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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选区熔化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
现状及典型应用

杨胶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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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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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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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及制造学部激光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124；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3．首都

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北京 100076；4．高速铁路轨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增材制造技术（AM）是一种基于离散-堆积原理，以计算机模型数据来加工组件的新型制造技术。激光选区

熔化（SLM）作为增材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技术，以其一体化制造特点和在复杂结构零部件制造领域的显著优势，

成为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重点发展技术和前沿方向。本文综述了 SLM 技术的材料体系和应用领域，主要对

SLM 技术的最新工艺研究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典型应用进行细致分析。重点阐述 SLM 铁基合金、镍基合金、钛合

金和铝合金等材料体系的研究进展及成果。SLM 技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存在成形材料内部缺陷多、高

性能材料的裂纹及变形、标准体系的欠缺和粉末材料兼容性低等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使其发展受到一定制约，需

要在这些方面做更深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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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科

技实力的重要体现，在科技发展版图中具有至关重

要的地位。传统制造技术制备航空航天复杂结构

零部件存在加工难、制造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激光选区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是增材

制造（AM）技术的关键工艺之一，为航空航天复杂

结 构 件 的 制 造 开 辟 了 全 新 的 发 展 方 向 和 途 径 ，

SLM 制造复杂结构零件拥有传统制造技术无法比

拟的优势而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因此在航空航

天、生物医疗、模具制造等领域有比较广泛的开发

和应用。常用于 SLM 的材料体系主要有镍基合

金、钛合金、铝合金、铁基合金、铜合金等。金属间

化合物、高性能高温合金、高熔点难熔金属等新材

料是 SLM 成形难度较高的材料，相关工艺及性能

研究是该领域的热点方向之一[1-3]。

SLM 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主要用于中小型复

杂结构件的制造，被视为重点发展技术和前沿方

向，其主要优势是：（1）SLM 技术具有极高的设计

自由度，理论上可以打印出任何复杂形状的零件，

使零件的结构设计实现自由化；（2）SLM 技术生产

周期短，可实现对复杂零件的快速成形，能大大缩

短新型航空航天装备的研发周期；（3）SLM 技术材

料利用率相对较高，通过拓扑优化等方法可实现轻

量化设计，不仅降低制造成本，还促进航空航天装

备飞行距离及载重量的显著提升；（4）SLM 技术成

形精度高、表面质量好、材料强度高，可实现航空

航天复杂构件的高精制造。在 SLM 技术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存在较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内部微

缺陷导致冶金质量难控多变、高性能材料的变形大

及开裂倾向高、粉末材料兼容性低、标准体系的欠

缺 等 制 约 SLM 技 术 的 深 层 次 发 展 。 目 前 对 于

SLM 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型高效装备、新型

粉材研制及其成形工艺、智能化软件系统等方面[4-6]。

本文重点介绍 SLM 制备新材料体系的工艺、组织

及性能，分析 SLM 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典型应

用，阐述 SLM 技术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并对发展方

向进行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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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LM成形材料组织及性能研究
 

1.1    镍基合金

镍基合金因出色的高温性能在航空航天领域

应用非常广泛，主要用于制备航空航天发动机、燃

气轮机等关键零部件。目前 SLM 成形工艺比较成

熟的镍基高温合金以 IN718、IN625、GH3536 等为

代表，而耐温性能更高的镍基高温合金因 Al、Ti 含

量比较高而具有较高的热裂纹敏感性，如 IN939、

CM247、K418、K424、K438 等。如何通过成分调整

等措施改善该类高性能材料的成形性是目前研究

的热点方向，变形、裂纹问题的解决将极大拓展

SLM 镍基高温材料的应用。Chen 等[7] 通过激光粉

末床熔化（L-PBF）制备石墨烯纳米片（GNPs）增强

K418 镍基高温合金，发现 GNPs 均匀分布于 γ 基体

晶粒内部并获得近似等轴晶粒，提高 GNPs/K418
材料延展性并降低裂纹敏感性，L-PBF 制备 K418
材料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分别为 1200 MPa 和

1018.10 MPa，且拉伸应变从 7.13%增加到 10.3%。

Mu 等[8] 利用 SLM 制备 WC 颗粒（平均粒径 10 μm）

增强 Inconel 718 合金材料，随着激光扫描速率提高

到 700 mm/s，显微硬度和抗拉强度明显提高而伸长

率略有降低，这主要归因于 Ni2W4C 枝晶和粒状

（Nb，M）碳化物的多相复合细晶强化（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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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creasing the laser scanning speed

(Nb, M)C
carbides

Ni2W4C
dendrite

Laser beam

Laser beam Ni
Nb
Ti
Cr

(b)

WC

 

图 1    WC/Inconel 718 材料 SLM 过程随扫描速率的微观结构演化机理[8]　（a）轻微表面熔化过程 C 和 W 原子在 WC 颗粒周
围的扩散行为；（b）原子扩散区放大；（c）随扫描速率提高，凝固过程初生枝晶和（Nb，M）C 碳化物在熔池中的发展

Fig. 1    Schematics  illustrating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icrostructure  of  WC/Inconel  718  composite  with  variable  scanning
speed during SLM[8]　（a）diffusion behavior of carbon and tungsten atoms surrounding the incorporating WC particles dur-
ing the slight surface melting；（b）large magnification of diffusion regions of atoms；（c）development of primary dendrite
and（Nb，M）C carbides within molten pool as increasing the laser scanning speed during solidification

 

热等静压（HIP）是一种可消除裂纹、降低孔隙

率进而提高成形件力学性能的后处理技术。为研

究热等静压对 SLM 制件的微观组织与力学性能的

影响，Khomutov 等 [9] 对 SLM 金属间化合物 NiAl
合金进行 HIP 处理，材料裂纹消除且孔隙减少，测

试温度从 700 ℃ 升高到 1100 ℃，其屈服强度从

750 MPa 降低到 260 MPa，虽然 HIP 改善了组织结

构 ， 但 其 屈 服 强 度 比 铸 造 和 粉 末 烧 结 材 料 低

25%和 15%。石磊等[10] 系统研究热等静压/热处理

工艺对 SLM 成形 GH4169 合金微观组织及拉伸性

能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图 2），为提高合金致

密度、减少有害相、优化合金性能提供理论参考依

据。Tomus 等[11] 利用 SLM 制备 Hastelloy-X 材料，

基于微观结构的演变分析阐明屈服强度（YS）、极

限抗拉强度（UTS）和断裂伸长率（εf）的变化规律，

研究表明，枝晶和熔池边界是成形态材料在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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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观察到 εf 各向异性的主要原因，HIP 和

HIP+HT 处理后孔隙的消除对 εf 有积极影响，因为

位错密度降低和位错在亚晶界重排等回复过程，使

HIP 和 HT 处理后屈服强度变低，而 HIP 处理后

MxCy 型碳化物在晶界偏析使 εf 降低。Deng 等 [12]

通过 SLM 制备的 IN718 材料具有非常细的胞状枝

晶结构，存在相对较弱的织构且枝晶间析出细小 Laves
相，垂直方向抗拉强度比水平方向低而塑性更高，

其机理是结晶特征、残余应力、位错积累量存在差

异，热处理显著提高材料强度但降低其塑性。表 1
是 SLM 制备典型镍基合金后续热处理之后的室温

力学性能。

 

Laves

Laves

Laves

δ

(a) (b)

(c) (d)

Laves

Laves

Laves

δ

Z(BD)

Y
X

Z(BD)

Y
X

Z(BD)

Y
X

10 μm10 μm

5 μm5 μm

5 μm5 μm

Energy/keV
0 1.3 2.6 3.9 5.2 6.5 7.8

Ni

Ni

Ni

Fe
Mn

Mn

Mn
PC

Si

Si
Al P Cr

Cr

TiTi

Ti

Mo

Nb
No

Nb
Cr
O

Fe

Fe

 

图 2    热等静压/热处理试样 YOZ 面的 SEM 组织和 EDS 能谱[10]　（a），（b）HIP 处理后样品组织；（c）HIP+HT 处理后样品组
织 ；（d） 图（b）方框中析出相的 EDS 能谱

Fig. 2    SEM microstructures on the YOZ plane of the HIP/HT sample and EDS spectrum[10]　（a），（b） microstructures of HIP sample；
（c） microstructures of samples after HIP and HT；（d） EDS result of the precipitated phase marked by square frame in Fig.（b）

 
 

表 1    SLM制备典型镍基合金的室温力学性能

Table 1    Room 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ypical nickel-based alloys prepared by SLM

Material Thermal treatment Tensile strength/MPa Yield strength/MPa Elongation rate/% References

K418 — 1102 ± 34.5 889 ± 20.5 30.42 ± 1.68 [7]

GH3536 HT（950 ℃/3 h）+
HIP（1125 ℃/110 MPa/4 h） 750 — 40-50 [13]

IN718 + CoAl2O4 1100 ℃/2 h+720 ℃/8 h+620 ℃/8 h 1015 ± 13 712 ± 12 32.5 ± 0.7 [14]

Inconel 738LC HIP（1175 ℃/100 MPa/4 h） 1010 ± 10 895 ± 5 1.6 ± 0.2 [15]

Inconel 718-TiC 1070 ℃/1 h＋720 ℃/8 h＋620 ℃/18 h 1380.86 1144.00 9.08 [16]
 
 
 

1.2    钛合金及钛基复合材料

钛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抗腐蚀性能

好、工艺性能好等优点，是较为理想的航空航天结

构材料，SLM 成形工艺比较成熟的钛系合金材料

主要有 TA15、TC4、TC11 等。TiAl 合金、NiTi 形

状 记 忆 合 金 等 是 SLM 材 料 研 发 的 热 门 方 向 ，

TiAl 合金因其高比弹性模量及良好的抗蠕变、高温

强度、抗氧化性能等，应用前景非常好，而 NiTi 形

状记忆合金因其独特的超弹性和形状记忆特性，目

前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

Ma 等 [17] 使用 Ti、Al、TiC 粉末 SLM 制备 TiC
颗粒增强 TiAl 基复合材料，并研究 TiC 在复合材

料中的冶金行为。Zhou 等 [18] 以扫描间距为变量

SLM 成形多组金属间化合物 Ti-22Al-25Nb 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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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其物相构成主要是无序 β 相与 O 相，微观

结 构 随 扫 描 间 距 的 增 加 而 变 化 ， 在 0.16  mm 扫

描 间 距 时 获 得 最 高 的 力 学 性 能 （ 极 限 抗 拉 强 度

1144.2 MPa，伸长率 24.25%），这归因于高密度位

错、良好的相特征、高相对密度等因素。Li 等[19] 研

究 SLM 制备 Ti-48Al-2Cr-2Nb/RGO（氧化还原石墨

烯）激光扫描间距对材料组织结构、相演变及纳米

硬度的影响，SLM 成形的组织主要由大角度（>
15°）晶界（HAGBs）和 α2（Ti3Al）相构成，随着激光

扫描线间距由 80 μm 增大到 140 μm，平均晶粒尺

寸由 10.13 μm 减小到 8.12 μm，HAGBs 和 α2 也同

时减少，而纳米硬度呈增加趋势。Cao 等[20]SLM 制

备高弹性热效应的 Ni-Ti 形状记忆合金，发现沉淀

硬化导致高熵变和高屈服强度，通过改变 SLM 工

艺参数和后处理来调控其相变温度，可获得可调节

的高弹性效应。西北工业大学王硕等[21] 研究 SLM
工艺参数对沉积态块状 Ni50.8Ti49.2 组织及性能的影

响，结果表明随能量输入的升高，组织缺陷逐渐降

低，沿沉积方向显微组织由短粗的柱状晶演变为细

长的柱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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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艺参数对成形件致密化行为的影响 [18]　（a）扫描间距和激光功率对不同样品相对密度的影响；（b）扫描间距为
0.12 mm 和 0.20mm 样品的微 CT 结果；（c）～（f）为俯视图观察得到的图像；（g）～（j）为从正视图观察的熔池中的孔洞

Fig. 3    Effect of processing parameters on densification behavior of as-printed samples[18]　（a）relative densities of the as-fabric-
ated samples with varied hatch distance and laser power；（b）micro-CT results of the samples processed at a hatch distance
of 0.12 mm and 0.20 mm，respectively；（c）-（f）observation of pores from top view；（g）-（j）observation of pores within
melt pools from front view

 

SLM 材料存在明显的各向异性，Sun 等 [22] 研

究打印方向对 SLM 制备 Ti6Al4V 材料拉伸和疲劳

性能的影响，制备三种不同构建方向（0°、45°、90°）
的 Ti-6Al-4V 样品并测试应力应变曲线、S-N 曲线

和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结果表明成形方向对疲劳性

能有影响，但对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影响不大，45°试
样具有最好的拉伸性能和疲劳性能。柯林达等[23]

建立 SLM 热-结构耦合瞬时动态有限元模型，探究

激光扫描速率和铺粉层厚度对成形钛合金薄壁件

应 力 演 变 的 影 响 ， 结 果 表 明 ， 在 热 循 环 作 用 下

SLM 成形钛合金薄壁件的应力演变呈周期性变

化，热应力极大值在加热阶段先增加后减小，最后

在冷却阶段趋于稳定并接近残余应力值。在动载

荷条件下，SLM 成形件缺陷对疲劳性能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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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研 究 热 点 ，Zhang 等 [24] 研 究 高 载 荷 状 态 下

SLM Ti-6Al-4V 材料的低周疲劳（LCF）性能。在低

应变幅值下，打印态 Ti-6Al-4V 的 LCF 性能优于锻

造 Ti-6Al-4V，在高应变幅值下，SLM 材料的孔隙

率对材料有更大的影响，锻造 Ti-6Al-4V 的 LCF 性

能优于打印态材料，退火使得晶粒粗大造成 SLM
材料 LCF 性能降低。表 2 是典型 SLM 钛合金材

料在热处理条件下的力学性能。
 

表 2    SLM制备典型钛合金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ypical titanium alloys prepared by SLM

Material Thermal treatment Tensile strength/MPa Yield strength/MPa Elongation rate/% References

Ti-40Al-9V-0.5Y 950 ℃/6 h. 886-1071 1428-1671 12.3-16.5 [25]
Ti-6Al-4V HT（780 ℃/4 h）+

HIP（940 ℃125 MPa/1.5 h） 907.3 821.5 7.5 [26]

Ti-6Al-4V 800 ℃/2 h 1040-1080 950-1050 12.3-13.8 [27]

Ti-5Al-2.5Sn — 1173 1061 7.7 [28]
 
 
 

1.3    铝合金及铝基复合材料

铝系合金具有质量轻、热传导性能高等优点，

在航空航天领域应用也比较广泛。对于 SLM 工艺

而言，铝系合金对激光的反射率大、热导率高，其成

形性因成分不同而差异较大。目前采用 SLM 制备

铝系合金材料主要有 Al-Si、Al-Cu、Al-Mg-Si、Al-
Zn 等[29-31]，其中 Al-Si 系具有较好的成形性能。随

着航空航天构件对材料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开发

新型高性能铝系复合材料是当前发展的趋势。

在 SLM 成形高性能铝基复合材料的研究方

面，Lin 等[32] 研制纳米 TiC 增强铝基复合粉体并采

用 SLM 工艺制备铝基复合材料，成形件的屈服强

度高达 1000 MPa、塑性超过 10%、杨氏模量约为

200 GPa。Gao 等 [33] 进行 TiN/AlSi10Mg 复合粉体

制 备 ， 并 研 究 扫 描 速 度 对 TiN 纳 米 颗 粒 增 强

AlSi10Mg 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颗粒分布状态和

摩擦性能的影响（图 4），由于激光吸收能力的显著

提高，复合粉末具有更好的成形性，通过提高扫描

速度可显著减小复合材料的平均晶粒尺寸，TiN 颗

粒均匀分布并与基体形成良好的结合。对现有铝

系材料进行合金化也是提高材料性能的途径，Jiang
等[34] 设计了一种微量合金元素（0.4%Sc 和 0.25%Zr）
的新型钪锆改性裂纹敏感性较强的 7075 铝合金，

系统分析工艺参数对激光选区熔化试样组织和力

学性能的影响。SLM 成形高性能材料，裂纹及变

形的存在严重影响零部件的成品率，研究裂纹的形

成机理和扩展机制对于抑制 SLM 打印件裂纹具有

重要的意义，采取优化 SLM 工艺参数、路径规划设

计、合理添加支撑等措施是抑制裂纹、减少变形的

有效途径。

成形后进行后续热处理也是提高铝系材料性

能的重要途径，邹田春等[35] 研究 SLM 制备 AlSi7Mg
合金沉积态、不同退火态及不同固溶/时效态的微

观组织和显微硬度。沉积态微观组织主要由网状

Si 相和 α-Al 基体组成，随着退火温度的升高，网状

微观组织逐渐消失且显微硬度降低。固溶/时效态

网状微观组织消失，颗粒状 Si 析出相分布在 Al 基

体中。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微观组织中 Si 颗粒

的尺寸变大，显微硬度增加。随着退火温度固溶温

度的升高，热处理态微观组织比沉积态更加均匀，

显微硬度值离散程度降低。表 3 是 SLM 典型铝系

材料的力学性能，可以看出 AlSi10Mg-TiB2 增强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明显高于 AlSi10Mg合金，体现

出颗粒增强铝系复合材料在材料强韧化方面的

优势。 

1.4    铁基合金

SLM 成形铁基合金领域涉及材料牌号较多，

目前比较重视对高强钢的研究。美国德州 A&M
大学[41] 采用 SLM 工艺成形低合金超高强度马氏体

钢 AF9628，建立零件制造过程参数优化框架，利

用 Eagar-Tsai 模型预测熔池几何形状并构建 SLM
AF9628 的工艺图（图 5），获得抗拉强度 1.4 GPa、
伸长率 11%的高强钢材料。因 SLM 成形过程具

有快速加热、快速凝固的热循环特点，材料内应力

较高且存在组织不均匀现象，通过粉末床预热实现

热梯度调控可显著降低内应力，预热温度的高低将

影响材料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能，目前 SLM 设备的

极限预热温度最高可达 500 ℃。Mertens 等[42] 分析

预热温度对 SLM H13 钢的组织、力学性能和残余

应力的影响，发现预热温度达到 400 ℃ 时 SLM 成

形的 H13 钢抗拉强度达到 1.9 GPa。
成形态材料的后续热处理可显著改善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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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韧性匹配，表 4 中是几种典型铁基合金的力学性

能，另外铁基材料成形过程易产生氧化物夹杂并显

著影响材料性能，如何将氧化物夹杂无害化是目前

研究的热点。Nong 等[43] 采用 SLM 成形沉淀硬化

不 锈 钢 15-5PH， 热 处 理 （1040 ℃/0.5 h 固 溶 处 理

+482 ℃/1 h 时效处理）后其抗拉强度达到 1.496 GPa
且伸长率为 14.4%，获得高强韧性的原因在于 SLM
材料热处理之后实现细晶强化且拉伸过程部分残

余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且氧化物夹杂实现纳米

化，近球形纳米尺度氧化物阻碍位错运动。Polatidis
等 [44] 在低功率条件下 SLM 制备 Fe-Cr-Ni 钢得到

近乎随机的晶体织构，但经原位拉伸和中子衍射发

现，尽管材料存在较多孔隙，但仍具有高延展性和

显著的应变诱发马氏体相变。Li 等 [45] 通过 SLM
制备具有高强韧性的 Fe-Co-Cr-Ni-Mn 高熵合金，

随着铁基金属中非晶相含量的增加，材料具有更高

的强度和优异的断裂韧性。高熵合金具有潜在的

工程应用价值，材料的成形性、组织均匀性及冶金

质量的控制需要深入研究。

航空航天领域涉及的材料体系比较多，限于篇

幅不能全面介绍该领域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航

空航天领域的材料要求极其严格，现有粉末材料的

兼 容 性 （ 适 应 性 ） 不 甚 理 想 ， 主 要 体 现 在 ： （ 1）

SLM 打印态材料与原始设计同种材料的性能差异

显著；（2）采用一种粉末材料适应或匹配原始设计

同体系多种材料的能力不太突出；（3）粉末材料与

表 3    SLM制造典型铝系合金的力学性能

Table 3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ypical aluminum alloys manufactured by SLM

Material Heat treatment Tensile strength/MPa Yield strength/MPa Elongation rate/% References

AlSiMg1.5 150 ℃/18 h 700 453 30 [36]

Al-Mg-Sc-Zr 400 ℃/2 h 524 ± 6 520 ± 6 3.1 ± 1.3 [37]

Al7075 — 446 397 6.5 [38]

AlSi10Mg 450 ℃/2 h 282.36 ± 6.1 196.58 ± 3.6 13.4 ± 0.51 [39]

AlSi10Mg-TiB2 — 529.60 ± 4.58 — 7.53 ± 0.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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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超声振动和 V 型混合装置的示意图（a），TiN/AlSi10Mg 复合粉末的 SEM 图像（b），（c）和 2%TiN/AlSi10Mg 复合粉末
的粒度分布（d）[33]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ultrasonic  vibration  and  V-type  mixing  devices（ a） ， SEM  images  of  TiN/AlSi10Mg  composite
powder（b），（c）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2 % TiN/AlSi10Mg composite powder（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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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SLM 设备之间的兼容性需要提高。目前，有

关粉末材料兼容性方面研究的报道较少。材料的

种类不同而导致其物理性能、成形性有较大差异，

SLM 成形过程中的裂纹控制、减少缺陷及形性调

控等对材料工作者任重道远，需要突破瓶颈拓宽更

广阔的应用空间。 

2    SLM技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典型

应用
 

2.1    一体化复杂内流道结构

一体化复杂内流道结构的制造是 SLM 技术应

用较多的层面。GE 公司采用颠覆性的 SLM 技术

实现 LEAP 发动机燃油喷嘴的一体化设计与制造

（图 6（a）），将原有 20 个组件集成为具有复杂内流

道整体结构的燃油喷嘴[50]，零件耐用度提高 5 倍，

质 量 减 轻 25%且 经 济 效 益 提 高 30%， 产 量 达 到

3.5～4.0 万件/年。航天 Launcher 公司与合作伙伴

3T、EOS 开发 3D 打印铜合金（CuCrZr）小型火箭发

动 机 复 杂 冷 却 通 道 集 成 部 件 并 完 成 点 火 测 试 ，

3D 打印的 E1 发动机铜合金部件可承受实际工作

环境，发动机冷却效率显著提升。NASA 工程人员

通过 SLM 技术打印首个全尺寸铜合金火箭发动

机，完成 3D 打印燃料薄膜冷却燃烧室的开发，制造

速率提高 10 倍而成本降低 50%以上，燃烧室高强

度GRCop-42 铜合金内衬（前身为GRCop-84[51]）由200
多个复杂通道建立在内外衬套壁之间（图 6（b））。

美国 Aerojet Rocketdyne公司成功完成全尺寸增材

制造 RL10 火箭发动机铜合金推力室组件的热实验

（图 6（c）），验证 3D 打印铜合金推力室和镍基高温

合金主喷射器的性能，提高零件的性能和可靠性，

大幅降低元件生产成本并缩短制造周期。 

2.2    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

无人机、小型飞行器等对发动机的小型化提出

重要需求。2015 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研究团

队采用 SLM 技术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燃气涡轮发

动机（GTE）（图 7（a）），为国防公司赛峰（Safran）和

阿迈罗（Amaero）打印涡轮发动机部件。GE 公司

表 4    SLM制造典型铁基材料的力学性能

Table 4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ypical iron-based materials manufactured by SLM

Material Thermal treatment Tensile strength/MPa Yield strength/MPa Elongation rate/% References

304 L — 655 458 65.5 [46]

316 L — 654 543 53.7 [47]

M300 820 ℃/2 h+500 ℃/4 h 1820 — 4 [48]

4Cr5MoSiV1 450 ℃/2 h 1503 — 13.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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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LM 成形 AF9628 钢的研究流程图[41]

Fig. 5    Research flow chart of SLM formed AF9628 stee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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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增材制造开发中心采用 SLM 工艺制造 30 cm 长、

20 cm 高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图 7（b）），燃气轮机发

动 机 测 试 时 转 速 可 达 到 33000  r/min。 2017 年 ，

GE 公司采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了第一台商业化

3D 打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ATP），零件数量从

855 个减少到 12 个，质量减少 5%且燃油消耗降

低 20%，发动机整体性能提高 10%。俄罗斯航空材

料研究所用镍铝基合金粉末采用 SLM 技术制造并

测试无人机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52]。

服役环境下高温合金叶片的热力耦合将影响

发动机的耐久性。在 SLM 高温合金导向叶片中设

置内冷结构是提高材料抗高温性能的方式之一。

SLM 制造复杂冷却内腔结构的航空发动机涡轮叶

片，在材料力学性能、表面粗糙度、位置及型面公

差、气膜孔收缩率及机械加工定位点等方面依然存

在挑战，需要突破 SLM 制造涡轮叶片制备过程的

难点问题[53]。西门子公司采用创新的内部几何设

计和尾部扩散扰流结构，并采用 SLM 制备多晶镍

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图 8），复杂的内部通道、交

错肋和孔结构可最大限度提高热传递和冲击冷却

效果，叶片已通过 1250 ℃ 极端温度、13000 r/min

旋转速度条件下的满负荷考核[54]。发动机叶片在

高速旋转状态下内部微缺陷和力学性能的演变需

要 深 入 研 究 ， 对 于 提 高 内 部 质 量 控 制 并 促 进

SLM 制造镍基高温合金叶片的应用有重要意义。 

2.3    轻量化结构

轻量化结构对航空航天的装备制造至关重要，

采用拓扑优化和点阵结构设计是实现零部件轻量

化的主要方法，拓扑优化与 SLM 技术在航空航天

高性能零部件的轻量化方面相辅相成。Shi 等 [55]

针对重载航空航天支架（图 9），充分考虑机械力和

温度负荷，通过热弹拓扑优化进而 SLM 增材制造

零 件 的 质 量 减 少 18%以 上 。 Tomlin 等 [56] 采 用

Ti6Al4V 材料制造拓扑优化的 A320 机舱铰链支

架，零件质量仅为 326 g 且减重 64%，在应力 310 MPa、
40 万次循环条件下的疲劳测试满足强度要求。空

客防务公司通过拓扑优化设计铝合金支架，去掉

44 个铆钉形成一体化结构（图 10），减重 35%的同

时结构刚度提高了 40%，该支架安装在 Eurostar
E3000 通讯卫星上[57]。

点阵结构设计同样是零部件实现减重的重要

途径，点阵结构设计与拓扑优化密不可分，点阵结

(a) (b) (c)

 

图 6    一体化复杂内流道结构件的 SLM 制造[50-51]　（a）燃油喷嘴；（b）燃烧室铜合金内衬；（c）火箭推力室热实验

Fig. 6    SLM manufacturing of integrated complex internal runner structure[50-51]　（a）fuel nozzle；（b）copper alloy lining of com-
bustion chamber；（c）thermal test of rocket thrust chamber

(a) (b)

 

图 7    SLM 打印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52]　（a）莫纳什大学小尺寸 GTE；（b）GE 公司测试小型 GTE
Fig. 7    Small gas turbine engine printed by SLM[52]　（a）Monash University small size GTE；（b）GE company tests small G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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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可进一步拓扑优化[58]。Tancogne 等[59] 通过 SLM
技术制造相对密度约为 0.3 的八角形桁架晶格结

构，并进行静态和动态载荷条件下的压缩实验，应

变速率高达 1000 s–1 时仍具有出色的能量吸收材料

特性。西北工业大学朱继宏等[60] 针对卫星天线支

架结构，进行宏观结构拓扑构型和点阵填充样式的

(a) (b)

 

图 8    西门子公司 SLM 制备的多晶镍基高温合金叶片[54]　（a）装配打印的叶片；（b）单个叶片

Fig. 8    Polycrystalline nickel-based superalloy blade prepared by SLM of Siemens[54]　
（a）assembling of printed blades；（b）singl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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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通过拓扑优化设计和 SLM 技术制造的重载航空航天支架[55]

Fig. 9    Heavy-duty aerospace support manufactured by topology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SLM technology[55]

 

图 10    Eurostar E3000 通讯卫星铝合金支架拓扑优化[57]

Fig. 10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aluminum alloy bracket for Eurostar E3000 communication satellite[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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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配 设 计 ， 动 响 应 和 质 量 比 原 有 结 构 分 别 降 低

25%和 17%。德国 MTU 公司 SLM 制造 PW1100G-
JM 发动机涡轮机匣的内窥镜轮毂，在叶片磨损和

损伤的指定间隙使用内窥镜进行检查，MTU 公司

SLM 制造密封托架，其整体蜂窝结构的内环安装

在高压压气机内（图 11）[61]。

 
(a) (b) (c)

 

图 11    MTU 公司 SLM 制造带有蜂窝点阵结构内环的发动机部件[61]　（a），（b）蜂窝结构的内环；（c）密封托架

Fig. 11    MTU SLM manufactures engine parts with an inner ring in a honeycomb lattice structure[61]　（a），（b）inner ring of honey-
comb structure；（c）seal bracket

 
 

2.4    仿生结构

航空航天对高性能材料及功能结构的迫切需

求促使研究人员关注天然或生物材料，许多高强度

和轻量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自然界。研究者通过

研究生物的微观组织并开发性能优异的仿生结构，

仿生结构和增材制造相结合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方

向之一[62-64]。由精细骨状多孔结构的启发，空客公

司 采 用 SLM 技 术 制 造 经 过 仿 生 轻 量 化 设 计 的

A350 XWB Ti 合金托架部件，该部件比常规锻造件

或铣削件减重幅度大于 30%，经微喷砂表面处理及

后续热处理可达到轧制材料的疲劳强度值。另外，

由黏菌（silme mold）自适应网络结构的启发并基于

模拟细胞结构生长的算法，空客和 Autodesk 公司

采用 SLM 制造复杂格子结构（图 12），材料选用新

研发的高强 Al-Mg-Sc 合金（scalmalloy），成形零件

具备高强度、低质量的特点并用于机舱隔离结构，

零件质量仅为 27.2 kg，比原构件减轻 45%[65]。美

国 NASA 将仿生蟹爪结构（BCCS）应用到凤凰号

火星探测器的软起落架系统，该系统最关键的部分

是可展开和可锁定的着陆腿机构，主要包含嵌入缓

冲铝蜂窝材料的支柱和多功能二级撑杆，具有非常

出色的强韧性。因此，基于仿生结构设计，使得

SLM 工艺不断获取新的优异功能结构，在航空航

天领域发挥着提高力学性能、减重等重要作用。

 
(a) (b) (c)

 

图 12    空客公司采用 SLM 技术制造仿生设计的机舱隔板结构[63]　（a）仿生隔板结构图；（b），（c）仿生隔板实物图

Fig. 12    Airbus uses SLM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the bionic designed of the cabin partition isolation structure[63]　（a）bionic
partition structure diagram；（b），（c）bionic partition physical diagram

 

3    SLM技术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

SLM 技术突破零件结构形态的约束并可制造

任意复杂结构，通过优化结构设计减轻质量、提高

力学性能，在航空航天领域获得较多应用但远未达

到预期，深层次的高端应用存在急需解决的关键瓶

颈问题，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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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LM 高性能材料内部存在弥散、随机分布

且 形 状 不 规 则 的 微 介 观 冶 金 缺 陷 ， 成 为 制 约

SLM 技术航空航天高端应用的瓶颈问题。微介观

缺陷主要包括微裂纹、气孔、未熔合孔隙、氧化物

夹杂等，其形成原因涉及粉末质量、成形工艺、路

径规划、舱体氧含量等多种因素，冶金缺陷的存在

显著影响材料的使役性能，特别是高温高速旋转部

件、长期承受交变载荷结构件等的疲劳性能。因

此，提高 SLM 材料的冶金质量及致密度非常重

要。高性能粉体材料的设计及高纯制备、SLM 成

形工艺优化、成形过程在线监测、HIP 处理等是解

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SLM 成形高性能材料的裂

纹和变形问题，采取优化 SLM 工艺参数、路径规划

设计、合理添加支撑等措施是抑制裂纹、减少变形

的有效途径。材料内部氧化物的无害化处理原理、

HIP 过程裂纹孔洞愈合机理、服役过程热力耦合分

析及微缺陷演变机理等将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2）SLM 材料存在各向异性的冶金特征、非均

匀组织结构以及介稳相转变等对材料的性能产生

显著影响。各向异性的冶金特征取决于激光熔池

的凝固特性、构建方向与扫描方向的介观结构差异

以及成形过程的热梯度分布等因素。SLM 材料是

由微小熔池多道搭接而成，因此在微观上为非均匀

组织结构。另外，SLM 材料是典型的快速凝固组

织，内部存在的介稳相在外部条件诱导下将进一步

产生相变。SLM 过程的温度梯度、凝固参数的调

控以及后续热处理（HIP、固溶处理、退火等）等是

解决材料各向异性的重要手段，可促进组织均匀性

以及介稳相转变，减小变形、开裂倾向并增加尺寸

稳定性。原位合金化可促进非自发形核实现晶粒

等轴化和晶粒尺寸变化，有望成为材料组织结构及

性能精准调控的有效方法。

（3）SLM 技术成形尺寸的限制及成形零件的

经济性，是 SLM 技术应用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

成形尺寸的限制，SLM 技术在制造大尺寸航空航

天零件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大尺寸、高效率的

SLM 设备的研制目前是该领域需要实现的突破，

同时发展 SLM 分体打印+激光焊接（或电子束焊

接）的复合制造技术也是突破尺寸限制的有效途

径。目前，高端粉体材料较多依赖进口，SLM 制件

的价格普遍昂贵，诸多用户难以接受，今后应在低

成本粉体材料的制备、粉体材料循环利用等方面实

现突破。

（4）SLM 标准体系相对欠缺，是限制 SLM 技

术实现批量化产品工业应用的重要因素。任何技

术的大范围工业化应用，皆离不开标准体系的保驾

护航。SLM 属于颠覆性技术，需要从设计端做开

创性的工作，同时在制造端进行大量的工艺可靠性

测试、考核验证等，并逐步形成标准体系。目前虽

然已经制定一定数量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但需

要继续补充和完善，通过大量的细致工作实现关键

标准由点到面的串联并形成标准体系。

（5）SLM 粉末材料存在兼容性，适用性较低的

问题。提高粉末材料兼容性的意义在于减少粉体

制备的种类、繁重的激光 3D 打印工艺开发及复杂

的后续热处理工艺。随着 SLM 技术的发展，国内

的制粉装备及制粉工艺得到了急速扩展和开发，但

制粉质量仍需要大幅度提升。粉末质量与材料的

冶炼工艺水平、杂质含量控制、雾化工艺等密不可

分，材料冶炼过程的控制极其关键，通过夹杂物、微

量元素成分的调控而制备高纯粉体材料是目前发

展的方向，将进一步缩小与国外制粉质量的差距，

从而在粉末材料的兼容性方面获得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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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typical application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aerospac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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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2.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3.  Capital  Aerospace  Machinery  Co.，Ltd.，

Beijing 100076，China；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ack Technology of High-speed Railwa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M)  is  a  new  type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discrete-stacking

principle and processing component with computer model data.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With  its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complex

structural  parts  manufacturing,  it  has  become  a  ke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frontier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aerospace

manufacturing.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terial  system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SLM technology,  and  mainly  analyzes  the  latest

process research of SLM technology and typ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aerospace field. I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ults of

