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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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524-T3 裂纹扩展断口形貌（R = 0.06，裂纹快速扩展区）　

Fig. 10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crack propagation of 2524-T3 aluminum alloy（R = 0.06，crack rapid growth zone）
（a）25 ℃；（b）–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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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7050-T7451 裂纹扩展断口形貌（R = 0.5，裂纹快速扩展区）　

Fig. 11    Fractographic pictures for crack propagation of 7050-T7451 aluminum alloy（R = 0.5，crack rapid growth zone）
（a）25 ℃；（b）–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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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与 25 ℃ 常温相比，相同应力水平加载下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材料在–70 ℃ 低温

下的疲劳寿命提高，裂纹扩展速率降低；在低应力

水平加载下，–70 ℃ 低温疲劳寿命和裂纹扩展速率

与 25 ℃ 常温差异明显，低温对航空铝合金疲劳与

裂纹扩展行为产生有益影响；而随着应力水平提

高，低温疲劳寿命和裂纹扩展速率与常温结果之间

的差异减小。

（2）低温下 2524-T3 和 7050-T7451 铝合金断

口表面疲劳裂纹萌生区出现明显的台阶状小平面，

使两侧断面之间形成凹凸错位，裂纹闭合程度提

高，疲劳裂纹萌生和初期扩展困难。

（3）在裂纹扩展区，疲劳条带和韧窝特征减弱，

并出现明显的沿晶特征。这说明裂纹尖端附近的

位错滑移不易发生，且在穿越晶界的过程中受到阻

滞，裂纹趋向于沿着晶界曲折扩展，导致裂纹扩展

速率降低，疲劳和裂纹扩展寿命延长。

（4）随着加载应力水平提高，断口表面疲劳裂

纹萌生区的凹凸错位缓解，裂纹扩展区沿晶特征减

弱，而疲劳条带和韧窝特征显著，低温对航空铝合

金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的抑制作用降低，对疲劳寿

命和裂纹扩展速率的有益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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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on fatigue and crack propagation behavior
of aeronautic aluminium alloy

LIU Mudong*

（Rotor and Transmission Department, China Helicop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00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Fatigue and crack growth tests were performed on two categories of the common aeronautic aluminum- alloys 2524-T3

and 7050-T7451 at ambient temperature of 25 ℃ and cryogenic temperature of –70 ℃,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atigue and crack

propagation  properties  and  micro  mechanism.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yogenic  fatigue  life  under  the  same  amplitude

loading  rises  and  cryogenic  crack  growth  rate  decrease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cryogenic  temperature  on

fatigue and crack growth properties. Furthermore, the fractographic micro mechanism reveals significant cleavage facets appeared

during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at  the  cryogenic  temperature  of   –70 ℃,  leading  to  a  concavo-convex  morphology  on  fracture

surfaces,  and  th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becomes  difficult.  On  crack  growth  zones,  the  fatigue  striations  and  dimples  become

unobvious,  while  evident  intergranulars  are  occurred.  As  a  result,  the  local  fatigue  crack  tends  to  propagate  zigzag  and

intergranularly,  and  fatigue  and  crack  growth  lives  a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loading  stress  level,  the  concavo-convex

morphology and ductile transgranulars are reduced, while the fatigue striations and dimples are increased on fatigue surfaces,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ryogenic effect on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becomes weaker. This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aluminium-alloy；cryogenic；fatigue；crack growth；micro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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