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复合材料表面耐高温抗氧化硅基
陶瓷涂层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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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碳（C/C）复合材料因在高温下能够保持独有的性能优势而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高

温下的氧化敏感性成为其应用的最大瓶颈。表面涂层技术是国际公认的解决该难题的最有效途径。C/C 复合材料

表面抗氧化涂层体系中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是硅基陶瓷涂层，按照 SiC 涂层、MoSi2 基涂层和超高温陶瓷改性硅基

陶瓷涂层三种最具代表性体系，分别针对其涂层制备方法、组分设计以及抗氧化机理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讨论了当前 C/C 复合材料表面硅基陶瓷涂层尚存的问题，对未来该研究方向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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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航空发动机因服役温度接近或超过高温

合金与陶瓷基复合材料耐温极限，热端部件对耐

1500 ℃ 以上轻质热结构材料提出迫切需求，亟须

研制超高温结构材料[1]。碳/碳（C/C）复合材料具有

低密度、高比强、高温力学性能保持率高等独特性

能[2-3]，尤其是力学性能随温度升高不降反升，是先

进航空航天器及其动力系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

料[4]；但 C/C 复合材料 400 ℃ 以上便开始氧化，导

致力学性能快速衰减，严重制约了该材料在高温极

端环境下的可靠应用 [5-6]，突破 C/C 复合材料高温

易 氧 化 难 题 ， 是 实 现 其 在 航 空 航 天 领 域 应 用 的

前提。

为了克服高温氧化这一阻碍，使 C/C 复合材料

在航空航天领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研究人员

设计了多种抗氧化方法。目前常见的方法有基体

改性和抗氧化涂层法。基体改性是通过添加抗氧

化改性剂对碳基体材料的性质进行优化，以达到抗

氧化的目的，但是改性剂通常会削弱基体的力学性

能，而且因不能完全阻挡氧化性气氛扩散，导致在

1000 ℃ 以上超高温环境中无法提供长时间的可靠

防护。将高熔点陶瓷材料涂敷于 C/C 复合材料表

面，制备耐高温抗氧化涂层，是国际公认的解决此

难题的最有效途径[7-8]。

按照材料体系划分，目前开发的抗氧化涂层主

要分为金属涂层、玻璃质涂层和硅基陶瓷涂层三

类，其中硅基陶瓷涂层的研究最广，应用最成熟。

主要原因是硅基陶瓷涂层在高温环境中会与氧气

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玻璃态的 SiO2，其具有一定的流

动性且氧扩散系数较低，能够填补涂层在服役过程

中出现的裂纹等缺陷，进而可作为阻挡层阻碍氧气

向内部扩散，达到抗氧化的目的。

近年来，硅基陶瓷涂层一直是 C/C 复合材料表

面长寿命抗氧化涂层研究的焦点。目前主要集中

在 SiC、以 MoSi2 为代表的金属间化合物和超高温

陶瓷改性硅基涂层，本文针对这三类硅基陶瓷涂层

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抗氧化硅基陶瓷涂层未

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1    SiC涂层

SiC 涂层是目前发展最成熟的硅基陶瓷涂层，

主要用于 1500 ℃ 环境下的抗氧化防护，目前仍有

大量学者研究单相 SiC 涂层的制备工艺以及抗氧

化机理。与常规硅化物相比，SiC 和 C/C 复合材料

之间的物理相容性更好，WSi2、MoSi2 和 TaB2 等硅

化物虽然也能与氧气反应生成玻璃态 SiO2，但是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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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与 C/C 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较大，在温度

变化的过程中更易发生开裂现象。因此，SiC 不仅

适合单独作为抗氧化涂层，而且常作为硅化物涂层

体系的内涂层使用。

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制备 SiC 涂层的方法较

多，如包埋法、化学气相沉积（CVD）法和料浆烧结

法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包埋法和 CVD 法。Li 等[9]

分别用包埋法和 CVD 法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制备

出了 SiC 涂层，并比较了两种工艺制备出的 SiC 涂

层 的 微 观 结 构 （ 图 1） 及 1173 K、1473 K 和 1773
K 的 氧 化 性 能 。 结 果 表 明 ， 通 过 包 埋 法 制 备 的

SiC 涂层由 α-SiC 组成，而 CVD 法制备的 SiC 涂层

由 β-SiC 组成，并且由于包埋法制备的涂层中形成

的铝硅酸盐玻璃黏度较低，涂层与基体之间界面附

着较好，所以包埋法制备的 SiC 涂层比 CVD 法抗

氧化能力更强。Huo 等 [10] 为了提高 SiC 涂层 C/C
复合材料在热震过程中的抗氧化性能，在包埋法制

备 SiC 涂层的同时加入二茂铁对涂层进行改性。

二茂铁的加入使得体系中形核点增加，烧结过程减

缓，因而 SiC 晶粒的尺寸和微缺陷的数量均有所减

小 。 在 1773 K 到 室 温 的 热 震 实 验 过 程 中 循 环

25 次后，二茂铁改性的 SiC 涂层质量变化速率为

10.09%，比未改性的减少了 8.17%。除添加二茂铁

外，Huang 等[11] 还通过添加 Al 对 SiC 涂层进行改

性 ， 并 探 究 出 包 埋 法 制 备 该 涂 层 的 最 佳 温 度 为

2100 ℃，在该温度制备的涂层在氧化过程中形成

Al2O3 和 SiO2 氧化层，具有相对较好的抗氧化效

果。Pourasad 等[12] 采用两步包埋法在石墨表面制

备 了 纳 米 结 构 SiC/SiC-ZrO2 涂 层 ， 利 用 ZrO2 与

SiO2 反应生成氧透气性低和高温热稳定性好的

ZrSiO4，来减少氧化过程中 SiO2 的损耗，1773 K 氧

化测试结果显示，其氧化后失重比 SiC 单层试样减

少了约 60%。Paul 等[13] 以 NH4F、Si 和 Al2O3 为原

料，通过卤化物活化包埋法（HAPC）在低于硅的熔

点的温度下于石墨表面制备出 SiC 抗氧化涂层，并

探究出最佳原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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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iC 涂层横截面 SEM 图像[9]　（a）PC-SiC 涂层；（b）CVD-SiC 涂层

Fig. 1    Cross-section SEM images of SiC coatings[9]　（a）PC-SiC coating；（b）CVD-SiC coating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SiC 涂 层 的 防 护 效 果 ， Zhu
等[14] 利用多孔陶瓷耐高温、比表面积大等优点，在