SLM iron-based alloys, nickel-based alloys, titanium alloys and aluminum alloys. While SLM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such as many internal defects of forming materials, cracks and deformations

of high-performance materials, lack of standard systems, and low compatibility of powder materials. Constraints require further in-

depth work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development status；material system；integrated complex structure；lightweigh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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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及其在航空
金属材料中的应用

马宏越
1,    肖纳敏

2,    钱    鹏3,    罗    帅1,    章海明
1*

（1．上海交通大学 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上海 200030；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航空及发动机材料应用评

价中心，北京 100095；3．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 200003）

摘要：结构轻量化是航空航天和汽车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对以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为代表的轻质高强金属材

料的需求与日俱增。预测材料的损伤断裂行为是高性能航空构件成形工艺设计和服役性能评估的关键，而发展先

进的韧性断裂准则是其主要途径。本文首先介绍了金属材料损伤断裂的微观机制，包括剪切和压缩应力主导的剪

切型断裂、拉应力主导的拉伸型断裂及复合型断裂。回顾了韧性断裂准则的研究现状，传统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

的发展历程、特点和适用场合，重点论述了近年来几种典型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的特点和优势。传统的非耦合

韧性断裂准则通常只考虑最大主应力或平均应力对损伤断裂的影响，忽略了偏应力的作用，不适合于低应力三轴

度或复杂应力状态下的断裂行为预测；而新的韧性断裂准则综合考虑应力三轴度和罗德角参数对损伤演化的共同

影响，适用于复杂的应变路径和应力状态。最后，评述了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在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等航空金

属材料中的发展现状和典型应用，展望了韧性断裂准则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需针对先进

结构金属材料的变形特点，综合考虑应力状态、应变速率、温度及各向异性等对损伤断裂的作用，使其具有更好的

普适性和预测精度。

关键词：韧性断裂准则；损伤断裂；塑性成形；航空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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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是航空航天技术发展

的支撑和保障，其中金属材料如铝合金、钛合金、

镁合金、超高强度钢和高温合金等是航空领域主要

的结构材料[1-2]。随着航空航天工业的快速发展，轻

质、高强、高韧金属材料的需求和应用日益增加，

其加工成形性能、服役性能和安全可靠性的预测与

评估至关重要。材料的损伤断裂预测一直是加工

制造工艺设计的关键，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关于

金属材料损伤断裂的微观机理和断裂准则的研究，

这对材料的选择、成形工艺的设计和优化等都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尽管金属材料断裂行为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

史，但预测材料在复杂变形路径下的损伤断裂行为

仍极具挑战。根据塑性变形和损伤断裂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韧性断裂准则一般可分为耦合型和非

耦合型两大类。耦合型损伤模型考虑损伤演化对

材料力学性能和变形能力的退化作用；而非耦合断

裂准则不考虑损伤对塑性变形的影响，通常以宏观

物理量作为断裂发生的判据[3]。耦合型模型通常又

可以分为以 Gurson-Tvergaard-Needleman（GTN）模

型[4-5] 为代表的细观力学损伤模型和以 Lemaitre 模

型 为 代 表 的 连 续 损 伤 力 学 （ continuous  damage
mechanics，CDM）模型[6-7]。经典的 GTN 模型适用

于中高应力三轴度、拉伸型断裂为主的变形模式，

而 无 法 描 述 剪 切 型 断 裂 行 为 。Nahshon 等 [8] 和

Xue[9] 在 GTN 模型中引入剪应力对损伤演化的影

响，以预测低应力三轴度下的断裂行为和应变集中

软化效应。Lemaitre[6-7] 在 CDM 理论框架下，引入

了宏观损伤因子及其演化模型以描述损伤演化及

其对材料性能恶化的影响。Cao 等 [10] 对 CDM 模

型进行拓展，考虑了 Lode 角参数的影响，使其更好

地预测材料的剪切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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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型损伤断裂模型考虑了塑性变形和损伤

演化的相互作用，塑性变形影响损伤状态变量的演

化，损伤的发展则导致材料刚度和强度衰减，因此

更符合材料变形和损伤发展的实际物理过程，但耦

合“塑性-损伤”本构模型的建立、数值实现以及

参数标定通常较复杂。相比之下，非耦合型断裂准

则尽管忽略了损伤演化对材料力学性能的动态影

响，但其模型参数少、实验标定容易，因此在工程中

得到广泛应用，盛行于主流商业软件，如 LS-DYNA
和 ABAQUS 等。Dunand 等 [11] 通过 TRIP780 板料

比较了 Gurson 模型 [4] 和非耦合 Mohr-Coulomb 断

裂准则[12] 的预测能力，其结果表明这两种模型均

能很好地预测不同应力状态下的裂缝位移；并建议

将 Mohr-Coulomb 断裂模型用于工程应用，以提高

计算稳定性并简化模型参数的识别。

本文首先介绍金属材料韧性断裂微观机理，然

后回顾非耦合韧性断裂预测模型的研究进展，并重

点评述几种典型的韧性断裂模型及其应用，最后展

望非耦合韧性断裂模型的发展趋势。

1    金属材料的损伤断裂机理

1.1    韧性断裂的微观机制

金属材料在发生较大塑性变形后一般会发生

韧性断裂，在载荷和微观组织的联合作用下，材料

内部形成剪切带、微空洞、微裂纹等微细观缺陷

（损伤），损伤累积导致材料最终的失效断裂。金属

材料韧性断裂的主要机制有：（1）剪切和压缩应力

主导下的剪切型断裂[9，13-16]，如图 1（a）所示（①变

形过程中空洞形核，②空洞沿剪应力方向长大，③沿

剪应力方向空洞连接，材料发生断裂）；（2）拉应力

主导下的空洞的形核、长大与聚合[9，13-16]，如图 1（b）

所示（①空洞形核，②空洞沿拉应力方向长大，③空

洞相互连接导致材料断裂）；（3）空洞-剪切复合型

机制[14，17]。在外力作用下，夹杂物、第二相粒子与

基体的界面处以及晶界、相界、孪晶界和位错塞积

处容易出现高的应力集中，导致空洞形核和微裂纹

萌生。剪切带上的空洞会降低滑移带的承载能力，

导致应变集中，进一步导致空洞沿着剪切带长大拉

长直至材料的分离。因此，金属材料的损伤断裂

行为受材料的强度、微观组织和应力状态的共同

影响。

宏观上，金属材料的损伤断裂行为受变形路

径、应力状态和塑性各向异性的影响；微观上，金属

多晶体材料的损伤断裂受其微观组织（如晶粒大

小、形状、取向、织构、第二相的尺寸与分布等）和

材料强度（如加工硬化）等的影响。当前的损伤断

裂模型尚未实现对微观组织影响的量化，主要考虑

宏观影响因素，特别是关于应力状态的作用规律，

一直是韧性断裂准则研究的重点。

1.2    应力状态的影响

σ1 σ2 σ3

η

应力状态是影响材料损伤断裂行为的关键因

素，各向同性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坐标系无关，因此

通常采用三个主应力 、 和 表述材料的应力状

态，如图 2（a）所示。相应地也可以采用应力张量

的三个不变量或它们之间的无量纲参数，如应力三

轴度 和 Lode 角参数[18] 等来描述：

η =
σm

σ̄
=

I1

3
√

3J2
(1)

ξ =
3
√

3J3

2J3/2
2

= cos(3θ) (2)

θ̄ = 1− 6θ
π
= 1− 2

π
arccos(ξ) (3)

L =
3tan(θ)−

√
3

tan(θ)+
√

3
(4)

(a) (b)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图 1    空洞的形核、长大与聚合示意图　（a）剪切型损伤；（b）拉伸型损伤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voids nucleation，growth and coalescence　（a）shear fracture dominated mechanism；
（b）tensile fracture dominate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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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J2 J3

σm = (σ1+σ2+σ3)/3

σ̄ =
√

3J2 ξ

θ θ̄

L θ θ̄ L
−1 ⩽

式中： 为应力张量的第一不变量； 和 为偏应力

张量的第二和第三不变量； 为

平均应力， 为等效应力； 为偏应力张量的

正则第三不变量； 为 Lode 角； 为 Lode 角参数；

为 Lode 参数； 、 和 具有等效的物理意义，描述

应 力 状 态 偏 离 纯 剪 切 应 力 状 态 的 程 度 ， 且

θ̄ ⩽ 1 θ̄ = 0 η = 0

η = ±
√

3/3 θ̄ = 1

η = 1/3 η = −2/3 θ̄ = −1

η = −1/3 η = 2/3

(η, θ̄)

θ̄ η

。 表示纯剪切应力状态（ ）或平面应

变 状 态 （ ） ； 时 对 应 轴 对 称 拉 伸

（ ）或等双轴压缩（ ）； 时对应轴

对称压缩（ ）或等双轴拉伸（ ）。理论

上可以采用参数 描述各向同性材料的任意应

力状态，表 1 列举一些典型应力状态所对应的 和 。
 

θ̄ η表 1    一些典型应力状态所对应的 Lode角参数 和应力三轴度

θ̄ ηTable 1    Lode angle parameter   and stress triaxiality   of some typical stress states

θ̄ η Principal stress Stress state

−1 −1/3 σ1 = σ2 = 0,σ3 = −σ̄ Axial symmetry compression

2/3 σ1 = σ2 = σ̄,σ3 = 0 Equi-biaxial tension

  0 −
√

3/3 σ1 = 0,σ2 = −
√

3σ̄/3,σ2 = −2
√

3σ̄/3 Plane strain compression

0 σ1 =
√

3σ̄/3,σ2 = 0,σ2 = −
√

3σ̄/3 Pure shear
√

3/3 σ1 = 2
√

3σ̄/3,σ2 =
√

3σ̄/3,σ2 = 0 Plane strain tension

  1 1/3 σ1 = σ̄,σ2 = σ3 = 0 Axial symmetry tension

−2/3 σ1 = 0,σ2 = σ3 = −σ̄ Equi-biaxial compression
 
 

1.2.1    应力三轴度

η

η

η

η

ε̄f η

ε̄f η

大量研究证明，应力三轴度 是影响材料损伤

断裂行为的关键因素。微观上，在高 条件下，材料

通常表现为拉伸型断裂，形核后的空洞在拉应力作

用下发生明显长大并聚合；而在低 条件下，主要表

现为剪切型断裂，空洞沿最大剪应力方向被拉长，

形状变化明显但体积变化较小[19-21]。宏观上，一般

认 为 材 料 的 延 性 和 成 反 比 ， 例 如 ，Kao 等 [22] 与

Bridgman[23] 的实验结果以及Rice 等[18]、Mcclintock[24]

的理论分析都表明等效断裂应变（ ）随着 的增加

而减少；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并不是 的单调递

η = 0

ε̄f η = 1/3

η

ε̄f η

η ≈ 0.4

0 < η < 0.4 η

ε̄f

η < 0 η > 0.4 ε̄f η

减函数，例如 Al2024-T351 铝合金 [17]、1045 钢 [23]、

4340 钢[25] 的实验结果表明纯剪切（ ）变形时的

比单轴拉伸（ ）时要低。Bao 等[17] 对 Al2024-
T351 铝合金开展了一系列的断裂实验研究，构建

了图 3 所示的二维断裂轨迹图，首次揭示了大 范

围内金属材料 和 的非单调关系；在拉应力起主导

作用的变形模式下，存在一个 的不连续的极

值点，当 ，随着 的增大，例如从纯剪切变

形过渡到单向拉伸变形，材料的 明显增大；而当

或 时， 随 增大而单调下降。

此外，图 3 还表明，存在一个材料不发生断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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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向同性材料　（a）主应力空间中的罗德角；（b）平面应力条件下的罗德角参数与应力三轴度之间的关系

Fig. 2    Isotropic materials　（a）Lode angle in the principal stress space；（b）relationship between Lode angle parameter and stress
triaxiality for plane stres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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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1/3 η < η̂

η < 0

η

η = −0.496

η̂

的应力三轴度截断值（ ），当 ，可认为材

料不会断裂。Lou 等[15] 认为，当 时，空洞在高

的压应力作用下发生闭合，进而修复了变形过程中

的损伤；当 足够小时，空洞闭合可抵消了空洞的形

核、长大和聚合所造成的损伤累积，从而使得材料

不发生断裂。然而 Khan 等[26-27] 对 Al2024-T351 铝

合金的实验研究发现，在非比例双轴压缩变形条件

（ ）下，该材料亦出现了破裂现象。因此，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 ，仅采用应力三轴度亦不能

完全描述应力状态对材料断裂行为的影响。

1.2.2    Lode 角参数的影响

η

η

研究发现，偏应力状态和剪切效应同样显著影

响金属的断裂行为，特别是在低 的变形模式下，金

属材料的断裂机制主要为局部剪切失效和剪切带

的形成 [14，17]。其中，Lode 角是描述剪切效应的关

键参数[9，28]；在低 条件下，Lode 角参数对微空洞的

变形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断口附近的空洞；在高

η下，对于中等强度和加工硬化金属，Lode 参数对

断裂应变的影响不太明显[29-30]。

关于金属材料的韧性断裂行为，目前已基本达

成共识，需同时考虑应力三轴度和 Lode 角参数的

影响，以可靠描述材料在多轴复杂应力状态下的断

裂行为。

2    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

非耦合型断裂准则通常采用等效断裂应变描

述材料的延性，并将其表示为应力状态的函数，结

合具体塑性本构理论实现延性材料的断裂预测。

2.1    传统的非耦合型模型

传统的非耦合模型一般为经验模型，采用应力

相关的权函数描述塑性变形累积导致的断裂行为，

因此也称为基于应力的断裂准则，其统一的表达式

如下： w ε̄f
0

f (σ)dε̄p = Dc (5)

f (σ) ε̄f

Dc

Dc

ε̄f

f (σ)

η̂

式中： 为应力状态相关的权函数； 为临界断裂

应变； 为无量纲的断裂损伤阈值。当左侧积分项

达到 时，认为材料发生韧性断裂，此时对应的等

效塑性应变即为 。显然，具体的断裂准则取决

的形式，表 2 为典型非耦合断裂准则及其适用

场合（ ）。

对金属材料断裂行为的预测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 50 年 代 ，Freudenthal[31] 采 用 塑 性 功 描 述 材 料

损 伤 断 裂 行 为 ， 提 出 了 第 一 个 韧 性 断 裂 准 则 。

Cockcroft 等[32] 基于拉伸和扭转实验结果，提出了

经典的 Cockcroft-Latham（C-L）准则，认为最大主应

η̂表 2    传统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及其应力三轴度截断值（ ）

Table 2    Traditional uncoupled ductile fracture criteria and their cutoff of stress triaxiality

Fracture criterion Formula η̂

Freudenthal[31]
r ε̄f

0 σ̄dε̄p = Dc None

Cockcroft-Latham[32] r ε̄f
0 ⟨σ1⟩dε̄p = Dc η̂θ=−1 > −1/3, η̂θ=0 > −

√
3/3 η̂θ=1 > −2/3, 

McClintock[24]
r ε̄f

0 ηdε̄p = Dc η̂ > 0

Rice-Tracey[18]
r ε̄f

0 c1exp(c2η)dε̄p = Dc None

Brozzo[33]
r ε̄f

0
2 ⟨σ1⟩

3 ⟨σ1 −σm⟩
dε̄p = Dc The same to Cockcroft-Latham

Oh[34]
r ε̄f

0
⟨σ1⟩
σ̄

dε̄p = Dc The same to Cockcroft-Latham

Oyane[35]
r ε̄f

0 (η+ c1)dε̄p = Dc η̂ > c1

Johnson-Cook[36] ε̄f = (C1 +C2expC3η)(1+C4ln
˙̇ε
ε̇0

)(1+C5
T −Tr

Tm −Tr
) None

Wilkins[37] r ε̄f
0

1
(1−aσm)λ

(2−A)µdε̄p = Dc A =max
{

s2

s1
,

s2

s3

}
  None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to fracture εf
−

Shear-

dominated

fracture

−1/3 0.4

0.6

0.4

0.2

Stress triaxiality ηav = σ−
σm

Tension-dominated

fracture

 

图 3    等效塑性断裂应变与平均应力三轴度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valent  strain  to  fracture  and
average stress triax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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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

ε̄ f

σ̄

η̂ σ1 > 0

力 是导致材料破坏的主要因素，即最大拉应力加

权修正后的累积等效应变达到 时，材料发生断

裂。1972 年，Brozzo 等[33] 对 C-L 模型进行修正，引

入了平均应力项影响，以预测金属板材的成形极

限。1979 年，Oh 等[34] 在 C-L 模型上引入等效应力

项。C-L 模型最初是针对体积成形而建立的，

1968 年，Tarigopula 等[38]证明该模型亦适用于板料

成形；该系列模型的共同特征 取决于 。

η

η

η

Mcclintock[24] 通过对圆柱形空洞的长大行为研

究提出 是影响材料断裂的关键参数。1969 年，Rice
等[18] 研究了理想材料中的单个球形空洞在远场正

应力作用下的演化规律，并提出了考虑 的空洞长

大的 Rice-Tracey（R-T）模型，给出了空洞长大的几

何描述。1970 年，Oyane 等 [35] 基于孔隙材料的压

缩塑性本构关系提出一种考虑平均应力影响的韧

性断裂准则，该准则相当于在 McClintock 模型上增

加了一个常数项。1985 年，Johnson 等[36] 在 R-T 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考虑应变速率与温度影响的韧性

断裂准则。这些模型的共同特征是认为平均应力

是导致材料断裂的主要因素，因此断裂准则通常表

示为 的函数。1980 年，Wilkins 等 [37] 基于铝合金

的扭转和拉伸实验结果，首次提出考虑平均应力和

偏应力对材料断裂行为的影响，不过该模型并未得

到广泛应用。

f (σ)

ε̄f η

η

η

综上所述，传统断裂准则的权函数 通常为

最大拉应力或平均应力的简单函数，忽略了偏应力

张量对断裂行为的影响，所确定的断裂轨迹为二维

的，并不适合于在低应力三轴度或复杂应力状态下

的断裂行为预测，而且 Wierzbick 等[39] 的研究也表

明仅使用 和 的二维曲线来表征材料的韧性断裂

性能是不充分的；但这些准则的模型参数较少，实

验标定简单，因此广泛用于解决各类工程问题。虞

松 等 [40] 通 过 拉 伸 、 剪 切 、 压 缩 和 扭 转 等 实 验 分

析比较了 11 种韧性断裂准则，指出 C-L 准则和

Brozzo 准则适用于预测材料在高 下的成形极限，

而 R-T 准则适用于预测材料在 下的成形极限。

Ben 等[41] 通过 Erichsen 杯凸实验和有限元模拟，研

究 了 R-T、Oh、Brozzo 和 Ayada 四 种 断 裂 准 则 对

304L 不锈钢断裂行为的预测精度，其中 R-T 准则

和 Brozzo 准则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误差分别

低于 4%和 6%。总体上，这些传统断裂模型大多

得到时间的充分证明，在各自适用的场合发挥积极

的作用。

2.2    现代非耦合型模型

η传统的非耦合型断裂准则在金属成形等 较低

J3

σm

θ̄

J3

ε̄ f η

(
η, θ̄, ε̄ f

)
η

的场合表现不佳。长期以来，有关 对金属断裂行

为影响的研究较少，直到 Xue[42]、Xue 等[28] 启发式

地指出 Lode 角参数也是影响材料断裂失效的重要

参数。此后，Bai 等[43] 提出了同时考虑 和 Lode 角

参数 的韧性断裂准则。Beissel 等 [44] 在 Johnson-
Cook 模型中引入 的影响，考虑拉伸和压缩强度差

异的影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 同时与 和

Lode 角参数有关。近年来所提出的韧性断裂准则

的共同特征是在 空间内构建材料三维断裂

曲面[43]，而不再局限于高 的场合。

2.2.1    Bao-Wierzbicki 和 Xue-Wierzbicki 模型

ε̄f η η

η

η < 0

η = −1/3 η

J3

ε̄f (η,ξ)

Bao 等[17] 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铝合金的

不是 的单调递减函数，而是高度非线性的。 对

损伤断裂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较大时，断裂

机理主要为空洞长大和聚合； 时，剪切型断裂

起主导作用，截断值为 ； 较小时，断裂由剪

切和空洞演化共同决定。Xue 等[28] 在Bao-Wierzbicki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的影响，提出了一个考虑 Lode
角参数的三维对称断裂准则，将 表示为 的函

数，即：

ε̄f = c1exp(−c2η)−[
c1exp(−c2η)− c3exp(−c4η)

] (
1− ξm)1/m (6)

c1 ∼ c4 m η

ξ

J3

该模型含有 和 五个材料参数， 为应力

三轴度， 为归一化第三应力张量不变量。采用 R-
T 模型分别描述下限（平面应变条件）和上限（单轴

对称变形）情况下的断裂轨迹，并采用对称的非二次

椭圆函数描述 对中间变形状态的影响。Wierzbicki
等[39] 基于 Al2024-T351 的断裂实验数据，对比研究

了七种韧性断裂准则的预测性能，指出该模型可以

较好地预测材料在较大应力状态范围内的断裂应

变。

2.2.2    改进的 Mohr-Coulomb（MMC）断裂准则

经典的 Mohr-Coulomb（M-C）准则同时考虑剪

应力和正应力对材料失效的影响，广泛用于岩土的

失效预测，其形式如下：

(τ+ c1σn)f = c2 (7)

τ σn

c1 c2

式中： 和 分别为断裂面上的剪应力和正应力；摩

擦系数 描述剪应力和正应力的相对权重； 为剪

切阻力。因此，M-C 准则可视为最大剪应力准则的

扩展，可同时描述正应力和剪应力导致的断裂行为。

(σ̄,η,θ)

(
η, θ̄, ε̄f

)
Bai 等[12] 提出了改进的（Modified）M-C（MMC）

准则，将式 (7) 变换成关于 的函数，并提出了

一种与 Lode 角和平均应力相关的材料硬化模型[43]，

基于该硬化模型，MMC 准则可进一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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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如下式所示：

ε̄
1
n
f =

A
c2

cs
θ +

√
3

2−
√

3

(
cax
θ − cs

θ

) (
sec

(
θ̄π
6

)
−1

)
√

1+ c2
1

3
cos

(
θ̄π
6

)
+ c1

(
η+

1
3

sin
(
θ̄π
6

)) (8)

cax
θ =

{
1, θ̄ ⩾ 0
cc
θ, θ̄ < 0

c1 c2

A n cs
θ

cc
θ

式中： 。该准则中共有 6 个参数，其

中 和 为原始 M-C 准则中的材料参数，可通过断

裂实验数据进行标定；其余的参数均用于描述材料

的硬化行为， 为常数项， 为应变硬化指数， 控制

Lode 角参数的影响， 描述三维断裂轨迹的非对称

性。MMC 模型的截断区域为：√
1+ c2

1

3
cos

(
θ̄π
6

)
+ c1

(
η+

1
3

sin
(
θ̄π
6

))
⩽ 0 (9)

c1因此，上述截断区域仅受参数 的影响。

dεp

dε̄d

近年来，MMC 准则在结构金属中的适用性和

可靠性得到广泛的验证，用于预测了低碳钢[45]、先

进高强钢[46]、铝合金[47-48]、镁合金[49] 和高强低合金

管材 [50] 等在不同变形路径下的断裂行为。Beese
等[51] 耦合 MMC 断裂准则和 Hill48 屈服函数研究

塑性各向异性对 Al6061-T6 薄板断裂行为的影响，

其结果表明考虑材料塑性各向异性可提高断裂预

测精度。此外，Luo 等[52] 仍然以各向同性的 MMC
准则作为权函数，通过对塑性应变增量 进行线

性转变来得到各向异性断裂应变增量 ，从而考

虑了塑性各向异性的影响。

α φ

ε2

α φ

Jia 等[49] 在 MMC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平

面 应 力 条 件 下 的 全 应 变 形 式 的 MMC 准 则 ， 即

eMMC，将断裂应变表示为应变比 或 角（断裂成

形极限图中与 轴的夹角，如图 4 所示）的函数。

eMMC 模型的优点是应变比 和 角可以通过数字

图像相关法（DIC）实验获得，因此在研究材料的断

裂行为时可以排除塑性非线性行为的影响，特别是

对于具有复杂塑性变形行为的材料具有明显优势。

作者采用该准则预测了 TRIP780 钢板和 AZ31B-
H24 镁合金板在不同加载条件下的断裂行为，具有

较好的准确性。

2.2.3    基于细观力学的 Hosford-Coulomb 准则

Mohr 等[53] 采用 Hosford 等效应力和作用在最

大剪切应力平面上的正应力构建了 Hosford-Coulomb
（H-C）断裂准则。其具体形式如下：

σ̄H+ c (σ1+σ3) = b (10)

其中，

σ̄H =

{
1
2
[
(σ1−σ2)a+ (σ2−σ3)a+ (σ1−σ3)a]} 1

a

(11)

a = 1

η(
σ̄H,η, θ̄

)
显然，当 时，H-C 模型退化为Mohr-Coulomb

模型，因此该准则可视为扩展的 Mohr-Coulomb 准

则。根据最大主应力与 和 Lode 角参数之间的关

系，可将式（10）转变至 的空间，即：

σ̄f
(
η, θ̄

)
=

b
σ̄H+ c (2η+ f1+ f3)

(12)

(
η, θ̄, ε̄ f

)
ε̄f = f −1

[
σ̄

(
η, θ̄

)]通过相应的本构模型可进一步将式 (12) 转变

至 空间中，即 。该模型通过

三种先进高强钢 DP590、DP780、TRIP780 的验证，

具有较高预测精度[16]。

σ2

σ2/σ1

H-C 准则与 MMC 准则具有相似的理论背景；

但在双轴拉伸变形条件下，由于 M-C 模型与第二

主应力 无关，因此退化为最大主应力准则，而 H-C
模型同时考虑了三个主应力分量的影响，因此对双

轴应力比 敏感。此外，这两个准则采用不同

的硬化模型将等效应力转换为等效应变；MMC 采

用的是 Lode 角参数和平均应力相关的本构模型，

而 H-C 准则则使用了各向同性的硬化准则，前者称

为非一致模型而后者称为一致模型[53]。在一致模

型中，使用等效应力与等效应变预测的结果一致，

而在不一致模型中，等效应力与等效应变的预测结

果不一致。Pack 等[54-55] 的研究表明，Lode 角参数和

应力三轴度相关的 H-C 模型不仅能够预测试块实验

中起裂的瞬间和位置，还能够预测复杂的结构问题。

2.2.4    Magnitude-Stress-Vector（MSV）准则

η < −1/3Khan 等[27] 发现，Al2024-T351 铝合金在

时也会发生韧性断裂；结合 Wierzbicki 等[39] 的实验

结果，提出了基于应力矢量的各向同性断裂准则，

其定义为：

φ = 225°, η = −2/3
equi-biaxial compression

φ = 180°, η = −1/√ 3̄
plane strain compression

φ = 90°, η = 1/√ 3̄
plane strain tension

Minor strain ε2

Major strain ε1

φ = 153°, η = −1/3
uniaxial compression

φ = 135°, η = 0

pure shear

φ = 116°, η = 1/3
uniaxial tension

φ = 45°, η = 2/3
equi-biaxial tension

 

图 4    比例加载条件下断裂成形极限图中的 φ 角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FFLD  describing  the  definition  of φ  under
proportional load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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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V =
√
σ2

1+σ
2
2+σ

2
3 =

√
(I1/3)2+ (2J2)2 (13)

也可以表达成应力张量第一不变量的函数

形式： {
MSV = a|I1|2+b |I1|+Cm, I1 ⩾ 0
MSV = d|I1|2+ e |I1|+Cm, I1 < 0

(14)

a,b,d,e Cm式中： 和 是需要标定的材料参数。

在随后的工作中，Khan 等 [26] 将 MSV 准则进

一步发展成为包含应变速率和温度的形式，修改后

的 MSV 准则可以考虑应变速率和温度对韧性断裂

的影响。

2.2.5    Lou-Huh 系列韧性准则

Lou 等[15] 基于韧性断裂的微观机制，即空洞的

形核、长大以及沿最大切应力方向的剪切合并，提出

了形式简洁的韧性断裂判据 DF2012，如下式所示：

1
C3

w ε̄f
0

(
2τmax

σ̄

)C1
(
⟨1+3η⟩

2

)C2

dε̄p = D (ε̄) (15)

η

τmax

该模型隐式地考虑了塑性变形对空洞形核的

主导作用、 对空洞长大的主导作用和最大剪应力

对空洞聚合的主导作用。因此 DF2012 等 Lou-
Huh 系列也被称作基于物理机理的非耦合韧性断

裂准则。该模型经过 DP780[15]、Al2024-T251[15] 及

DP980[56] 等材料的验证，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η

η̂ > −1/3

η ≈ −0.496

η̂

η̂

从 式 （ 15） 可 以 看 出 ，DF2012 的 截 断 值 为

。这与 Khan 等 [26] 的实验结果相违背，即

Al2024-T351 在非比例双轴压缩情况下（ ）

同样发生了破裂。因此，DF2012 准则的许用范围

不足以概括所有的变形情况。Lou 等[57] 分别对镁

合金 AZ31 与铝合金 Al5083-H32 进行平面应变压

缩与单轴压缩实验；其结果表明：AZ31 在发生非常

小 的 塑 性 变 形 后 就 出 现 破 裂 失 效 ， 而 Al5083-
H32 在大塑性变形下也未发生破裂，即 与材料及

其 微 观 组 织 密 切 相 关 。 因 此 ，Lou 等 [57] 修 正 了

DF2012 模型，引入额外的材料参数以描述 的变

化，记作 DF2014：
w ε̄pf

0

(
2

√
L2+3

)C1
(⟨

f (η,L,C)
f (1/3,−1,C)

⟩)C2

dε̄p =C3 (16)

其中：

f (η,L,C) = η+
3−L

3
√

L2+3
+C (17)

C

η̂

经验参数 间接描述微观组织、温度和应变率

等对 的影响。Lou 等[57] 基于 Al2024-T351 的实验

结果并与 MSV、MMC 准则比较，DF2014 准则能够

预测材料在较大范围变形条件内断裂行为，例如从

η = −0.5 η = 0.6双轴压缩（ ）到平面应变拉伸（ ）。

C4

Lou 等[58] 对 DF2014 准则进行进一步修正，引

入参数 以描述 Lode 角参数对空洞扭转的影响，

以更准确描述剪切、单轴拉伸、平面应变拉伸和平

衡双轴拉伸等四种临界加载条件下的板料断裂行

为。该模型被称为 DF2016，其表达式为：

f (η,L,C) = η+C4
3−L

3
√

L2+3
+C (18)

当 C4=1 时 ， DF2016 退 化 为 DF2014； 当 C4=0，

C=1/3 时，DF2016 进一步退化为 DF2012。

近年来，这一系列的韧性断裂准则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多种金属材料的

证明，包括 DP980 的剪切变形和平面应变拉伸变

形 [59]，DP780 的胀形高度预测 [60] 等，Al2024-T351
非比例加载下的断裂预测[61]，DP780 的边缘断裂预

测[62]，以及马氏体钢在轧制过程中的断裂行为[63]。

2.2.6    考虑各向异性行为的非耦合的断裂准则

金属板料在材料制备和热机械处理过程中通

常会形成具有择优取向的微观组织，其力学性能具

有方向性，因此其塑性变形和损伤断裂均存在各向

异性。考虑各向异性行为的断裂准则可分为以下

三种组合：（1）各向异性屈服函数与各向同性断裂

准则；（2）各向同性屈服函数与各向异性断裂准则；

（3）各向异性屈服函数与各向异性断裂准则。当

前，关于第一种组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dε̄p

dε̄d

非耦合断裂准则并非专门设计以预测材料的

各向异性断裂行为，鉴于各向异性塑性行为对材料

变形和损伤断裂的显著影响，近年来，许多研究工

作者通过线性变换的方式将各向同性断裂准则扩

展为各向异性 [49，64-65]。例如 Lou 等 [64] 在 DF2014
断裂准则的基础上，通过线性变换将各向同性的塑

性应变增量张量 转变为各向异性的损伤等效应

变增量 ，得到适用于各向异性的韧性断裂准

则，即：
w ε̄d

0

1
C3

(
2

√
L2+3

)C1
(⟨

f (η,L,C)
f (1/3,−1,C)

⟩)C2

dε̄d = D (19)

dε̄d dε̄p

该各向异性 DF2014 准则中共有 13 个材料参

数，除了 DF2014 中的 4 个断裂参数，还包括额外

的 9 个参数以构建 与 之间线性转化矩阵[64]。

与实验数据对比表明，该模型能够预测沿着 RD、

DD 和 TD 方向的剪切、单轴拉伸、平面应变拉伸和

等双轴拉伸的韧性断裂行为[64]。此外，Lou 等[65] 还

通过引入各向异性塑性行为到 DF2016 中来预测金

属中的韧性断裂行为，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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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ε̄p
0

1
C3

(
2τmax

σ̄d

)C1
(⟨

f (η,L,C)
f (2/3,1,C)

⟩)C2

dε̄ = D (20)

σ̄d式中， 为各向异性屈服函数（如 Hill48，Yld2000-
2d 和 Yld2004-18p）的等效应力[66]。

同样地，Gu 等 [67] 通过应力张量的线性变换，

得到了 H-C 断裂准则的各向异性的扩展形式。这

些模型需要多达 9 个附加常数来考虑所有三个方

向的加载条件。校准这些常数需要大量的实验数

据，这是不切实际的。

总体上，有关非耦合型韧性断裂准则的研究方

兴未艾，除了上述列举论文的断裂准则外，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不断地研究出新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

则，包括纯经验的唯象模型[68-71] 和基于损伤微观机

制的模型[72]。

2.3    断裂参数的标定

η

η

断裂准则的可靠性还取决于材料参数标定的

准确性。断裂实验是校准材料参数的主要方法，例

如板材的缺口拉伸实验、双轴拉伸实验、含中心圆

孔的单向拉伸实验、剪切实验；厚板的平面应变拉

伸、弯曲实验；棒材的缺口拉伸实验、不同压缩比

的压缩实验等 [56，61，73-76]。对于唯象的损伤断裂准

则，关键的断裂参数主要有临界等效断裂应变、应

力三轴度 和 Lode 角参数，采用实验手段直接测量

上述参数仍存在较大的挑战性，DIC 实验技术是目

前测量临界断裂应变的主流方法，但目前仍很难直

接测量 和 Lode 角参数，对应力相关变量的测量主

要还是借助实验、理论计算或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

方法[56，73]。

由于金属材料在发生韧性断裂前会经历明显

的塑性变形，因此准确可靠的弹塑性本构模型是开

展数值的关键。尽管 von Mises 屈服函数和 Hill48
屈服函数被广泛用于描述金属材料的塑性行为；但

新的各向异性屈服函数亦逐渐用于描述先进金属

材料的塑性行为。Ha 等[73] 对 Al6111 铝合金板在

不同变形路径下的实验和模拟研究表明：Yld2004-
18p 对 断 裂 区 域 的 变 形 预 测 精 度 高 于 von  Mises
屈服函数，基于 Yld2004-18p 模型的断裂预测结果

更接近于实验结果。最近，Habib 等[74] 采用考虑孪

晶作用的晶体塑性有限元（CPFEM）模拟镁合金

ZEK100 颈缩区域和剪切区域的变形和应力状态，

结果表明这些裂纹萌生区域具有很高的孪晶体积

分数，耦合 CPFEM 和各向异性的 H-C 断裂准则能

可靠地预测该材料的断裂行为。因此，尽管非耦合

型断裂准则不考虑损伤对塑性变形的影响，但塑性

本构模型的选择非常关键，所以对断裂模型的标定

也包括对本构模型的参数标定。

3    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在航空材料
中的应用

近 20 年来，有关金属结构材料断裂行为的研

究得到长足发展，相关理论成果和断裂准则不断涌

现，本节仅论述非耦合型韧性断裂准则在上述航空

材料中的典型应用。

3.1    铝合金

η

L (ε̄f ,η,L)

铝合金以其优异的成形性能和服役性能，广泛

用于航空、航天和汽车等领域；铝合金断裂行为的

研 究 也 相 对 更 充 分 ， 其 中 非 耦 合 断 裂 准 则 在

2000 系、6000 系和 5000 系等变形铝合金中均得到

广泛应用和验证，并建立了较完备的断裂参数数据

库。例如，以铝合金 Al2024-T351 为例，美国麻省

理工的 Bao 团队[17，77] 经过近十年系统研究该材料

在各种应力状态下的断裂行为，原创性地设计了多

种实验样品规范，研究应力三轴度 和 Lode 角参数

的影响，构建了该材料在 三维空间内的断

裂面，并先后提出了多个具有代表性的非耦合韧性

断 裂 准 则 ， 包 括 前 述 的 Bao-Wierzbicki[17]、Xue-
Wierzbickit[28] 和 MMC[12] 等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Wierzbicki 等获得的 Al2024-T351 铝合金断裂实验

数据常被研究人员用作基准实验数据以检验其所

提出的断裂准则 [17]。此后，Khan 等 [27] 对 Al2024-
T351 开展了包含纯扭转、拉扭及双轴压缩的补充

实验，扩大了实验的应力三轴度范围。

传统的韧性断裂准则由于其参数较少而极其

依赖于标定模型所使用实验的类型。Hossen 等[78]

分 别 采 用 Ayada、Rice-Tracey 和 Cockroft-Latham
三种断裂准则预测 Al6061 铝合金板在 U 形弯曲工

艺中的断裂行为，通过单轴拉伸、平面应变拉伸和

缺口试样拉伸实验标定模型参数，其研究结果表

明，断裂准则及所选择的标定实验显著影响临界损

伤值、断裂轨迹及断裂预测精度，其断裂预测偏差如

图 5 所示。Martins 等 [79] 基于 McClintock 损伤模

型，结合 Hill48 屈服函数，分别建立拉伸型断裂、面

内剪切断裂和面外剪切断裂的解析模型，预测铝合

金 Al1050-H111 板的断裂成形极限图，并指出在板

料成形中的断裂是由拉伸型断裂与面内剪切断裂

相互竞争的结果，而在体积成形中的断裂则是拉伸

型断裂与面外剪切断裂相互竞争的结果。

Beese 等 [51] 采用了 Hill48 屈服函数联合各向

同性的 MMC 准则来描述 Al6061-T6 铝合金的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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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与韧性断裂行为。Luo 等[65] 采用实验与数值

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 Al6061-T6 挤压过程中

的各向异性韧性断裂行为，基于 MMC 准则通过对

等效塑性应变增量进行线性变换来得到各向异性

的应变增量，从而考虑了材料塑性各向异性对断裂

的影响。Qian 等[47] 对承受剪切-压缩联合载荷作用

下的 Al6060-T6 保险杠开展实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结果表明，基于 Yld2000-3D 屈服函数 [80] 和 MMC
断裂准则的本构模型能准确预测全局载荷-位移响

应以及多个的断裂起始点。Gorji[81] 利用 Yld2000-
3D 屈服函数 [80] 构建的本构模型和 H-C 韧性断裂

准则来预测铝合金 Al6016-T4 盒形件在拉深过程

中的断裂，模拟与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本构与断裂模

型的可靠性。Qian 等 [48] 采用非关联本构模型与

MMC 韧性断裂准则预测铝合金 Al5083-O 的断裂

行为，结果表明，该模型可同时预测该材料的拉伸

型断裂和剪切型断裂。

3.2    镁合金

作为实际应用中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镁合金

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是传统合金

钢和铝合金的重要替代材料[82-83]。因其密排六方

（HCP）晶体结构，目前对镁合金塑性变形行为和断

裂失效机制的研究远不及立方金属充分，有关断裂

准则在镁合金中应用的研究也相对较少。镁合金

的塑性成形通常需在 200 ℃ 以上进行[84]，其推广应

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其较差的室温成形性能。环

境温度下，镁合金可开动的滑移系较少，主要为基

面滑移（提供两个独立的滑移系），无法满足 von
Mises 变形协调准则要求的 5 个独立滑移系。因

此，孪晶是镁合金重要的变形机制，孪晶界作为特

殊的大角度晶界为空洞提供额外的形核的位置，导

致所谓的孪晶诱导断裂现象[85-86]。此外，镁合金表

现出明显的各向异性和拉压不对称性，因此对镁合

金断裂预测的前提是正确描述其塑性变形行为。

η

η

η

当前对镁合金断裂行为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大

多集中在AZ31 镁合金和部分稀土镁合金[87]。Ray 等[88]

研究了 AZ31 和 ZEK100 板材在单轴拉伸载荷下的

韧性断裂行为，其结果表明，ZEK100 易受剪切局部

化 的 影 响 ， 且 在 损 伤 演 化 过 程 中 孪 晶 很 活 跃 。

Kondori 等 [87] 研究了镁合金 AZ31 在不同 下的断

裂行为，其结果表明 AZ31B 的断裂应变随 的增加

而减少，并且随着 增大，断裂机制由孪晶诱导断裂

变为微空洞聚结型断裂。Kang 等[89] 通过拉伸实验

和纹理扫描对厚度为 2 mm 的 AZ31 板材进行了研

究，他们报道了早期分散性缩颈的发展以及材料在

没 有 任 何 局 部 缩 颈 的 情 况 下 突 然 断 裂 的 现 象 。

Nguyen 等[90] 采用 Oyane 韧性断裂准则预测镁合金

板在旋转渐进成形工艺中的韧性断裂行为，并同时

考 虑 了 材 料 的 各 向 同 性 硬 化 和 随 动 硬 化 行 为 。

Feng 等[91] 采用 Johnson-Cook 断裂准则模拟 AZ31B
镁合金在电磁胀形过程中的断裂失效行为，考虑了

应变速率和温度对材料塑性变形和断裂行为的影

响。Lee 等[92] 利用不同的延性断裂准则，包括三种

简单的各向同性断裂准则、MMC 和 eMMC 来预

测 AZ31 和 ZE10 两种镁合金的断裂极限，并且使

用了一个新的塑性模型[93] 用于分离位错滑移机械

孪晶对断裂应变的贡献。在方管压缩实验中所有

的韧性断裂准则均可进行合理预测，而三点弯曲实

验中只有 MMC 能提供较好的失效预测。Ahn 等[94]

为了预测镁合金 AZ31B 板料室温下的单轴和双轴

加载路径下的失效行为，提出了一个基于最大剪应

力准则的断裂准则。结果表明，材料的各向异性和

不同的加工硬化行为是影响断裂预测的主要因素。

3.3    钛合金

对于延性较低的钛合金，传统的基于颈缩假设

的成形极限图难以有效预测其韧性断裂[95]。韧性

断裂准则常用于预测钛合金成形过程中在剪切、压

缩等具有低、负应力三轴度情况下的失效起始点。

Goglio 等 [96] 对 Ti-6Al-4V 开展了 15 组力学实验，

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该材料的

本构模型参数以及 Bao-Wierzbicki 模型参数，最终

获得良好的预测结果。Ma 等 [97] 研究 9 种韧性断

裂准则对 TA2 钛合金管旋压过程中损伤演化的预

测能力，结果表明：除 Freudenthal 模型、Rice-Tracey
模型和 Ayada 模型外，其他断裂准则都可靠预测试

样的损伤分布，其中，C-L 准则的预测结果最接近

Normalized Cockroft-Latham fracture prediction error/%

Rice-Tracey fracture

prediction error/%

Ayada fracture

predic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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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加载条件下，三种断裂准则预测的断裂位移的误差

Fig. 5    Errors of the fracture displacements predicted by three
uncoupled fracture criteria  for  different  loading condi-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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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随后他们又将这些断裂准则嵌入有限

元软件 ABAQUS 中，模拟了不同减薄率下 Ti-15-3
钛合金管旋压过程中的损伤演化[98]，结果表明，只

有 McClintock 模型预测断裂行为和实验结果一致。

ε̄f ε̄f ln Z

A(Z)

舒滢等[99] 采用 6 种韧性断裂准则预测钛合金

Ti40 在高温下变形下的损伤与断裂行为。研究结

果表明，只有 Oyane 准则能可靠预测该合金的断裂

与损伤行为；随后，他们引入了 Zener-Hollomon 因

子（Z 参数）以描述变形温度和应变速率对等效断

裂应变（ ）的影响[100]，结果表明 与 呈线性关

系。张士宏等[101] 基于连续损伤理论，引入 Z 参数

相关的修正函数 ，建立 TC11 钛合金高温塑性

变形的损伤演化模型，通过高温单轴拉伸实验确定

了模型系数。

钛合金作为典型的 HCP 金属，和镁合金类似，

其塑性行为明显不同于立方金属[102-103]。Khan 等[26]

通过分析平均压力对 Ti-6Al-4V 各向异性韧性断裂

行为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非耦合各向异性韧性

断裂准则。为了充分考虑 Ti-6Al-4V 合金的各向异

性和拉压不对称性，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 Hill 各

向异性屈服函数、标定该材料的 KHL 硬化模型参

数；所建立的本构理论能预测 Ti-6Al-4V 在不同温

度与应变速率下的失效行为，其预测结果与实验结

果吻合度很高。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应力三轴度与 Lode 角参

数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能可靠预测拉伸型断裂

与剪切型断裂。诸如 MMC、H-C、Lou-Huh 系列等

断裂准则被广泛应用于复杂塑性成形工艺中，如盒

形件拉深成形、U 形弯曲和铝型材挤压等。而传统

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无法预测材料在大应力三

轴度范围内断裂行为，适用于简单的变形模式和特

定的成形工艺。当前，有关铝合金的断裂行为的研

究较为充分，相关的实验数据涉及广泛的应力状态

范围和不同的变形模式，极大便利了针对铝合金断

裂准则的参数标定与拟合。相比于铝合金，非耦合

韧性断裂准则在镁合金、钛合金中应用有限，这与

对它们塑性变形和损伤断裂机制的认识尚不成熟

有关；而有关断裂准则在镁、钛合金的应用也多集

中于传统模型上，针对具体工艺条件进行分析，选

择合理的韧性断裂准则，对镁、钛合金的断裂预测

至关重要。表 3 针对铝、镁、钛合金列举几种工艺

的韧性断裂准则的选择方案，供读者参考。
 

表 3    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在特定成形工艺条件下适用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

Table 3    Uncoupled ductile fracture criteria for aluminum alloy，magnesium alloy，and titanium alloy under specific forming conditions

Alloy Forming process Applicable criteria

Aluminum alloy Bending[78] Rice-Tracy, Cockcroft-Latham

Extrusion[52] MMC

Deep drawing[81] Hosford-Coulomb

Bulging[51] MMC

Rolling[104] Ayada

Magnesium alloy Rotational incremental forming[90] Oyane

Bulging[91] Jackson-Cook

Tube compression[92] MMC, eMMC

Bending[92] MMC

Deep drawing[105-106] Rice-Tracy, Brozzo, Cockcroft-Latham, Ayada, Clift, Leroy, Oyane

Thermal deep drawing[107] Cockcroft-Latham

Titanium alloy Spinning[97] Cockcroft-Latham, McClintock, Oh, Brozzo, LeRoy, DF-family

Compression[99] Oyane, Oh

Upsetting[108] Oyane
 
 

4    结束语

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发展至今已有 70 余年的

历史，从简单地只考虑最大主应力或平均应力对韧

性断裂的影响至综合考虑应力三轴度与罗德角参

数的影响，从单位体积塑性功至多孔材料模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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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介质损伤模型以及在断裂微观机理与宏观力学

变量之间建立桥梁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从形式

与内容上均有显著发展进步。未来，随着我国航

空、航天工业的迅猛发展，对轻质、高强先进金属

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成型极限理论难以可

靠地预测这些先进金属材料的成形性能，结合数值

模拟和韧性断裂准则是预测结构金属损伤断裂、可

成形性以及制定成形工艺方案的重要方法之一，韧

性断裂准则也将随需求而不断发展。本文就非耦

合韧性断裂准则的发展趋势与未来研究方向进行

归纳：

（1）研究先进结构金属材料在复杂变形条件下

的损伤断裂行为，增强其普适性。金属材料的损伤

断裂一方面受应力状态和变形路径的影响，另一方

面受微观组织和失效机制的作用。先进的韧性断

裂模型不仅要充分反映损伤演化的微观机制，而且

要能准确描述不同应力状态下的影响。现代非耦

合韧性断裂准则的发展主流仍是基于损伤断裂的

微观机理，引入新的变量和材料参数分别描述正应

力和剪应力对损伤演化的影响，覆盖越来越广的应

力状态，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因此，当前韧性断裂

准则的典型特征是综合考虑应力三轴度与 Lode 角

参数的影响，构建材料的三维断裂轨迹。此外，考

虑温度与变形速率的韧性断裂准则对热成形和温

度与应变速率敏感的材料至关重要。综合考虑复

杂应力状态、多种损伤机制和各向异性行为的非耦

合韧性断裂准则需要更多的材料参数，准确可靠地

标定先进断裂准则的材料参数是一大挑战；常用的

实验标定技术大多是比例加载，那么在复杂加载路

径、非比例加载情和反向加载等情况下的适用性有

待商榷。

（2）增强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对强各向异性材

料的预测能力。以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和先进

高强钢为代表的轻质高强结构金属通常具有明显

的各向异性，而无论以各向同性屈服函数与各向同

性断裂准则或以各向异性屈服函数与各向同性断

裂准则为组合的本构模型，均会存在偏差，发展各

向异性损伤断裂准则和模型是提高预测精度的有

效途径。

（3）建立多尺度、基于物理机理的韧性断裂准

则。韧性断裂准则在传统钢铁材料中得到较为广

泛的应用，但在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等材料中

的应用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密排六方晶体结构的

镁合金和钛合金等，变形行为更复杂、延展性和成

形性能有限，这为韧性断裂准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

挑战。对于这类变形机制和损伤行为复杂的金属

材料，建立多尺度的、基于物理机理的韧性断裂准

则也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总之，针对先进结构金

属材料，在当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综合考虑

塑性变形和损伤演化微观机制、宏观应力状态、应

变路径和工艺参数等因素的韧性断裂预测模型，将

为高性能航空构件的成形工艺设计与优化以及零

部件在极端服役环境下的失效行为研究提供可靠

的理论指导。

（4）厘清微观损伤机理与宏观力学变量之间的

联系，科学搭建微观-宏观桥梁。基于空洞形核、长

大与合并微观机理的非耦合韧性断裂准则仍然是

在一些缺乏可靠认证的猜想与假设的基础上进行

的，科学建立微观-宏观映射机制，为非耦合韧性断

裂准则发展奠定坚实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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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upled ductile fracture criter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eronautical metallic materials

MA Hongyue1,    XIAO Namin2,    QIAN Peng3,    LUO Shuai1,    ZHANG Haiming1*

（ 1.  Institute  of  Forming  Technology  &  Equip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2.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Center of Aeronautical and Engine Materials Application & Evaluation，Beijing 100095，China；

3.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Center，Shanghai 200003，China）

Abstract:     Structural  lightweight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in  aerospace  and  automotive  fields,  and  the  demand  for

lightweight  metal  materials  represented  by  aluminum  alloy,  magnesium  alloy,  and  titanium  alloy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Predicting  the  damage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advanced  metal  materials  is  the  key  to  forming  process  design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high  -  performance  aerospace  compon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ductile  fracture  criteria

(DFCs) is  the main approach.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ductile  fracture of metals,  including the

shear  fracture  dominated  by  shear  or  compression  stress,  the  tensile  fracture  dominated  by  tensile  stress,  and  the  mixed  fracture.

The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uncoupled DFCs are reviewed, and several typical

uncoupled ductile fracture models established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re emphatically

discussed.  The  traditional  uncoupled  DFCs  usually  on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r  average  stress  on

damage/fracture, and ignore the effect of deviatoric stress, 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rediction of fracture behavior of materials under

small stress triaxiality or complex stress state. The recently developed DFCs are more suitable for complex strain path and stress state

by  considering  the  joint  influence  of  both  stress  triaxiality  and  Lode  angle  parameter  on  damage  evolution.  Whereafte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uncoupled DFCs in aeronautic metals such as aluminum alloy, magnesium alloy, and

titanium  alloy  are  reviewed.  Finally,  this  work  ends  with  prospec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DFCs.

According to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structural metals, new uncoupled DFC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stress state, strain rate, temperature and anisotropy on damage fracture, so as to make it have better applicability and

prediction accuracy.

Key words:   ductile fracture criteria；damage and fracture；plastic forming；aeronautical metall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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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发射光谱在金属微弧氧化表面处理中
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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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液相火花放电现象是金属微弧氧化表面处理时典型特征，发射光谱（OES）技术是表征微弧放电光谱特征和探

索微弧氧化机理的有效手段。本文综述了铝、镁、钛等金属微弧氧化过程中发射光谱的研究现状。介绍微弧放电

区等离子体的电子温度、电子密度等特征参数计算原理。重点关注了不同金属基体材料、电参数及电解液组成条

件下，等离子体放电行为对微弧氧化膜结构的影响规律，并比较不同放电模型的异同。基于 OES 谱线评估得到的

各种金属微弧等离子体温度为 3000～10000 K，为放电通道内快速熔化-凝固过程促进陶瓷膜生长机制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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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弧氧化（microarc oxidation，MAO），又称等

离 子 体 电 解 氧 化 （ plasma  electrolytic  oxidation，

PEO），是一项利用液相微区等离子体放电高温烧

结作用制备陶瓷氧化膜的技术[1-2]。铝、镁、钛、锆

等金属及其复合材料经 MAO 处理后可在表面原位

生成陶瓷膜，使基体材料的硬度、耐磨、耐蚀、热控

等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3-8]。目前微弧氧化技术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艺优化和性能表征方面[1-8]，由

于难以直接探测液相等离子体放电过程，对 MAO
过程中放电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通过观察

放电火花或膜形貌变化间接推测放电过程[9-11]，也

提出一些放电模型来解释微弧氧化成膜机理[12-14]。

微弧氧化过程中，样品表面放电火花的大小和

密度随氧化时间不断变化，并同氧化膜生长过程密

切相关[15-16]。通过测量和分析微弧放电火花的原

子发射光谱特征，可以反映参与等离子体放电的粒

子种类。对于液相放电环境，发射光谱（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OES）为无损检测技术，并对

微弧放电过程没有扰动，是研究微弧氧化机理的一

种有效方法[17]。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Sluginov[18] 在水溶液电

解过程中首次发现光发射现象，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Günterschultze 等[19] 研究铝合金阳极

氧化过程中，观察到火花放电现象，并指出金属电

极和电解液中的物质会产生各自的光发射谱线。

1994 年，Klapkiv 等[20] 采集铝合金微弧氧化的发射

光谱，并选取几个时间点的特征峰强度值计算电子

温度和电子浓度。Mecuson 等[21] 和 Boinet 等[22] 分

别测量了铝、镁合金微弧氧化过程中的发射光谱，

分析参与等离子体放电的粒子种类。2010 年，Hussein
等[23] 采用 OES 方法系统地研究铝合金恒流微弧氧

化过程中等离子体放电行为，并计算放电火花的电

子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结合氧化膜的形貌与成

分，提出了一种 MAO 放电模型。Liu 等[13] 评估铝

合金恒压 MAO 过程的 OES 谱及等离子体特征参

数，提出不同于 Hussein 的放电模型。近年来，更多

的研究者将 OES 方法应用于铝[24-30]、镁[31-33]、钛[34-37]、

锆[38-40]、钽[41] 等金属的微弧氧化过程，并成为探索

微弧放电机理和氧化膜生长机制的重要手段。

本文主要介绍 OES 方法在微弧氧化研究中的

应用，包括等离子体特征参数的计算，以及等离子

体光谱特性的演变规律。总结了电参数对微弧放

电过程、膜层结构的影响规律，讨论基于 OES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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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微弧氧化膜生长模型，展望 OES 应用的发展

方向。 

1    发射光谱在微弧氧化领域应用的
相关文献统计

通过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检索词 plasma
electrolytic oxidation &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

分析，OES 方法在微弧氧化领域的论文发表情况如

图 1 所示。图 1 显示，2005 年以后 OES 方法被逐

渐应用到微弧氧化领域。Al、Mg、Ti 及其合金的研

究论文最多 [27-37]，但也扩展到 Zr、Ta 及 Fe 微弧氧

化研究[39-41]。图 1（a）、（c）显示，2010 年后发表论

文 数 量 和 引 文 次 数 快 速 上 升 。 实 际 上 ，Klapkiv
等[20] 在 1994 年就根据采集的微弧放电 OES 谱尝

试计算电子温度，但 2010 年 Hussein等[23] 发表微弧

氧化过程中电子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论文后，才引

起同行广泛关注，随后更多的学者将 OES 方法用

于各种金属微弧放电研究，进一步探索微弧氧化机

理[31-41]。 

2    OES测量实验设计

OES 测量装置由微弧氧化电源、电解槽、冷却

系统、光谱采集分析系统组成。使用的光谱仪波

长分辨率主要有 0.08 nm[13]、0.3 nm[21]、0.4 nm[23]、

0.8 nm[37]、1 nm[42]。分辨率越高，越能准确地分辨

出相邻谱线波长。铝、镁、钛的 OES 特征谱线较

强，但锆的特征谱线相对较弱。探测的波长范围一

般设置为 200～1100 nm[13，21，23，37，42]，覆盖了紫外-
可见-红外的光谱波段。微弧氧化的 OES 谱线集中

在 200～750 nm 范围内，但 O 的较强特征峰波长超

过 750 nm。此外，有些学者将照度计、热电偶加入

光谱测量系统，同步获取更多参数，能够更好地分

析微弧氧化放电过程[13，16]。照度和 OES 谱都同样

品 表 面 放 电 火 花 密 度 和 大 小 密 切 相 关 。 图 2
显示，2024 铝合金在恒压微弧氧化条件下，照度强

度值初期快速上升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再缓

慢降低到一个稳定值，同时放电火花在初期细密，

然后火花变稀疏，但单个火花增强，最后只剩下一

些小火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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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4 铝合金微弧氧化过程中照度及样品表面火花照

片随时间变化曲线[13]

Fig. 2    Time variation of  illumination intensity  and video  im-
ages of 2024 Al alloy during MAO process[13]

  

3    等离子体参数计算原理

在热力学平衡（TE）或局部热力学平衡（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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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弧氧化领域 OES 应用论文统计图　（a） 发表论文
数；（b） 不同材料种类论文数；（c） 引文量

Fig. 1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published SCI papers about OES
application in microarc oxidation field　（a）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b） number of SCI papers by material
type；（c） number of paper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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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等离子体的离子温度接近电子温度，因此

可以用电子温度来表征等离子体温度。微弧氧化

过程中，单个火花放电区域为微米级，火花寿命仅

为 0.1 毫秒级别[43]，难以直接测量放电区的等离子

体温度。可以采用双谱线法测出同种原子或离子

的两条光谱线强度，计算出电子温度值。双谱线的

强度比满足式（1）[44]：

I1

I2
=

A1g1λ2

A2g2λ1
exp

(
−E1−E2

kTe

)
(1)

I1、A1 g1 λ1 E1 I2 A2 g2 λ2 E2

k Te

式中： 、 、 、 和  、 、 、 、  分别为

两条谱线的相对强度、跃迁概率、上能级的统计权

重、波长、激发态能量； 为 Boltzmann 常数； 为电

子温度。

∆λ1/2 Ne

等离子体密度是另一个重要参数。当等离子

体温度较低，电子密度在 1020～1024m–3 范围内，且

谱线为洛伦兹线型时，辐射跃迁的原子受到德拜球

内离子电场作用而产生斯塔克展宽，这是 OES 谱

线的主要展宽机制[45]。氢原子斯塔克展宽是线性

的，它的谱线展宽与电子密度有关。谱线轮廓的半

高宽 与电子密度 之间的关系为式（2）：

Ne =C (Ne,T )∆λ3/2
1/2 (2)

C (Ne,T )式中： 是同电子密度和温度相关的常数，其

数值可以从相关文献 [44] 查得。当电子密度大于

4 × 1021 m–3 时，局部热平衡条件成立[20]。

nM

n+M

等离子体中的原子密度 和一价离子密度

可根据式（3）求得[13]: nM =
N2

e

ki
n+M = Ne

(3)

ki式中： 为电离平衡常数。

等离子体的电离度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13]：

α =
n+M

nM+n+M
(4)

一些研究者采用 OES 方法监测微弧氧化放电

过 程 ， 并 计 算 微 弧 放 电 区 的 电 子 温 度 、 电 子 密

度 [23，46-48]。通常计算等离子体电子温度的一对谱

线需要满足如下两点[23]：（1）谱线的自吸收效应不

能过强；（2）两条谱线不能属于同一多重峰或者波

长相隔太近。铝合金微弧氧化通常采用 Al 特征谱

线计算电子温度。Liu 等[13] 和 Yang 等[16] 根据 Al Ⅰ
309.2 nm 和 394.4 nm 双谱线强度比计算出 2024、

7075 铝合金微弧放电区的电子温度分别为 3000～

7200 K 和 3000～10000 K，结果比较接近。Jovović
等[49] 使用 O Ⅱ线计算等离子体温度，以避免自吸

Te ≈

收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但 MAO 过程中 O Ⅱ线

强度较弱，用 O Ⅱ线计算得到的电子温度明显偏高

（    40000 K），不如采用 Al Ⅰ线的计算结果合

理。对于镁、钛、锆合金微弧氧化，利用 Mg Ⅰ、Ti
Ⅰ、Zr Ⅰ线计算获得的电子温度分别为约 4000 K[24]、

（3700 ± 500）  K[35]、（7500 ± 1000）  K[50]。实际上，

用 OES 方法评估得到的各种金属微弧氧化的等离

子体电子温度差异较大，但基本都在 3000～10000 K
范围内，高于金属基体和氧化物的熔点，为放电通

道内快速熔化-凝固过程促进氧化物陶瓷膜快速生

长机制提供证据。

Hα、Hβ 谱线半高宽可用于评估电子密度[44]，判

断等离子体的局部热平衡条件是否成立。Jovović
等[24] 指出，Hα 谱线有很强的自吸收效应，用 Hα 谱

线计算电子密度误差较大。文献中通常使用 Hβ 谱

线的半高宽求解电子密度[16-17，23，30，48]。 

4    OES谱在各种金属微弧氧化研究
中的应用
 

4.1    典型的微弧放电 OES谱
金属微弧氧化过程中，火花放电区的瞬间高温

高压环境会使其中的物质分解成相应的原子或离

子。当受激原子或离子由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时，

其能量以光的形式进行辐射，从而产生对应的发射

光谱。通过记录微弧放电过程的发射光谱可以确

定参与等离子体放电的元素及粒子种类，从而更好

地理解微弧氧化膜的生长过程。

OES 谱包括电子辐射的连续谱以及各种原子、

分子和自由基的光谱线或光谱带，其中，连续谱由

韧致辐射以及复合辐射产生 [20]。Wang 等 [51] 记录

并分析了 AZ31 镁合金微弧氧化不同阶段 OES 谱，

他们研究发现初期放电很弱，此时 OES 谱几乎由

连续谱组成，不含电解液或基体材料中原子、分子

的特征光谱线，且连续谱强度随电压值的增加而增

加，随着氧化时间增加，等离子体放电增强，其

OES 谱如图 3 所示。放电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等

离子体使放电通道中的物质分解成相应的原子或

离子，它们产生的特征光谱线叠加在连续谱上，构

成总的 OES 谱。Arrabal 等 [43] 比较了交流输出模

式下不同镁合金 MAO 过程中连续谱变化情况，发

现放电火花数量越多，连续谱强度越高。总体来

说，等离子体放电强度较弱、火花数目较少时，连续

谱突出但强度较低；放电强度增强、火花数目增加，

连续谱强度增加但开始出现原子或离子的特征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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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Z31 镁合金等离子体放电阶段 OES 谱[51]

Fig. 3    OES  spectrum  collected  from  plasma  discharge  stage
of AZ31 magnesium alloy[51]

 
连续谱给出的信息有限，特征谱线能提供更多

有效信息，是分析微弧放电过程需要关注的重点。

图 4 是恒流模式下Na2SiO3+KOH 电解液中，AA5754
铝合金和 AZ31 镁合金微弧氧化过程典型的发射光

谱图 [24]。图 4 显示，OES 谱包括 Al、Mg、O、Na、
K、H 等原子的特征光谱线，其中，Ⅰ和Ⅱ分别表示

未电离的原子和单电离态离子。这说明铝合金和

镁合金微弧氧化过程中，金属基体和电解液组元都

参 与 微 弧 放 电 过 程 。Stojadinović等 [34-35] 分 别 在

H4SiW12O40+H3PW12O40•6H2O 和 Na2SiO3•5H2O 两

种电解液中对纯钛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在 H4SiW12

O40+H3PW12O40•6H2O 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探

测到来自电解液的 W、O 的原子和离子谱线，但是

未探测到来自钛基体的光谱线（见图 5（a）），这可

能是因为钛基体对应的 OES 谱线强度较弱，所以

未被检测到；而在 Na2SiO3•5H2O 电解液中进行微

弧氧化，除探测到来自电解液的 O 和 H 谱线外，还

观察到比较强的钛谱线（见图 5（b））。探测锆微弧

氧化的 OES 谱发现 Zr 谱线的出现同电解质种类有

关 [38，50]。因此，当基体为熔点较低的金属元素如

Al 和 Mg 时，电解质种类几乎不会影响基体材料中

原子或离子谱线的产生，而当基材为熔点较高的金

属元素如 Ti、Zr 时，电解质的类型会显著影响基体

金属原子或离子谱线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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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铝合金和镁合金在硅酸钠溶液中微弧氧化的典型 OES 谱[24]　（a） AA5754 铝合金；（b） AZ31 镁合金

Fig. 4    Typical OES spectra of Al and Mg alloys in Na2SiO3 solution during MAO process[24] 　（a） AA5754 Al alloy；（b） AZ31 Mg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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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电解液中纯钛微弧氧化 OES 谱　（a） H4SiW12O40+H3PW12O40•6H2O
[34]；（b） Na2SiO3•5H2O

[35]

Fig. 5    Optical emission spectra of microarc oxidation on pure titanium at different electrolyte solutions
（a） H4SiW12O40+H3PW12O40•6H2O

[34]；（b） Na2SiO3•5H2O
[35]

 

图 6 显示 [16]，恒压条件下 Al Ⅰ 309.27 nm 和

Al Ⅰ 394.40 nm 特征谱线强度在微弧氧化初期快

速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达到一个比较低的

数值后基本不变。它们随氧化时间变化曲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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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示的照度变化规律相似，都对应着样品表面

初期细密火花到出现大火花，最后变成稀疏小火花

的过程。根据两条谱线的强度，利用式（1）至（4）可

计算出电子温度、电子密度和电离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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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0 2000 3000 4000
Time/s

(a) (b)

 

图 6    Al 谱线强度随氧化时间变化曲线[16]　（a） AlⅠ 309.27 nm；（b） AlⅠ 394.40 nm
Fig. 6    Intensity of Al emission lines vary with oxidation time[16]　 （a） AlⅠ 309.27 nm；（b） AlⅠ 394.40 nm

 
 

4.2    铝及其合金

金属微弧氧化过程中，等离子体放电行为对氧

化膜的形成、结构、物相组成等产生重要影响。一

些学者通过 OES 方法探究液相等离子体放电行

为，来探索微弧氧化膜形成机理[28-30]。Hussein 等[23]

基于 OES 谱分析恒流模式下纯铝微弧氧化的放电

过程，根据 Al Ⅰ 396.1  nm/309.2  nm 谱线对强度

比，计算得到的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随氧化时间变化

曲线如图 7 所示。图 7 显示，等离子体微弧放电区

平均温度约为 5000 K，远远超过铝基体和氧化铝膜

的熔点。在微弧氧化中后期，电子温度曲线上出现

许多尖峰。Hussein 等认为这些尖峰是特别激烈的

放电大火花引起的，因为恒流模式下，电压逐渐升

高，后期会有一些很强的火花出现，细小的光纤探

头探测到的一个大火花就对应一条尖峰。但是

Yang 等[16] 对电子温度曲线上尖峰产生原因给出了

不同的解释，他们发现在恒压模式下，7075 铝合金

微弧氧化的电子温度曲线上也出现产生了大量尖

峰（见图 8）。而恒压模式下，随氧化膜厚度增加，

击穿变得困难，氧化后期只出现较稀疏小火花，没

有高强度放电大火花产生（见图 2）。进一步分析

认为，这些尖峰同放电火花密度以及照度强弱有

关。氧化后期只有稀疏的小火花，其照度较低，

OES 特征谱线强度也较弱，因此电子温度的计算值

偏差较大，从而导致电子温度曲线上出现大量尖

峰。Hussein 使用的光纤光谱仪探头非常小（直径

400 μm）[23]，即使恒流模式下氧化后期出现少量大

火花，并不一定能够被光纤探头探测到，其特征谱

线强度变化曲线也类似图 6，因此所获得的电子温

度曲线上尖峰也是计算误差，而不是单个的大火花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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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纯铝在恒流微弧氧化过程中电子温度随时间变化曲

线[23]

Fig. 7    Dependence  of  electron  temperature  with  time  during
MAO treatment on pure A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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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7075 铝合金恒压微弧氧化过程中电子温度变化曲线

图[16]

Fig. 8    Electron  temperature-time  dependence  during  MAO
process on 7075 Al alloy at constant voltage[16]

 

1021 1.65×1022m−3

Yang 等[16] 利用 Hβ（486.12 nm）特征谱线计算

获得的 7075 铝合金微弧氧化的电子密度随氧化时

间变化曲线如图 9（a）所示，电子密度范围在 4.95×
～ ，满足局部热力学平衡条件[20]。

图 9（b）显示 Al 原子电离度很低，说明在铝合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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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氧化过程中，只有部分基体的 Al 原子被电离，等

离子体放电区还存在大量中性原子。 

4.3    镁及其合金

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把 OES 方法用于镁

合金微弧氧化放电过程研究[31-33]。Hussein 等[32] 通

过分析单极性和双极性脉冲模式下 AM60B 镁合金

微弧氧化的 OES 谱和电子温度变化曲线，评估电

源模式对等离子体放电、膜层形貌结构的影响。发

现双极性脉冲模式下等离子体温度峰值比单极性

脉冲模式下低约 100 K，膜层孔隙率及缺陷明显减

少，致密性也有所提高，负脉冲对强放电火花的抑

制作用能降低电子温度、减少强放电火花对已形成

的氧化膜的破坏。Yao 等研究了单脉冲模式下不

同频率 Mg-Li 合金微弧氧化的放电过程[52] 以及电

流密度对等离子体放电的影响 [53]。图 10 为根据

Na Ⅰ（589.0 nm）/Na Ⅰ（819.5 nm）谱线强度比计算

得到的电子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显示 50 Hz 下的

等离子体电子温度比 500 Hz 下高约 3100 K。这是

因为占空比一定时，脉冲频率越低，每个脉冲周期

持续时间越长，放电能量越高，使等离子体放电增

强。他们还发现电子温度随电流密度增加而增加

（见图 11），因为随着电流密度增加，施加到样品表

面的能量也相应增加，增强了等离子体放电强度[53]。

上述结果表明，OES 方法不仅能够探测参与镁合金

微弧放电的粒子种类，还揭示不同电参数下等离子

体温度等特征参数，能够定量反映微弧放电剧烈程

度，便于理解氧化膜的形貌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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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电流密度下 Mg-Li 合金微弧氧化处理中电子温
度随时间变化曲线[53]