包埋 SiC 涂层表面用料浆法结合热处理制备了多

孔 SiC 外涂层。氧化过程中氧气可以进入多孔结

构中，形成 SiC-SiO2 镶嵌结构，可有效阻止氧气进

一步扩散和裂纹的扩展，提高抗氧化能力。实验中

该涂层试样在 1773 K 氧化 846 h 后失重仅为 0.16%。

虽然包埋法制备 SiC 涂层的技术具有明显的

优势，但是此方法仍存在以下缺点：（1）包埋 SiC 涂

层由于制备温度高、反应时间长，具有较大的表面

粗糙度；（2）在包埋过程中，C/C 复合材料被熔融的

液态硅硅化，会对薄壁件的力学性能造成严重的破

坏；（3）由于重力因素，涂层的均匀性和厚度控制

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Zhou 等[15] 首先采用料浆

喷涂与热处理炭化的方法制备多孔 SiC 预涂层，该

预涂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硅扩散至基材，减少

硅在高温下对 C/C 复合材料的侵蚀。然后引入气

相渗硅工艺，利用气态硅在多孔预涂层中的浸渗填

充与化学反应，形成致密的涂层（GSI-SiC-Si）。试

样在 1773 K 至室温的热震实验中经受 30 次循环

后，与常规包埋 SiC 涂层（PC-SiC-Si）相比裂纹尺

寸明显减少（图 2），而且有 0.07%的增重，在 1773 K
氧化 500 h 后有 0.25%的增重，表现出优异的抗氧

化性能。Miranda 等 [16] 通过高速溶液等离子体喷

涂工艺（HVSPS）在C/C 复合材料表面制备了SiO2/SiC
梯度涂层，利用 SiO2 玻璃在高温下的自愈合特性

提高了涂层的抗氧化能力。

SiC 涂层开裂是导致 C/C 复合材料基体被氧化

2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的一个致命因素，而开裂的主要原因是 SiC 陶瓷脆

性较大。因此，为了减少氧化过程中 SiC 涂层的开

裂现象，提高涂层的抗氧化能力，本课题组提出引

入 SiC 纳米线来提高 SiC 涂层的力学性能 [17-18]。

Fu 等[17] 在带有 SiC 涂层的 C/C 复合材料表面使用

两步法制备出了具有随机取向 SiC 纳米线的 Si -
SiC 氧化涂层，涂层在 900 ℃ 和 1400 ℃ 可分别为

C/C 复合材料提供 313 h 和 112 h 以上的氧化防

护。纳米线的存在会使裂纹发生偏转，消耗能量，

同时在开裂时会有纳米线拔出和桥联，使裂纹扩展

阻力增加。此外，纳米线也会抑制涂层中晶粒长

大，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提高涂层的力学性能。

Qiang 等[19] 用 CVD 法先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原位

生长了 SiC 纳米线，然后通过改变沉积工艺，无须

取出样品，直接将 SiC 涂层沉积在纳米线多孔层

中，制备出 SiC 纳米线增韧 SiC 涂层。结果表明，

经过纳米线增韧的涂层断裂韧度由 9.1 MPa•m1/2 提

高到 19.7 MPa•m1/2，在 1637 K 氧化 420 h 后试样失

重仅为 0.48%，并通过 CVD 制备了多层 SiC 纳米

线增韧涂层 [20]，结果显示在 1773 K 氧化 361 h 仅

有 1.8%的失重。Jing 等 [21] 先在 1123 K 下对 C/C
复合材料进行 6 min 的预氧化处理获得表面多孔结

构，再通过 CVD 法制备出 SiC 纳米线增韧涂层，

在 1773 K 至室温热震条件下循环 15 次后质量损

失与无纳米线相比降低了 67%。 

2    MoSi2 基涂层

MoSi2 与 C/C 复合材料的物理相容性不及 SiC，

但由于其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和优异的抗氧化能

力[22]，很适合在陶瓷涂层中作为第二相存在。为缓

解 MoSi2 与 C/C 复合材料的热失配现象，Bezzi 等[23]

用两步包埋法制备了 SiC/SiC-MoSi2 涂层，实验证

明 1500 ℃ 下 SiC 和 MoSi2 的被动氧化可促进 SiO2

生成，从而提升涂层的抗氧化能力。Niu 等 [24] 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预先包埋 SiC 内涂层，然后采用

料浆法于 1273 K 成功制备出 MoSi2-SiOC-Si3N4 外

涂层。Si3N4 的加入能够减少 MoSi2 涂层热膨胀系

数高引起的开裂现象，提高涂层的抗氧化性能。研

究表明，SiB6 在温度高于 873 K 时会氧化生成硼硅

酸盐玻璃（SiO2 和 B2O3），硼硅酸盐玻璃不仅具有

优 异 的 抗 氧 化 性 能 ， 还 能 愈 合 涂 层 缺 陷 。Liu
等[25] 用放电等离子烧结法（SPS）在石墨表面制备

了 MoSi2- SiB6 涂层，1773 K 氧化后涂层表面和涂

层与基体界面处均有玻璃层形成，形成双重保护机

制减少碳基体的氧化。Zhang 等[26] 采用脉冲电弧

放 电 沉 积 法 （PADD） 在 C/C 复 合 材 料 表 面 制 备

SiB6-MoSi2 涂层，并研究了沉积电压对涂层组织结

构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压从 350 V
提高到 450 V 时，涂层抗氧化性能有所提高，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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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样在室温至 1773 K 热震循环 30 次后的表面形貌[15]　（a）、（b）PC-SiC-Si 涂层试样；（c）、（d）GSI-SiC-Si 涂层试样

Fig. 2    Surface SEM micrographs of coated samples after 30 times thermal cycling from room temperature to 1773 K[15]　
（a），（b）PC-SiC-Si coating sample；（c），（d）GSI-SiC-Si coating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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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 450 V 时，电弧放电烧结能量足以获得致密、

结晶良好的 SiB6-MoSi2 涂层，并且多层涂层可以保

护 C/C 复合材料在 1773 K 空气中氧化 164 h，失重

2.04%。

Si-Mo-Cr 复相陶瓷涂层氧化时能够形成含有

SiO2 和 Cr2O3 的多相镶嵌玻璃层结构，保护内层基

体免受氧化[27-28]，但其与 C/C 复合材料热膨胀系数

差别较大，易导致裂纹的产生。为解决该问题，本

课题组[29] 将两步包埋法和超音速等离子喷涂技术

相结合，制备出 SiC/Si-Mo-Cr/MoSi2 多层涂层。外

层 MoSi2 作为阻挡层，一方面可直接阻挡氧气渗

入，另一方面能够封填 Si-Mo-Cr 层在高温下出现

的裂纹。1773 K 氧化 200 h 后，与无外层 MoSi2 的

试样相比，失重降低了 56.1%。Zhuang 等 [30] 首先

采用 PIP 技术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原位生长 SiC
纳米线，然后利用包埋法制备了 SiC-CrSi2-Cr3C2-
MoSi2-Mo2C 涂层（图 3），室温至 1500 ℃ 热震循

环 24 次后，质量损失仅有 0.37%。Abdollahi 等 [31]

采用反应熔渗（RMI）法在石墨表面制备了 SiC 纳

米颗粒增韧 SiC/MoSi2-SiC 梯度涂层，SiC 纳米颗

粒的加入使涂层韧性增加，且梯度界面对于热应力

有松弛作用，从而可减少涂层中裂纹的产生。与

SiC 纳米颗粒增韧单层 SiC 涂层相比，该涂层试样

1773 K 氧化 10 h 后失重降低了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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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iC-CrSi2-Cr3C2-MoSi2-Mo2C 涂层的形貌和相组成[30]　（a）横截面图像；（b）表面图像；（c-1）点 1 对应的 EDS 分析；
（c-2）点 2 对应的 EDS 分析

Fig. 3    Morphologies  and  phase  composition  of  SiC-CrSi2-Cr3C2-MoSi2-Mo2C coating
[30]　 （ a） cross-section  image； （b） surface

image；（c-1）corresponding EDS analysis to spot 1；（c-2）corresponding EDS analysis to spot 2
 

Jiang 等 [32] 通过料浆浸渍在石墨表面制备出

MoSi2-SiC-Si 涂层，然后采用气相渗硅技术使之形

成致密的涂层结构（图 4）。实验结果显示，在室温

至 1600 ℃，涂层始终呈现出良好的抗氧化效果，

1600 ℃ 氧化 220 h 后试样失重为 0.96%。并在涂

层中加入了 CrSi2 相 [33]，制备了 MoSi2- CrSi2-SiC-
Si 涂层。氧化过程中形成了氧扩散系数较低的氧

化 层 且 氧 化 层 中 有 分 散 的 MoSi2 和 CrSi2 相 ， 在

1600 ℃ 氧化 1190 h 后有 1.64%的增重。

为 了 改 善 MoSi2-SiC 涂 层 的 抗 氧 化 性 能 ，

Wang 等[34-35] 采用超音速等离子喷涂法制备出了稀

土元素改性 LaB6-MoSi2-SiC 涂层。稀土元素 La 可

以促进 MoSi2 的液相烧结，B 元素能提高 SiO2 玻

璃在高温下的稳定性，从而使 MoSi2-SiC 的抗氧化

和抗烧蚀性能均有明显提高。之后又在此基础上

引入纳米线增韧技术[36]，结果显示，在 1773 K 氧化

200  h 后 与 无 纳 米 线 涂 层 试 样 相 比 失 重 减 少 了

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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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高温陶瓷改性硅基陶瓷涂层

超高温陶瓷如 Zr、Hf、Ta 等过渡金属的硼化

物、碳化物，具有 3000 ℃ 以上的熔点，热稳定性和

化学稳定性均十分优异，且在 1200 ℃ 以上仍能保

持良好的力学性能和抗热震性能[37]。这一系列优

点使其在飞行器前缘和火箭发动机等极端环境领

域成为备受关注的候选材料。

为深入研究超高温陶瓷的氧化过程，Cheng
等[38] 利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了