Fig. 11    Electron temperature  variation  with  treated  time  dur-
ing MAO process of Mg-Li alloy under different cur-
rent densities[53]

  

4.4    钛及其合金

钛及钛合金的微弧氧化工艺和性能被广泛研

究 ， 它 的 等 离 子 体 放 电 行 为 也 受 到 关 注 [34-37]。

Stojadinović等[35] 使用 Ti Ⅰ398.18 nm/501.42 nm 谱

线对强度比计算得到，纯钛微弧氧化放电区的电子

温度为（3700 ± 500） K。Hussein 等[54] 对比单极性

和双极性脉冲模式下 Ti-6Al-4V 合金在铝酸盐和磷

酸盐组成的复合电解液中的放电行为，发现单极性

脉冲模式下等离子体放电温度可达 3500～9000 K，

而双极性脉冲模式下等离子体放电温度降至 3500～

5500 K。这是因为双极性脉冲可以有效减少具有

破坏性的强放电火花产生，保持了合适的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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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Mg-Li 合金微弧氧化过程中电子温度随氧化时间变
化曲线[52]

Fig. 10    Electron temperature  as  a  function  of  oxidation   dur-
ing MAO process of Mg-Li alloy[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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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7075 铝合金微弧氧化过程中等离子体参数随时间变化曲线[16]　 （a） 电子密度；（b） Al 电离度

Fig. 9    Variation of electronic parameters of 7075 Al alloy with oxidation during MAO process[16] 　（a） electronic density；
（b） atomic ionization degree of Al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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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从而生成致密性较好的氧化膜。Hussein 等[54]

还发现双极性脉冲下 Ti 的特征谱线强度远低于单

极性脉冲模式下谱线强度。彭昭美等[36] 在双脉冲

模式下对 Ti-6Al-4V 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时，也

只能检测到很微弱的 Ti 发射谱线，这说明电源模

式是影响等离子体放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

Stojadinović等[34-35] 指出，电解液的类型也会显著影

响钛基体材料 OES 谱线的产生（见图 5）。因此，

OES 方法可以揭示金属种类、电源模式、电解液类

型对金属微弧氧化放电过程的影响。 

4.5    锆及其合金

(COOH)2

NaAlO2

NaAlO2

作为重要的核结构材料和有潜力的生物医用

材料，锆的微弧氧化表面处理成为近年研究的热

点[55-56]， OES 方法也被用于探索锆及其合金微弧放

电过程 [38-40，57]。Stojadinović等 [50] 研究纯锆在柠檬

酸中的微弧氧化过程，使用 Zr 特征光谱线强度比

计算出放电区电子温度为（7500 ± 1000） K，说明等

离子体微弧放电区温度远远超出锆和氧化锆的熔

点 。Wei 等 [40] 在 含 甘 油 的 磷 酸 盐 电 解 液 中 对

Zirlo 锆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时，探测到来自电解

液的 O、H、Na、C 特征谱线，但由于放电火花强度

较弱，未检测到 Zr 谱线。Stojadinović等[38] 发现锆

合金在 电解液中进行微弧氧化时可以检测

到 Zr 的特征谱线，但在 H4SiW12O40 电解液中检测

不到 Zr 谱线，这说明电解液是影响液相等离子体

放 电 强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Cheng 等 [39] 测 量 了

Zirlo 锆合金在双极性脉冲模式下不同 浓度

中的 OES 谱图，发现随着 浓度升高，Zr 原子

或离子谱线的强度变弱甚至检测不到。因此，电解

液的溶质组成和浓度均会影响液相等离子体的放

电过程。 

4.6    金属基复合材料

SiCp

Na3PO4

15%SiCp/AZ31 33%Al2O3-
SiO2(sf)/

SiCp/AZ31

Al2O3-SiO2(sf) SiCp

33%Al2O3-SiO2(sf)/

Al2O3-SiO2

Al2O3-SiO2(sf)

Hα

15%SiCp/AZ31 33%Al2O3-SiO2(sf)/

Al2O3-SiO2

金属基复合材料也能够进行微弧氧化表面处

理，以提高其耐腐蚀性能和抗磨损性能[58-60]，而陶

瓷增强体形态在微弧氧化过程中是否发生变化存

在争议[61-62]，本质上就是能否确认微弧放电区的温

度远远高于增强体熔点，使增强体发生熔化、氧化

后与氧化膜熔为一体。Arrabal 等 [62] 对 /ZC71
镁基复合材料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并认为微弧氧化

过程中 SiC 颗粒只是表面被部分氧化并没有发生

熔化，因此膜内部的 SiC 增强颗粒形态基本保持不

变。然而 Liu 等[63] 给出不同的观点，他们在

电解液中，采用 OES 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ICP-AES）技术，研究 和

AZ91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氧化过程中 SiC 颗

粒和硅酸铝纤维增强相的演变过程。两种镁基复

合材料微弧放电 OES 谱见图 12，其中，Ⅰ和Ⅱ分别

表示未电离的原子和单电离态离子。图 12 显示，

除了主要参与反应元素 Mg、O、Na 和 H 的谱线外，

15% 的 OES 谱中出现了较弱的 Si 和 C
原子特征谱线。由于 含量比 高很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等离子体放电，导致

AZ91 的 OES 谱强度降低，这一

点可从谱线 Mg I 383.83 nm 强度变弱得到证实。

由于电解液、AZ31 和 AZ91 镁合金都不含有 Si 元

素，这证明 Si 特征光谱线只能来自 SiC 和

增强体，说明 SiC、 增强体中的 Si 元素

参与了放电。从 （656.2 nm）/Hβ（486.1 nm）谱线

比计算得到的电子温度随氧化时间变化曲线（见

图 13）可知， 、 AZ91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放电区的平均温度大于 5000 K，

这远高于 SiC、 的熔点（3003 K、21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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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iCp/AZ31 33%Al2O3-SiO2(sf)/图 12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氧化 OES 谱图[63]　（a）  ；（b）  AZ91

15%SiCp/AZ31 33%Al2O3-SiO2(sf)/

Fig. 12    Optical emission spectra of magnesium matrix composites in MAO process[63]　
（a）  ；（b）  AZ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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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p

33%

Al2O3-SiO2(sf)/

Al2O3 ·2SiO2 MgAl2O4 MgSiO3

因此，等离子体放电通道附近的陶瓷增强体可以被

熔化，并参与等离子体区物理化学反应，15% /
AZ31 产生 Si、C 光谱线，并形成 Mg2SiO4 相，

AZ91 产生 Si、Al 光谱线，形成莫来

石相（3 ）、 和 相。

15%SiCp/AZ31 镁基复合材料经微弧氧化处理

后，截面形貌和 Si 元素分布如图 14 所示 [63]。由

图 14 可知，在基体/氧化膜界面附近有一些未被熔

化的 SiC 颗粒，而氧化膜中大部分 SiC 颗粒在放电

区高温高压作用下发生熔化，进而发生氧化反应，

形成氧化物，只有少量残留的 SiC 颗粒，且尺寸明

显减小。硅酸铝纤维在 MAO 膜/基体界面附近元

33%Al2O3-SiO2(sf)/

素分布也有类似规律，氧化膜内硅酸铝纤维数量及

尺寸均有所减小[63]。为了进一步验证 SiC、硅酸铝

纤维增强颗粒发生熔化并参与成膜反应，Liu 等[63]

用 ICP-AES 技术测量 MAO 处理后电解液中铝、镁

和硅的浓度，发现电解液中 Mg、Al 和 Si 含量较

高，特别是 AZ91 复合材料微弧氧

化后，电解液中 Al 含量明显高于 15%SiCp/AZ31
复合材料对应的 Al 溶解量（见图 15）。因此 MAO
处理后电解液中的 Si 一定来自增强相，Al 也主要

来自增强相，这与 OES 谱结果共同构成了增强相

参与等离子体放电过程的直接证据，解决了复合材

料微弧氧化膜生长过程的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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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μm100 μm

SiSi

Substrate
Coating

SiC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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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5%SiCP /AZ31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氧化膜截面形貌及 Si 元素分布图　 （a） 截面形貌；（b） Si 面分布[63]

Fig. 14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and Si element map of 15%SiCP /AZ31 MMC after MAO process 　
（a）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b） Si element map[63]

 
 

4.7    微弧氧化放电模型

Hussein 等 [23] 根据纯铝微弧氧化的 OES 谱及

电子温度变化特征，提出图 16 所示的微弧氧化放

电模型。他们将火花放电类型分成 A、  B、  C 三

类，其中 A 和 C 类放电较弱，分别对应氧化膜层表

面微孔的放电，膜内部微孔或裂纹的放电，而起源

于金属基体/膜界面的强火花放电归于 B 类放电。

他们认为只有 B 类放电具有穿透整个膜层的放电

通道，并且较强的 B 类放电对应于图 7 电子温度曲

线中的尖峰。该模型被许多研究人员引用[11，17，24，34]，

但是也被一些人质疑。Liu 等[13] 认为，由于陶瓷氧

化膜具有较高的电绝缘性，A 和 C 类放电的局部强

电流难以瞬间通过氧化膜形成导电通道，因此 A 和

C 放电类型很难形成，即使表面或气孔、裂纹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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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iCp/AZ31 33%Al2O3-SiO2(sf)/图 13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氧化过程中电子温度变化曲线[63]　（a）  ；（b）  AZ91

15%SiCp/AZ31 33%Al2O3-SiO2(sf)/

Fig. 13    Electron temperature variation with treated time in MAO process of magnesium matrix composites[63]　
（a）  ；（b）  AZ91

第 2 期 放电发射光谱在金属微弧氧化表面处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39



泡出现放电，也很难瞬间击穿氧化膜，形成快速放

电通道。可见 Hussein 提出的放电模型仍有不足之

处，需要进一步改进。

Liu 等[13] 认为，每个放电火花都会击穿氧化膜

形成相应的等离子体放电通道，从而实现电子电

流、离子电流和氧化膜溶解电流的导通。他们基

于 OES 谱和等离子体参数结果提出图 17 所示的

火花放电模型，该模型将放电类型分成 A 和 B 两

类，分别对应放电尺寸较小的火花和尺寸较大的火

花，两类火花都使氧化膜击穿。图 17（a）～（d）展

示了从微弧氧化初期到末期的 A 和 B 两类火花演

变与膜生长关系，也与图 2 中火花放电照片相对

应。微弧氧化初期，能量较低、尺寸较小的放电火

花，导致样品表面出现许多小的喷出物，随着氧化

时间的延长，转变为能量较高、尺寸较大的放电火

花，产生较多的熔融物，导致膜层表面出现大的喷

出物或“饼状”突出物。Wang 等[64] 研究 Zr 合金

微弧氧化，比较图 16 和图 17 所示的两种模型，认

为用基于图 17 的放电模型描述 Zr 合金微弧氧化

膜生长过程更合理。
 

5    OES谱与其他探测技术结合

MAO 放电过程会产生光、热、声和振动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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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镁基复合材料微弧氧化后磷酸盐电解液中 Al、Mg
和 Si 浓度示意图[63]

Fig. 15    Concentrations of Al，Mg and Si in phosphate electro-
lyte after  MAO  process  of  magnesium  matrix   com-
posite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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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金属微弧氧化过程中火花放电模型[23]

Fig. 16    Spark discharge model during metal MAO proces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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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金属微弧氧化不同阶段的火花放电模型[13]（a）初始阶段; （b）～（c）中间阶段；（c）最后阶段

Fig. 17    Spark discharge mode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metal MAO process[13]（a）initial stage; （b）-（c）medium stage; （d）fi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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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对多种信号进行同步分析可进一步理解放电

现象及膜层生长机制。大多数微弧氧化 OES 谱研

究只能评估样品整体放电的特征参数，且采样时间

远远超出单个火花寿命，只有采用特殊的光谱仪才

能采集单个脉冲放电期间光发射谱。Arrabal 等[43]

在恒流模式下对镁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发现单

次放电平均寿命为 0.5～1.1 ms，放电火花密度随氧

化时间延长而快速衰减，大火花数量在微弧氧化中

后期有所增加。Martin 等 [65] 结合光谱仪、高速相

机和高精度示波器，探测单个电压脉冲期间，阳极

与阴极电荷量之比（RCQ）的变化，微弧放电火花形

貌、尺寸、寿命、OES 谱以及电流、电压随氧化时间

演变规律，评估双极性脉冲条件下阴极极化对放电

火花及微弧氧化膜层组织形貌的影响。结果表明，

RCQ 比值过大（> 1）、过小（< 0.9），会造成放电火

花尺寸过大和过小，放电时间过长和过短，膜层致

密性较差。只有当 RCQ 比值合适（= 0.9），才能产

生大小较均匀的火花，制备出致密性较好的膜层。

这说明高速摄影技术结合 OES 谱不仅能够直观、

定量地观测微弧放电火花密度、尺寸随氧化时间的

变化，还能评估单个脉冲期间放电火花的时空分布

规律 [66-67]。Boinet 等 [22，68] 利用声发射技术探测微

弧氧化过程中样品的振动信息，结合 OES 谱分析

放电机理，发现样品振动特征频率同放电火花大小

存在一定关系。总的来说，OES 同高速摄影和声发

射等技术结合，可以更深入探测微弧放电过程。 

6    结论与展望

发射光谱（OES）技术作为一种无损检测方法，

是分析金属微弧放电光谱特征和探索微弧氧化成

膜机理的有效手段，不仅直接证实金属基体和电解

液都参与微弧放电区的物理化学反应，还可通过计

算电子温度、电子密度等参数进一步理解微弧放电

行为和微弧氧化成膜机理；但相对目前已被广泛研

究的微弧氧化工艺、性能和技术应用，对于微弧放

电过程认识还远不够深入。OES 谱的应用可以在

下面几个方面进一步探索：

（1） 样品表面随机出现的火花放电在空间和

时间上具有不均匀性， OES 技术只能评估火花的

平 均 光 信 息 ， 难 以 对 应 单 个 火 花 演 变 特 征 。 将

OES 与高速摄像、声发射等其他原位分析技术结合

起来，将能够更深入分析微弧氧化过程中的放电

行为。

（2） 利用 OES 谱计算等离子体特征参数只能

给出它们的平均值，不能给出单个火花放电区域的

温度分布，OES 谱分析同放电区温度场模拟结合可

以深入评估微弧氧化膜的局部熔化-凝固过程。

（3） 目前光谱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Al、Mg、

Ti 等金属的微弧氧化研究，OES 谱的探测与计算方

法也可以扩展到等离子体电解渗等其他液相放电

表面处理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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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 in metal
microarc oxidation surfac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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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rk discharge phenomenon in solution is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in metal microarc oxidation (MAO) surface treatment,

and  the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  (OES)  is  an  effective  way  of  characterizing  micro-discharge  optical  emission  spectra  and

studying the MAO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status of OES analyses in MAO process of Al, Mg, Ti and their alloys was

reviewed, the calculation principle of electron temperature and density in microarc plasma discharge channels was introduc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sma discharge behavior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MAO coatings at different metals, electrical parameters and

electrolyte solutions was evaluated.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discharge models on the basis of OES analyses were also discussed.

The plasma temperature in microarc discharge zone for different metals calculated from OES was in the range of 3000 - 10000 K,

which  provided  the  evidence  for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ceramic  coatings  enhanced  by  quick  molten-solidification  process  in

discharge channel.

Key words:   microarc oxidation；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discharge mechanism；electron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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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状粉末冶金的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
制备过程控制与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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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具有强化效率高、强塑性协同提升、综合性能优异的特点，有望突破现有金属基复合材料

强塑性匹配性差的瓶颈问题，但石墨烯的难于分散是困扰材料制备的重要问题。基于机械球磨工艺的片状粉末冶

金技术可以将球状铝粉变成片状，实现石墨烯的均匀分散。本研究通过添加过程控制剂 PDMS 调控机械球磨过

程，制备片状铝粉，结合压力浸渗技术制备 0.6% （质量分数）GNPs/6061Al 复合材料。结果表明：随着球磨时间延

长，片状铝粉直径呈先上升后稳定的状态；随过程控制剂黏度上升，片状铝粉直径上升，铝粉片状化效果更明显，同

时石墨烯缺陷含量先降低后上升。结合组织表征和力学性能测试，讨论了材料性能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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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是一种新型的二维增强体，具有极高的

理论强度和电热性能[1-2]，有望实现现有复合材料的

性能突破。相比于传统增强体材料，石墨烯强化效

率高，往往只添加质量分数低于 1%的石墨烯，便

可以使性能提升 80%～200%[3-4]。在强化机制上，

石墨烯一方面抑制铝晶粒长大，提高细晶强化效果[5-6]；

另一方面石墨烯阻碍位错运动，具有独特的位错强

化机制，可以同时实现强塑性增强[7-8]。

但少层（低于 10 层）石墨烯在维度上属于纳米

增强体，表面活性较高，在铝基体中极易发生团聚，

难以均匀分散[9]；在材料加工过程中石墨烯极易遭

受破坏，产生孔洞缺陷，缺陷石墨烯的性能远低于

无缺陷石墨烯的性能，导致复合材料的实际性能低

于理论预测[10-11]；此外，表面含有缺陷的石墨烯也

更容易发生界面反应，生成脆性界面产物 Al4C3，导

致复合材料塑性降低[12]。

为了实现石墨烯的低损伤均匀分散，研究人员

尝试了诸多分散技术。目前常用的石墨烯分散工

艺主要有原位自生分散、液相分散和机械球磨分

散。原位自生分散是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等

原位自生技术，直接在 Cu 或 Al 基体上生长石墨

烯，生长的石墨烯本身缺陷较少，分散程度较高；

Liu 等 [13-14] 利用 CVD 原位自生技术分散石墨烯，

制备了体积分数 1.5% GNS/Al 复合材料，其抗拉强

度较基体提升约 200%，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塑性；原

位自生技术在制备三维网状石墨烯增强复合材料

时也有独特优势[15]。液相分散往往在超声或搅拌

的工艺下，实现石墨烯与铝粉的均匀混合，相比于

其他工艺，液相分散更容易实现石墨烯-铝界面结

构设计；Ju 等 [16] 利用 Mg2+调控石墨烯-铝液相分

散，在界面处形成了—COOMg 为代表的化学结

合，大幅度提升了界面结合强度；Wu 等 [17] 利用

HCl 辅助氧化石墨烯在铝粉表面进行液相化学吸

附，获得了低损伤质量分数 0.3% GO/Al 复合材料，

抗拉强度较基体提升 73.9%。上述两种工艺分散效

率较低，生产成本高，不利于大规模应用。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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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机械球磨技术分散效率高，成本远低于化学生

产过程，非常适用于大批量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

制备[18-19]。

片状粉末冶金法是一种典型的石墨烯球磨分

散方法。传统球形铝粉理论上最多吸附质量分数

4%石墨烯[20]，而采用片状粉末球磨工艺将铝粉形

貌变为片状，可以改善石墨烯与铝的外形尺寸相容

性，从而吸附更多的石墨烯。Yu 等[8] 发现机械球

磨也会实现 Al 晶粒细化，经过 3 h 的球磨，铝晶粒

的直径从 1.83 μm 降低到 1.33 μm，降低 27%；晶粒

的细化为材料性能提升提供了巨大的贡献，质量分

数 0.3% GNS/Al 复 合 材 料 抗 拉 强 度 较 基 体 提 升

22.5%，同时电导率也提升了 17.4%，并且伸长率没

有明显下降。也有报道机械球磨过程的剪切作用，

有望实现石墨烯片层打开，层数降低[21]。片状粉末

冶金制备的复合材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和

屈服强度。Shin 等[22] 利用异丙醇调控机械球磨过

程，制备了体积分数 0.7% GNPs/Al 复合材料，屈服

强度提高了 71.8%。Han 等[6] 在 193 K 的低温条件

下进行机械球磨分散，制备了质量分数 2.5% Cu-GNPs/
Al 复 合 材 料 ， 其 抗 拉 强 度 较 基 体 提 升 130%。

Jiang 等[23] 利用变速球磨技术，在低转速球磨下实

现石墨烯的分散，在高转速球磨下实现铝粉的片

化，实现片状粉末冶金，获得了体积分数 0.5% GNS/Al

复合材料，抗拉强度较基体提升 60%。虽然已经有

大量报道，但机械球磨过程中铝粉与石墨烯的组织

演化机制尚不清晰，相应的片状铝粉参数和石墨烯

缺陷参数的定量控制还不明确，不能充分指导复合

材料的工艺设计与优化。

本工作利用过程控制剂 PDMS（聚二甲基硅氧

烷）调控机械球磨过程，制备片状石墨烯-铝混合粉

末，利用片状粉末冶金工艺和压力浸渗烧结制备质

量分数 0.6% GNPs/Al 复合材料。通过调控 PDMS
黏度，实现片状铝粉的直径控制。通过 Raman 表

征石墨烯的缺陷状态，研究机械球磨过程中石墨烯

的缺陷演化过程，讨论铝粉参数和石墨烯缺陷对复

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及方法
 

1.1    原材料结构表征

选用 6061Al 粉作为基体材料，5～8 层的石墨

烯作为增强体。6061Al 粉由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其形貌为球形，平均直径为 5.8 μm，SEM
表征结果和粒径统计结果如图 1（a）和（b）所示。

石墨烯由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层数 ≤ 8 层；SEM 和 Raman 表征结果如图 1（c）
和（d）所示。石墨烯缺陷特征峰（D 峰）与 C 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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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料表征　（a）6061Al 粉的 SEM 表征；（b）6061Al 粉的粒径统计结果；（c）少层石墨烯的 SEM 表征；（d）少层石墨烯的
Raman 表征

Fig. 1    Characterization  of  raw  material　（a）SEM of  6061Al  powder；（b）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article  size  of  6061Al  powder；
（c）SEM of few-layer graphene；（d）Raman characterization of few-layer grap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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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2 特征峰（G 峰）强度的比值（ID/IG）为 0.20，表明

石 墨 烯 表 面 损 伤 较 少 ， 晶 格 完 整 ； 二 阶 散 射 峰

（2D 峰）与 G 峰的比值（I2D/IG）为 0.44，表明石墨烯

层数较少，品质较高。 

1.2    材料制备及其工艺

用行星式球磨机对石墨烯和 6061Al 粉进行机

械 球 磨 ， 选 择 不 同 黏 度 （10  cSt、50  cSt、100  cSt、
350 cSt）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作为球磨的过

程控制剂，过程控制剂质量分数为 10%，添加质量

分数 1% GNPs，调节不同的球磨时间（60 min、120 min、

180  min） ， 球 磨 转 速 为 300  r/min， 所 用 球 料 比 为

10∶1。

采用压力浸渗工艺对预分散的石墨烯-铝混合

粉末预制体进行浸渗，工艺参数见文献[24]。在制成

合格的复合材料后，在 480 ℃ 下以 10∶1 的挤压比

进 行 挤 压 变 形 处 理 ， 获 得 均 匀 致 密 的 质 量 分 数

0.6% GNPs/6061Al 复合材料。 

2    结果与讨论
 

2.1    铝粉在球磨过程中的片化 

2.1.1    球磨时间对片状铝粉直径的影响

通过机械球磨将 6061Al 粉由球状球磨为片

状。选择 350 cSt 黏度的 PDMS 作为过程控制剂，

研究球磨时间对铝粉片化过程的影响。图 2 为不

同球磨时间下石墨烯-铝混合粉末的显微组织表征

结果，右上角为图片对应的平均直径统计。由图 2
可以看出，球磨时间越长片化趋势越明显；在统计

平均直径后得知，球磨 60 min、120 min、180 min 后

铝粉的平均片径分别为 9.5 μm、12.0 μm、12.3 μm。

球磨 120 min 的片状铝粉径厚比在 5∶1～10∶1 之

间。在机械球磨后石墨烯主要分散在片状铝粉表

面，没有观察到石墨烯团聚现象，表明球磨法可以

实现石墨烯的均匀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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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球磨时间下石墨烯-铝混合粉末的 SEM 表征和粒径统计结果

Fig. 2    SEM and particle size statistics of graphene-Al mixed powder under different milling time（a）60 min；（b）120 min；（c）180 min
 

图 3 为球磨时间和片状铝粉直径关系曲线。

由图 3 可以看出，球磨过程分两个阶段：在 0～

120 min 阶段，随着球磨时间延长铝粉的片径显著

上升，此阶段为片化阶段（flaky process），球磨介质

的冲击作用会显著大幅度改善铝粉的形貌；达到

120 min 后，铝粉片径达到临界值，随着球磨时间延

长 铝 粉 片 径 没 有 明 显 上 升 ， 此 阶 段 为 稳 定 阶 段

（ stable  process） 。 文 献 报 道 球 磨 时 间 过 长 还 会

对材料产生负面影响，石墨烯的缺陷会随着球磨

过程延长而增加，破损的石墨烯载荷传递性能大幅

度下降，导致强化能力无法发挥[8]；此外长时间球

磨也容易导致铝粉之间发生冷焊，形成上百微米的

铝球，不利于石墨烯的分散和复合材料烧结[10]。因

此，确定临界球磨时间作为球磨分散工艺控制参数

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石墨烯

并片化铝金属粉末，实现片状粉末冶金，另一方面

可以最小限度地减少对石墨烯的损伤，保留石墨烯

的强化效率。本研究确定 120 min 作为球磨时间参

量，展开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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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片状铝粉直径随球磨时间的变化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of flaky Al powder and
ball-mill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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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过程控制剂的黏度对片状铝粉直径的影响

铝粉的片化过程主要为在机械球磨作用下，球

磨介质对铝粉进行冲击，导致铝颗粒发生变形[25-26]。

球磨冲击作用的能量与球磨转速、球磨介质的

质量、球料比以及过程控制剂相关。本研究所选

择的过程控制剂 PDMS 是一种黏度可控的高分子

聚合物，在实验中观察到过程控制剂黏度会显著影

响球磨行为。为了研究过程控制剂黏度对球磨行

为的影响。选择不同黏度的 PDMS 作为过程控制

剂，球磨时间为 120 min，球磨后石墨烯-铝混合粉

末微观结构如图 4 所示。在添加了 10 cSt、50 cSt、
100 cSt、350 cSt 的 PDMS 球磨后，获得的石墨烯-
铝混合粉末直径分别为 9.2 μm、10.7 μm、11.1 μm、

1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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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黏度 PDMS 调控球磨石墨烯-铝混合粉末的 SEM 表征和粒径统计结果

Fig. 4    SEM and  particle  size  statistics  of  ball-milled  graphene-Al  mixed  powders  controlled  by  PDMS with  different  viscosities
（a）10 cSt；（b）50 cSt；（c）100 cSt；（d）350 cSt

 

将石墨烯-铝混合粉末直径与过程控制剂黏度

绘制成曲线，如图 5 所示。可以明显观察到随着过

程控制剂黏度增加，片状石墨烯-铝混合粉末直径

上升，用指数函数对曲线进行拟合，发现存在如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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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片状铝粉直径与过程控制剂 PDMS 黏度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meter of flaky Al powder and
viscosity of PDMS

D = 7.8314ν0.0737 (1)

式中：D 为片状铝粉平均直径，μm；ν 为过程控制剂

PDMS 的黏度，cSt。
曲线拟合方差为 0.9915，拟合精确度高。从式

（1）可知，随着黏度上升，片径逐渐变大；在黏度较

低时，改变黏度对片状铝粉直径影响明显，黏度较

高时片径趋近于稳定。根据式（1），可以预测不同

黏度过程控制剂的球磨效果，制备指定直径的片状

铝粉。 

2.1.3    铝粉在球磨过程中的变形机制

为了解释过程控制剂 PDMS 的黏度对片状铝

粉直径的影响规律，可从球磨过程中铝粉在球磨介

质表面吸脱附行为进行讨论，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中蓝球代表球磨介质直径为 3 mm 的氧化锆陶

瓷球；灰球代表铝粉，初始形貌为球形。在球磨过

程中，球磨介质发生碰撞，导致铝粉发生初步变形，

而后球磨介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开。当过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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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黏度较高时，铝粉更容易吸附在球磨介质表

面，如红色边框图片所示；在后续的撞击过程中，铝

粉沿平面法线方向继续受到撞击，持续变形，最终

形成直径较大的片状铝粉。当过程控制剂黏度较

低时，铝粉会从球磨介质表面脱附分离，如图 6 绿

色边框图片所示；由于铝粉不受球磨介质表面约

束，在后续撞击过程中从随机方向进行变形，导致

变形效率低，平均直径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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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过程控制剂黏度调控球磨过程中铝粉片化机制示意图

Fig. 6    Flaky Al formation mechanism with different viscosities of the process control agent during ball-milling
 
 

2.2    石墨烯在球磨过程中的缺陷演化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随着球磨时间延长，石墨烯缺

陷含量会显著上升，这是由于机械球磨的撞击作用

在使铝粉变形的同时，也会撕裂石墨烯，产生大量

的边缘缺陷和孔洞缺陷[23]。

本研究发现，石墨烯的缺陷不仅会随球磨时间

延长而上升，也会随着过程控制剂黏度改变而发生

变化。图 7 为球磨后石墨烯存在状态。图 7（a）为

Raman 表征曲线，主要有三个强峰，分别为 1350
cm–1 处的 D 峰，1570 cm–1 处的 G 峰和 2700 cm–1

处的 2D 峰。其中 D 峰主要反映了石墨烯的原子

缺 陷 ，G 峰 主 要 反 映 了 石 墨 烯 的 完 整 性 （ 对 应

sp2 C 原子的面内振动），2D 峰主要表明了石墨烯的

层间振动[27-28]。文献报道可以用 D 峰和 G 峰的强

度比（ID/IG）来反映石墨烯的缺陷含量变化[29]。当

PDMS 黏 度 分 别 为 10  cSt、50  cSt、100  cSt 和 350
cSt 时 ， 球 磨 后 石 墨 烯 的 ID/IG 分 别 为 1.94、1.22、

1.17 和 1.42。将 ID/IG 值随 PDMS 黏度的变化规律

绘 制 成 曲 线 ， 如 图 7（ b） 所 示 。 原 料 石 墨 烯 的

ID/IG 仅为 0.20，在球磨之后石墨烯的缺陷含量大幅

度 上 升 ， 表 明 球 磨 过 程 在 石 墨 烯 中 引 入 了 大 量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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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球磨后石墨烯（a）Raman 表征结果；（b）ID/IG 值随 PDMS 黏度变化规律

Fig. 7    Graphene after ball-milling（a）Raman characterized results；（b）changing of ID/IG value with PDMS viscosity
 

随着 PDMS 黏度提升，石墨烯的 ID/IG 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规律。这是因为石墨烯的缺陷主要

受到两方面的控制：一方面为机械球磨产生的损伤

作用，随着球磨过程的进行，在高能冲击作用和

Al 粉的变形作用下，石墨烯产生大量边缘和孔洞缺

陷；另一方面，在球磨过程中过程控制剂会均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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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在石墨烯和铝粉表面，对球磨冲击有一定的缓冲

作用，降低石墨烯的缺陷损伤。在 PDMS 的黏度较

低时（10～100 cSt），Al 粉的片化程度较低，球磨损

伤少，过程控制剂的润滑缓冲作用占主导，呈现出

ID/IG 随黏度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 PDMS 的黏度

为 350 cSt 时，Al 粉发生明显的片化过程，石墨烯

随着 Al 粉的剧烈变形，产生更严重的撕裂和损伤，

导致缺陷含量上升，呈现出 ID/ IG 随黏度上升而上

升的规律。 

2.3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为了研究片径与石墨烯缺陷对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的影响，选择黏度 100 cSt 和 350 cSt 的 PDMS
调控制备质量分数 0.6% GNPs/6061Al 复合材料。

在性能测试前，将所有样品在 340 ℃ 条件下保温 1 h
后随炉冷却，进行退火处理，以保证材料性能稳

定。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曲线如图 8（a）所示，

Raman 表征结果如图 8（b）所示。当过程控制剂黏

度为 100 cSt 时，复合材料抗拉强度为 299 MPa，伸

长率为 6.5%；当过程控制剂黏度为 350 cSt 时，抗

拉强度为 332 MPa，伸长率为 5.6%。图 8 中 SEM
表征结果为利用黏度为 350 cSt 过程控制剂制备的

复合材料的典型断口，可以看出断口表面有大量韧

窝，为塑性断裂；同时可以观察到许多长条形孔洞，

与片状铝粉的直径和厚度接近，可能为片状铝粉拔

出的痕迹，推测裂纹沿片状铝粉表面发生扩展。

100 cSt 和 350 cSt 黏度 PDMS 调控下制备复合材

料的 Raman 表征结果与烧结前驱体中石墨烯缺陷

接近，ID/IG 值分别为 1.09 和 1.38，表明材料在烧结

过程中没有引入更多的缺陷。

当过程控制剂黏度上升时，片状铝粉的直径增

大，石墨烯更加均匀地分散在片状铝粉表面，导致

材料强度有小幅度提升；同时因为片状铝粉直径增

加，裂纹沿片状铝粉表面扩展，提供了断裂塑性，但

是当黏度从 100 cSt 提升到 350 cSt 时，复合材料中

石墨烯的 Raman 峰 ID/IG 表征的缺陷也从 1.09 提

升到 1.38，导致材料的塑性降低，在两者的协同作

用下，复合材料的塑性随黏度提升而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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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质量分数 0.6% GNPs/6061Al 复合材料（a）典型力学性能曲线，断口 SEM 表征；（b）Raman 表征

Fig. 8    Mass  fraction  0.6%  GNPs/6061Al  composites（ a） fracture  SEM  characterization  and  curves of  typic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b）Raman characterization

 
 

3    结论

（1）球磨过程早期，片状铝粉直径显著上升；当

直径达到临界值后（本实验工艺条件下，铝粉临界

直径约为 12 μm），继续延长球磨时间后铝粉的直

径不再发生明显变化。

（2）过程控制剂 PDMS 可以显著改善铝粉的形

貌，过程控制剂黏度越高，片状球磨铝粉的直径越

大。同时过程控制剂 PDMS 可以影响球磨过程中

石墨烯的缺陷演化。随着 PDMS 黏度上升，石墨烯

缺陷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规律。

（3）过程控制剂黏度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有影

响，当 PDMS 的黏度从 100 cSt 提升到 350 cSt 时，

材料的抗拉强度从 299 MPa 提升到 332 MPa，约为

11%。材料性能的提升归因于石墨烯分散程度提

升、片状铝粉直径增加导致裂纹扩展长度增加和石

墨烯缺陷上升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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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phene/Al  composit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trengthening  efficiency,  synergistic  improvement  of  strong

plasticity,  and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which is  expec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poor strength-

plasticity  matching  of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However,  the  dispersion  of  graphen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plagues  the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The flaky powder  metallurgy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mechanical  ball-milling process  can transform the

spherical  aluminum powder  into  flakes  and  realize  the  uniform dispersion  of  graphene.  In  this  study,  the  mechanical  ball-milling

process was controlled by adding a process control agent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to prepare flaky Al powder, combined with

pressure infiltration technology to prepare 0.6%(mass fraction) GNPs/6061Al compo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meter of flaky

aluminum powder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stabilizes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milling time. As the viscosity of process control agent

increases,  the  diameter  of  flaky aluminum powder  is  increased,  and the  flaky effect  of  aluminum powder  is  more obvi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viscosity  of  graphene  defect  content  decreases  first  and  then  increases.  Moreover,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graphene

defects show a decreasing and increasing change pattern as the viscosity increased.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ies  and  structure  is  discussed,  which  ha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preparation of graphene/Al composites.