ZrB2（0 0 0 1）表面的初始氧化过程，探究了原子吸

附机理。并通过计算分析了 Zr 原子在 ZrSiO4 和

SiO2 中的溶解能[39]，结果表明，Zr 的掺入有利于提

高 SiO2 玻璃的高温稳定性。此外还对比了 O2 分

子在理想 ZrC（1 1 1）和 ZrB2（0 0 01）表面的吸附行

为[40]，发现 O2 分子在 C-ZrC 表面的吸附能高于在

B-ZrB2 表面的吸附能，这表明 C-ZrC 中的 C 原子

比 B-ZrB2 中 的 B 原 子 更 容 易 被 氧 化 。 由 于 O2

分子吸附在 C-ZrC 表面，形成了较大的孔洞（C 空

位）和碳，会导致下一个 O2 分子穿透并与次表层

的 Zr 原子发生反应。而当 O2 分子掺杂到 B-ZrB2

表面的 B 原子层中时，会缓慢生成致密的 B2O3 玻

璃层，可在 1220 ℃ 以下起到防护的作用。

实验研究表明，超高温陶瓷硼化物因具有优异

的抗氧化性能，可用来改性抗氧化硅基陶瓷涂层[41]。

硼化物改性的硅基涂层在 1200 ℃ 氧化时会生成

B2O3，能够起到很好的氧化防护作用；在 1200 ℃
以上氧化时，B 和 Si 的氧化物形成硼硅酸玻璃，其

不仅可抑制 B2O3 在高温下的蒸发，且硼硅酸盐玻

璃自身高熔点、高黏度和氧扩散速率低等特性均能

提高涂层整体的抗氧化能力[42]。Ren 等[43] 用原位

反应法在带有 SiC 预涂层的 C/C 复合材料表面制

备 ZrB2-SiC 抗氧化涂层，制备工艺采用价格较低

的 B2O3、ZrO2、Si 和 C 粉末代替价格昂贵的 ZrB2

粉末，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并且得到了较好的抗氧

化性能。此外又采用液相烧结法制备出不同硼化

物 含 量 的 ZrB2、 TaB2 和 HfB2 等 改 性 SiC 涂 层

（图 5）[44-46]，探究了各种硼化物在涂层中的抗氧化

机理。Pourasad 等[47] 首先在石墨表面制备出功能

梯度 SiC 涂层，之后通过以 Zr、Si 和 B4C 粉末为原

料的原位反应法制备 ZrB2-SiC 涂层，得益于氧化过

程中稳定 ZrSiO4 相的形成，涂层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能力。Wang 等[48-49] 利用原位反应法制备了添加

硅化物（WSi2、CrSi2 等）的 HfB2-SiC 涂层，并探究

了其在 1700 ℃ 的抗氧化和抗烧蚀能力。结果显示

涂层在氧化和烧蚀过程中均能形成多相镶嵌的玻

璃层结构，表现出良好的抗氧化和抗烧蚀能力，其

中 CrSi2 含 量 为 15%（ 质 量 分 数 ） 的 CrSi2-HfB2-
SiC 涂层可保护 C/C 复合材料在 1973 K 氧化 415 h
后失重 1.6%，氧乙炔火焰烧蚀 90 s 后质量损失率

为 4.56 × 10－5 g/s。Kovaleva 等[50] 采用新型多腔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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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oSi2-SiC-Si 涂层的表面和截面显微图及相应的 EDS 点分析[32]　（a）表面；（b）截面；（c）图（b）的背散射显微图放大率；
（d-1）、（d-2）、（d-3）图（a）的 EDS 点分析

Fig. 4    Surface  and  cross-section  micrographs  of  MoSi2-SiC-Si  coating  and  corresponding  EDS  spot  analysis
[32]　 （ a） surface；

（b）cross-section；（c）magnification of backscatter micrograph of Fig（b）；（d-1），（d-2），（d-3）EDS spot analysis of F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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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加速器（MCDS）技术，在 C/C 复合材料表面制备

了添加Y2O3 和Al 的 ZrB2-MoSi2 涂层，并在 1500 ℃
对试样进行热处理。结果显示，在加入 Y2O3 后，

ZrO2 的稳定性得到提升，SiO2 的分布也更加均匀。

Astapov 等 [51] 利用自蔓延高温合成法合成复合粉

体，再结合热压法制备出 ZrSi2-MoSi2-ZrB2 涂层，

研究了其在 1400 ℃ 的氧化动力学和机理，证实了

该涂层保护机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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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质量分数 40 % TaB2-SiC 涂层[45]　（a）低倍率 SEM 背散射显微图；（b）高倍率 SEM 背散射显微图；（c-1）、（c-2）图（b）中点的能谱分析

Fig. 5    Mass fraction 40 % TaB2-SiC coating
[45]　（a）low and（b）high magnification surface SEM backscatter micrographs；（c-1），

（c-2）spot EDS analyses of Fig （b）
 

在 1700 ℃ 以上环境中，SiC 的氧化模式会从

被动氧化向主动氧化转变，产生大量的氧化物气体

副产物 CO2、CO 和 SiO 等，从而加剧硼化物改性

SiC 涂层的氧化[52]。因此，为了抑制 SiC 的氧化活

性，Zhang 等 [53] 在 HfB2-SiC 涂层中引入 TaSi2，通

过放电等离子烧结（SPS）法制备了不同成分比例

的 HfB2-TaSi2-SiC 涂 层 ， 结 果 证 明 ，TaSi2 可 以 在

1700 ℃ 氧化过程中抑制 SiC 的氧化活性（图 6），

且 TaSi2 氧化引起的体积膨胀也抑制了 HfB2 的疏

松作用，从而提高了涂层的抗氧化性能。Zhang 等[54]

结合包埋、料浆涂刷和原位合成法制备了 HfB2-
MoSi2/SiC-Si 涂 层 ， 结 果 表 明 ， 在 1973 K 形 成 的

Hf-Si-O 氧化膜具有更低的氧气渗透率和较好的自

愈合能力，而在 1773 K 下生成的玻璃膜较为疏松，

证明该涂层在 1973 K 下具有更优的氧化防护能力。

为了提高 SiC 基涂层在 1000 ℃ 以下和 1500 ℃
长时间的氧化防护能力，并简化涂层结构，Jiang
等[55-57] 采用浸渍裂解和气相渗硅结合工艺，在石墨

表面制备了致密的单层 Hf0.5Ta0.5B2-SiC-Si 涂层，

没有明显缺陷，在高温氧化过程中会形成 Hf-Ta-Si-O
复相玻璃层，使涂层在 1000 ℃ 以下和 1500 ℃ 的

抗氧化能力均得到提高。该涂层可以分别在 900 ℃
和 1500 ℃ 保护石墨基体 1320 h 和 2080 h，失重率

仅为 0.14%和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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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fB2-SiC-TaSi2 涂层试样的惰性因子和平均抗氧化效
率曲线[53]

Fig. 6    Inerting factor  and  mean  oxidation  protection   effi-
ciency curves of HfB2-SiC-TaSi2 coating samples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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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发展趋势

C/C 复合材料表面硅基抗氧化涂层经过近年

来的不断发展，能够在 1500 ℃ 提供 2000 h 长时间

有效防护，在 900～1500 ℃ 的中高温环境中也已经

具有良好的宽温域防氧化性能。此外，通过超高温

陶瓷改性，可以使硅基陶瓷涂层 1700 ℃ 的氧化防

护寿命得到大幅提升，使其能够在航空航天领域得

到进一步的应用。但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对

C/C 复合材料的性能要求越来越苛刻，因此在抗氧

化 C/C 复合材料领域仍有众多难题有待解决。

（1）1700 ℃ 以上抗氧化涂层

目 前 所 开 发 的 硅 基 抗 氧 化 涂 层 主 要 针 对

1500～1700 ℃ 环境下的抗氧化，但温度一旦升至

1700 ℃ 以上，其表面氧化膜黏度会急剧降低导致

流失损耗，进而无法提供长时间氧化防护。近年来

航空发动机追求高推重比，对其热端部件的耐温性

提出更高的要求[58]，进而亟须设计出适合 1700 ℃
以及更高温度下长寿命抗氧化的硅基陶瓷涂层体

系。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能够高效地得到备选材

料的各项性能数据，结合高通量实验验证，可以快

速筛选适用于 1700 ℃ 以上的高温抗氧化硅基陶瓷

涂层体系。

（2）宽温域抗氧化涂层

目前发展的抗氧化硅基涂层虽然针对的防氧

化温度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材料自身性质的局限，

大多仅能在较窄的温度范围内形成可封填涂层缺

陷的玻璃相，而在低于该温度范围下涂层产生的裂

纹等缺陷无法被愈合，所以多数涂层尚不能兼顾宽

温域内各温度段的抗氧化防护。可以通过在超高

温陶瓷改性的硅基陶瓷涂层中添加硼化物或涂层

技术与基体改性相结合，研制出宽温域抗氧化涂层

和基体改性一体化材料体系。另外，可以采用高熵

陶瓷体系设计，充分发挥高熵体系独特的高熵效

应，使涂层中多个组元呈现互补效果，表现出多个

优异性能的组合，有望实现硅基陶瓷涂层宽温域抗

氧化性能的提升。

（3）耐 CMAS 及水氧耦合环境涂层

涂层除了需要经受静态氧化环境下的考验，在

服役过程中也会受到环境腐蚀。研究发现，飞行器

在通过沙漠地带和火山区域时，发动机叶片等部位

会 受 到 尘 土 和 火 山 灰 等 CMAS 熔 盐 的 腐 蚀 [58]，

CMAS 遇到高温的硅基陶瓷涂层会熔化并附着甚

至渗入涂层，引发涂层的开裂甚至剥落，从而使涂

层防护失效。另外，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内，燃气

中也会带有熔盐杂质和水蒸气。因此，在抗氧化硅

基陶瓷涂层的基础上，可通过制备表面致密层来抵

挡 CMAS 及水氧的渗入，或添加可与 CMAS 及水

汽发生反应使其惰化的改性组元等，来实现其抗腐

蚀性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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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oxidation resistant silicon based
ceramic coatings on C/C composites

FU Qiangang*,    SHI Huilun

（C/C Composite Research Center，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Carbon/carbon (C/C) composites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aviation, aerospace and other fields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performance  advantages  at  high  temperature,  but  the  oxidation  sensitivity  at  high  temperature  has  become  the  biggest

bottleneck  in  their  application.  Surface  coating  technology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Among the anti-oxidation coating systems on the surface of C/C composite, the silicon-based ceramic coating is the most

mature one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systems of SiC coating, MoSi2 based coating

and  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  modified  silicon-based  ceramic  coating,  the  coating  preparation  method,  composition  design,

anti-oxidation mechanism and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respectively review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ilicon-

based ceramic coating on C/C composites were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s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was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C/C composite；anti-oxidation；silicon-based ceramic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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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管/线多尺度强韧化 C/C复合材料
研究现状与展望

张雨雷
*,    付艳芹,    付前刚,    宋    强

（西北工业大学 炭/炭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 710072）

摘要：C/C 复合材料因具有密度低、高温力学性能保持率高等一系列优异性能，成为航空航天等领域热端部件极佳

的热结构候选材料，但因热解碳基体的脆性特征及单一微米尺度碳纤维不能有效增强尖锐薄壁区域，常规 C/C 复

合材料无法满足尖锐薄壁构件的使用需求。本文综述了纳米管/线增强 C/C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对材料结构

和性能方面的影响，概述了引入碳纳米管（CNTs）和碳化硅纳米线（SiCNWs）、碳化铪纳米线（HfCNWs）等纳米材料对

改善 C/C 复合材料力学、抗烧蚀性能影响以及不同纳米增强体对复合材料的增韧机制和抗烧蚀机理。针对目前引

入纳米增强体成分、方法以及测试性能单一等不足，提出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工艺技术，并进行合

理的组元和结构设计，深入研究多尺度强韧化 C/C 复合材料的高温力学性能及其增韧机制。

关键词：C/C 复合材料；纳米增强；多尺度；热解碳；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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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复合材料是以碳纤维为增强体的碳基复

合材料，具有低密度（< 2.0 g/cm3）、高比强度、高比

模量、高导热、良好的抗高温性能及摩擦磨损性能

等，尤其在高温环境下 C/C 复合材料的强度具有随

温度的升高不降反升的特性，作为一种新型的超高

温热防护结构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事

和民用等领域[1-3]。

随着新一代高超声速飞行器、航空发动机的快

速发展及其服役环境的复杂化，高强的薄壁、尖锐

复杂构件的需求对 C/C 复合材料的结构和性能的

要求愈加苛刻。对于 2D 预制体增强的 C/C 复合材

料，其 Z 向的抗拉、层内方向抗压和层间抗剪等性

能很不理想，单一叠层的层内强度也明显不足。这

是由于在宏观尺度上层内碳基体受碳纤维强化，但

在纳米级尺度上，这种强化远未达到理想效果。在

层内碳纤维束间、纤维束内单根碳纤维间，碳基体

也未受到有效强化。在 Z 向增加短纤维针刺或引

入长纤维穿刺，能够加强层与层之间的交互联系。

然而受限于碳纤维的微米尺寸特征，Z 向穿刺无法

在亚微米尺度上有效补强基体[4-5]，尤其对层状复合

材料薄壁、尖角锐形和复杂整体件而言，穿刺的作

用更弱甚至会破坏层内结构的连续性，降低层内抗

拉和抗弯强度[6-7]。

C/C 复合材料性能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基体向纤维的载荷传递形式，然而，由于碳纤维表

面的化学惰性，使负载从弱基体向强纤维的传递减

弱，因此，提高碳纤维与碳基体之间的界面强度至

关重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将具有超高强度、延

展性、纳米尺度、高温稳定性和长径比大的一维纳

米 材 料 ， 如 碳 纳 米 管 （CNTs） 和 碳 化 硅 纳 米 线

（SiCNWs）、碳化铪纳米线（HfCNWs）等纳米材料引

入 C/C 复合材料中，构建多尺度纳米管/线-碳纤维

预制体，对层间、层内碳纤维及其束间、编织空隙

等多部位碳基体进行补强[8-11]，能够有效实现复合

材料在宏观和细观尺度上的强韧化。 

1    碳纳米管增强 C/C复合材料

CNTs 具有“纳米管径，微米管长”的独特结

构，可以扩大表面区域，作为一种理想的纳米填料

常被用来增强纤维，使纤维和基体之间产生机械联

锁[9-10，12]。CNTs 具有极高的强度、韧性和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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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力学性能，使其成为复合材料领域的明星增强

体。将 CNTs 弥散在碳纤维之间，构建“CNTs-碳
纤维多尺度预制体”能够大幅度提高 C/C 复合材

料的综合力学性能。 

1.1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制体的制备方法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制体的制备方法主要包

括：浸渍法、电泳沉积法（electrophoretic deposition，

EPD） 、 催 化 化 学 气 相 沉 积 法 （ catalyt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CVD）等。

浸渍法合成工艺简单，对设备要求低，常被用

作制备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制体。Gong 等[13-14]

将碳纤维毡浸渍于 CNTs 料浆中，然后将 CNTs 的

单层纤维毡进行叠层、压制，制备出 CNTs-碳纤维

多尺度预制体，研究表明，虽然 CNTs 可以分散在

每层的碳纤维毡上，但 CNTs 在碳纤维表面分布不

均匀，呈现团聚现象，如图 1（a）所示。

 
500 nm

200 μm200 μm

1 μm1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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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nm500 nm

5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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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NTs-碳纤维预制体的微观形貌 （a）浸渍法制备的 CNTs[14]；（b）、（c）EPD 制备的 CNTs[15]

Fig. 1    Microstructure of CNTs-carbon fiber preforms （a）CNTs prepared by impregnation method[14] ；
（b），（c）CNTs prepared by EPD[15]

 

近年来，电泳沉积（EPD）作为一种快速制备技

术，可将 CNTs 引入碳纤维预制体中（图 1（b）和

（c）），是提高 C/C 复合材料强度和韧性的一种有前

景的方法。EPD 利用超声分散技术将 CNTs 均匀

分散在含有少量无机盐（如硝酸铝）的异丙醇等导

电介质中，用导电黏合剂将碳纤维织物固定在绝缘

框架中，然后插入含有稳定 CNTs 悬浮液的 EPD 电

池中，通常在碳纤维布的对面放置导电板作为对电

极，其示意图如图 2 所示[16]。美国特拉华大学复合

材料中心的 Bekyarova 等[17] 最早利用 EPD 制备了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制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CNTs 表面功能化处理，进一步提高了 CNTs 在纤

维表面的分布均匀性[18]。通过控制 EPD 时间可获

得掺杂不同含量 CNTs 的碳纤维束，进一步证明

EPD 可以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制备具有优

异抗拉强度的 CNTs-C/C 复合材料[19]。

利用料浆浸渍和 EPD 制备 CNTs-碳纤维多尺

度 预 制 体 ，CNTs 与 碳 纤 维 之 间 的 结 合 力 较 弱 ，

CNTs 很容易脱落，不利于碳纤维/碳基体（F/M）的

界面结合。此外，由于纤维束中的孔隙比 CNTs 的

长度小得多，EPD 很难将 CNTs 分散到纤维束中，

这导致 CNTs 在纤维束外表面严重重叠。因此，

EPD 通常用于制备 CNTs 增强碳布基 C/C 复合材

料。而 CCVD 法可以使 CNTs 在碳纤维预制体中

原位生长，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附着，并且可以

通过控制工艺参数在整个碳纤维预制体中均匀地

生长具有可控形态的 CNTs，可更广泛地用于制备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制体。

本团队在 CCVD 制备 CNTs-碳纤维多尺度预

制体及控制 CNTs 在碳纤维预制体中的分散形态

进 行 了 一 些 有 意 义 的 研 究 ， 包 括 CCVD 制 备

CNTs 的生长方向、长度、含量和分散位置，及其对

F/M 界面结构 [20] 和热解碳（PyC）形貌 [21] 的影响，

分别在 C3H6/H2 和 CH4/N2 体系中制备出卷曲状

（图 3（a））和径向直立的 CNTs（图 3（b））[22]，并且

DC power supply

Spacer

AnodeCathode

Glass vessel

Charged carbon nanotubes

Stable CNT

suspension

 