Key words:   graphene；Al matrix composite；flaky powder metallurgy；deformation mechanism；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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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铝合金圆锭 DC半连铸过程中冷却速率
对共晶硅变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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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    柠1,2,    余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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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铝材料应用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2209；2．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 215026；3．中铝山东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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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 DC（direct chill，DC）半连铸 ϕ120 mm、ϕ300 mm、ϕ500 mm 的 4032 铝合金圆锭在

横截面上的冷却速率分布，并进一步研究冷却速率对共晶硅 Sr 变质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从铸锭表面至中心冷

却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铸锭尺寸的增大，铸锭的液穴变深，液相线温度与固相线温度的等温线之间的距离

变大，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显著降低。Sr 对共晶硅的变质效果受到冷却速率的影响，冷却速率高于 1.8 K/s 时，

Sr 变质可以获得较好的变质效果。随着冷却速率的降低，在 Sr 含量相同的条件下，变质效果变差。工业生产条件

下，ϕ500 mm 圆锭内部的冷却速率降低至 1 K/s 以下，此时含量为 0.033%～0.036%的 Sr 已不能使共晶硅有效变

质。DC 半连铸工艺参数中，铸造速度对 ϕ500 mm 铸锭的冷却速率分布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也仅影响距离铸锭表面

小于 R/2 以内的冷却速率分布，无法提高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

关键词：4032 铝合金；DC 半连铸；数值模拟；冷却速率；Sr 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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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 铝合金是一种共晶型 Al-Si 合金，具有高

强度、高耐磨性、良好的耐热性、优良的体积稳定

性等优点，在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

十分广泛。4032 铝合金的铸造性能优异，通常采

用 DC（direct chill，DC）半连铸的工艺制备大规格

的圆锭，再经过挤压、锻造等工序，制造活塞、活塞

裙及其他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零件。

4032 铝 合 金 的 典 型 组 织 包 括 初 生 α-Al、Al-
Si 共晶组织以及少量 Mg2Si、CuAl2 及其他含 Fe
和 Ni 的复杂合金相，一般不含有初晶硅。共晶硅

的形态、大小和分布是影响合金力学性能尤其是伸

长率的重要因素。未经变质的共晶硅呈粗大板条

状或长针状，变质后的理想共晶硅组织为细小均匀

的纤维状或颗粒状。对共晶硅的变质能显著改善

4032 铝合金的力学性能、耐磨性、电学性能和导热

性能等。因此，在 4032 铝合金生产过程中变质处

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

目前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在熔体中

加入变质剂对 4032 铝合金进行变质处理[1]。这是

因为加入变质剂的方法具有变质效果稳定、可操作

性强、无需额外增加设备等优点，适合于工业化生

产。常用的变质剂有钠（Na） [2-3]、锶（Sr） [3-5]、锑

（Sb）[5-6]、钙（Ca）[7-8]、钡（Ba）[8]、稀土[8-9] 等元素的

单体、化合物或中间合金。

变质剂对共晶硅的变质效果，与凝固冷却速率

密切相关[10-11]。在变质剂添加量相同的条件下，冷

却速率越高，共晶硅组织越细小，变质效果越好[12]，

并且各变质元素对冷却速率的敏感性有明显差

异[6]。由于冷却速率对共晶硅变质的影响，要获得

变质效果良好、组织均匀的高质量 4032 铸锭，对铸

锭在铸造时的冷却速率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尤其

是在 DC 半连铸生产大规格铸锭时，在铸锭横截面

不同位置的冷却速率相差较大 [13]。但要获得 DC
半连铸生产过程中整个铸锭横截面的冷却速率分

布，实测成本十分高昂，而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则具

有成本低廉、数据全面等优势，并可以研究实际生

产难以达到的铸造工艺条件下的冷却速率分布。

因此，本研究采用数值模拟分析 4032 铝合金圆锭

DC 半连铸过程的冷却速率分布，研究不同冷却速

率下的变质效果，并提出工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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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值模拟模型

获得铸锭从表面到中心的凝固冷却速率分布

是研究冷却速率与变质关系的前提条件。本研究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 4032 铝合金圆锭 DC 半

连铸过程的冷却速率在铸锭横截面上的分布。

由于 DC 半连铸过程中流场与温度场之间的

强耦合关系，本研究基于 Bennon 和 Vreeman 等建

立的连续介质模型 [14-15]，采用  Fluent 软件建立了

DC 半连铸非稳态流场温度场耦合模型[16-17]。该模

型 将 两 相 区 分 为 浆 状 区 （ slurry  zone） 和 糊 状 区

（mushy zone）两部分，在浆状区材料行为更接近于

流体，在糊状区材料行为更接近于固体。Fluent 软

件采用多孔介质模型处理材料在糊状区的流动行

为。本模型取固相率 fs = 0.3 作为区分浆状区和糊

状区的分界点，此时的温度定义为凝固搭接温度

Tcoh，此温度以上为浆状区，此温度以下为糊状区。

模拟计算铸造时间至 2000 s 时，温度场趋于稳

定，然后根据温度场数据计算冷却速率。本研究定

义的冷却速率为合金凝固搭接温度 Tcoh 至固相线

温度 Ts 区间的平均冷却速率，见公式（1）。

Rc =
∆T
∆t
=

Tcoh−Ts

tcoh− ts
(1)

式中：Rc 为冷却速率，K/s；ΔT 为温度差值，K；Δt 为

时间差值，s；Tcoh 为凝固搭接温度，K；Ts 为固相线

温度，K；tcoh 为温度降至凝固搭接温度的时间，s；
ts 为温度降至固相线温度的时间，s。 

1.1    材料参数

数值模拟的铸锭材料为 4032 铝合金，其化学

成分如表 1 所示[18]。

 
表 1    4032铝合金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limits of 4032 alloy（mass fraction/%）

Si Mg Cu Ni Fe Cr Zn
Others

Al
Each Total

11-13.5 0.8-1.3 0.5-1.3 0.5-1.3 1.0 0.1 0.25 0.05 0.15 Bal.
 
 

本研究采用 Netzsch STA 449F5 同步热分析仪

（DSC/DTA-TG），通过升温过程测定 4032 铝合金

的 液 相 线 温 度 、 固 相 线 温 度 和 结 晶 潜 热 ； 采 用

Mettler Toledo ME204E 密度天平测定室温密度；采

用 Netzsch LFA457 激光导热系数测量仪测定热导

率和比热。

由于铝合金在固态和液态的密度变化不大，在本

研究中建立的流场温度场耦合模型采用了Boussinesq
模型，以加快计算速率。模型中的热浮力，即由于

熔 体 温 度 差 异 引 起 的 热 对 流 而 产 生 的 力 通 过

Boussinesq 模型计算，而在除了动量方程的浮力项

外的其他方程中将密度处理为常数[19]。

在固相线温度以下、液相线温度以上，本研究

假设材料热导率和比热随温度呈线性变化。

在两相区的固相率通过Lever 模型计算，见式（2）。

fs =
1

1− k0
•

Tl−T
Tf −T

(2)

式中：fs 为固相率；T 为温度，K；Tl 为合金液相线温

度，K；Tf 为纯铝熔点，K；有效溶质分配系数 k0 根

据固相线温度 Ts 时的固相率计算得出。

本研究采用等效比热的方法处理凝固潜热，两

相区的等效比热通过公式（3）计算。

c∗p = cl• (1− fs)+ cs• fs−∆Hf•
∂ fs
∂T

(3)

c∗p ∆Hf式中： 为等效比热，J•(kg•K)–1； 为凝固潜热，

J/kg；cl 和 cs 分别为液相线温度和固相线温度下的

比热，J•（kg•K）–1。

在两相区的热导率根据混合原理计算，见式

（4）。

λ = λl• (1− fs)+λs• fs (4)

式中：λ 为热导率，λl 和 λs 分别为液相线温度和固

相线温度下的热导率，W•（m•K）–1。

综上，本研究所采用的 4032 铝合金的凝固模

型和主要热物理性能如表 2 所示。 

1.2    几何模型

数值模拟的几何模型在对称面的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几何模型对实际的模具和底座几何形状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简 化 处 理 。 参 与 计 算 的 为 铸 锭

（casting  billet） 和 引 锭 底 座 （ start  block） 部 分 ， 即

图 1 中的阴影部分。由于 4032 圆锭的对称性，因

此数值模拟时建立了 1/4 三维模型。数值模拟的模

型采用六面体网格，网格尺寸 3～10 mm。 

54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1.3    主要边界条件

图 1 中的主要边界条件如下：

①：对称边界；

②：入口边界，设置为铝液入口速度（单位：

m/s）和浇注温度（单位：K）；

③：热顶区，相对于水冷模具的换热量，热顶部

分散热量较小，可忽略不计，设置为绝热边界；

④：一冷换热区，设置一次冷却水区模具与铸

锭之间的界面换热系数 h1，单位为 W•（m2•K）–1。

在一冷换热区，铸锭与模具之间的换热系数

h1 随着固相率 fs 的变化而变化[16，20-21]，如式（5）所

示。当 fs 为 0 时，液相与模具之间的接触良好，此

时换热系数为最高值；当固相率 fs 达到 100%即完

全凝固时，铸锭与模具之间由于凝固收缩产生“气

隙”，两者之间的换热系数降低至最低值。

h1 = 3000× (1− fs)+50× fs (5)

⑤：二冷换热区，设置二次冷却水与铸件之间

的喷水冷却换热系数 h2，单位为 W•（m2•K）–1。

在二冷换热区，在不同的铸锭温度区间，二次

冷却水与铸锭之间的换热机制不同，高温区间沸腾

换 热 机 制 起 作 用 ， 低 温 区 间 对 流 换 热 机 制 起 作

用[22]。本研究采用随着铸锭表面温度 Tw 的变化而

变化的二冷换热系数 h2
[16-17，23-24]，基础冷却强度模

型中采用如图 2 所示的 h2。
⑥：出口边界，设置底座的移动速度即铸造速

度以及底座与环境的综合换热系数 h3。本研究对

表 2    4032铝合金的凝固模型和热物理性能

Table 2    Solidification model and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4032 alloy

Properties Symbol Unit Value

Melting point of pure metal Tf K 933.6

Liquidus Tl K 856.6

Coherency temperature Tcoh K 846.2

Solidus Ts K 806.4

Latent heat ∆H f J/kg 4.302 × 105

Solid fraction fs Equation（2）

Density ρ kg/m3
2640

Specific heat capacity c∗pcp， J•（kg•K）–1
≤ Ts 1094.84 – 0.43 × （Ts – T）

Ts < T < Tl Equation（3）

≥ Tl 1103.35+0.28 × （T – TL）

Thermal conductivity λ W•（m•K）–1
≤ Ts 140.77+0.036 × （Ts – T）

Ts < T < Tl Equation（4）

≥ Tl 77.30+0.032 × （T – TL）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Hot-top

Mould

Casting billet

H
R

Surface

Start block

Center

X

Z

 
R，billet radius；H，mould height；z，symmetry axis；-z，casting
direction

图 1    4032 铝合金圆锭 DC 半连铸数值模拟模型对称面示
意图

Fig. 1    Symmetry  schematic  of  DC  semi-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of 4032 aluminum alloy bi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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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边界的换热作简化处理，设定综合换热系数

h3 为恒定值 500 W•（m2•K）–1。 

2    结果与分析
 

2.1    圆锭 DC半连铸冷却速率分布

利用上述模型，计算获得 ϕ120 mm、ϕ300 mm、

ϕ500 mm 的 DC 半连铸 4032 铝合金铸锭的液穴形

貌以及在横截面上的冷却速率分布曲线如图 3 所

示。各尺寸铸锭模拟的铸造工艺条件相同，均为：

浇注温度 973 K，铸造速度 60 mm/min，冷却强度为

如图 2 所示的基础冷却强度。

图 3（a）中 z = 0 位置为热顶内的液面位置，用

液相线温度 Tl、搭接温度 Tcoh、固相线温度 Ts 的等

温线描述液穴形貌。由图 3（a）的液穴形貌可知，

随着铸锭直径增大，液穴逐渐变深，同时固相线温

度 Ts 的等温线的斜率变大，液相线温度 Tl、搭接温

度 Tcoh、固相线温度 Ts 的等温线之间的距离变大，

表明凝固时间增大。

由图 3（b）可知，ϕ120 mm 铸锭尺寸相对较小，

从铸锭表面至中心的冷却速率差异不大，从铸锭表

面至铸锭中心处，冷却速率仅从 4.7 K/s 降至 4.1 K/s。
ϕ300 mm、ϕ500 mm 铸锭的冷却速率在横截面上的

分布规律一致。从铸锭表面至次表层冷却速率迅

速增大，在次表层达到最大值，从次表层至心部冷

却速率随着距表面距离的增大逐渐降低。这是因

为铸锭表面至次表层的这部分金属是在模具区完

成凝固形成坯壳（见图 1 中的位置④），由于冷却水

通过模具间接作用，特别是表层凝固后由于凝固收

缩坯壳与模具之间迅速形成“气隙”，冷却强度不

大；而随着铸锭下移，二次冷却水直接作用于铸锭

坯壳，此时冷却强度最大，对应的凝固前沿位置即

冷却速率最高的铸锭次表层；从铸锭次表层至铸锭

中心，随着铸锭直径的增大，铸锭内部热量需通过

表层已凝固坯壳的热传导传输到表面，再通过表面

冷却水散热，因而内部金属的冷却强度随着距离表

面距离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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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直径 4032 铝合金圆锭 DC 半连铸的液穴形貌（a）和冷却速率分布（b）

Fig. 3    Sump profile（a）and cooling rates（b）of 4032 aluminum alloy billet during DC semi-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由图 3 可知，在相同的 DC 半连铸工艺条件

下，随着铸锭直径的增大，在铸锭表面至距表面

60 mm 范围内，仍然能保持在 4 K/s 以上的高冷却

速率，但铸锭心部的冷却速率显著降低。ϕ120 mm
铸锭在铸锭中心处的最低冷却速率也高达 4.1 K/s，
ϕ300 mm 铸锭则降低为 1.9 K/s，而 ϕ500 mm 铸锭

则进一步降低为 1.0 K/s。由于铸锭直径越大，内部

的热量通过已凝固金属传输至表面的传热热阻越

大，因此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越低。 

2.2    冷却速率对 Sr变质效果的影响

ϕ120 mm 铸锭在整个横截面上均能获得较高

的冷却速率（ > 4.1 K/s），在如此高的冷却速率下，

在较低的 Sr 添加量的条件下铸锭的表层和中心均

易达到良好的变质，表层和中心的组织差异较小。

而对于尺寸较大的铸锭，如 ϕ300 mm 和 ϕ500 mm
铸锭，由于铸锭表层和中心部分的冷却速率相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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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次冷却水的换热系数设置

Fig. 2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second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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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别是中心部分的冷却速率低至 1 K/s 以下时，

铸锭表层和中心难以同时达到良好的变质效果，表

层和中心的组织差异较大。因此本研究重点分

析这两种规格铸锭的冷却速率对 Sr 变质效果的

影响。

当 铸 锭 中 Sr 含 量 均 为  0.033%～0.036% 时 ，

ϕ300 mm 的 4032 铝合金铸锭的冷却速率在横截面

上的分布和显微组织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

ϕ300 mm 铸锭的表层组织为完全变质组织，共晶呈

现 出 细 小 的 纤 维 状 ， 并 且 共 晶 团 比 较 细 小 ， 如

图 4（b）所示。而在铸锭内部，如 R/2 处和中心处，

由于冷却速率降低（1.9～2.8 K/s），共晶硅仍然为变

质组织，但共晶呈现出细小的片层状，变质效果不

如表层组织，如图 4（c）和（d）所示。

当 铸 锭 中 Sr 含 量 均 为  0.033%～0.036% 时 ，

ϕ500 mm 4032 铝合金铸锭的冷却速率在横截面上

的分布和显微组织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ϕ500 mm
铸锭表层的共晶硅呈现出细小的纤维状，说明变质

效果良好，如图 5（b）所示。在距离表层约 90 mm
的（c）位置，共晶硅仍然是典型的变质组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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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冷却速率对 Sr 变质效果的影响（ϕ300 mm 铸锭）　（a）冷却速率在铸锭横截面上的分布；（b）表层显微组织；（c）R/2 处
显微组织；（d）中心显微组织

Fig. 4    Effect of cooling rate on Sr modified eutectic silicon（ϕ300 mm billet）　（a）cooling rate distribution on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billet；（b）surface microstructure；（c）microstructure at R/2 ；（d）central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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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冷却速率对 Sr 变质效果的影响（ϕ500 mm 铸锭）　（a）冷却速率在铸锭横截面上的分布；（b）表层显微组织；（c）R/3 处
显微组织；（d）2/3 R 处显微组织；（e）中心显微组织

Fig. 5    Effect of cooling rate on Sr modified eutectic silicon（ϕ500 mm billet）　（a）cooling rate distribution on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billet；（b）surface microstructure；（c）microstructure at R/3 ；（d）microstructure at R2/3 ；（e）central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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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此处的冷却速率为 1.8 K/s。而在距离铸

锭表面大于 150 mm 的铸锭内部，由于冷却速率降

低至 1 K/s 以下，共晶硅的变质效果不佳，共晶片层

明显较粗大，如图 5（d）和（e）所示。对比图 5（b）～

（e）可知，从铸锭表面至中心，随着冷却速率的降

低，图 5（c）和图 5（d）的共晶硅组织特征表现出明

显的形态差异，共晶硅形貌由纤维状（图 5（c））转

变为层状（图 5（d））。结合 ϕ300 mm 和 ϕ500 mm
铸锭的冷却速率分布和共晶硅变质效果，可推断影

响 DC 半连铸 4032 合金铸锭 Sr 变质的冷却速率阈

值为 1.8 K/s。
综上，在冷却速率保持在 1.8 K/s 以上时，Sr 含

量为 0.033%～0.036% 可以实现良好的变质。而当

冷却速率降低至 1 K/s 以下时，该 Sr 含量水平已不

能获得理想的共晶硅变质组织。为了获得变质良

好的组织，可通过 DC 半连铸工艺参数调整提高

ϕ500 mm 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或研究冷却速率

在 1 K/s 以下时的变质技术。本研究重点研究半连

铸工艺参数提高 ϕ500 mm 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的

方法。 

2.3    DC半连铸工艺参数对冷却速率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4032 铝合金 DC 半连铸

过程中，主要问题是大规格铸锭特别是 ϕ500 mm
铸锭的变质处理。考虑到冷却速率和 Sr 变质剂的

双重作用，首先研究了 DC 半连铸工艺参数对冷却

速率的影响，期望通过 DC 半连铸工艺参数的调整

获得较高的冷却速率，改善铸锭内部组织的变质

效果。

浇注温度和铸造速度对 ϕ500 mm 铸锭冷却速

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随着浇注温度

和铸造速度的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铸锭表层

的冷却速率，但是对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的提升作

用不大，当距离铸锭表面距离大于 R/2 后，调整浇

注温度和铸造速度后冷却速率的变化不大。对比

浇注温度和铸造速度的影响程度，铸造速度对铸锭

表层冷却速率的影响程度较大。

除了 DC 半连铸的浇注温度和铸造速度，冷却

强度也是重要参数。以图 2 所示的二冷水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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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DC 半连铸工艺参数对 ϕ500 mm　（a）浇注温度；（b）铸造速度铸锭冷却速率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DC  semi-continuous  casting  parameters  to  the  cooling  rate  of  ϕ500  mm  billet　 （ a） pouring  temperature；
（b）casting speed

H
ea

t t
ra

ns
fe

r c
oe

ffi
ci

en
t/W

•(
m
2
•K

)−1

C
oo

lin
g 

ra
te

s/
(K

•s
−1

)12

5.0

4.0

3.0

2.0

1.0

0

973 K, 40 mm/min, 1 × h2
973 K, 40 mm/min, 2 × h2
973 K, 40 mm/min, 3 × h2
973 K, 40 mm/min, 4 × h2

1 × h2
2 × h2
3 × h2
4 × h2

10

8

6

4

2

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Wall temperature/K

(a) (b)

0 0.05 0.10 0.15 0.20 0.25

Distance to ingot center/m

×104

 

图 7    二冷水强度对 ϕ500 mm 铸锭冷却速率的影响　（a）二冷水换热系数；（b）冷却速率分布

Fig. 7    Effect  of  second cooling intense  on the  cooling rates  of ϕ500 mm billet　（a）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second cooling；
（b）cooling rate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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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冷却强度，在模型中加载 1 倍至 4 倍的冷却强

度，如图 7（a）所示，计算得到的冷却速率分布如

图 7（b）所示。从图 7 可以看出，即使增大到基础

冷却强度的 4 倍，铸锭凝固时的冷却速率分布变化

也不大。通过比较图 6 和图 7 可以发现，当加载的

二冷水强度为 4 倍基础冷却强度时，冷却速率改变

的程度依然低于将浇注温度提高 40 K 或将铸造速

度提高 10 mm/min。

综上所述，DC 半连铸工艺参数如浇注温度、铸

造速度、冷却强度仅影响距离 ϕ500 mm 铸锭表面

小于 R/2 以内的冷却速率，对距离表面大于 R/2 的

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的影响甚微。其中，铸造速度

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建议实际生产时可在安全

和工艺控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提高铸造速

度，同时注重研发低冷却速率条件下的变质剂和其

他变质技术。 

3    结论

（1）4032 铝合金圆锭 DC 半连铸过程中，从铸

锭表面至中心，冷却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随着铸

锭尺寸的增大，铸锭中心部分的冷却速率则显著降低。

（2）采用 Sr 作为共晶硅变质剂，冷却速率对变

质效果的影响显著。在冷却速率高于 1.8 K/s 的条

件 下 ，Sr 变 质 可 获 得 较 高 的 共 晶 硅 变 质 效 果 。

ϕ500 mm 铸锭内部的冷却速率低于 1 K/s，此时当

前采用的变质剂添加量或变质剂种类已不能完全

变质共晶硅。

（3）在本研究范围内，对 ϕ500 mm 铸锭的冷却

速率分布的影响程度最大的工艺参数是铸造速度，

浇注温度次之，冷却强度的影响最小。但铸造速度

也仅影响距离铸锭表面小于 R/2 以内的冷却速率

分布，而对铸锭内部的影响非常有限，无法显著提

高铸锭心部的冷却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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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oling rate on modification of eutectic silicon during DC semi-
continuous casting of 4032 aluminum alloy billet

WU Yongfu1,2*,    ZHANG Baocun3,    WANG Ning1,2,    YU Kangcai1,2,    ZHU Guanglei1,2

（1. CHINALCO Materials Appl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Beijing，102209，China；2. Suzhou Nonferrous Metals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Suzhou 215026，Jiangsu，China；3. CHALCO Shandong Co. Ltd.，Zibo 255052，Shandong，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cooling rate during DC semi-continuous

casting of 4032 aluminum alloy billets with the diameters of ϕ120 mm, ϕ300 mm and ϕ500 mm. Further, the effect of cooling rate on

the  modification  of  eutectic  silicon  by  Sr  addition  was  investiga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oling  rate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center of the billet generally decreases. As the billet diameter increases, the sump depth becomes deep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sothermal lines of liquidus and solidus becomes larger, and the cooling rate at the billet center decreases sharply. The

cooling  rate  affects  the  modification  results  of  eutectic  silicon  by  Sr  addition.  When  the  cooling  rate  is  higher  than  1.8  K/s,  Sr

addition  can  achieve  excellent  modification  results.  However,  as  the  cooling  rate  decreases,  the  modification  of  eutectic  silicon

becomes worse, even the Sr contents are the same. At the industrial casting conditions, the cooling rates of inner part of the ϕ500 mm

billet are below 1 K/s. At this low cooling rate, the Sr content of 0.033%-0.036%  is not enough to modify the eutectic silicon any

more. To the billet with the diameter as large as 500 mm, the casting spe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cooling rate

distribution. But the influenced area is only limited within the distance of R/2 to the surface, and little influence to the center of the

billet.

Key words:   4032 aluminum alloy；DC casting；numerical simulation；cooling rates；Sr modifying

（责任编辑：曹茂生）

60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3-9
http://dx.doi.org/10.1007/BF02650017
http://dx.doi.org/10.1007/s11661-000-0172-5
http://dx.doi.org/10.1007/BF02663872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3-9
http://dx.doi.org/10.1007/BF02650017
http://dx.doi.org/10.1007/s11661-000-0172-5
http://dx.doi.org/10.1007/BF02663872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16/S0017-9310(99)00174-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2-x
http://dx.doi.org/10.1007/s11663-000-0133-9
http://dx.doi.org/10.1007/BF02650017
http://dx.doi.org/10.1007/s11661-000-0172-5
http://dx.doi.org/10.1007/BF02663872


  

基于 ProCAST的高 Nb-TiAl合金叶轮熔模铸造

刘金虎
1*,    纪志军

1,2,3,    李    峰1,2,3,    冯    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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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铸造钛合金技术中心，北京  100095；2．北京百慕航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94；3．北京市先进钛合金精密成型工程技术中心，北京 100095）

摘要：通过铸造模拟软件 ProCAST 实现高 Nb-TiAl 合金叶轮熔模铸造充型凝固过程的模拟仿真，研究浇注充型工

艺对合金熔体充型、缩孔缩松等充型凝固特性的影响，优化相应工艺；进行浇注实验与铸件的无损检测分析，并进

行铸件的解剖分析验证缩孔缩松分布；使用附注试棒研究叶轮在室温和高温下的力学性能。结果表明：

ProCAST 软件对高 Nb-TiAl 铸件缩孔缩松预测较为准确，通过模拟仿真预测结果优化了工艺方案从而避免了铸件

中大尺寸缩孔缩松的形成，在最终的铸件中只存在尺寸小于 22 μm 的显微缩孔；所有铸件均实现完整充型，铸件室

温抗拉强度约 580 MPa，850 ℃ 高温抗拉强度约 450 MPa。
关键词：ProCAST；高 Nb-TiAl 合金；叶轮；数值模拟；熔模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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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TiAl 合金轻质高强、高温强度与抗氧化抗蠕

变性能较好，是一种极具潜力的高温结构材料，近

年来已经成功应用于汽车发动机叶轮与飞机发动

机涡轮叶片等构件[1-4]。通过在 γ-TiAl 合金中加入

5%～10%（原子分数）的 Nb 可以使室温塑性与蠕

变和抗氧化性能有较好的匹配，近年来得到了较多

的研究与发展，此类合金称为高Nb-TiAl 合金[5-11]。汽

车发动机叶轮的服役环境要求合金具有优异的高

温强度和耐腐蚀性，同时较低的比重可有效提升发

动机起动速度与瞬态响应性能，减少废气排放。高

Nb-TiAl 合金的密度（3.9～4.2 g/cm3）约为镍基高温

合金的一半[12]，适合应用在叶轮上。

美国、日本、德国、瑞典等国都已经成功研制

使用了 TiAl 叶轮，三菱重工将 TiAl 叶轮在三菱赛

车上装机使用[13]。由于叶轮结构复杂，曲面加工难

度较大，现有的研究多采用熔模精密铸造，但高

Nb-TiAl 合金的熔点高、黏度大、活性高等问题[14-15]，

使得熔模铸造的难度较高，高 Nb-TiAl 合金的流动

性随着 Nb 含量的增高而降低，叶轮最薄处仅为

2.5 mm，完整充型的难度较高；高 Nb-TiAl 熔点高、

收缩率大，精铸件容易形成缩孔缩松等缺陷。用传

统的试错法成本高时间长，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可

以有效提升研发效率。目前 TiAl 精铸数值模拟研

究发展较快 [16-20]，但高 Nb-TiAl 的研究较少，缺乏

薄壁件在实际生产条件下的精铸研究。

本工作采用 ProCAST 软件对叶轮熔模铸造方

案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对叶轮浇注方式的仿真计

算，得到优化的方案，进行熔模精密铸造，并对铸件

进行解剖分析与力学性能检测。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三维模型设计

图 1 为三维建模软件 UG 建立浇注系统的三

维模型。浇注系统由浇口杯、中心浇道、横浇道、

浇口、冒口等组成。由于叶轮最薄处仅有 1.5 mm，

是典型的薄壁结构件，为了保证完整充型，设计了

300 mm 高的中心浇道与 50 mm 高的浇口杯，提供

充足的充型压力。为保证力学性能与铸件的一致

性，在上层横浇道设置了附注试样，包括标准拉伸

试棒与断裂韧度试块。为了提缩与出气，在铸件与

试棒上方都设置了出气针与冒口。将三维模型导

入 Meshcast 软件中进行网格划分，为保证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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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度与速度，铸件网格划分尺寸较小，如图 1（a）
所示；而浇道划分尺寸较大，划分完成后共有节点

1106890 个，体网格 6878965 个，如图 1（b）所示；最

后 设 置 了 10 层 共 10  mm 厚 的 氧 化 钇 型 壳 ， 如

图 1（c）所示。
 

1.2    边界条件与热物性参数选择

铸件母合金材料为Ti-45Al-8Nb-0.7Cr-0.5Si-0.2B；

图 2 为热物性参数，由 ProCAST 软件内置数据库

得来。合金的液相线温度 1585 ℃，固相线温度

1445 ℃。型壳采用氧化钇陶瓷型壳，其热物性参数

由商用数据库得来。
 

1.3    熔炼浇注、试样解剖与力学性能分析检测

实验所用合金材料采用 0 级海绵钛、铝豆和中

间合金，压制电极后，采用真空感应凝壳炉与真空

自耗电极电弧熔炼炉进行三次熔炼，获得 ϕ120 mm ×
240 mm 的铸锭。在 20 kg 水冷铜坩埚真空感应熔

炼炉中进行重力浇注，熔炼功率约为 450 kW。使

用氧化物陶瓷型壳，型壳预热温度 800 ℃。浇注温

度 1600 ℃，冷却至 200～300 ℃ 时取出。

图 3 为叶轮叶片的解剖图。在叶轮轴心部位

进行沿轴向的剖面解剖，取样后进行金相观察与分

析，并对叶轮与试棒进行 X 射线检测。使用 Bruker
D8  Advance  X-ray  diffractometer 进 行 XRD 测 试 。

使用 Zeiss SUPRA 55 进行 SEM 测试。

叶轮与附注试棒进行 1260 ℃/170 MPa/4 h 热

等静压后，将附注试棒加工成拉伸试棒使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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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浇注系统三维模型与网格划分　（a）铸件网格划分；（b）铸件与浇道设计；（c）铸件外多层氧化钇陶瓷型壳

Fig. 1    3D model of pouring system and meshing result　（a）casting mesh division；（b）casting and runner design；（c）multi-layer
yttrium oxide ceramic shell outside the 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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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金热物性参数　（a）热导率 λ；（b）密度 ρ；（c）比热容 c；（d）固相率

Fig. 2    Properties of the alloy　（a）thermal conductivity λ；（b）density ρ；（c）specific heat c；（d）solid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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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和高温拉伸实验。室温温度为 23 ℃，高温温

度选取 800 ℃、850 ℃、900 ℃，每个温度点测试三

根试棒取平均值，采用 INSTRON 5982 型拉伸试验

机测试拉伸性能。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拟仿真优化

表 1 为原方案因素设置及计算结果，叶轮设置

了 6 种因素：（1）上层与下层；（2）有冒口与无冒

口；（3）靠近中心浇道与远离中心浇道；（4）大浇口

与小浇口；（5）顶注式与底注式；（6）正置与倒置。

图 4 为各种因素下浇注系统中缩孔缩松分布

计算结果。图 4（a）为原方案三维模型，原方案计

算结果表明：1、6 两因素对叶轮的充型凝固过程影

响不大；图 4（b）为 5 因素的计算结果，顶注式叶轮

轴心部会形成缩孔缩松，由于重力作用，即使在顶

注式叶轮底部加上冒口，最后凝固区依然会在叶轮

轴心部中上方，所以顶注式叶轮不适合该浇注系

统；图 4（c）为 3 因素的计算结果，靠近中心浇道的

叶轮缩孔缩松形成位置靠上，说明越靠近中心浇道

温度越高，浇道对叶轮的补缩效果更明显；图 4（d）

为 2 因素的计算结果，加上冒口后缩孔从铸件中转

移到了冒口里，保证了铸件本体的质量。综上所

表 1    原方案因素设置及计算结果

Table 1    Factor setting and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original scheme

No. Factor Result Optimization

1 Upper runner No effect —
Lower runner No effect —

2 Riser Shrinkage holes in riser √
Without riser Shrinkage holes in casting ×

3 Close to center runner Shrinkage holes in center of casting ×
Far from center runner Shrinkage holes in top of casting √

4 Large gate No shrinkage √
Small gate Little shrinkage ×

5 Top injection Little shrinkage ×
Bottom injection No shrinkage √

6 Upright No effect —

Inverted No effect —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axis
OM observation posi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cross section

OM observation

position at the upper

of the cross section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on the bottom part

of the axi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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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observatio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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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observation

position at the upper

of the cross section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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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xis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at the upper of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at the upper of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OM observation

sampling posi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c)

 

图 3    叶轮解剖方法　（a）沿中心解剖，于轴心处取样；（b）沿横截面解剖，于叶片处取样；（c）沿纵截面解剖，于叶片处取样

Fig. 3    Impeller  dissection  method　（a）dissection  along  longitude，sampling  at  the  axis；（b）dissection  along  the  cross  section，
sampling at the blade；（c）dissection along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sampling at the 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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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应选用大浇口、有冒口、底注式、靠近中心浇道

的方案。

图 5 为优化后的浇注方案及计算结果。图 5（a）
为优化后的三维模型，与原方案相比取消了远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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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方案各种因素下浇注系统中缩孔缩松分布计算结果　（a）原方案三维模型；（b）顶注式与底注式计算结果；（c）靠近中
心浇道与远离中心浇道计算结果；（d）最优组合：靠近浇道、大浇口、有冒口、底注式

Fig.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distribution in  gating system under  various factors  in  original  scheme
（a）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original scheme；（b）calculation results of top injection and bottom injection；（c）calculation
results  of  close  to  center  runner  and  far  from  center  runner； （d）optimal  combination： close  to  runner， large  gate， riser，
bottom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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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优化后方案及模拟仿真计算结果　（a）优化后三维模型；（b）优化后叶轮中无缩孔分布；（c）优化后侧注式叶轮中无缩孔
分布；（d）优化后拉伸试棒缩孔存在于冒口与浇道中

Fig. 5    Optimized scheme and simulation results　（a）three-dimensional model after optimization；（b）no shrinkage cavity distribu-
tion in impeller after optimization；（c）no shrinkage cavity distribution in optimized side injection impeller；（d）after optim-
ization，shrinkage cavities of tensile test bar existed in riser and 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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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浇道的叶轮，在全部采用大浇口的条件下使用出