图 2    电泳沉积 CNTs 的示意图[16]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EPD of CNT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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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调整 CCVD 沉积温度和时间可以控制 CNTs
的长度，通过催化剂的加载可以控制 CNTs 的生长

位置，生长在碳纤维上或生长在碳纤维之间的空

间[23]，采用 CCVD 法在碳纤维表面生长的 CNTs 形

貌如图 4（a）和（b）所示。在此基础上，采用注射

CCVD 法在碳布表面制备出阵列 CNTs[24]，在 CNTs
生长之前，通过四氯化硅和四乙氧基硅烷的水解和

热解反应在碳布表面先涂上一层薄薄的 SiO2 界面

层，再使用注射 CCVD 法在 SiO2 包覆的碳布上生

长阵列 CNTs，阵列 CNTs 的长度可以通过控制注

射时间来调节。获得阵列 CNTs 的关键是均匀包

覆的 SiO2 界面层，SiO2 界面层可以增加单位面积

CNTs 的成核密度，并借助 CNTs 之间的范德华力

促进 CNTs 的阵列生长，其形貌如图 4（c）、（d）所示。
 

5 μm5 μm 5 μm5 μm

(a) (b)

 

图 3    C3H6/H2 体系中制备的卷曲状 CNTs （a）和 CH4/N2 体系制备的径向直立 CNTs（b）[22]

Fig. 3    Curled CNTs prepared in C3H6/H2 system （a）and radial CNTs prepared in CH4/N2 system（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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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NTs 形貌[19，24] （a）、（b）CCVD 法制备；（c）、（d）注射 CCVD 法制备

Fig. 4    Morphologies of CNTs[19，24] （a），（b）fabricated by CCVD；（c），（d）prepared by injection CVD
 

由于原始碳纤维表面由惰性的结晶石墨组成，

会使催化剂与碳纤维低效结合，进而导致 CNTs 从

碳纤维表面脱离。为解决这一问题，Qin 等[25] 探索

了一种简便有效的表面处理方法，采用 H2O2 对碳

布表面进行氧化处理，通过增加含氧官能团，促使

催化剂均匀涂覆和 CNTs 与碳纤维的结合。为了

改善 CNTs 在纤维表面生长的均匀性，Sun 等[26] 对

比了 HNO3 和 KOH 对纤维表面处理的影响，发现

KOH 能够更有效地提高纤维的比表面积和表面粗

糙度，在催化剂加载过程中阻止催化剂颗粒的迁移

长大。 

1.2    CNTs-C/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在 CNTs 用于增强 C/C 复合材料之前，很多学

者研究了 CNTs 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发现 C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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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抑制了碳纤维/环氧树脂基体界面的应力集

中 [27]， 提 高 了 复 合 材 料 的 抗 磨 损 性 能 和 抗 拉 强

度[28-29]。Gong 等[13-14] 首次报道了 CNTs 在碳纤维

上的生长和 CNTs 多尺度增强 C/C（CNTs-C/C）复

合材料的制备，发现 CNTs 不仅能够直接发挥高强

度润滑摩擦介质的作用，也能通过改变 PyC 的微观

结构间接地改善 C/C 复合材料的摩擦学性能。此

后，西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就 CNTs 对 F/M 界面结构、PyC 形貌、沉积速率、

力 学 性 能 以 及 热 物 理 性 能 的 影 响 方 面 进 行 了

研究[30-32]。

近几年，本团队在 CNTs-C/C 复合材料方面开

展了详细的研究，发现将 CNTs 引入高织构碳基复

合材料比引入低织构碳基复合材料增强效果明

显[33]，CNTs 的存在能使 C/C 的层间剪切强度提高

2 倍左右[34]，随着 CNTs 的增加，C/C 复合材料的强

度和模量迅速增加，但其断裂性能急剧下降[21]。在

致密化过程中，过量的 CNTs 会诱导复合材料形成

大量的闭孔，从而降低材料的抗弯强度。此外，催

化剂的引入也会导致复合材料弯曲性能的下降[7]。

Xiao 等[35] 借助 CCVD 法在一维纤维预制体中

原位生长了卷曲CNTs，研究了CNTs 对C/C 复合材料

力学性能的影响，发现 CNTs 的加入改善了复合材

料的 F/M 界面，使材料的抗弯性能提高了 30%～
60%。在保持碳纤维预制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

CNTs 的形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CNTs-C/C 复合

材料的力学性能。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生长的

CNTs 呈弯曲形状并且相互缠绕在一起，这会降低

改善复合材料微观结构或机械强度的预期。为了

最大限度地优化 CNTs-C/C 复合材料的性能，需要

将 CNTs 的形貌进行优化，使 CNTs 增强纤维和基

体之间相互交互，提高纤维承载力并有效强化其周

围的碳基体。本团队 [9] 利用 CCVD 法制备直立

CNTs 用于增强 C/C 复合材料研究的力学性能表

明：径向直立 CNTs 增强 C/C 复合材料的面外、面

内 抗 压 强 度 和 层 间 剪 切 强 度 分 别 提 高 了 275%、

138%和 206%，其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5（a）～（c）所

示。此外，通过注射 CCVD 法在碳布表面制备出阵

列 CNTs 并经过叠层得到三维多尺度预制体[24]，研

究定向阵列 CNTs 对复合材料微观结构和力学性

能的影响发现：定向阵列的 CNTs 不仅在 CNTs 作

用范围内直接增强了基体，而且通过诱导形成相互

联锁的小碳晶，间接增强了 CNTs 作用范围以外的

基体，纯 C/C 和 CNTs-C/C 复合材料中 PyC 的微观

结构形貌如图 6（a）、（b）的 PLM 和图 6（c）、（d）的

SEM 所示，CNTs-C/C 复合材料中没有环状裂纹，

并且明显改善了 PyC 的分层现象。结果显示基体

主导的力学性能改善最为显著：面外、面内抗压强度

和层间剪切强度分别提高了 63%、275%和 108%。

通过延长 CNTs 的长度，也可以显著增强基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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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C 和 CNTs-C/C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9]　（a）面外抗压强度；（b）面内抗压强度；（c）层间剪切强度

Fig. 5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C and CNTs-C/C composites[9]　（a）out-of-plane compressive strength；（b）in-plane compress-
ive strength；（c）interlaminar shear strength

 

相比卷曲状随机取向的 CNTs，垂直于碳纤维

生长的直立 CNTs 能够更好地改善 C/C 复合材料

的微观结构，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并且各向

异性程度降低，径向直立和阵列的 CNTs 不仅在纤

维与基体之间，而且在基体中建立了强大的机械联

锁，有效地抑制了 F/M 界面和基体中沿纤维轴向的

裂纹扩展。此外，在 F/M 界面区和基体中，CNTs

的拉拔作为吸收能量的机制，进一步赋予了 CNTs-
C/C 复合材料较高的断裂强度。本团队提出了一

种“压缩残余热应力（RTS）诱发裂纹挠度”的增

韧机制[15]，发现裂纹只有在 CNTs 界面达到一定厚

度时才会发生偏转，计算表明裂纹尖端的压应力超

过 30 MPa 时，偏转裂纹大于穿透裂纹释放的应变

能，更容易发生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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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 CNTs 的生长位置对 C/C 复合材

料力学性能有很大影响[23]。在碳纤维间隙中添加

CNTs 不仅可以提高 C/C 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而

且能明显改善材料的断裂韧度。为了实现 C/C 的

强度、塑性和断裂韧度的同步提高，需要对基体和

纤维/基体（F/M）界面同时进行优化。在 CNTs 生

长之前，先在碳纤维表面沉积 PyC，以保护碳纤维，

削弱 CNTs/基体之间的界面强度，这些优化设计使

复合材料的强度和韧性在破坏过程中通过裂纹偏

转和纤维的拔出得到提高，C/C 抗弯、抗压强度和

层间剪切强度分别提高了 31.5%、81.5%和 82%[20]，

同时，为得到直立取向的 CNTs，生长前需对碳纤维

用强酸处理，此外，CNTs 的制备需要在很高的反应

温度（> 1000 ℃）下进行，这都会对纤维造成损伤，

进而影响其作为复合材料主增强体的性能。为解

决这一问题，Li 等[36] 研究了一种新型碳纤维多尺

度增强材料，先用氧化石墨烯接枝碳纤维，然后用

CCVD 法原位生长 CNTs。研究表明，氧化石墨烯

接枝既能无损地提高 CFs 的表面化学活性，又能保

护碳纤维在 CNTs 生长过程中免受金属催化剂的

高温腐蚀，从而保持拉伸性能。不同预制体的单向

C/C 拉伸性能表明，这种新型增强材料使 C/C 的拉

伸性能提高了 32%和 87%，比纯 C/C和仅掺杂原位

生长 CNTs 的 C/C 提高了 32%和 87%。 

1.3    CNTs-C/C复合材料的石墨化

石墨化，即高温热处理，是 C/C 复合材料制备

过程中的重要工序，也是服役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

程。有研究表明，热处理能够诱导 CNTs 表面沉积

的 PyC 转变为 CNTs 的管壁，这说明 CNTs 的存在

使 PyC 排列更加有序[37]。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

侧重于对 CNTs-C/C 复合材料常温力学性能影响的

研究，也有学者进行 CNTs 对石墨化处理后 C/C 复

合材料的研究。

本团队发现在碳纤维上制备径向直立的 CNTs
可以促进热解碳的石墨化过程并提高石墨化后

C/C 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保留率（MSR，即石墨化

后的机械强度与石墨化前的机械强度的比例）[38]。

添加 CNTs 后，C/C 复合材料的面外抗压强度和层

间剪切强度保留率由 34.7%和 42.1%提高到 76.2%
和 84.9%，分别提高了 120%和 102%。这是因为在

石墨化过程中 CNTs 能够有效抑制微观结构缺陷，

如界面脱胶和基体环形开裂，从而大大增加复合材

料石墨化后的机械强度。当 CNTs 直线长度较小

时（如小于 3 mm），碳纤维周围的 PyC 不能完全增

强，C/C 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保留率仅略有提高。

本团队[39] 采用 CCVD 法在碳纤维束表面原位生长

了不同含量的 CNTs，研究了在 2100 ℃ 热处理前

后 CNTs 对 C/C 强度和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当

CNTs 质量分数为 1.5%时，抗拉强度和断裂功均达

到最佳。热处理前，CNTs 的存在导致面内晶格尺

寸（La）减小，但是热处理后，CNTs-C/C 的 La 变

大，由于层间杂原子等的逸出及乱层结构堆垛方向

有序度的提升，芳香碳平面的层间距 d002 也迅速减

小，如图 7（a）～（d）所示。CNTs 的存在改变了

C/C 复合材料的断裂方式，增加了拉伸过程的能耗

途径，其断裂模式如图 7（e）～（h）所示。

本团队[40] 进一步研究了 CNTs 对碳纤维热处

理过程中微观结构、残余热应力演化以及机械强度

保留率的影响。纯 C/C 和 CNTs-C/C 复合材料分

别在 1600 ℃、2100 ℃ 和 2450 ℃ 下进行热处理，

实验数据和有限元分析表明：CNTs 的存在降低了

残余热应力，但使残余热应力集中分布。纯 C/C
复合材料经过 2450 ℃ 热处理后，其面外抗压强度

（OCS） 、 面 内 抗 压 强 度 （ ICS） 和 层 间 抗 剪 强 度

（ ISS） 的 MSR 分 别 为 53.07%、45.27%和 41.16%，

而 CNTs-C/C 复 合 材 料 的 MSR 分 别 为 69.69%、

66.33%和 69.70%，如图 8 所示。这说明 CNTs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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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C 和 CNTs-C/C 复合材料中 PyC 的微观结构形貌[24]

（a）C/C 的 PLM 图；（b）CNTs-C/C 的 PLM 图；（c）C/C
的 SEM 图；（d）CNTs-C/C 的 SEM 图

Fig. 6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ies of PyC in C/C and CNTs-
C  /C  composites[24]　 （ a） PLM  of  C/C； （ b） PLM  of
CNTs-C/C；（c）SEM of  C/C；（d）SEM of  CN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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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轻了热处理对力学性能的影响，并通过对复合

材料微观结构和残余热应力分布的影响，进一步影

响了复合材料的承载能力和断裂方式，最终在高温

热处理过程中保护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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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复合材料热处理后的 MSR 比较[40]

Fig. 8    MSR comparison  of  the  composites  after  heat   treat-
ment[40]

 
此外，本团队对 CNTs 改性 C/C 复合材料的抗

烧蚀性能进行了研究[41]，改性后 C/C 复合材料的质

量烧蚀率降低了 64%，机械剥落是氧乙炔烧蚀 C/C
复合材料质量损失的主要原因。通过优化 CNTs
的含量，复合材料的热导率提高了 24.5%，F/M 界

面强度提高了 74.6%，CNTs-C/C 复合材料的局部

热损伤得到明显缓解，高速气流对碳基体的剥落受

到抑制，机械烧蚀明显减少。 

2    碳化硅纳米线增强 C/C复合材料

与 CNTs 相比，一维 SiC 不仅具有优异的力学

性能，还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Lieber 等 [42] 发现

SiC 纳米棒的弯曲强度高达 53.4 GPa，并且 SiCNWs

的变形量可高达 200%，作为增强体材料引入到复

合材料能够改善其力学性能和抗氧化性能[43-45]，还

可以制备出兼具优异力学和电磁性能的轻质 C/C
复合材料[46-47]。

Lu 等[48-49] 报道了纳米碳纤维（CNF）或纳米碳

化硅纤维（SiCNF）改性 C/C 复合材料的研究，证明

纳米纤维的改性作用提高了 C/C 复合材料的力学

性能，如硬度和抗弯强度、层间剪切强度、抗压强

度及冲击韧性。本团队[50] 利用前驱体浸渍热解法

在 2.5D 碳纤维毡中原位生长 β 相的单晶 SiCNWs

（图 9（a）），研究发现 SiCNWs 的引入使复合材料的

抗弯强度和剪切强度分别提高了 131%和 68%，强

度的提高主要是纤维/PyC 界面结合的增强、裂纹

偏转、SiCNWs 的拔出和 SiCNWs/PyC 断裂所引起的

能量吸收增加的作用，如图 9（b）所示，可明显看出

SiCNWs 的拔出。随后，通过 EPD 将 SiCNWs 沉积在

碳布表面[51]，然后采用 CVD 法将碳纳米片（carbon
nanosheets, CNs）沉积在 SiCNWs 表面（图 9（c）），得

到 SiCNWs-CNs-C/C 复合材料，SiCNWs-CNs 的引入

使复合材料的弯曲性能提高了 40.97%，其断口形

貌如图 9（d）所示。经过 40 s 烧蚀后，质量烧蚀率

和线烧蚀率分别降低了 40.74%和 27.27%。这归

因 于 SiCNWs-CNs 与 基 体 之 间 的 强 键 合 作 用 ，

SiCNWs-CNs-PyC 的形成降低了热损伤，能够有效

地防止高速气流冲击下的脱粘和保护碳纤维免受

机械烧蚀。Shen 等[52]对两种不同类型的 C/C 复合

材料（增强纤维界面的 CNTs-C/C 和增强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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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g)

La

d002

(h)

 

图 7    CNTs 强 化 增 韧 机 理 示 意 图 [39]　 （a）～（d）C/C、CNTs-C/C、2100 ℃-C/C 和 2100 ℃-CNTs-C/C 的 微 观 结 构 变 化 ；
（e）～（h）C/C、CNTs-C/C、2100 ℃-C/C 和 2100 ℃-CNTs-C/C 断裂模式的变化

Fig. 7    Schematic diagrams of strengthening and toughening mechanism of CNTs[39]　（a）-（d）morphology changes of C/C， CNTs-
C/C， 2100 ℃-C/C and 2100 ℃-CNTs-C/C；（e）-（h）fracture mode changes of C/C， CNTs-C/C， 2100 ℃-C/C and 2100 ℃-
CN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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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NWs-C/C 复合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复合材料残余强度的提高是通过主裂纹尖端的屏