气针代替冒口进行补缩，为了提升空间利用率，在

中心浇道上增加了侧注式叶轮。为了衡量叶轮的

力学性能，在上方浇道设置了拉伸性能试样与断裂

韧度试块。如图 5（b）所示，缩孔缩松都存在于浇

道中，叶轮本体内无缩孔缩松，图 5（c）中的侧注式

叶轮中同样不存在缩孔缩松。图 5（d）中的拉伸性

能试棒由于冒口的存在将缩孔缩松提到了顶端，测

试段与夹持段无缩孔缩松存在。整个浇注系统的

缩孔缩松占 3.8%，存在于浇杯与浇道中，铸件中无

明显缩孔缩松。 

2.2    充型过程分析

图 6 为整个型壳中高温金属熔体充型过程模

拟 。 金 属 液 沿 中 心 浇 道 进 入 浇 注 系 统 底 部 ， 由

图 6（a）可知，在 0.9 s 时金属液已经开始填充底部

浇道，同时有少量金属液进入中心浇道上的侧注式

叶轮。图 6（b）中，在 1.16 s 时，底部浇道上的叶轮

由中心到四周完成充型，而侧注式叶轮自下而上也

完整充型。侧注式与底注式的充型过程不同，二者

的可能出现的缺陷分布也不同。底注式叶轮的压

头较大，有利于完整充型，但补缩能力有限，侧注式

叶轮的缺点则是靠近中心浇道，金属液流动速度较

快，对型壳的冲刷较为剧烈，容易产生夹渣等问

题。由图 6（c）可知，在 1.68 s 时底部浇道上的底注

式叶轮和中心浇道上的侧注式叶轮都已经实现完

整充型，金属液开始进入上部浇道，最终在 1.88 s
时整个浇注系统完成充型（图 6（d））。整个充型过程

时间较短，金属液流动稳定，得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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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充型过程模拟

Fig. 6    Simulation of filling process　（a）0.90 s；（b）1.16 s；（c）1.68 s；（d）1.88 s
 

图 7 为单个叶轮充型过程。如图 7（a）所示，

0.89 s 时底注式叶轮开始充型，同时侧注式叶轮已

经充型接近一半，底注式叶轮从中心开始充型，各

个方向上金属液较为均匀，侧注式叶轮从底部开始

充型。如图 7（b）所示，底注式叶轮中金属液流速

较快，在沿叶轮叶片上缘流动充型时也同时进入了

出气针中，金属液首先充满叶轮叶片上缘，上缘充

满后开始流向下缘。如图 7（c）所示，0.97 s 时叶片

边缘最后充型，尖角处尚未完全填充。图 7（d）所

示 1.02 s 时，底注式叶轮完全成型，整个过程中金

属液流速较快，在叶轮下部充型时有部分紊流，但

最终都能全部填充铸型，此时金属液逐渐冷却，叶

片最外缘已经低于液相线 30 ℃，而轴心部仍在液

相 线 之 上 。 由 凝 固 理 论 可 知 ， 当 固 相 率 超 过

30%时金属液便很难流动，此时枝晶已经形成且互

相搭接阻塞金属液流动，当枝晶骨架形成后如果后

续金属液没有很好补缩便会形成缩孔缩松。底注

式叶轮与侧注式叶轮中心温度较高，可以对叶片进

行补缩，防止缩孔缩松的形成，侧注式叶轮因为离

中心浇道较近，温度更高可以更好地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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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缩孔缩松的预测

图 8 为缩孔缩松形成倾向计算结果。铸件整

体缩孔缩松数量较少，图 8（a）中，缩孔缩松存在于

中心浇道、横浇道、试棒上方冒口中，对铸件及试

棒本身无影响，只有 K1c 方块由于壁厚过大，中心

存在缩孔缩松的倾向。观察其凝固时固相分数分

布图可知，如图 8（b）所示，K1c 方块中心有非常严

重的缩孔缩松形成倾向。如图 8（c）所示，在 1.9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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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叶轮充型过程模拟

Fig. 7    Simulation of impeller filling process　（a）0.89 s；（b）0.94 s；（c）0.97 s；（d）1.0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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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缩孔缩松形成倾向计算结果　（a）缩孔缩松位置模拟；（b）Niyama 判据计算结果；（c）1.98 s 温度分布；（d）63 s 温度分布

Fig. 8    Calculation  result  of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formation  tendency　 （a） simulation  of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position；（b）niyama criterion calculation result；（c）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1.98 s；（d）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6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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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叶轮由于壁厚薄体积小，已经完全凝固，试棒上

部冒口还未完全凝固，所以在后来的冷却过程中形

成缩孔缩松，这进一步证明冒口提缩的作用得以实

现，防止试棒中出现缩孔缩松。而 K1c 方块由于厚

度过大，得不到有效补缩，内部形成了缩孔缩松。

图 8（d）中可见，直至 63 s 时，K1c 方块仍未凝固。 

2.4    铸件检测与分析 

2.4.1    X 射线检测缩孔

使用优化后方案的工艺参数进行熔模精密铸

造，获得叶轮铸件与试棒，进行检测分析。缩孔缩

松是在铸件凝固后期由于体积收缩导致的，往往引

发服役过程中的裂纹萌生扩展，进而产生断裂失

效，因此必须控制缩孔缩松的数量。图 9 为叶轮铸

件的 X 射线检验图。由图 9（a）可见，底注式叶轮

叶片下方存在一个尺寸较小的缩孔，而图 9（b）中

侧注式叶轮都无明显缩孔缩松，结合模拟仿真结果

可知：底注式叶轮最先完成充型，整个充型过程仅

0.1 s 就已经结束，且远离中心浇道冷却速度较快，

在凝固过程中得到的补缩较少。侧注式叶轮的充

型时间更长，金属液进入型壳后可以得到较好的补

缩，因此侧注式叶轮的缩孔缩松较少。在模拟仿真

实验中，拉伸试棒的缩孔部位集中在冒口，在拉伸

试棒的上端冒口切除后，X 射线检测结果可见夹持

端与拉伸试棒无明显缩孔缩松，只有在夹持端最下

部有一处缩孔如图 9（d）所示，在机加工后不影响

试棒的正常使用。而 9（c）中断裂韧度试块中部和

底部则可见明显的缩孔缩松，这与模拟的结果一

致，在经过热等静压后，整个试块的变形量达到 2 mm
以上，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对于 K1c 方块这种厚壁

铸件，需要重新选用浇注系统，使用更大的冒口以

消除缺陷。对比图 5 中优化后的缩孔缩松预测结

果可知，叶轮内已基本没有较大的缩孔缩松，8 个

叶轮中只有一个叶轮存在一处较小的缩孔，与模拟

仿真结果相符，而试棒中的缩孔缩松被转移到了浇

道中，8 根试棒中仅有一处夹持段的微小缩孔，且

不影响使用，可见模拟仿真结果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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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porosity

Large porosity

Little

por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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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铸件 X 光透射检验　（a）底注式叶轮；（b）侧注式叶轮；（c）K1c 方块；（d）拉伸试棒

Fig. 9    X-ray transmission inspection photographes of impeller castings and samples　（a）bottom-injected impeller；（b）side-filled
turbine；（c）K1c samples；（d）tensile test samples

 
 

2.4.2    叶轮解剖分析

图 10 为叶轮显微组织分析。对底注式叶轮轴

心部位取样进行金相分析可知，叶轮基体为全片层

（full-lamellar）γ-TiAl，如图 10（a）所示，基体主要由

全片层结构的等轴晶构成，晶界间存在少量白色衬

度的 B2 相，晶粒平均尺寸约为 40 μm，由 Hall-Petch

关系可知，细小的晶粒有利于提升强度与韧度。由

图 10（b）可知，基体中弥散分布着较多的细线状硼

化物与点状的硅化物。由于加入了硼、硅元素，析

出相的存在起到形核与钉扎晶界的作用，实现了晶

粒的细化，晶粒尺寸远小于其他铸造钛铝合金。

图 10（c）所示XRD 结果表明，合金主要由 γ 相（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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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 相 （Ti3Al） 、B2 相 （Ti2AlNb） 构 成 。 由 γ 相 与

α2 相构成的 γ-α2 片层结构具有较好的强度与稳定

性，因此高温强度与抗蠕变性能较好。B2 相是一

种硬脆相，但高温下可以增强合金的变形能力。由

显微组织的组成可以看出，合金的强度较高，但室

温塑性会稍差。

图 11 为叶轮解剖组织光学显微图。由图 11
可知，在底注式叶轮中，无论是在轴心部还是叶片，

组织都高度相似，没有发现明显的缩孔缩松。这说

明整个叶轮在充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充

型和凝固，在高倍金相观察中发现铸造组织只存在

一些显微缩孔，如图 11（c）中右上角插图所示，这

些缩孔的尺寸大多集中 5～6 μm，在整个纵剖面的

金相检查中发现了约 20 处，最大的显微缩孔如图 11
（d）中所示，尺寸达到了 22 μm。在热等静压后这

些显微缩孔都已经被消除。铸件中的显微组织较

为均匀，缩孔缩松尺寸较小可消除，满足使用标

准。在侧注式叶轮的解剖中，也有相同的结果。 

2.4.3    力学性能

为了衡量叶轮的力学性能，在相同的实验条件

下进行了已经成熟应用的 Ti-48Al-7.5Nb-2.5V-1.0Cr
合金的室温拉伸实验。图 12 为两者的拉伸曲线，

其 中 Ti-48Al-7.5Nb-2.5V-1.0Cr 合 金 记 为 7.5， Ti-
45Al-8Nb-0.7Cr-0.5Si-0.2B 合金记为 8。具体数值

如表 2 所示，附注试棒的室温拉伸性能方面，合金

8 的室温抗拉强度高出合金 7.5 近 100 MPa，但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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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叶轮显微组织分析　（a）低倍 SEM 图；（b）高倍 SEM 图；（c）XRD 分析

Fig. 10    Microstructure image of impeller as-cast microstructure in BSE mode　（a）low magnification SEM image；（b）high mag-
nification SEM image；（c）XR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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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叶轮解剖组织光学显微图　（a）叶轮轴心上部；（b）叶轮轴心下部；（c）叶轮纵剖面上部；（d）叶轮纵剖面下部；（e）叶轮
横剖面上部；（f）叶轮横剖面下部

Fig. 11    Optical micrograph of impeller anatomy　（a）upper zone of impeller axial center；（b）lower zone of impeller axial center；
（c）upper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impeller；（d）lower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impeller；（e）upper cross section of impeller；
（f）lower cross section of imp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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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差，试样 8-1 几乎没有塑性变形就直接断裂，

这也是 TiAl 合金的一贯问题，极大地增加了机加

工的难度，阻碍了钛铝合金的应用。通常钛铝合金

的室温塑性达到 0.5%以上，其可应用性就会大大

提高，因此后续需要针对合金成分及其组织进行优

化，来进一步提高室温塑性。

图 13 为高温拉伸力学性能，同样进行了两种

合金的高温拉伸实验，每个点数据由三根拉伸试棒

数据取平均值与标准差得来。两种合金在 800 ℃
到 900 ℃ 时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都是随温度下

降的。合金 8 的抗拉强度始终高于合金 7.5，在

800 ℃ 时高出 120 MPa，在 850 ℃ 与 900 ℃ 时二者

抗拉强度接近；800 ℃ 时合金 8 的屈服强度高于合

金 7.5 约 70 MPa，在 850 ℃ 与 900 ℃ 时二者屈服

强度接近。高温拉伸结果表明，合金 8 的高温力学

性能普遍接近或高于目前已经成熟应用的合金

7.5，满足服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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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两种合金高温拉伸性能　（a）抗拉强度；（b）屈服强度

Fig. 13    High temperature 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two alloys　（a）tensile strength；（b）yield strength
 
 

3    结论

（1）模拟仿真计算优化了浇注工艺，优化后整

个浇注系统的缩孔缩松占 3.8%，主要存在于浇杯

与浇道中，铸件本体中无明显缩孔缩松。

（2）检测与解剖结果表明，叶轮可以完整充型

且内部无明显缩孔缩松，8 个叶轮中仅有一个叶轮

存在一处较小的缩孔。金相检测表明叶轮组织中

只存在尺寸小于 23 μm 的显微缩松与气孔，与模拟

仿真计算结果吻合较好。

（3）热等静压后铸件室温抗拉强度约 580 MPa，
850 ℃ 高温拉伸强度约 450 MPa，均优于同类型已

经应用的合金，性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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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high Nb-TiAl alloy impeller investment casting
based on ProCAST software

LIU Jinhu1*,    JI Zhijun1,2,3,    LI Feng1,2,3,    FENG Xin1,2,3,    YU Wen1,    DING Xianfei1,2,3,    NAN Hai1,2,3

（1.  Cast  Titanium  Alloy  R&D Center，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2.  BAIMTEC

Material Co.，Ltd，Beijing 100094，China；3.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Titanium Alloy Precision Forming

Technology，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casting simulation software ProCAST was used to achieve the simulation of the filling and solid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high Nb-TiAl alloy impeller investment cas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asting and filling process on the filling and solid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lloy  melt  filling,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was  studi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cess  was  optimized.  The

casting test and the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nalysis of the casting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anatomical analysis of the casting was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impeller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were studied using attached test r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CAST software is more accurate in

predicting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of  the  high  Nb-TiAl  casting,  and  the  process  scheme  is  optimized  by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results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large  shrinkage  cavity  and  porosity  in  casting,  only  micro  shrinkage  cavity  less  than

22 μm is existed in the final casting. All castings are fully filled, with the tensile strength about 580 MPa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about 450 MPa at high temperature of 850 ℃.

Key words:   ProCAST；high Nb-TiAl alloy；impeller；numerical simulation；investment casting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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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氧化对 TiAl合金高温氧化行为和
力学性能的影响

包雅婷
1,    王亚楠

1,    郑    磊2,    林向军
2,    侯广亚

1,    唐谊平
1,    伍廉奎

1,3*

（1．浙江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2．军事科学院 国防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850；3．中山大学 材料学

院，广州 510275）

摘要：采用电化学阳极氧化技术在含 NH4F 的乙二醇电解液中对 TiAl 合金进行阳极氧化处理。研究阳极氧化对

TiAl 合金高温氧化行为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卤素效应”，阳极氧化处理的 TiAl 合金经高温氧化

后表面形成致密、连续的 Al2O3 氧化膜，有效阻止了氧的内扩散，进而显著提高合金的抗高温氧化性能。经 1000 ℃
氧化 100 h 后，阳极氧化试样增重由未经阳极氧化处理试样的 85.86 mg/cm2 降至 0.67 mg/cm2。另一方面，阳极氧

化 TiAl 合金表面硬度和弹性模量随高温氧化时间延长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阳极氧化 TiAl 合金在高温服役

后，合金的摩擦系数较未经阳极氧化处理试样上升，但表面耐磨性先降低后升高。这是由于 TiAl 合金经阳极氧化

后，表面形成了一层富铝含氟氧化膜，由于氧化膜中 F 元素在高温氧化过程中与 Ti、Al 结合形成卤化物，卤化物蒸

气选择性扩散在原始氧化膜处形成致密的 Al2O3 保护膜。阳极氧化对 TiAl 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氧化

膜中 Al2O3 的含量变化所致。

关键词：钛铝合金；阳极氧化；高温氧化；卤素效应；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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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l 基金属间化合物具有密度低、杨氏模量

高、耐蚀性能和抗蠕变性能好等特点，在航空航天

和 汽 车 领 域 中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1-2]。 然 而 ， 高 温 下

TiAl 合金表面易形成非保护性的 TiO2 和 Al2O3 混

合氧化膜，导致其抗高温氧化性能降低，制约了

TiAl 合金的实际应用[3-5]。

为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用合

金化设计和表面处理来提高 TiAl 合金的抗高温氧

化性能。研究表明，添加合金元素是改善 TiAl 基

合金抗高温氧化性能的主要方式之一。Ping 等 [6]

利用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Zr、Nb、Mo 等合金元素

提高了 TiO2 晶格中氧空位的形成能，降低了 Al2O3

对 TiO2 相对稳定性，提高了 TiAl 合金的抗高温氧

化性能。

合金化虽然可显著提高 TiAl 合金抗高温氧化

性能，但加入大量合金元素会导致合金的延展性和

韧性降低，影响合金的力学性能[7-8]。对合金表面改

性可在不改变合金自身力学性能的前提下有效提

高 其 抗 高 温 氧 化 性 能 ， 因 而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9]。

Małecka[10] 利用磁控溅射技术，在合金表面获得了

一层致密的 Al2O3 涂层，有效降低涂层/基体界面处

氧分压，促进基体中 Al 的选择性氧化，提高了合金

的抗高温氧化性能。Yu 等[11] 在 H2SO4 和 HF 电解

液中对 Ti-50Al 合金进行阳极氧化处理，制备含氟

多孔阳极氧化膜。经过高温循环氧化 10 次（升温

至 600 ℃，800 ℃ 保持 5 h，降温至 600 ℃，空冷至

室温为一循环），Ti-50Al 合金质量增重仅为 0.36 mg/
cm2。近年来，本课题组[12-14] 提出在含氟体系中采

用阳极氧化技术在 TiAl 合金表面原位生长一层富

铝含氟氧化膜以提高合金抗高温氧化性能。

目前对 TiAl 基合金的室温脆性、抗高温氧化

性 能 的 研 究 较 多 ， 而 对 作 为 高 温 耐 磨 结 构 件 的

TiAl 合金，高温力学性能还有待深入研究。Cheng
等 [15] 研究了不同条件下，高铌钛铝合金与 WC-
8Co，Si3N4 及 GCr15 摩 擦 副 之 间 的 摩 擦 磨 损 性

能。结果表明：摩擦副的选择对合金摩擦磨损性能

有较大影响。在同一载荷、旋转速度下，高铌钛铝

合金与 Si3N4 摩擦副之间的摩擦系数随温度升高而

减小，而 GCr15 反之。Mengis 等[16] 研究了 TiAl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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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滑动磨损条件下的高温磨损行为。当温度大

于 600 ℃ 时，合金表面形成自润滑氧化物，摩擦系

数降低，合金整体的磨损机制发生改变。

本研究采用阳极氧化技术在含 NH4F 的乙二醇

电解液中对 TiAl 合金进行阳极氧化，制备富铝含

氟阳极氧化膜。研究阳极氧化 TiAl 合金在 1000 ℃
下的氧化行为及高温力学性能。采用场发射扫描

电镜（FE-SEM）/能谱（EDS）、X 射线衍射（XRD）、

纳米压痕测试、耐磨性测试等技术分析高温氧化前

后试样表面形貌、氧化层的结构与组成、弹性模量

与硬度以及摩擦系数与磨损量，探究阳极氧化对

TiAl 合金高温氧化行为和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 

1    实验及方法
 

1.1    阳极氧化

将 TiAl 合金线切割成尺寸为 15 mm × 15 mm ×
1 mm 的薄片。在阳极氧化前对试样进行预处理，

首先用 250 μm 砂纸打磨去除试样表面的氧化层，

随后分别在丙酮和无水乙醇中超声清洗 5 min，清

洗完全后的试样用暖风吹干备用。预处理的试样

在含 0.15 mol/L NH4F 的乙二醇电解液中进行 30 V
恒电压阳极氧化 1 h。以距离为 5 cm 的两块石墨

片作为阴极，预处理的 TiAl 合金悬挂于两块石墨

电极中间作为阳极。阳极氧化过程中采用磁子对

电解液进行搅拌，电解液温度控制在 25 ℃。阳极

氧化后的试样分别在去离子水、丙酮以及无水乙醇

中超声清洗 5 min，最后暖风吹干。 

1.2    高温氧化测试

高温氧化测试在 KSL-1200X 箱式炉中进行。

高温氧化测试前先将所有刚玉坩埚置于 1000 ℃ 下

烧至恒重。在室温下将待测试样垂直放入坩埚并

自然地斜靠在坩埚内壁，待箱式炉稳定在 1000 ℃
后放入炉中开始高温氧化测试。经过选定的时间

间隔后将坩埚从炉中取出，放置在室温空气中冷

却，使用精度为 0.1 mg 的电子天平称量并记录。计

算不同时间下各试样的单位面积增重（mg/cm2），绘

制氧化增重曲线。 

1.3    物性结构表征

高 温 氧 化 前 后 的 试 样 使 用 XRD（CuKα（ λ  =
0.154056 nm），40 kV，40 mA）进行相组成分析。利

用带有 EDS 的 Nano Nova 450 FE-SEM 对试样的

表面形貌、截面结构和相应的元素组成进行分析。

使用 Nano IndenterⅡ纳米压痕仪对试样表面弹性

模量及表面硬度进行分析。使用 MET-4000 耐磨

性测试仪对试样表面摩擦系数及磨损量进行分

析。同时使用 HMV-G21S 显微维氏硬度计对试样

截面进行硬度测试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氧化动力学行为和氧化膜组成

如图 1（a）所示，经 1000 ℃ 氧化 100 h 后，未经

阳极氧化处理的 TiAl 合金增重达 85.86 mg/cm2（曲

线 1），氧化测试过程中氧化膜脱落严重。而阳极

氧化处理的TiAl 合金增重明显降低，仅为 0.67 mg/cm2

（曲线 2），且氧化膜完整、致密，氧化过程中氧化膜

未发生脱落（图 1（a）插图所示）。说明阳极氧化不

仅显著降低了合金的高温氧化速率，同时明显改善

了氧化膜的抗剥落性能。在高温氧化过程中，由于

“卤素效应”作用，阳极氧化膜中的铝氟化合物通

过孔洞和裂纹选择性迁移到氧化膜外表面，并且由

于氧的内扩散，向外迁移的铝氟化合物在氧化膜内

及氧化膜外表面被氧化，最终形成一层连续致密的

氧化铝膜，使 TiAl 合金的抗高温氧化性能得到显

著提高[17- 18]。XRD 分析显示（图 1（c）和 1（d）），未

经阳极氧化 TiAl 合金氧化后表面可检测到 Al2O3

和 TiO2；而经阳极氧化的 TiAl 合金高温氧化后，氧

化 膜 仍 然 主 要 由 Al2O3 和 TiO2 组 成 （ Ti3Al 和

TiAl 的衍射峰信号来自于基体）。这是因为阳极氧

化 TiAl 合金在氧化过程中表面形成的氧化膜较

薄，因此，X 射线可穿透氧化膜到达基体而检测到

明显的基体衍射峰。此外，还可监测到 Ti5Al3O2 的

衍射峰，这是由于氧化初期阳极氧化 TiAl 合金中

铝和钛与内扩散氧形成贫铝层所致[19]。 

2.2    氧化膜的表面微观形貌表征

图 2 为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

同 时 间 后 的 表 面 微 观 形 貌 。 由 图 2（ a） 可 知 ，

TiAl 合金经阳极氧化处理后，表面较为平整，砂纸

打磨的痕迹仍清晰可见，生成的阳极氧化膜主要

是由铝氟化合物和 Al2O3 组成 [20]。由于 Al/Al2O3

和 Ti/TiO2 的形成自由能和平衡氧分压相近，阳极

氧化 TiAl 合金经高温氧化后表面主要由 TiO2 和

Al2O3 组成。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

1 h 后，由于 Al2O3 和 TiO2 生长时伴随着体积膨

胀，试样表面出现了裂纹（图 2（b））。当氧化时间

增加至 5 h 时，试样表面裂纹并未随着氧化时间的

增加而进一步延展，而被高温氧化形成的氧化物

填充，未产生裂纹的区域布满了 Al2O3 和 TiO2 颗

粒（图 2（c））。当氧化时间增加至 10 h，整个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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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布满了 Al2O3 和 TiO2 颗粒（图 2（d）），该致密

氧化膜可以有效阻止氧的内扩散以及合金中钛的

外扩散，进而提供优异的高温防护性能。随着高

温氧化时间进一步延长，试样表面晶粒不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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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iAl 合金在 1000 ℃ 下氧化 100 h 的氧化动力学曲线和 XRD 图谱 （a）未经阳极氧化和阳极氧化 TiAl 合金氧化动力学
曲线；（b）为（a）中曲线 2 的放大图；（c）未经阳极氧化 TiAl 合金氧化后的 XRD 谱；（d）阳极氧化 TiAl 合金氧化后的
XRD 谱

Fig. 1    Oxidation kinetics curves and XRD pattern of  TiAl alloy at 1000 ℃ for 100 h   （a）oxidation kinetics curve of bare and an-
odized  TiAl  alloy ； （ b）  is  the  enlarged  image from  curve  2； （ c） XRD  pattern  of  TiAl  alloys  without  anodization；
（d）XRD pattern of TiAl alloys  with anodiz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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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Fig. 2    Top-surface SEM images of 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　
（a） 0 h；（b） 1 h；（c） 5 h；（d） 10 h；（e） 20 h；（f） 50 h；（g） 1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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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e）和 2（f））。当氧化时间增加至 100 h，试

样 表 面 出 现 沟 壑 状 形 貌 ， 表 面 粗 糙 度 明 显 增 大

（图 2（g））。 

2.3    氧化膜的截面形貌

图 3 为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

同时间后的截面微观形貌以及相应区域的 EDS 点

扫描分析结果。由图 3（a）可知，阳极氧化 TiAl 合

金膜厚仅数百纳米。当高温氧化 5 h 后，TiAl 合金

试样高温氧化后的氧化膜组成和结构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如图 3（b）所示，此时合金表面形成了一

层致密、连续的氧化膜，并且该氧化层与基体结合

十分紧密。根据 EDS 结果（表 1）与 XRD 分析（图 1
（c））可知，这层连续、致密的氧化膜主要由 Al2O3

和少量 TiO2 组成（点 1）。此外，在该连续 Al2O3 层

下方存在约 1.5 μm 的贫铝层（点 2）。随氧化时间

进一步延长，氧化膜组成基本一致，但膜层厚度有

表 1    图 3中各标注点的 EDS结果

Table 1    EDS results of the points marked in Fig. 3.

Point
Atom fraction/ %

Main phases
Al Ti O

1 20.01 8.00 71.98 Al2O3+ TiO2

2 23.41 52.26 24.33 Ti3Al

3 41.05 53.56 5.38 TiAl

4 21.39 7.45 71.16 Al2O3+ TiO2

5 24.01 59.09 16.91 Ti3Al

6 36.29 1.76 61.95 Al2O3

7 43.54 51.68 4.78 TiAl

8 28.83 4.19 66.98 Al2O3+ TiO2

9 25.69 57.64 16.67 Ti3Al

10 40.12 50.28 9.60 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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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后的截面微观形貌

Fig. 3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　
（a） 0 h；（b） 5 h；（c） 50 h；（d） 1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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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变化。氧化 50 h 后试样氧化膜厚度约 9 μm
（图 3（c）），而 100 h 后试样氧化膜厚度约 11 μm
（图 3（d））。同时，根据 EDS 点扫描结果，与合金

界面距离增加，氧化膜到合金基体的氧含量明显下

降，说明氧化膜能有效阻挡氧的内扩散。 

2.4    纳米压痕表征

图 4 为不同状态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纳米压痕

装卸载曲线。合金表面硬度及弹性模量变化趋势

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经阳极氧化处理后，TiAl 合金弹

性模量及硬度分别上升至 71 GPa 和 5 GPa。由于

阳极氧化过程中 TiAl 合金表面原位生长了一层由

Al2O3、铝氟化合物、钛氟化合物组成的氧化膜，该

氧化膜较为平整、致密，导致合金弹性模量和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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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条件下 TiAl 合金纳米压痕装卸载曲线　（a）未处理 TiAl 合金；（b）阳极氧化 TiAl 合金；（c）～（h）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c）1 h；（d）5 h；（e）10 h；（f）20 h；（g）50 h；（h）100 h

Fig. 4    Loading and unloading curve of nano-indentation test of　（a） bare and （b） anodized TiAl alloys；（c）-（h）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c） 1 h；（d） 5 h；（e） 10 h；（f） 20 h；（g） 50 h；（h） 1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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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TiAl 基体升高。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 1 h 后，弹性模量和表面硬度低于阳极氧化

TiAl 合金，从 SEM 表面形貌中也观察到合金表面

氧化层出现较多裂纹（图 2（b））。阳极氧化试样随

着氧化时间延长，表面裂纹逐渐消失，形成了连续、

致密的保护性氧化膜，此时，该致密氧化膜主要由

TiO2 和 Al2O3 组成。由于高温氧化过程中，氧化膜

表面的裂纹被高温氧化形成的氧化物填充。高温

氧化 10 h 后，试样表面硬度达到最大值。当氧化时

间进一步延长至 50 h 以上，试样表面氧化膜主要

由 Al2O3 和少量 TiO2 组成，导致试样表面硬度以

及弹性模量上升。 

2.5    摩擦磨损性能

图 6 为不同状态阳极氧化 TiAl 合金在往复摩

擦条件下，摩擦系数与摩擦力随时间演化规律。由

图 6（c）～（f）可知，在进行往复摩擦实验时，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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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条件下 TiAl 合金的表面硬度及弹性模量变化趋势

Fig. 5    Surface  hardness  and  elasticity  modulus  of  anodized
TiAl alloys with different oxidation time at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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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 TiAl 合金在往复摩擦条件下，摩擦系数与摩擦力随高温氧化时间演化行为　（a）未处理 TiAl 合金；（b）阳极氧化
TiAl 合金；（c）～（f）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c）1 h；（d）5 h；（e）10 h；（f）100 h

Fig. 6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friction force of TiAl alloys evolve with the oxidation time of high temperatu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ciprocating friction（a） bare and （b） anodized TiAl alloys；（c）-（f）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
ent time （c） 1 h；（d） 5 h；（e） 10 h；（f） 1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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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GCr15 与 TiAl 合金之间的应力较大，因而摩

擦系数在短时间内上升，经过一段时间进入稳定状

态，并保持在 0.7 附近。同时，阳极氧化 TiAl 合金

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后摩擦系数较阳极氧化

TiAl 合金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由于随氧化时间增

加，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的屈服强度逐渐降低，塑性

增强，而作为摩擦副的 GCr15 钢球的塑性和延展性

升高，硬度和强度降低，导致两者之间的硬度与弹

性模量趋于一致[15-16]。

图 7 为不同 TiAl 合金经往复摩擦后的表面微

观形貌。一般来说，试样耐磨性与表面硬度呈正相

关，表面硬度越高，试样的耐磨性越好。由图 7（a）

可知，未经阳极氧化处理试样表面磨痕较浅，与其

对应的磨损量较小。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往复摩

擦实验后（图 7（b）），合金基体暴露，在磨痕中间可

见氧化膜剥落的碎屑，磨损机制为犁削磨损和磨料

磨损。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

间后（图 7（c）～（f）），TiAl 合金的磨痕宽度均为

200～300 μm，磨损表面相对光滑，磨损量随高温氧

化时间先增大后减小。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高温

氧化后，表面氧化膜中 Al2O3 含量随高温氧化时间

的延长不断升高，同时表面硬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使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高温氧化后表面的耐

磨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0 μm200 μm200 μm200 μm

200 μm200 μm200 μm200 μm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a) (b) (c)

(d) (e) (f)

 

图 7    不同条件下 TiAl 合金经往复摩擦后的表面微观形貌 　 （a）未处理 TiAl 合金；（b）阳极氧化 TiAl 合金；（c）～（f）阳极
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c）1 h；（d）5 h；（e）10 h；（f）100 h　

Fig. 7    Top-surface SEM images of TiAl alloys after wear resistance test　（a）bare； （b）anodized TiAl alloys；（c）-（f）anodized
TiAl alloys were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c）1 h；（d）5 h；（e）10 h；（f）100 h　

 

图 8 为阳极氧化 TiAl 合金在高温服役时表面

状态与摩擦特征示意图。由图可知，在摩擦初始阶

段，氧化层中的微突起首先与耦合的 GCr15 钢球接

触。此时，负载集中在几个高微突起的顶部，具有

非常小的接触面积。然后，通过横向剪切切断微突

起，在磨损的表面上留下磨屑。在重复轧制和研磨

之后，累积在磨损表面上的碎屑变得更细，氧化膜

表面微小的凹坑中充满细小的磨损碎屑。因此，阳

极氧化 TiAl 合金经高温氧化后表面氧化膜的磨损

机理主要是磨料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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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阳极氧化 TiAl 合金摩擦磨损示意图

Fig. 8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wear  process  for  anodized
TiAl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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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截面硬度测试

图 9 为不同 TiAl 合金截面维氏硬度压痕微观

形貌。图 10 为不同 TiAl 合金截面维氏硬度变化

趋势图。由图 10（a）可知，TiAl 合金的截面显微硬

度随着层深的增加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阳极

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后（图 10
（b）），截面硬度均随着层深的增加不断减小并逐渐

接近未经阳极氧化处理试样的硬度。结合 EDS 结

果分析，阳极氧化 TiAl 含氧量经高温氧化后随着

层深增加不断减少，而合金基体中氧含量的增加会

导致材料的脆性变大、硬度变大[21]，因此试样的截

面硬度随着与界面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减小。未经

阳极氧化 TiAl 合金高温氧化 100 h 后（图 10（a）），

表面生成的氧化膜厚度达到了 300 μm，氧化膜主

要为大量 TiO2 和少量 Al2O3。通过比较不同条件

下试样的截面显微硬度，可得出如下结论：经阳极

氧化处理的 TiAl 合金在高温环境下会形成一层完

整、致密的氧化膜，该氧化膜能够有效阻挡氧的内

扩散，降低 TiAl 合金在高温下由于氧的内扩散导

致力学性能下降而发生失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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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 TiAl 合金截面维氏硬度压痕微观形貌  　（a）未处理 TiAl 合金；（b）经 1000 ℃ 氧化 100 h 后 TiAl 合金；（c）～（i）
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c）0 h；（d）1 h；（e）5 h；（f）10 h；（g）20 h；（h）50 h；（i）100 h

Fig. 9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TiAl alloys after microhardness test   （a）bare TiAl alloy （b） after oxidized at 1000 ℃ for
100 h ；（c）-（i）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c） 0 h；（d） 1 h；（e） 5 h；（f） 10 h；（g） 20 h；
（h） 50 h；（i） 1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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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 TiAl 合金截面维氏硬度变化趋势图　（a）未经阳极氧化和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 100 h；（b）阳极氧
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不同时间

Fig. 10    Cross-sectional  hardness  of  TiAl  alloys　 （ a）  bare  TiAl  alloy  and  bare  TiAl  alloy  oxidized  at  1000  ℃  for
100 h；（b） anodized TiAl alloys oxidized at 1000 ℃ for different time

 
 

3    结论

（1）在含 0.15 mol/L NH4F 的乙二醇电解液中

对 TiAl 合金进行阳极氧化，可显著提高合金的抗

高温氧化性能。1000 ℃ 氧化 100 h 后，阳极氧化

TiAl 合金质量增重仅为 0.67 mg/cm2。在高温氧化

过程中，由于“卤素效应”作用，阳极氧化膜中的

铝氟化合物通过孔洞和裂纹选择性迁移到氧化膜

外表面，并且由于氧的内扩散，向外迁移的铝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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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在氧化膜内及氧化膜外表面被氧化，最终形成

一层致密的氧化铝膜，使 TiAl 合金表面的弹性模

量和硬度均明显上升。

（2）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 1000 ℃ 氧化后生成

的氧化膜能有效阻挡氧的内扩散，降低合金在高温

下力学性能下降而失效的可能性。表面氧化膜中

Al2O3 组分和厚度随高温氧化时间的延长不断提

高，使阳极氧化 TiAl 合金经高温氧化后表面硬度

与弹性模量先下降后上升，同时耐磨性呈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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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anodization on high tempreture oxidation behavior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iAl alloy

BAO Yating1,    WANG Yanan1,    ZHENG Lei2,    LIN Xiangjun2,    HOU Guangya1,    
TANG Yiping1,    WU Liankui1,3*

（1.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China；2.  Institute  of

Defense Engineering, AMS, PLA, Beijing 100850，China；3.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TiAl alloy was electrochemically anodized in 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 containing with NH4F to prepare anodic film.