蔽和亚临界裂纹产生的主裂纹偏转来实现的，亚临

界裂纹与基体的各向异性密切相关，是循环载荷作

用下涡轮层堆积的 PyC 颗粒脱粘的结果。

C/C 复合材料能满足实际应用，必须具有优异

的抗疲劳性能，因此疲劳性能是衡量 C/C 复合材料

可靠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 CNTs-C/C 复合

材料，疲劳强化行为发生在较低的应力下，并随着

应力水平的升高而减弱；而 SiCNWs-C/C 复合材料

在较高应力水平下存在疲劳强化现象 [52]。本团

队[53] 报道了 SiCNWs 的引入对 C/C 复合材料弯曲疲

劳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65%应力水平

下，经过 105、5 × 105、106 次弯曲疲劳加载后，复合

材料出现疲劳强化现象，其剩余强度分别增加了

4.87%、13.73%和 62.54%，其疲劳强化的主要原因

是适度的界面脱粘和残余应力的释放。在 70%应

力水平下，受基体开裂、界面脱粘和层间分层的影

响，SiCNWs-C/C 的内耗值随着疲劳周次的增加而增

加[54]。本团队进一步研究了 SiCNWs 对 C/C 复合材

料热震行为的影响，与纯 C/C 相比，SiCNWs-C/C 复

合材料具有更优异的抗热震性能，经过 10 次热震

循环（室温→1100 ℃）后，SiCNWs-C/C 复合材料的

抗弯强度增加了 23%，而经过 20 次热震循环后，降

低为原始抗弯强度的 92%[55]。

近年来，为了提高 C/C 复合材料的抗氧化烧蚀

性能，超高温陶瓷（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s，
UHTCs）掺杂 C/C 复合材料受到广泛关注，包括由

过 渡 金 属 碳 化 物 （ZrC、HfC、TaC 等 ） 和 硼 化 物

（HfB2、ZrB2 等）组成的具有高熔点、良好的抗热震

性和优异的抗烧蚀性的超高温陶瓷。目前，已有纳

米线/晶须增韧 C/C-UHTCs 复合材料的报道。

Yang 等 [56] 将 SiC 晶须引入 C/C-ZrB2-ZrC-SiC
复合材料，不同长度的 SiC 晶须在复合材料的孔隙

和基体中形成网状结构，复合材料在等离子体火焰

下表现出良好的抗烧蚀性能。本团队研究了在

C/C-HfC-ZrB2-SiC 复合材料中原位生长 SiCNWs 的

力学性能 [57]，结果表明，由于 SiCNWs 桥连和拔出，

复 合 材 料 的 抗 弯 强 度 和 断 裂 韧 度 分 别 提 高 了

21%和 28%，此外，复合材料在高速 Al2O3 颗粒侵

蚀下也表现出良好的抗侵蚀性能，如图 10 所示，

C/C-HfC-ZrB2-SiC 复合材料烧蚀后表面有很多孔

洞，孔洞内部可以清楚地看到 Al2O3 颗粒直接刺穿

陶瓷基体的短纤维网（图 10（a）和（b），相比之下，

SiCNWs-C/C-HfC-ZrB2-SiC 复合材料受到颗粒侵蚀

后的孔隙却很少，且复合材料的短纤维网未被高能

Al2O3 颗粒击穿（图 10（c）和（d）。随后，He 等[58-59]

证明了 SiC/PyC 核壳结构增韧 C/C-ZrC-SiC 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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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单晶 SiCNWs 和 SiCNW-CNs 及其复合材料断口的微观形貌 [50-51]　（a）SiCNWs 的形貌；（b）SiCNWs 拔出的形貌图；
（c）SiCNW-CNs 的微观形貌；（d）SiCNWs-CNs-C/C 的三点弯断口形貌

Fig. 9    Microstructures of β-phase single crystal SiCNWs and SiCNWs-CNs and their composites
[50-51]　（a）microstructure of SiCNWs；

（b）pull-out of SiCNWs；（c）microstructure of SiCNWs decorated with carbon nano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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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具有更优异的抗烧蚀性能，这是因为适当的 PyC
厚度可以缓解 CTE 的失配，提高热导率，从而减少

烧蚀过程中的热腐蚀，增强抗机械腐蚀的能力。

SiCNWs 在 C/C-UHTCs 复合材料抗烧蚀过程中

的作用主要有：（1）SiCNWs 与 UHTCs 在烧蚀中心

形成网络增强层，可以保护陶瓷的稳定性，可有效

防止氧和热对衬底的攻击，如图 11（a）所示。（2）

SiCNWs 可以在陶瓷与基体之间产生钉扎效应，提高

陶 瓷 与 基 体 之 间 的 黏 结 能 力 ， 在 烧 蚀 过 程 中 ，

SiCNWs 网络联锁结构不仅能提高陶瓷的韧性，还能

增强陶瓷相之间的键合能力，如图 11（b）所示。

（3）SiCNWs 联锁结构可以在复合材料内部形成传热

通道，提高复合材料的导热系数，加速了烧蚀过程

中热量的扩散。（4）SiCNWs 的存在阻碍了裂纹在基

体中的扩展，SiCNWs 引起的裂纹变形和拔出，消耗

大 量 的 能 量 ， 对 基 体 有 增 韧 作 用 。 （ 5） 熔 融 的

SiO2 能够与表面烧蚀的陶瓷颗粒能很好地结合，

在较强的等离子火焰下，陶瓷颗粒剥落较少，如

图 11（c）所示。

Si3N4NWs 因其具有优异性能的一维纳米材料，

也常被用作增强体，Lu 等[60] 采用聚硅氮烷（PSN）

前驱体催化热解在碳布表面和碳毡内部原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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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es

5 mm5 mm

200 μm2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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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复合材料经过高速 Al2O3 颗粒侵蚀后的 SEM 图像[57] （a）、 （c）C/C-HfC-ZrB2-SiC；（b）、（d）SiCNWs-C/C-HfC-ZrB2-
SiC 复合材料

Fig. 10    SEM images of surface morphology of composites after Al2O3 particles erosion
[57]（a），（c）C/C-HfC-ZrB2-SiC；（b），（d）

SiCNWs-C/C-HfC-ZrB2-S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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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SiCNWs 在 C/C-UHTCs 复合材料抗烧蚀过程中的作用[56，59] （a）SiCNWs/PyC-C/C-ZrC-SiC 烧蚀后形成的网络结构;（b）
SiCNWs-C/C-ZrB2-ZrC-SiC 烧蚀后形成的桥连和联锁结构；（c）SiCNWs-C/C-ZrB2-ZrC-SiC 烧蚀后形成熔融状的 SiO2

Fig. 11    Effect of SiCNWs on ablation resistance of C/C-UHTCs composites
[56，59] (a) network structure formed by ablation of SiCN-

Ws/PyC-C/C-ZrC-SiC; (b) bridging and interlocking structure formed by ablation of SiCNWs-C/C-ZrB2-ZrC-SiC; (c) mol-
ten SiO2 formed after ablation of SiCNWs-C/C-ZrB2-ZrC-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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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3N4NWs，明显改善了 C/C 复合材料基体强度主导

的叠层压缩强度和层间剪切强度，但会降低纤维强

度主导的材料弯曲强度。Zhu 等 [61] 通过设计将

Si3N4NWs 和 CNT 原位引入 C/C 复合材料，研究表

明：Si3N4NWs-CNT 增加 F/M 界面的结合和 PyC 基

体的内聚力，从而使 C/C 中 PyC 的微结晶度更好，

并且由于 Si3N4NWs 和 CNT 的协同作用，Si3N4NWs-
CNT 增强复合材料层间剪切强度提高了 59.87%，

压缩强度提高了 32.69%，摩擦系数降低了 39.50%，

磨损率降低了 69.88%。 

3    超高温陶瓷纳米线改性 C/C复合

材料

在超高温环境下（尤其 2000 ℃ 以上），SiC 和

Si3N4（～1900 ℃）很难保持其结构和形貌的稳定

性，一方面，SiC 和 Si3N4 会发生晶型转变，另一方

面，纳米线可能会发生晶体长大现象，无法保持其

形貌特征，因此对基体产生的增强效果减弱或失

效[62]。为了保证纳米增强 C/C 复合材料在高温下

能够保持其优异的性能，学者们尝试在 C/C 复合材

料 中 引 入 超 高 温 陶 瓷 纳 米 线 ， 如 HfC 纳 米 线

（HfCNWs）、ZrC 纳米线（ZrCNWs）等，以期提高其在

高温下的综合性能。

本团队 [63] 采用 CVD 法在碳布表面原位生长

HfCNWs，其微观形貌如图 12（a）所示，将碳布叠层

进行致密化得到 HfCNWs-C/C 复合材料。经过 20 s
烧蚀后，HfCNWs-C/C 的质量烧蚀率和线烧蚀率比

纯 C/C 复合材料分别降低了 40%和 37%。此外，

采用聚合物裂解法制备得到 HfCNWs-C/C 复合材

料[11，64]，其面外压缩、层间剪切和三点弯曲性能分

别 提 高 了 120.80%、 45.6%和 94.65%。 与 纯 C/C
复合材料相比，该复合材料经过 20 s 烧蚀后，其线

烧蚀率和质量烧蚀率分别从 29.7 μm/s 和 6.8 mg/s
降低到 7.5 μm/s 和 3.2 mg/s。Mu 等[65] 报道了以多

壁 CNTs 为模板制备 HfCNWs 的方法，并通过 EPD
引入碳纤维毡中，制备出 HfCNWs-C/C 复合材料，研

究表明：HfCNWs-C/C 的抗弯强度较纯 C/C 和 CNTs-
C/C 复合材料分别提高了 79.3%和 11.6%。这种方

法虽然避免了 C/C 复合材料在引入纳米增强相的

过程中需经历的高温环境，但是与 CVD 和聚合物

浸渍裂解相比，EPD 得到的纳米线不是原位生长，

纳米线与基体的结合力较差，不利于提高复合材料

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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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CVD 法在碳布表面制备 HfCNWs （a）形貌[66]；（b），（c）烧蚀后的微观结构NWs
[63]；（d）烧蚀过程示意图NWs