The influence of  anodization treatment  on the oxidation behavior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were then

characterized. Results shown that based on the halogen effect a continuous and dense Al2O3 oxide scale will generate on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after high temperature oxidation. After oxidation at 1000 ℃  for 100 h,  the weight gain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was

dramatically decreased from 85.86 mg/cm2 to 0.67 mg/cm2. Moreover, it is shown that the surface hardness and elastic modulus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ing of oxidation time. Meanwhile,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increased  comparing  to  the  bare  TiAl  alloy.  The  surface  wear  resistance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exhibited  similar  phenomena.  This  is  because  that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oxidation  process,  aluminum  fluorides  selectively

transport to the surface through pores or micro-cracks, and are oxidized to Al2O3 at the surface region. The influence of anodization

treatme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nodized TiAl alloy is attributed to the Al2O3 content contained in the oxide scale.

Key words:   TiAl alloy；anodization；high temperature oxidation；halogen effect；mechanical properties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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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工艺制备 SiC晶须增强 SiCf/SiC
复合材料的性能

姜卓钰
1,2,    吕晓旭

1,2,    周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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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晔1,2,    赵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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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复合材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5；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表
面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95；3．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以不同界面层厚度的 SiC 纤维为增强相，采用先驱体浸渍裂解工艺（PIP）制备 SiCf（PyC）/SiC 复合材料，并在

复合材料基体中引入 SiC 晶须，对其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热解碳（PyC）界面层厚度约为 230 nm 时，SiC 纤维

拔出明显，SiCf/SiC 复合材料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和断裂韧度分别达到 192.3 MPa、446.9 MPa 和 11.4 MPa•m1/2；

在 SiCf/SiC 复合材料基体中引入 SiC 晶须后，晶须的拔出、桥连及裂纹偏转等增韧机制增加了裂纹在基体中传递

时的能量消耗，使复合材料的断裂韧度和弯曲强度分别提高了 22.9%和 9.1%。

关键词：碳化硅；复合材料；SiC 晶须；力学性能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0.000081
中图分类号：TB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1)02-0082-07

   

SiCf/SiC 复合材料是以 SiC 纤维为连续增强体，

SiC 陶瓷为基体的复合材料，因此 SiCf/SiC 复合材

料既具有 SiC 基体的耐高温、低密度、耐腐蚀及耐

蠕变等优点，又具有较高的强度和模量。相比于高

温合金材料，SiCf/SiC 复合材料可以实现减重、提

高燃气效率，因而在发动机叶片、机闸、高/低压涡

轮盘、火焰稳定器和排气喷管等航空航天领域具有

重要的应用潜力。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

领域对 SiCf/SiC 复合材料的工作环境温度、强度等

需求逐渐提高，因此这类材料将会面临更为严苛的

考验[1-6]。

下一代发动机材料对连续纤维增强 SiCf/SiC
复合材料在高温使用过程中的损伤韧性和疲劳寿

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阶段较多研究人

员在连续 SiC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基础上，将纳米

SiC 纤维、纳米 SiC 晶须作为第二增强体引入到 SiC
基体中，通过纳米增强体在基体中的裂纹偏转、桥

连以及拔出等增韧机制，提高 SiCf/SiC 复合材料的

基体强度，减少 SiC 基体中形成的孔洞和裂纹等缺

陷，开发更耐高温、具备更高损伤容限的 SiCf/SiC
复合材料[7-8]。

SiC 晶须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纳米增强体，将其

引入到纤维布层间和纤维束间的脆性基体中，可有

效增加裂纹扩展距离，提高裂纹在基体中扩展时的

能量消耗，进一步提高微区基体的强度。同时，纳

米增强体还可以有效阻碍复合材料基体裂纹中氧

分子的扩散，在碳纤维增强的陶瓷基复合材料中可

明显改善其高温抗氧化性能[9]。Song 等[10] 在反应

烧结 SiC 材料（RBSC）中引入了 SiC 晶须，使得RBSC
的弯曲强度和断裂韧度明显提高。Feng 等[11] 采用

SiC 纤维和晶须作为增强体共同增韧 SiC 复合材料，

其弯曲强度可达 383 MPa，相比 SiC 晶须单相增韧

SiC 复合材料的性能明显提高。本工作采用 PIP
工艺制备 SiCf/SiC 复合材料，并在复合材料基体中

引入 SiC 晶须，对其性能进行研究。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原料

增强体纤维采用国产二代 SiC 纤维；在 SiC 纤

维表面沉积热解碳（PyC）界面层，作为纤维与基体

之间的界面相；SiC 晶须（SiC whisker，SiCw），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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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carbosilane， PCS， 化 学 式 ： [（ CH2SiH2） 1 – y

（CH2SiH（CH = CH2）y]n）为橙黄色液体，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提供；固化温度为 120～240 ℃，陶瓷

化产物 C/Si 比约为 1.2。 

1.2    样品制备

SiCf/SiC 复合材料的制备：在 SiC 纤维表面直

接涂刷 PCS 先驱体制备预浸料，按照一定尺寸裁

剪 8 层预浸料平铺后热压固化制备出平板试件。

随后进行高温烧结并采用先驱体浸渍裂解工艺进

行致密化。浸渍-裂解一次为一个循环，循环 9 次

制备出复合材料平板件，所得复合材料平板的纤维

体积分数约为 30%。将采用 PyC 界面层厚度约为

130  nm 的 SiC 纤 维 制 备 的 SiCf/SiC 试 样 标 记 为

Sample1，将 PyC 界面层厚度约为 230 nm 的 SiC 纤

维制备的 SiCf/SiC 试样标记为 Sample 2。

SiCf/SiC-SiCw 复合材料的制备：将SiC 晶须（10%，

体积分数）混入 PCS 中，采用球磨机制备均匀的混

合料浆，球磨机转速设置为 160 r/min，球磨 5 h。随

后将混合料浆涂刷至 SiC 纤维（PyC 界面层厚度约

为 230 nm）上，制备预浸料。后续步骤同 SiCf/SiC
复合材料制备过程，将本试样标记为 Sample 3。 

1.3    测试表征

试样的密度和显气孔率采用排水法进行测试；

弯曲强度采用 MTS810 材料试验系统进行测试，参

照标准为 GB/T 6569—2006《精细陶瓷弯曲强度试

验方法》；断裂韧度采用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

C45.105 进行测试，参照标准为 GB/T 23806—2009
《 精 细 陶 瓷 断 裂 韧 性 试 验 方 法 单 边 预 裂 纹 梁

（SEPB）法》；拉伸强度采用 Instron8801 型万能材

料试验机进行测试，参照标准为 GJB6475—2008
《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常温拉伸性能试

验方法》；采用 Nova Nano SEM45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对样品的微观形貌进行观察；采用 RigakuD-
max02500 X 射线衍射仪（XRD）进行物相分析；采

用 PHI5000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XPS）对热解碳

界面层的元素组成和表面官能团类型进行分析；采

用 JF2004 分析天平对样品进行称重。 

2    结果与讨论
 

2.1    界面层厚度对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SiC 纤维表面制备了 PyC 界面层后的微观形

貌如图 1 所示。可见 SiC 纤维的直径约 13 μm，沉

积了 PyC 界面层后，SiC 纤维单丝之间并未粘连，

其外层包裹着一层均匀的 PyC，厚度分别约为 130 nm
和 230 nm。沉积了 PyC 界面层的 SiC 纤维不仅保

留了较为光滑致密的表面，而且与 PyC 界面层结合

紧密，可避免界面层从纤维表面脱落。

图 2 为 SiC 纤维织物的 XRD 测试结果。由

图 2 可以看出，在 2θ 为 35.6°、60°和 71.8°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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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沉积界面层后 SiC 纤维的微观形貌（a），（b）界面层厚度约 130 nm；（c），（d）界面层厚度约 230 nm；

Fig. 1    SEM images of silicon carbide fiber with PyC interphase （a），（b） about 130 nm thickness； （c），（d） about 230 nm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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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衍射峰，分别对应于 β-SiC 的（111）、（220）

和（311）晶面。在 2θ 值为 26°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微

弱的峰，这与 C 的（002）晶面相对应，是 PyC 的特

征峰位，由特征峰位和峰形可知 PyC 界面层具有一

定程度的石墨化[12-13]。

图 3 为 PyC 界面层的 XPS 的测试结果。由

图 3（a）明显可见 C1s 的结合能峰（284 eV）。图 3（b）

中 C1s 结合能峰可以分解为两个特征峰，分别对

应 C—C（284.35 eV）和 C—O（285.57 eV）。两种结

合能峰的面积之比约为 7∶1，表明 PyC 界面层中除

了 C 元素外，还存在少量的 O 元素。这可能是由

于 PyC 界面层在空气环境中的缓慢氧化或样品制

备过程中有残余的氧化物[12-14]。
 

(a)
Cls

100 200 300 400 500
Binding energy/eV Binding energy/eV

600 700 800 9001000 278 280 282 284 286 288 290 292 294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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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yC 界面层的 XPS 图谱（a）和 C1s 的高分辨率图谱（b）

Fig. 3    XPS spectra of PyC（a）and high-resolution of C1s（b）
 

采用具有上述两种界面层的 SiC 纤维制备 SiCf/
SiC 复合材料，分别标记为 Sample 1 和 Sample 2。

对其进行物理性能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见，两个样品的密度较为接近，孔隙率均低于

4%。由力学性能结果可见，Sample 2 的断裂韧度、

弯曲强度及拉伸强度均高于 Sample 1，其中拉伸强

度为 Sample 1 的 1.44 倍。

图 4 为两种样品弯曲性能测试过程中典型的

载荷-位移曲线。由图 4 可见，在初始受载阶段，两

种样品均表现出准弹性的应变过程，但当载荷达到

最大值后，两种曲线表现出不同的趋势。Sample
1 样品的载荷达到最大值后，当位移进一步增加

时，载荷迅速减小，表现出典型的脆性断裂模式。

Sample 2 样品的载荷在接近最大值时，经历了一个

“震荡段”，随后载荷随位移增大缓慢降低，趋向

于韧性断裂[15]。两种样品具有相同的制备工艺过

程，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界面层厚度，因此断裂模式

的区别可能源于界面层的差异。
 

表 1    Sample 1和 Sample 2的物理性能

Table 1    Properties of Sample 1 and Sample 2

Sample Density/（g•cm−3） Porosity/% Fracture toughness/（MPa•m1/2） Flexural strength/MPa Tensile strength/MPa

Sample 1 2.60 2.75 10.9 432.1 133.8

Sample 2 2.59 3.91 11.4 446.9 192.3
 
 

图 5 为复合材料样品 Sample 1 和 Sample 2 的

断口形貌。可以看出 Sample 1 断口起伏不明显，纤

维拔出较短，SiC 纤维表面热解碳界面层的轮廓不

清晰。Sample 2 断口处有明显的纤维拔出，部分拔

出的 SiC 纤维仍然被厚度均匀的 PyC 界面层包裹，

表明热解碳界面层厚度为 230 nm 的 SiC 纤维的脱

粘和拔出现象更加明显。

图 6 为 Sample 1 和 Sample 2 受拉伸载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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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积界面层后 SiC 纤维的 XRD 图谱

Fig. 2    XRD  pattern  of  silicon  carbide  fiber  with  PyC
inter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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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典型的应力-应变曲线。可见两种复合材料样品

的应力-应变曲线明显可分为线性和非线性变形两

个阶段。在线性变形阶段，载荷由 SiC 基体经 PyC
界面层传递给 SiC 纤维，SiC 基体和纤维发生拉伸

变形。当拉伸载荷的进一步增大时，SiC 基体中出

现裂纹并向 SiC 纤维表面扩展，裂纹扩展造成 SiC
纤维表面的 PyC 界面层脱粘，SiC 纤维断裂并拔

出，复合材料发生非线性变形过程。在此过程中，

PyC 界面层发挥了载荷传递和裂纹偏转的作用，同

时 PyC 界面层的存在可有效降低 SiC 基体与纤维

的结合强度，有助于纤维脱粘和拔出时的能量消

耗，从而有利于复合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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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复合材料的断口形貌（a）～（c）Sample 1；（d）～（f）Sample 2
Fig. 5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ies （a） - （c）Sample 1； （d）-（f）Sample 2

 

结合图 4～5 可见，Sample 1 受载时纤维拔出

困难，最终发生脆性断裂。而 Sample 2 中纤维拔出

明显，趋向于韧性断裂，其最大载荷和位移比 Sample 1

有明显提高。因此 SiC 纤维表面热解碳界面层厚

度较小时，纤维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较高，不利于

SiC 纤维脱粘和拔出 [16-17]。在 Sample 2 中，SiC 纤

维表面界面层厚度的增加有利于降低纤维和基体

的结合强度，在复合材料受载时增加了裂纹扩展时

的能量消耗，可有效发挥弱界面的作用，从而有效

提高复合材料的断裂应变和拉伸强度[16]。对于弯

曲强度及断裂韧度的改善可以尝试在 SiCf/SiC 复

合材料基体中引入 SiC 晶须的方法。 

2.2    SiC晶须增强复合材料的性能

采用的 SiC 晶须的基本物理参数如表 2 所示。

将 SiC 晶须混入 PCS 先驱体制备出混合料浆，其微

观形貌如图 7 所示。高倍形貌中（图 7（b）），高亮

度纳米线的 EDS 分析结果显示含有 Si、C 两种元

素，其原子比接近 1∶1，符合 SiC 的化学计量比，因

L
o
a
d
/N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0 0.1 0.2 0.3 0.4

Displacement/mm

Sample 2

Sample 1

 

图 4    Sample 1 和 Sample 2 的载荷-位移曲线

Fig. 4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Sample  1  and  Sample  2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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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两个样品典型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Fig. 6    Stress-strain  curves  of  Sample  1  and  Sample  2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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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亮度纳米线是 SiC 晶须。可见在混合料浆中

SiC 晶须的亮度明显高于 PCS 先驱体。由低倍形

貌可以看出（图 7（a）），这种高亮度的 SiC 晶须在

混合料浆中分散得较为均匀。
 

表 2    SiC晶须的基本参数

Table 2    Basic parameters of SiC whisker

Density/（g•cm−3） Diameter/nm Length/μm Carbon content /% Young’s modulus /GPa Flexural strength /GPa

3.2 100−500 ≥ 1 ≤ 0.5 610-66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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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混合料浆微观形貌（a）低倍；（b）高倍

Fig. 7    SEM images of slurry with SiC whisker（a）low magnification；（b）high magnification
 

引入 SiC 晶须后，复合材料标记为 Sample 3，

对 其 进 行 物 理 性 能 测 试 ， 结 果 如 表 3 所 示 。 由

表 3 可见，引入 SiC 晶须后，复合材料的断裂韧度、

弯曲强度及拉伸强度均有所提高，其中断裂韧度和

弯曲强度分别提高了 22.9%和 9.1%。

图 8 为样品弯曲性能测试过程中典型的载荷-
位移曲线。从图 8 可以看出，Sample 3 样品在受载

初始阶段同样经历了准弹性的应变过程。相比

于 Sample 2，Sample 3 的最大载荷明显增加。当

Sample 3 的载荷达到最大值后，位移进一步增加

时，载荷先出现缓慢下降，随后小幅度升高后迅速

下 降 ， 表 现 出 准 脆 性 断 裂 模 式 ，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SiC 晶须的引入提高了 SiC 纤维与基体的结合强度

所致[18-19]。
 

表 3    Sample 2 和 Sample 3的性能

Table 3    Properties of Sample 2 and Sample 3

Samples Density/（g•cm−3） Porosity/% Fracture toughness/（MPa•m1/2） Flexural strength/MPa Tensile strength/MPa

Sample 2 2.59 3.91 11.8 446.9 192.3

Sample 3 2.63 4.05 14.5 487.4 197.7
 
 

引入 SiC 晶须后，当复合材料受外力作用形成

微裂纹并开始扩展时，分布在基体中的 SiC 晶须与

基体发生脱粘和拔出（图 9（a）），使得裂纹尖端应

力松弛，减缓了裂纹的扩展；同时基体中晶须的桥

连现象（图 9（b））使扩展区域中裂纹表面产生一个

压应力，与外加拉应力相互抵消，阻碍裂纹扩展，进

一步提高复合材料基体的强度；并且裂纹在扩展过

程中一般较难穿过晶须，更容易绕过晶须并尽量沿

晶须表面扩展（图 9（c）），即发生了裂纹偏转，这种

偏转作用可以降低裂纹扩展时的拉应力，延长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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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ample 2 和 Sample 3 的载荷-位移曲线

Fig. 8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Sample 2 and Samp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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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消耗更多的能量，从而使得复合材料的力学

性能明显改善[20-22]。 

3    结论

（1）采用先驱体浸渍裂解工艺（PIP）制备了两

种界面层厚度的 SiCf（PyC）/SiC 复合材料，PyC 界

面层厚度为 230 nm 时，复合材料断口具有更加明

显的 SiC 纤维拔出，强度更高。

（2）以含热解碳（PyC）界面（厚度约 230 nm）

的 SiC 纤维二维织物为增强体，采用 PIP 工艺制备

SiCf/SiC 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和断裂韧

度分别为 192.3 MPa、446.9 MPa 和 11.4 MPa•m1/2。

（3）在复合材料基体中引入 SiC 晶须后，当复

合材料受载产生扩展裂纹时，由于 SiC 晶须的拔

出、桥连及裂纹偏转等增韧机制增加了裂纹在基体

中传递时的能量消耗。因此晶须增强复合材料的

断裂韧度和弯曲强度相比未增强复合材料分别提

高了 22.9%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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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SiC whisker reinforced SiCf/SiC composites fabricated by 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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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f/SiC  composites  with  the  polycarbosilane  and  silicon  carbide  fiber  of  different  pyrolytic  carbon  (PyC)  interphase

thicknesses as the reinforcement phase were fabricated by a polymer impregnation and pyrolysis (PIP) method. And SiC whisker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SiCf/SiC composites to further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Cf/SiC

composites have outstanding tensile strength, fracture toughness and flexural strength of 192.3 MPa, 446.9 MPa and 11.4 MPa•m1/2,,

when the PyC interphase thickness is about 230 nm.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SiC whisker, into the SiCf/SiC composite matrix, the

toughening mechanisms such as whisker pull-out, whisker bridging and crack deflection increas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hen the

crack is transferred in the matrix, and the fracture toughness and bending strength of the composite are increased by 22.9% and 9.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silicon carbide；composite；SiC whisker；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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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2SiO5 纳米粉体的并流化学共沉淀法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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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Gd2O3 和正硅酸乙酯（TEOS）为原材料，采用并流化学共沉淀法合成 Gd2SiO5 粉体材料。研究 Gd2SiO5 前

驱体的热响应特征、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和微观形貌，并对 Gd2SiO5 粉体的合成机理进行初步探讨。结果表

明：前驱体的低 Gd/Si 摩尔比和反应体系的高 pH 值会导致 Gd2SiO5 粉体生成 Gd9.33（SiO4）6O2 杂质相，相反则会导

致生成 Gd2O3 杂质相。当 Gd/Si 摩尔比为 20∶11、pH 值为 9～10、合成温度为 1000～1300 ℃ 时，合成的粉体纯度

较 高 ，Gd2SiO5 颗 粒 呈 不 规 则 形 貌 特 征 ， 平 均 粒 度 为 100～ 200  nm。Gd2SiO5 合 成 过 程 中 ， 前 驱 体 以 一 种

—[Si—O—Gd]—网络结构存在，在煅烧过程中逐渐转化为 Gd2SiO5 晶体以及 Gd9.33（SiO4）6O2 和 Gd2O3 杂相。

关键词：Gd2SiO5 粉体；并流共沉淀法；Gd/Si 摩尔比；反应体系 pH 值；合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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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复合材料（SiCf/SiC）具

有低密度、高比强、高比模、耐高温等优点，作为航

空发动机热端部件不仅可减少冷却需求、改进热结

构部件的耐久性，还可减轻发动机质量、提高航空

发动机推力和效率，已成为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高

温热材料的发展方向[1-2]。然而，在航空发动机应用

环境下，SiCf/SiC 复合材料存在易受水氧腐蚀及

CMAS（CaO-MgO-Al2O3-SiO2）腐蚀问题，致使材料

表面稳定性及性能急剧恶化[3-5]。目前最有效的途

径是在 SiCf/SiC 复合材料构件表面制备环境障涂

层（environmental barrier coatings，EBC）来提高材料

及部件的环境稳定性[6]。

EBC 涂层主要用来抵御航空发动机燃气环境

对 SiCf/SiC 复合材料构件的腐蚀，同时兼具阻断和

愈合裂纹、孔隙的作用，是确保 SiCf/SiC 复合材料

构件长时稳定服役的关键[7]。稀土硅酸盐具有高熔

点（ > 1800 ℃）、极低的高温氧渗透率、低热导率、

低热膨胀系数、低的硅活度、低模量、低饱和蒸气

压以及优良的高温化学稳定性、抗水氧腐蚀性能和

抗 CMAS 腐蚀性能，且在高速燃气环境中具有较

低的挥发率，是新一代 EBC 涂层体系的首选材料，

也是未来高性能 EBC 涂层发展的重要方向[8-9]。稀

土硅酸盐包括稀土单硅酸盐（RE2SiO5）和稀土焦硅

酸盐（RE2Si2O7）两类。在稀土单硅酸盐中，RE 原

子半径较大时（RE = La、Ce、Pr、Nd、Pm、Sm、Eu、

Gd）易形成低温相结构（X1-RE2SiO5）；RE 原子半

径较小时（RE = Dy、Ho、Er、Sc、Tm、Yb、Lu），稀土

单硅酸盐则易形成高温相结构（X2-RE2SiO5）
[10-11]。

稀土单硅酸盐中，Gd2SiO5 熔点高达 1950 ℃，且因

具有独特的半满带核外电子分布，仅以 X1 相单硅

酸盐结构存在，拥有良好的高温结构稳定性 [12]。

另外，在 1400 ℃ 水氧耦合环境下，Gd2SiO5 表现出

优异的抗腐蚀性能[11]。李其连等[13] 利用真空等离

子喷涂制备了以 Gd2O3 掺杂 Si 为底层、Gd2SiO5 为

中间层、Yb2SiO5 为面层的 EBC 涂层，该涂层表现

出良好的相稳定性和抗热震性能，且层间结合良

好。因此，Gd2SiO5 作为 EBC 涂层材料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对于 EBC 涂层的制备和综合性能而言，稀土

硅酸盐材料的纯度、粒度、形貌等特征极其关键[14]，

且主要取决于粉体材料的制备方法。目前，Gd2SiO5

粉体大多采用固相反应法合成[15-16]。Nasiri 等[17] 采

用固相法制备了 Gd2SiO5 粉末，该材料在 927 ℃ 的

热导率仅为 1.6 W•m–1•K–1，且随温度升高并未明显

增加，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王楠等[18] 以 Gd2O3、

SiO2 为原材料，采用固相法制备了 Gd2SiO5 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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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350 ℃ 煅烧合成的 Gd2SiO5 粉体中明显含

有 Gd2Si2O7、Gd2O3 和 SiO2 等 杂 质 相 ， 且 同 时 伴

有微量非晶相存在。后来通过提高烧结温度至

1500 ℃ 才获得相对较纯的 Gd2SiO5 粉体。Gd2O3

和 SiO2 均为高熔点物质，在 1500 ℃ 的高温条件下

仍会以固态形式存在，通常会采用添加助溶剂的方

式来促进反应[19]。固相法制备硅酸盐粉体虽然工

艺成熟，但制备过程易引入杂质，且存在所得粉体

颗粒较大、粒径控制困难、粉体内部元素分布均匀

性较差等问题[20]。化学共沉淀法制备粉体材料可

实现原料分子、原子级的混合，易于获得成分均匀

的超细粉体，且具有设备简易、工艺简单可控、粉

体材料纯度高、合成温度低等优势。中南大学在原

有传统化学共沉淀方法的基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

并流共沉淀法[21-22]，并成功合成了 DySZ 和 Yb2SiO5

纳米粉体材料。本研究便是采用并流共沉淀法制

备 Gd2SiO5 粉体材料，系统研究 Gd/Si 摩尔比、煅

烧温度、反应体系 pH 等参数对 Gd2SiO5 粉体材料

物相组成与微观形貌的影响，初步探讨 Gd2SiO5 粉

体材料的合成机理。 

1    实验材料及方法
 

1.1    原材料

氧化钆（Gd2O3，99.99%（质量分数， 下同）），湖

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盐酸（HCl，36%～38%），

国 药 集 团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司 ； 正 硅 酸 乙 酯

（C8H20O4Si，TEOS，SiO2 含量 ≥ 28.0%），西陇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无水乙醇（C2H5OH，≥ 99.7%），天

津市恒兴化学试剂制造有限公司；氨水（NH3•H2O，

25%～28%），湖南汇虹试剂有限公司。 

1.2    材料制备

首先，称取一定量 Gd2O3 粉末，加入沸腾的稀

释盐酸溶液中形成 GdCl3 溶液，冷却后通过添加去

离子水调节溶液中的 Gd3+浓度至 1 mol/L，该溶液

标记为阳离子溶液 A；然后，根据设计的 Gd/Si 摩

尔比（20∶9～20∶12）量取一定体积的 TEOS，按照

TEOS∶无水乙醇∶去离子水体积比为 1∶2∶4 的比例

进行混合、搅拌，得到 TEOS 溶液，该溶液标记为阳

离子溶液 B。最后，将阳离子溶液 A 和阳离子溶

液 B 进行充分混合，得到阳离子溶液 C。此外，将

氨水和去离子水按照体积比 1∶1 进行混合得到沉

淀剂溶液 D。

在并流共沉淀过程中，首先通过在去离子水中

添加氨水来调节母液 pH 值至设定值（8～11），然

后将阳离子溶液 C 和沉淀剂溶液 D 持续加入至持

续搅拌的反应母液中。其中，阳离子溶液 C 的流动

速率保持不变，通过调整沉淀剂溶液 D 的流速将反

应环境 pH 值稳定控制在目标值。沉淀过程完成

后，继续保持搅拌 30 min 得到前驱体溶液。将得

到的沉淀溶液在室温环境下陈化 24 h、去离子水洗

涤去除溶液中的 Cl–直至 pH 值为 7、无水乙醇洗

涤、抽滤后得到前驱体湿凝胶，湿凝胶通过 110 ℃
干燥 12 h 得到 Gd2SiO5 前驱体。以酒精为球磨介

质，利用行星式球磨机以 200 r/min 的速度湿磨

2 h，85 ℃ 干燥 8 h 后得到 Gd2SiO5 前驱体粉末。

最终，将前驱体粉末放入高温炉中，在 1000～1300 ℃
空气气氛中进行煅烧，得到 Gd2SiO5 粉体材料。

Gd2SiO5 粉体制备的主要工艺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Gd2SiO5 粉体制备的主要工艺参数

Table 1    Preparation parameters of Gd2SiO5 powder

Gd∶Si
mole ratio pH

Calcination
temperature/℃ Holding time/h

20∶9 9-10 1000-1300 10

20∶10 9-10 1000-1300 10

20∶11 8-11 1000-1300 10

20∶12 9-10 1000-1300 10
 
  

1.3    测试与表征

采用 STA449C 型同步热分析仪对 Gd2SiO5 前

驱体粉末进行 TG-DSC 分析，测试范围为室温～

1200 ℃，升温速率为 10 ℃/min，空气气氛。

采用Advance-D8 型X 射线衍射仪（35 kV，35 mA，

0.15406 nm Cu 靶 Kα 射线）分析 Gd2SiO5 粉体的物

相组成，扫描速率为 8 °/min，扫描范围为 10～80 °。
采用 Tecnai  G2 F20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分析

Gd2SiO5 粉体的微观形貌和晶体结构，利用其配备

的能量色散光谱仪（EDS）分析 Gd2SiO5 粉体颗粒

内部的元素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2.1    Gd2SiO5 前驱体的热响应特征

图 1 所示为不同 Gd∶Si 摩尔比合成 Gd2SiO5

前驱体的 TG-DSC 曲线。由图 1 可以看到，不同

Gd∶Si 摩尔比合成 Gd2SiO5 前驱体的 TG-DSC 曲线

变化趋势无明显差异，说明四种前驱体在转化过程

中经历了类似的吸放热和转换过程。在室温～

200 ℃ 区间，前驱体存在 8%左右的失重，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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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前驱体粉末中物理吸附的水分子与乙醇分子

受热挥发所致[23]，在 DSC 曲线中对应明显的吸热

峰。在 200～500 ℃ 区间，前驱体的失重约为 7%，

DSC 曲线在此区间则表现为一个明显宽泛的放热

峰。这是因为，前驱体中存在一定量的烷氧基团和

碳-氢基团，两种基团之间在此温度范围内发生反

应 生 成 了 挥 发 性 气 体 ， 并 同 时 释 放 了 一 定 的 能

量[24]。在 500～900 ℃ 区间，前驱体自身质量没有

明显变化，同时未发现明显的吸放热行为。在此阶

段，前驱体内部仅发生部分碳氢基团的燃烧[25]，故

整体减重不明显。在 900～1100 ℃ 区间范围内，前

驱体的 DSC 曲线中均可见一个明显的放热峰，且

同时伴随质量的下降；而当温度大于 1100 ℃ 时，

前驱体的质量保持稳定，DSC 曲线中也未发现明显

的吸放热现象。这说明，Gd2SiO5 前驱体已经基本

完成了向 Gd2SiO5 晶体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不

同 Gd∶Si 摩尔比合成 Gd2SiO5 前驱体的晶化温度

存在明显差异。由图 1 可以看出，当 Gd：Si 摩尔比

为 20∶12、 20∶11、 20∶10 和 20∶9 时 ， 前 驱 体 向

Gd2SiO5 转化的结晶温度分别为 949.8 ℃、961.1 ℃、

1025 ℃ 和 1020.1 ℃。当Gd∶Si 摩尔比值低于 20∶10
时，Gd2SiO5 粉体的结晶温度随 Si 配比量的降低呈

现增加的趋势；而当 Gd∶Si 摩尔比高于 20∶10 时，

Gd2SiO5 粉体的结晶温度则稍有下降。总体而言，

采用并流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粉体的煅烧合成在

1000 ℃ 左右即可完成，明显低于固相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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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 Gd∶Si 摩尔比合成 Gd2SiO5 前驱体的 TG-DSC 曲线
Fig. 1    TG-DSC  curves  of  Gd2SiO5  precursors  synthesized

with different Gd∶Si molar ratios
  

2.2    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

根据 Gd2O3-SiO2 相图可知 [26]，当 Gd∶Si 计量

比在 20∶10～20∶12 之间时，室温条件下所合成化

合物是由 Gd2O3-SiO2 和 Gd2O3-2SiO2 组成的；而

当 Gd∶Si 计量比高于 20∶10 时，室温条件下所合成

化合物则是由 Gd2O3 和 Gd2O3-SiO2 组成的。图 2
所示为不同 Gd∶Si 摩尔比前驱体 1100 ℃ 煅烧产物

的 XRD 图 谱 。 从 图 2 可 看 出 ， 不 同 Gd∶Si 摩 尔

比 合 成 前 驱 体 的 煅 烧 产 物 中 均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Gd2SiO5 的衍射特征峰，对应标准 JCPDS 图卡 No.
74-1795。这说明在 1100 ℃ 煅烧条件下，Gd2SiO5

前驱体可以完成向 Gd2SiO5 晶体的转化，且与固相

法相比，并流共沉淀法明显降低了 Gd2SiO5 的合成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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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 Gd：Si 摩尔比前驱体 1100 ℃ 煅烧 10 h 合成产

物的 XRD 图谱
Fig. 2    XRD  patterns  of  Gd2SiO5  precursors  with  different

Gd：Si ratios calcined at 1100 ℃ for 10 h
 

另外，由图 2 可以明显看到，不同 Gd∶Si 摩尔

比条件制备的 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存在明显

差异。当 Gd∶Si 摩尔比为 20∶12 时，Gd2SiO5 粉体

由 Gd2SiO5 和 Gd9.33（ SiO4） 6O2（ PDF#38-0283） 组

成。当 Gd∶Si 摩尔比为 20∶11 时，所合成的 Gd2SiO5

粉体的 XRD 图谱中仅可见 Gd2SiO5 的特征峰，合

成的 Gd2SiO5 粉体纯度较高。当 Gd∶Si 摩尔比为

20∶10 和 20∶9 时，Gd2SiO5 粉体则由 Gd2SiO5 和少

量 的 Gd2O3（ PDF#76-0155） 组 成 ， 其 中 当 Gd∶Si
摩尔比为 Gd2SiO5 中 Gd/Si 化学计量比时，所制备

的 Gd2SiO5 粉体中生成了少量的 Gd2O3 相。这是

因为，一方面 Gd2SiO5 粉体合成原料中 TEOS 中的

SiO2 含量难以精确测量，另一方面与粉体材料合成

过程中 Si 的损失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 Gd∶Si
摩尔比为 20∶12 时，所合成的 Gd2SiO5 粉体中生成了

稳定的 Gd9.33（SiO4）6O2 相。相关研究表明[27]：Gd9.33
（SiO4）6O2 相是一种具有磷灰石结构，处于 Gd2SiO5

与 Gd2Si2O7 之间的中间态物质。尽管与单斜相

Gd2SiO5 所 属 空 间 群 不 同 ， 但 Gd9.33（SiO4） 6O2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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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2SiO5 晶体结构中均是由 [SiO4] 四面体与 [GdOx]
多面体组成，其中 Gd 在晶体结构中都具有 7 氧配

位和 9 氧配位两种配位结构。吴瑞芬等[28] 将 Gd2O3

与 SiO2 按照摩尔比为 10∶12、9∶12 和 8.67∶12 进行

混合，采用固相法煅烧制备了 Gd10-x（SiO4）6O3-1.5x

（x = 0，1，1.33）陶瓷材料。另外，Yokota 等 [27] 以

Gd（NO3）3 和 TEOS 为原材料，采用化学共沉淀法

在 1300 ℃ 合成了 Ce 改性 Gd2SiO5 材料，在 Gd∶Si
摩尔比偏低的条件下含有少量的 Gd9.33（SiO4）6O2；

并且在同样的烧结温度下通过调控 Gd：Si 摩尔比

成功制备了较纯的 Gd9.33（SiO4）6O2 材料。此外，

由图 2 还可以看到，随着合成前驱体中 Gd∶Si 摩尔

比的降低，所合成粉体材料中 Gd2SiO5 衍射特征峰

的峰强逐渐增加，半高宽减小，这说明前驱体中的

富 Si 环境有助于促进 Gd2SiO5 晶体的形成，这与

Gd2SiO5 前驱体的 TG-DSC 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图 3 所示为不同 Gd∶Si 摩尔比前驱体 1100～

1300 ℃ 煅烧产物的 XRD 图谱。由图 3 可知，在不

同 Gd∶Si 摩尔比条件下，前驱体在 1000～1300 ℃
煅烧范围内合成 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没有差

异。说明煅烧温度对并流共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没有明显的影响。另外，由图 3 可

以发现，在所得Gd2SiO5 粉体材料中，Gd2SiO5、Gd2O3、

Gd9.33（SiO4）6O2 三种物相在 1000 ℃ 时就已开始结

晶形成，且随着煅烧温度的提高，并未发现上述物

相衍射峰的消失和相对强度的变化，这说明上述物

相一旦生成便会以一种稳定的结构形式存在。翟

志学 [29] 研究表明：Gd9.33（SiO4） 6O2 和 Gd2SiO5 都

具有极高的高温相稳定性，材料合成过程中均无法

通过改变烧结条件来去除主相中的第二相。此外

由图 3 可以看到，随着煅烧温度的升高，Gd2SiO5 衍

射峰的强度增加、峰形更加尖锐，Gd2SiO5 粉体的

结晶性可以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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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 Gd∶Si 摩尔比前驱体 1100～1300 ℃ 煅烧产物的 XRD 图谱　（a）Gd∶Si=20∶9；（b）Gd∶Si=20∶10；（c）Gd∶Si=
20∶11；（d）Gd∶Si=20∶12

Fig. 3    XRD patterns  of  Gd2SiO5 precursors  with  different  Gd∶Si  ratios  calcined  at 1100～1300 ℃  for  10  h　（a）Gd∶Si=20∶9；
（b）Gd∶Si=20∶10；（c）Gd∶Si=20∶11；（d）Gd∶Si=20∶12

 

本研究采用并流共沉淀法在 1000 ℃ 合成具有

成分稳定特征的 Gd2SiO5 粉体，这说明与固相法合

成 Gd2SiO5 粉体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在并流共

沉 淀 法 合 成 Gd2SiO5 粉 体 的 过 程 中 ， Gd2SiO5

前驱体在煅烧过程中是从具有无定形态特征的复

合盐沉淀直接转化形成 Gd2SiO5 和 Gd9.33（SiO4）6

O2，并未通过 Gd2O3 和 SiO2 作为中间产物。

在采用并流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粉体

的过程中，反应体系的 pH 值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30]。本研究通过溶度积计算得到了 Gd3+沉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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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 pH 值，溶度积的计算如（1）～（4）所示。

AnBm = nAm++mBn− (1)

Ksp(AnBm) = c(Am+)n× c(Bn−)m (2)

c(OH−) = [Ksp(Gd(OH)3/c(Gd3+)]
1
3 (3)

pH = 14+ lg(c(OH−)) (4)

式中：c 代表溶解平衡时的物质浓度；Ksp 代表难溶

物的溶度积。根据稀土氢氧化物的稳定性表可知，

Gd（OH）3 的溶度积为 2.1 × 10–22，由溶度积公式计

算可以计算出 Gd3+在 pH 值为 6.2 以上便开始产生

沉淀。本研究以 Gd∶Si 摩尔比为 20∶11 配制原料，

在反应体系 pH 值为 8～9、9～10、10～11 合成了

Gd2SiO5 前 驱 体 ， 并 在 1300 ℃ 煅 烧 10  h 制 备 了

Gd2SiO5 粉体。图 4 所示为不同反应体系 pH 值条

件下合成 Gd2SiO5 粉体的 XRD 图谱。由图 4 可以

看到，在反应体系 pH 为 8～11 范围内，所制备粉体

的 XRD 图谱中均出现了高而尖锐的 Gd2SiO5 衍射

特征峰，这说明在该 pH 范围内合成的 Gd2SiO5 前

驱体均可完全转化成 Gd2SiO5。然而，当反应体系

pH 值为 8～9 时，所得 Gd2SiO5 粉体中含有少量的

Gd2O3 杂质；而当 pH 值为 10～11 时，Gd2SiO5 粉

体则出现了 Gd9.33（SiO4）6O2 相。对不同反应体系

pH 值合成 Gd2SiO5 粉体的 XRD 分析表明：并流共

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的过程中，反应体系 pH 值对

粉体材料的物相组成具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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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反应体系 pH 值条件下合成 Gd2SiO5 粉体的 XRD

图谱
Fig. 4    XRD  patterns  of  Gd2SiO5  synthesized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
 

在采用并流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粉体

的过程中，反应体系 pH 值的升高可使得反应溶液

中的 OH–浓度增加，增强 TEOS 水解产物—[Si—
O—Si]—网络结构缩聚程度以及 Si 的活性 [31]，使

得 Si 更容易被 Gd3+所取代而形成—[Si—O—Gd]—
网络结构。由前面分析可知，在采用并流共沉淀法

合成 Gd2SiO5 粉体的过程中，原料 Gd∶Si 摩尔比对

所制备粉体材料的物相组成具有明显影响，且合成

过程中存在含 Si 组元的损失。因此，可以推断，当

反 应 体 系 pH 值 相 对 较 高 时 ， 前 驱 体 中—[Si—
O—Gd]—缩聚程度较高，易形成更大的网络结构

单元，含 Si 组元的损失较少，因此煅烧生成的产物

中含有少量 Gd9.33（SiO4）6O2；而当反应体系 pH 值

偏低时，前驱体中—[Si—O—Gd]—缩聚程度偏低，

含 Si 组 元 的 损 失 相 对 较 多 ， 从 而 导 致 合 成 的

Gd2SiO5 粉体中会有 Gd2O3 存在。Gd2SiO5 粉体合

成过程中损失的含 Si 组元可能是相对分子量更

小、沉淀结构更加细微的—[Si—O—Si]—悬浮胶

体。反应体系 pH 的升高不仅影响 Gd2SiO5 粉体材

料的物相组成，还可改变沉淀胶体的 Zeta 电位，增

加颗粒之间的排斥力，增加前驱物的分散程度[30]。

但是，反应体系 pH 值过高会延长沉淀洗涤时间，且

可促进粒子加速形核，增加颗粒间的碰撞机率，也

会 导 致 粉 体 团 聚 [32]。 因 此 ， 反 应 体 系 pH 值 对

Gd2SiO5 粉体材料的物相组成和分散性均具有重要

的 影 响 ， 反 应 体 系 pH 值 的 合 理 选 择 对 于 合 成

Gd2SiO5 至关重要。 

2.3    Gd2SiO5 粉体的微观形貌

图 5 所示为 Gd∶Si 摩尔比为 20∶11 的前驱体

在 1000～1200 ℃ 煅烧 10 h 制备 Gd2SiO5 粉体材料

的 TEM 图片。由图 5 可以看到，在 1000～1200 ℃
合 成 温 度 下 ，Gd2SiO5 粉 体 的 粒 径 范 围 在 100～
200 nm 之间，为纳米级粉体。所得 Gd2SiO5 颗粒形

貌呈不规则状特征。另外可以看到，随着合成温度

的升高，Gd2SiO5 颗粒的平均粒径明显增加。当合

成温度较低时（1000 ℃），Gd2SiO5 颗粒结晶度偏

低，平均粒径较小，且粉体颗粒之间伴随轻微的团

聚现象。这是因为 Gd2SiO5 颗粒粒径很小时，粉体

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颗粒间的静电吸引力、

毛细管力等作用较大，容易产生团聚[33]。而随着煅

烧温度的升高，Gd2SiO5 颗粒结晶度增加，晶粒尺寸

进一步长大，粉体颗粒间可通过烧结而产生团聚。

另一方面，高温合成的 Gd2SiO5 颗粒表面具有相对

较高的表面能，纳米颗粒之间通过相互靠拢降低系

统自由焓也是导致颗粒团聚的重要原因[34-35]。

为进一步了解 Gd2SiO5 颗粒的微观形貌特征

及单颗粒内部元素分布情况，本研究对在 1300 ℃
煅烧 10 h 合成的 Gd2SiO5 颗粒进行了 TEM 观察和

元素分布表征。图 6 所示为单一 Gd2SiO5 颗粒的

形貌、高分辨图以及元素分布图。由图 6 可以看

到，该 Gd2SiO5 颗粒呈现类球形的形貌特征，其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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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尺寸约为 200 nm（图 6（a））。图 6（b）所示为

Gd2SiO5 颗粒的高分辨图片。可以看到，Gd2SiO5

晶粒内部的晶格条纹清晰，无明显晶格缺陷，晶

体中晶面间距（0.31 nm）对应 Gd2SiO5 晶体中的

（021）晶面。图 6（c）～（f）所示为 Gd2SiO5 晶粒内

部 Gd、O 和 Si 元素的分布图。可以看到，Gd2SiO5

晶粒主要由 Gd、O、Si 三种元素组成，且 Gd2SiO5

各组成元素在晶粒内部的分布较为均匀。

 

0.31 nm0.31 nm

GdLGdL

GdMGdM OKOK SiKSiK

100 nm100 nm

100 nm100 nm 100 nm100 nm 100 nm100 nm

100 nm100 nm

(a) (b) (c)

(d) (e) (f)

 

图 6    Gd2SiO5 颗粒的微观形貌、高分辨图和元素分布图　（a）微观形貌；（b）高分辨图；（c）GdL 分布图；（d）GdM 分布图；
（e）OK 分布图；（f）SiK 分布图

Fig. 6    Morphology， HRTEM  image  and  element  distribution  of  Gd2SiO5  particle　 （ a） morphology； （ b） HRTEM  image；
（c）GdL；（d）GdM；（e）OK；（f）SiK

 
 

2.4    Gd2SiO5 粉体的合成机理

采用并流共沉淀法合成 Gd2SiO5 粉体不同于

固 相 反 应 法 ，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物 理 和 化 学 过 程 。

WU 等[22] 采用并流共沉淀法合成了 Yb2SiO5 粉体，

并对其合成机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研究在前

期工作基础上同样对并流共沉淀法制备 Gd2SiO5

粉体的合成机理进行了探讨。

在本研究中，采用并流共沉淀法合成 Gd2SiO5

粉体的过程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的：首先，

Gd2O3 通过与 HCl 反应生成 GdCl3 溶液，如式（5）

所示。同时，TEOS 在含有酒精和水的混合溶液中

发生水解缩聚生成富含—C2H5 和—OH 基团的—

[Si—O—Si]—网络结构，其形成过程如式（6）所示。

Gd2O3+HCl→ GdCl3+H2O (5)

Si(OC2H5)4+H2O→— [Si—O—Si]—+C2H5OH (6)

0.5 μm0.5 μm 0.5 μm0.5 μm 0.5 μm0.5 μm

(a) (b) (c)

 

图 5    不同温度合成 Gd2SiO5 粉体的 TEM 图 　（a）1000 ℃；（b）1100 ℃；（c）1200 ℃

Fig. 5    TEM diagram of Gd2SiO5 synthesiz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a）1000 ℃；（b）1100 ℃；（c）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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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将上述两种溶液进行混合搅拌时，

TEOS 在酸性环境下的水解速率加快，同时 Gd3+可
被吸附在—[Si—O—Si]—网络结构中形成复杂的

结构。而在后续的沉淀过程中，提供了加快水解缩

合反应的碱性环境，—[Si—O—Si]—结构中的部

分 Si 便可被临近的 Gd3+所替代形成具有网络结构

特征的—[Si—O—Gd]—，如式（7）所示。

— [Si—O—Si]—+Gd3+→— [Si—O—Gd]— (7)

最 后 在 前 驱 体 的 烧 结 过 程 中 ，—[Si—O—
Gd]—结构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而最终转化

成 Gd2SiO5（ 式 （ 8） ） 。 在 Gd2SiO5 前 驱 体 中 的

—[Si—O—Gd]—网络结构中，当 Gd∶Si 摩尔比低

于 Gd2SiO5 的化学计量比时，在 Gd2SiO5 结晶形成

的同时，前驱体部分富 Si 区域会形成 Gd9.33（SiO4）6
O2 相（见公式 8）；而当前驱体—[Si—O—Gd]—网

络结构中的 Gd∶Si 摩尔比高于 Gd2SiO5 的化学计

量比时，过量的 Gd3+便会与氧发生反应生成 Gd2O3

（见式（9））。

— [Si—O—Gd]—→ Gd2SiO5 (8)

— [Si—O—Gd]—→ Gd2SiO5+Gd9.33(SiO4)6O2 (9)

— [Si—O—Gd]—→ Gd2SiO5+Gd2O3 (10)
 

3    结论

（1）共沉淀法合成 Gd2SiO5 粉体的过程中，前

驱体中 Gd/Si 摩尔比对 Gd2SiO5 粉体的物相组成具

有明显影响。Gd∶Si 摩尔比偏低时易生成 Gd9.33
（SiO4）6O2 杂相；而 Gd∶Si 摩尔比偏高时则易生成

Gd2O3 杂相。

（2）合成温度的升高对材料的物相组成没有明

显 影 响 ， 但 Gd2SiO5 晶 粒 结 晶 度 可 得 到 改 善 。

pH 值的变化可明显改变影响—[Si—O—Si]—网络

结构缩聚程度以及 Si 的活性，进而影响 Gd2SiO5 粉

体的物相组成。

（3）Gd2SiO5 粉体材料平均粒径为 100～200 nm，

粉体颗粒呈不规则形貌特征，单一颗粒内部元素分

布均匀。

（4）在 Gd2SiO5 的合成过程中，首先形成具有

—[Si—O—Gd]—网络结构特征的前驱体，然后在

煅烧过程中逐渐转化为 Gd2SiO5 晶体以及 Gd9.33
（SiO4）6O2 和 Gd2O3 杂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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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nano-sized Gd2SiO5 powder was synthesized by a cocurrent chemical co-precipitation method with Gd2O3

and TEOS as raw materials. The thermal behavior of precursor, phase composition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obtained powder were

investigated,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was also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wer Gd：Si molar ratio in precursor and higher pH

value  in  reaction  system  can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Gd9.33(SiO4)6O2  phase.  On  the  contrary,  Gd2O3  impurity  is  formed  in  the

obtained Gd2SiO5 powder.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vely pure Gd2SiO5 powder can be synthesized at 1000-1300 ℃ with Gd/Si molar

ratio as 20：11 and pH value in the range of 9-10. The obtained powder inhibits irregular morphology with average grain size of

100-200  nm.  During  the  synthesis  process,  the  precursor  is  generated  in  the  form  of  —[Si—O—Gd]—  network,  and  then

translated to Gd2SiO5 grains, as well as Gd9.33(SiO4)6O2 and Gd2O3 impurities.

Key words:   Gd2SiO5 powder；cocurrent co-precipitation；Gd/Si molar ratio；pH value；synthesis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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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松香酸酐的生物质环氧树脂
体系流变特性

张旭锋,    黎迪辉,    齐    僖,    仝建峰,    益小苏
*

（中航复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绿色复合材料工程实验室 ，北京 101300）

摘要：黏度是热固性树脂基体加工成型中主要的流变学参数。采用锥板旋转黏度计分别检测树脂体系在动态和稳

态下的黏度-温度曲线和黏度-时间曲线，并根据优化改进的六参数双 Arrhenius 方程研究基于松香酸酐的生物质树

脂体系的流变特性，分别由黏度相对方程的指数形式和对数形式拟合获得反应速率常数 K 和指前因数 A，建立两

种黏度模型。由对数形式拟合获得的黏度模型与实验测试值的吻合程度要优于用指数型关系式获得的黏度模型。

流变模型揭示了生物质树脂体系在不同工艺条件（T，t）下的黏度变化规律，为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工艺参数的优化

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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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基复合材料主要由树脂和增强纤维组成，

基体树脂是复合材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复合

材料的耐热性、湿热性能、耐化学性、疲劳性能和

工艺性能主要由树脂基体的性能决定，树脂基体的

发展水平是先进复合材料研究与应用水平高低的

重要标志[1]。目前，普遍应用的热固性树脂如环氧

树脂、不饱和聚酯、酚醛树脂、聚酰亚胺和双马来

酰亚胺等都以石油化工产品为原料。随着石油资

源的减少，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再生

资源为原料的环境友好性树脂基体的研究和开发

成为研究的热点[2]。本研究采用松香酸酐开发生物

质环氧树脂基体并对其流变性能进行数值模拟研

究。在欧洲地平线 H2020 项目中将该树脂用于飞

机内饰及次承力展示样件的加工制造。采用可循

环、天然的资源研制材料并应用于飞机制造，对发

展绿色航空、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3-5]。

热固性树脂因化学反应影响其结构和性能，这

种结构上的变化将大大影响材料的黏弹行为，称为

化学流变学[6]。对于伴有化学反应的聚合物成型，

其流变行为的显著特点是体系黏度变化不仅是温

度和剪切速率的函数，而且与成型加工中发生的固

化反应程度密切相关。黏度是树脂基体一个很重

要的性能指标，是树脂基体配方设计和工艺设计时

需考虑的重要因素[7-8]。本研究应用锥板旋转黏度

计检测树脂体系在动态和稳态下的黏度，并根据六

参数双 Arrhenius 方程建立树脂体系的流变模型，

可提供树脂体系在不同加工温度不同时间状态下

的流变状态，准确揭示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树脂的

流动特性，为生物质树脂加工中合理制定工艺、保

证产品质量和实现工艺参数的全局优化提供必要

的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及制备

E-51 环氧树脂（双酚 A 二缩水甘油醚环氧），

南亚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环氧当量为 187.3 g/eq，

25 ℃ 时的黏度为 13.6 Pa•s；固体酚醛环氧，橘红色

块状物，蓝星化工无锡树脂厂；固化剂，松香酸酐

RAM（自制），纯度 > 98 %，白色粉末，酸值 133 g/mol；
促进剂：二氨基咪唑络合物（自制 MZY）。 

1.2    生物质环氧树脂体系的制备

树脂∶固化剂（RAM）∶促进剂（MZY）三种成分

质量比为 100∶60∶4，其中树脂由液体环氧与固体酚

醛环氧按质量比 1∶1 配置而成。先将液体环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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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环氧在烧杯中由油浴加热至 85 ℃ 熔融搅拌均

匀，然后加入松香酸酐混合搅拌约 30 min，待温度

降至 70 ℃ 后再加入促进剂搅拌 5 min，将混合树脂

用三辊机研磨 3～5 遍后密闭保存待用[9]。 

1.3    实验仪器

差 示 扫 描 量 热 仪 ， 型 号 NETZSCH  DSC214；

CT-Ⅱ型凝胶时间测定仪，温度范围：室温～300
℃，温度控制精度 ± 5 ℃；黏度计为 CAP2000+型数

显锥板黏度计。 

1.4    测试方法 

1.4.1    非等温条件下树脂黏度-温度曲线测试

锥板流变仪测试黏度-温度曲线，测量温度范

围为 50～160 ℃，升温速率为 1 ℃/min，选用 6 号

转子，转速设定为 300 r/min，剪切速率 1000 s–1，在

测定温度下恒温 30 s 并读取黏度数值。稳态剪切

模式下，测试和记录树脂体系黏度随温度的变化

关系。 

1.4.2    等温条件下树脂黏度-时间曲线测试

由黏度-温度流变测试结果，同时兼顾实际固

化工艺步骤，选取 70 ℃、80 ℃、90 ℃、100 ℃、110 ℃、

120 ℃、130 ℃、140 ℃ 等温度点进行恒定温度下的

黏度-时间曲线测试。将温度升至设定温度恒温

5  min 后 开 始 测 试 ， 选 用 6 号 转 子 ， 转 速 设 定 为

300 r/min，剪切速率 1000 s–1，每 10 s 读取一个数

据，测试和记录树脂体系黏度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当黏度明显增加时停止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1    非等温条件下树脂体系黏度-温度关系

流变学中黏度测试及黏度-温度、黏度-时间关

系曲线是流变模型建立的基础。图 1 为锥板流变

仪测试黏度-温度曲线，升温速率为 1 ℃/min，在测

定温度下恒温 30 s 后读取黏度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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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质树脂黏度-温度曲线

Fig. 1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 of bio-based resin

由图 1 可见，树脂体系的黏度-温度变化基本

分为三个阶段[10]。第一阶段，温度升至 70 ℃ 时的

区域内，树脂体系黏度开始明显下降。在这一阶段

主要是物理变化，即树脂在温度升高的过程中，外

界热能与流动活化能的比值越来越大，体系内的分

子无规则热运动加剧，链段柔顺性和自由体积增

加，在剪应力的作用下，大分子链更易于打破相互

间的几何缠结和物理交联作用（范德华力），沿着流

动方向取向排列，取向后大分子链之间的相对流动

阻力变小，链段的活动能力和迁移能力因热活化而

越来越大，因而树脂黏度越来越低。

第二阶段，在 70～140 ℃ 范围内，树脂体系黏

度相对稳定。黏度降低的速度趋于缓慢，黏度最低

降至 800 mPa•s，随即进入一个较低恒定的范围。

这一阶段化学反应产生的黏度增大值不足以和热

活化产生的黏度降低相匹配，始终存在着以上两种

变化即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竞争，从而保持体系

黏度基本不变。

第三阶段，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当温度大于

140 ℃，体系黏度开始明显上升。表明在此温度下

生物质树脂体系固化交联反应急剧加速，大分子链

之间通过化学交联点形成牢固的三维网状结构，致

使体系黏度随着温度上升亦呈指数型增长。由生

物质树脂体系DSC 曲线可知，当升温速率为 5 ℃/min
时，在 145 ℃ 附近有一个尖锐的反应放热峰也说明

此时固化交联反应剧烈，由反应机理可知该放热峰

主要是由于酸酐基团和环氧基反应产生的放热峰，

最终导致黏度急速增加。 

2.2    等温条件下树脂黏度-时间特性

根据黏温曲线测试的结果，初步确定化学流变

研究的温度范围为 70～140 ℃，选取 70 ℃、80 ℃、

90 ℃、100 ℃、110 ℃、120 ℃、130 ℃、140 ℃ 等温

度点进行恒定温度下的黏度测试。

图 2 为生物基环氧体系在选定的恒温下的黏

度-时间曲线，其中图 2（a）中横坐标采用对数坐标，

在不同温度下的凝胶化过程更加明显。由图 2 可

以看出，在恒温条件下，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树脂

的黏度均升高，只是黏度保持相对恒定或黏度上升

的快慢趋势有所不同；树脂在热作用下活性官能团

发生交联反应，温度越高，树脂分子的支化交联反

应速率也越大，黏度升高也越快。随着时间的延

长，当树脂的固化反应进行到一定程度，分子链会

较快地增长并发生交联，形成三维网状结构，此时

便出现了凝胶现象[11]。一般认为黏度急剧上升，则

树脂已经跃过凝胶点而发生了凝胶。在恒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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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零时刻，温度越高，黏度越低，此时影响黏度的

主要因素是外界能量对链段的热活化，但由于树脂在

升温过程中总是伴随一定的热历史，再加上仪器加热

及传热等各方面因素的原因，一般很难检测到真正意

义上的零切黏度。本实验中采用锥板旋转黏度计，

黏度测试样品约 2 g，仪器升温速率 1～2 ℃/s，因此

可有效降低恒温黏度测试过程中加热历史对树脂零

时刻黏度的影响，可提高后续曲线拟合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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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温度下树脂黏度-时间曲线　（a）时间取对数坐标；（b）时间普通坐标

Fig. 2    Viscosity-time curves  of  bio-based resi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 logarithmic  coordinates  of  time；（b）ordinary co-
ordinates of time

 
 

2.3    六参数化学流变学模型建立

等温固化条件下，通常采用基于 Flory 凝胶理

论和 Stockmayer 支化理论的四参数经验模型，所谓

的四参数双 Arrhenius 黏度模型为[12] 式（1）：

lnη(T, t) = lnη∞+
∆Eη
RT
+ t×K∝ exp

(
− ∆Ea

RT

)
(1)

该模型能很好地描述等温或非等温过程的热

固性树脂在凝胶化以前的黏度变化，当接近凝胶点

或超过凝胶点以后，树脂体系黏度增大，此模型对

黏度的预测误差很大，同时该模型不能预测温度升

高对树脂体系黏度增加的影响。为了能很好的预

测树脂体系整个凝胶化过程中的黏度变化，同时考

虑温度变化对树脂体系黏度增加的影响，益小苏

等[13] 在参考了 Arrhenius 方程的前提下，在原方程

前面加一个与温度相关的指前因子 A。对于本研

究的生物质树脂体系，由于酸酐结构与环氧基团间

的交联反应随温度升高反应速率快速增加，尤其在

温度大于 120 ℃ 时反应加速，表现为黏度急剧增

加。因此为了模拟温度变化对树脂体系黏度增加

的影响，在四参数模型中增加随温度变化的指前因

子很有必要，完善后模型中相对黏度方程改写为

式（2）：
ηt

η0
= Aexp (Kt) (2)

指前因子 A 定义为式（3）：

A = k1 exp(k2T ) (3)

式中：k1 和 k2 为模型参数。在等温固化过程中，A

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量，因而对式（2）两边取对数

便可得（ηt/η0）与 t 的线性关系式（4）：

ln
(
ηt

η0

)
= lnA+Kt (4)

通过斜率和截距计算可以分别求出反速率常

数 K 和 A。分别对不同温度下的初始黏度 η0 和反

应速率常数对（1/T）进行线性回归，便可以由直线

的斜率和截距计算参数 Eη、η∞、Ea 和 K∞，而对不同

温度下的 A 对 T 进行线性回归，便可以得到 k1 和

k2， 而 由 这 些 参 数 就 可 以 完 成 新 的 六 参 数 双

Arrhenius 模型式（5）～（8）：

lnη0 = lnη∞+
Eη
RT

(5)

lnK = lnK∞−
Ea

RT
(6)

lnA = lnk1+ k2T (7)

ln(T, t) = lnk1+ k2T + lnη∞+
∆Eη
RT
+ t×K∝ exp

(
− ∆Ea

RT

)
(8)

根据六参数模型的理论，要得到完整的化学流

变模型，需要先通过三次线性拟合获得六个关键性

的参数 Eη、η∞、Ea、K∞、k1 和 k2，因而这三次拟合便

成为获得模型的关键步骤。 

2.3.1    拟合初始黏度 η0
将黏度温度曲线中所得的初始黏度 η0 取对数

并对（1/T）作图得到散点图，并用式（5）作线性拟合

（图 3 所示）。可以看到线性关系良好（R=0.9732），

由此便可以得到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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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η0 = −19.576+
7174.76

T
(9)

通 过 数 学 计 算 可 以 得 到 流 动 活 化 能   Eη=
59.62 kJ/mol。式（9）通过数学变换便可以得到初

始黏度 η0 的表达式（10），由该式获得 η∞= 3.149×
10–9 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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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初始黏度 η0 的拟合

Fig. 3    Fitting of initial viscosity η0
 

η0 (T ) = 3.149×10−9 exp
(

7174.96
T

)
(10)

 

2.3.2    反应速率常数 K 和指前因子 A 的拟合

由不同恒定温度下的黏度-时间曲线，计算每

一温度下的相对黏度，并计算对数。对所得对数值

用相对黏度方程的对数关系式（4）进行拟合，由拟

合所得直线的斜率和截距可求得指前因子和反应

速率常数，并将拟合结果列于表 1。

 
表 1    指前因子和反应速率常数拟合结果（式（4）拟合）

Table 1    Fitting values of model parameter A and reaction rate
constant K

Temperature/℃ Model parameter/A Rate constant/K R2

100 0.8154 0.00216 0.99785

110 0.6941 0.0035 0.98434

120 0.6749 0.0062 0.99296

130 0.6838 0.01131 0.98606

140 0.57756 0.01869 0.97176

 
 

将拟合得到反应速率常数和指前因子分别按

式（6）和式（7）进行拟合，拟合曲线如图 4、图 5 所

示，由曲线可得到参数 Ea、K∞、k1 和 k2。
拟合结果得出，A 拟合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RA=0.99418， K 拟 合 的 线 性 相 关 系 数 RK=0.99619，

要优于 A 的拟合结果。把拟合的结果代入式（6）、

（7）得到式（11）、（12）：

ln A = 2.54151−0.00749T (11)

ln K = 16.45709− 8448.08
T

(12)

由简单的数学变换得出 A 和 K 的数学表达式

分别为式（13）、（14）：

A = 12.69exp(−0.00749T ) (13)

K = 1.40×107 exp
(
−8448.08

T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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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指前因子 A 的线性拟合

Fig. 4    Linear fitting of pre-exponential fact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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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反应速率常数 K 的线性拟合

Fig. 5    Linear fitting of reaction rate constant K
 

计算每一恒温下的相对黏度，直接用黏度相对

方程的指数关系式（2）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列于

表 2 中。
 
表 2    指前因子和反应速率常数拟合结果（式（2）拟合）

Table 2    Fitting values of model parameter A and reaction rate
constant K

Temperature/ ℃ Model parameter/ A Rate constant/ K R2

100 0.76991 0.00221 0.99949

110 0.27717 0.00463 0.99404

120 0.46731 0.00698 0.99816

130 0.22279 0.01508 0.99343

140 0.09296 0.02897 0.9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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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拟合得到反应速率常数和指前因子分别按

（6）和式（7）进行拟合，拟合曲线如图 6、图 7 所示，

由曲线可得到参数 Ea、K∞、k1 和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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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反应速率常数 K 的线性拟合

Fig. 6    Linear fitting of reaction rate constan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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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指前因子 A 的线性拟合

Fig. 7    Linear fitting of pre-exponential factor A
 

拟合结果得出，A 拟合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

为   RA =0.88737， K  拟 合 的 线 性 相 关 系 数 RK =
0.99701 要优于 A 的拟合结果。把拟合的结果代入

式（6）、（7）得到式（15）、（16）：

ln A = 15.0520−0.0429T (15)

ln K = 21.84172− 10476.5
T

(16)

由简单的数学变换得出 A 和 K 的数学表达式

分别为式（17）、（18）：

A = 3.44×107 exp(−0.0429T ) (17)

K = 3.06×109 exp
(
−10476.5

T

)
(18)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用直线关系式（4）拟合出

的 A、K，其非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 R2（在 0.98 至
0.99 间浮动）变动稍大于用指数关系式拟合相差系

数（均在 0.99 以上）。但是，用直线关系式（4）拟合

得出的 A、K 参数值与温度的相关性较好，相关系

数 R 均在 0.99 以上。用指数关系式（2）拟合得到

参数 A 与温度的相关系数仅为 0.88737。 

2.3.3    黏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将上述用两种关系式拟合获得的参数 Eη、η∞、

Ea、K∞、k1 和 k2 分别代入式（8）中，并经过必要的数

学合并和化简便可以得到黏度-温度-时间的关系式

（19）、（20）。

η (T, t) = 3.996×10−8

exp
(

7174
T
−0.00749T + t×1.40×107 exp

(
−8448

T

))
(19)

η (T, t) = 1.70×10−2

exp
(

7174
T
−0.04293T + t×1.32×109 exp

(
−10147

T

))
(20)

该式给出了在任意温度下任意时刻的黏度表

达式，将其与测试的结果进行比较（图 8 所示），可

以发现在反应开始的低黏度阶段，模型计算值和实

验结果一致性较好，这对低黏度下工艺参数的确定

非常有用；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模型计算数值与实

验结果稍有偏离，这是因为恒定温度下随着时间的

延长，反应单元越来越复杂，温度对黏度降低效应

和固化交联反应对黏度提升作用相互竞争，对具体

效应对黏度的影响尚不清楚造成的。另外，随着温

度升高模型计算值和实验结果吻合性较好，说明模

型中增加与温度相关的指前因子能很好的预测温

度变化和凝胶化对树脂体系黏度增加的影响。同

时由曲线不难发现温度升高指数型关系式黏度模

型中计算数值与实验结果的一致性优于直线关系

式拟合模型。相反，在 100 ℃ 凝胶化时间以后两种

模型计算数值都与实验结果有偏离的趋势，尤其在

指数型关系式黏度模型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因此，

指数型关系式黏度模型更适合预测黏度随时间急

速增加的变化。本研究选用的生物质树脂属于中

温固化树脂，除了关注较高温度下交联反应加速阶

段的黏度变化外，还要考虑加工温度下的黏度变

化。综合考虑，由直线关系式拟合获得的黏度模型

（图 8（a））与实验测试值的吻合程度要优于用指数

型关系式黏度模型（图 8（b））与实验测试值的吻合

性，因此选择此黏度模型进行工艺可行性分析。 

2.4    流变学模型工程应用分析

为全面掌握和更加直观地观察树脂体系在任

意温度任意时间下的状态，根据以上的黏度数学模

型式（19）作出分别以黏度、时间、温度为坐标的三

维曲面图，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看出，不管是高

温还是低温下，黏度都随时间的延长变大，只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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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同而已。在低温下，黏度增长的速率较小，并

且温度越低，趋势越趋于线性。在温度较低时，热

能在短时间内还不足以使交联反应使得体系黏度

增加。此时温度对分子的热活化作用占主导地位，

在热能作用下，分子的热运动加剧，从而黏度变小，

同时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子链逐渐变长且发生交

联，当热能对分子的链段移动不起主导作用时，黏

度开始增加；在高温时，由于热能已超过化学反应

的能垒，所以短时间内分子量急剧增加，黏度也随

之急剧上升。

黏度是影响工艺性能的主要参数，为了确定加

工温度下的黏度值，将图 9 作等高线（等黏度）处理

便得到图 10 的时间-温度-等黏度曲线，可以清晰的

读出选定温度下保持适宜加工黏度的工艺时间。 

3    结论

（1）由锥板旋转黏度计测试并绘制了树脂体系

在非等温条件下的黏度-温度曲线和等温条件下的

黏度-时间曲线，改进的六参数双阿累尼乌斯方程

建立的黏度模型能较准确的预测固化温度下和凝

胶化后树脂体系黏度的变化规律。

（2）指数型关系式黏度模型适合预测黏度随时

间急速增加的变化规律。直线关系式黏度模型能

较准确的模拟生物质树脂树脂在交联反应加速阶

段的黏度变化和加工温度下的黏度变化。

（3）流变模型揭示了生物质树脂体系在不同工

艺条件（T，t）下的黏度变化规律，由流变模型绘制

了以黏度、时间、温度为坐标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黏

度曲线图，是复合材料加工中制定工艺、保证产品

质量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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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由黏度模型获得的等黏度曲线

Fig. 10    Equal viscosity curves obtained by viscos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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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黏度模型与实验值的比较　（a）直线关系式拟合黏度模型；（b）指数型关系式拟合黏度模型

Fig. 8    Comparison of the curves of viscosity model and experimental points　（a）viscosity model fitting by linear formula ；
（b）viscosity model fitting by exponential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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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黏度-时间-温度关系三维曲面图

Fig. 9    3D curves of viscosity-time-temperatur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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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ological behavior of rosin-sourced anhydride bio-epoxy resi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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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Green  Composites， ACC（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1300，China）

Abstract:   Viscosity is the main rheology parameter of thermosetting resin matrix process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effecting

processing performance. The viscosity-temperature curves at dynamic states and viscosity-time curves at stead state were measured

by cone-plate rotate viscosimeter, and the rheology property of bio-based resin system based on rosin-sourced anhydride curing agent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optimization  improved  six  parameter  dual-arrhenius  equation.  Two  kinds  of  rheology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fitting  reaction  rate  constant K  and  pre-exponential  factor  A  according  to  the  exponential  or  logarithm  viscosity

relative equation, respectively. The rheology model based on logarithm viscosity relative equation simulation wa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al  data  than  exponential  viscosity  relative  equation  fitting.  The  rheology  model  demonstrated  the  law of  viscosity

change at different processing conditions, which provided necessary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cessing parameter optimization.

Key words:   bio-based；epoxy resin；rheology model；fitt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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