[63]

Fig. 12    Carbon fiber with HfCNWs prepared by CVD （a）morphologies
[66]；（b），（c）microstructures after ablation[63]；（d）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ablation proces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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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CNWs-C/C 复合材料的抗烧蚀机理主要有：

（1）熔融 HfO2 网络层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氧气扩散

障碍阻碍内部的碳纤维和碳基体的进一步氧化，还

可以作为热屏障阻碍传热和气体流量的冲击，减少

碳基体的氧化和热冲击，如图 12（b）所示。（2）相

互交织的 HfO2 网络是碳基体牢固的保护骨架，防

止了高压高速气流造成的大面积机械剥落，如图

12（c）所示。（3）HfCNWs 的引入提高了复合材料的

热导率，可以有效降低基体表面温度和温度梯度，

从 而 减 轻 烧 蚀 过 程 中 热 应 力 引 起 的 结 构 损 伤 。

HfCNWs-C/C 复 合 材 料 的 烧 蚀 过 程 如 图 12（d） 所

示。此外，研究学者还证明 HfCNWs 的加入能够明

显改善 C/C 复合材料的屏蔽性能[66]。

Yan 等[67] 报道了前驱体裂解在碳布上制备单

晶 ZrCNWs，通过碳布叠层得到 ZrCNWs 改性 C/C 复

合材料，发现当 ZrCNWs 的质量分数为 3%时，复合

材料的弯曲强度提高了 163.2%。随后，Yan 进一步

证明了 ZrCNWs 在高温下可以保持其形貌和结构的

稳定性[68]。 

4    结束语

由于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的快速发展对

高性能 C/C 复合材料需求的逐步增长，尤其是高强

薄壁、尖角锐形等构件的开发和制备，对高性能

C/C 复合材料要求更加苛刻。引入不同纳米增强

体对其界面和基体进行改性，既可以改善 C/C 复合

材料强度，解决 PyC 基体极易分层开裂的问题，又

可以引入抗氧化烧蚀组元。然而，纳米增强 C/C 复

合材料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研究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和创新引入纳米增强相的工艺技术，

需保证在引入均匀纳米增强相的同时降低对碳纤

维的损伤；

（2）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改善纳米增强体与基

体的界面结合强度，并结合计算机模拟深入解释多

尺度强韧化 C/C 复合材料的增韧机理；

（3）深入研究多尺度强韧化 C/C 复合材料的高

温力学性能，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常温力学性能，而

服役过程中，C/C 复合材料主要暴露在高温条件

下，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其高温力学性能；

（4）开发性能更加优异的一维超高温纳米材

料，通过合理的组元和结构设计，获得在高温环境

下兼具优异力学和抗氧化/烧蚀性能的 C/C 复合材

料，为其在航空发动机热结构部件上的应用奠定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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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n nanotube/nanowire
multi-scale-reinforced C/C composites

ZHANG Yulei*,    FU Yanqin,    FU Qiangang,    SONG Qiang

（Carbon/Carbon Composites Research Center，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   Carbon/carbon (C/C) composite has become a good candidate as an ultra-high 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 for thermal

structure in aerospace and other fields due to its low density and high 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However, conventional C/C

composites cannot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sharp thin-wall structure, because the pyrolytic carbon matrix is brittle and

the single micron carbon fiber cannot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harp thin-walled are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nanotube/nanowire reinforced C/C composite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roducing carbon nanotubes (CNTs), silicon carbide nanowires (SiCNWs) and hafnium carbide nanowires (HfCNWs) on the

mechanical and ablative properties of C/C composites, as well as the toughening mechanism and ablation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the composites are summarized.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mposition, method and single test performance of the nano-

reinforced material introduced at present, it is propos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process technology on the base of these

studies,  and conduct reasonable component and structure design, so as to deeply study the high tempera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oughening mechanism of multi-scale toughened C/C composites.

Key words:   carbon/carbon composites；nano-reinforced；multi-scale；pyrocarbon；mechanic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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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SiC复合材料失效行为研究进展

齐    哲1,    郎旭东
2,    赵春玲

2,    杨金华
1,    刘    虎1,    陆子龙

1,
王雅娜

3,    焦    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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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连续碳化硅（SiC）纤维增韧的 SiC/SiC 复合材料由连续 SiC 纤维、界面层和 SiC 基体组成，具有高强度、高韧

性、低密度、耐高温、抗氧化等一系列优异性能，是理想的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热端构件材料。在力、热、水、氧、

燃气冲刷、异物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SiC/SiC 复合材料具有复杂的断裂和腐蚀失效行为。随着 SiC/SiC 复合

材料的广泛应用，针对其疲劳和蠕变失效机制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声发射、数字图像相关、电阻监测、

原位 CT 和 SEM 等新的检测手段在 SiC/SiC 复合材料上的应用，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其在力学实验中裂纹萌生和发

展过程以及发生最终破坏的机理。

关键词：碳化硅；复合材料；损伤演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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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SiC 纤维增韧的 SiC 基复合材料（SiC/SiC
复合材料）是以连续束丝 SiC 纤维为增韧体、氮化

硼（BN）或热解碳（PyC）等为界面层，熔融渗硅

（MI） 、 化 学 气 相 渗 透 （CVI） 、 先 驱 体 浸 渍 裂 解

（PIP）等工艺制备的 SiC 为基体的新型复合材料，

具有高强度、高韧性、低密度、耐高温、抗氧化、抗

蠕变以及较高的热导率和较低的热膨胀系数等一

系列优异特征，在航空发动机[1-2] 和燃气轮机热端

材料[3]、核燃料包壳管[4] 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5]。美国 GE 航空的 HiPerCompTM SiC/SiC 复合

材料已应用于 LEAP 系列发动机的高压涡轮外环[6]；

根 据 GE 官 网 的 报 道 ，2020 年 取 得 FAA 认 证 的

GE9X 发动机更采用了一级高压涡轮外环、一级和

二级高压涡轮喷嘴以及燃烧室内环和外环等五种

SiC/SiC 复合材料构件。

材料的失效类型主要包括断裂、腐蚀和磨损

等。SiC/SiC 复合材料的失效主要表现为在载荷、

高温、异物冲击、氧化、摩擦等单因素或多因素作

用下发生的断裂、腐蚀和磨损。SiC/SiC 复合材料

具有多种组分，每种组分相比 SiC 或六方氮化硼

（h-BN）等纯陶瓷材料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组分可

以多种方式组成复合材料[7]，因此 SiC/SiC 复合材

料具有因材料组成和制备工艺而异的失效行为。

同时，SiC/SiC 复合材料的服役环境十分复杂，已开

展了很多高温水氧或燃气环境下的长时力学实验，

研究 SiC/SiC 复合材料在力、热、水、氧以及高速气

流等综合作用下的损伤演化和失效机理，以达到监

测 SiC/SiC 复合材料性能衰减并预测其剩余服役寿

命的目的 [8-9]。由于 SiC/SiC 复合材料磨损失效行

为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重点讨论 SiC/SiC
复合材料的断裂失效和腐蚀失效。 

1    SiC/SiC复合材料断裂失效行为

在 SiC/SiC 复合材料的组分中，束丝 SiC 纤维

承担主要的拉伸和弯曲载荷；基体承担部分载荷并

提供抗氧化保护；界面层保护纤维并调节纤维和基

体的结合强度，使复合材料表现出一定的“假塑

性”断裂模式，是复合材料增韧的关键所在。界面

层的增韧机制主要包括：裂纹偏转、纤维脱粘/滑
移、纤维桥联和纤维拔出等，如图 1 所示。 

1.1    SiC/SiC复合材料拉伸和压缩断裂行为

SiC/SiC 复合材料从损伤发生到最终破坏主要

经历基体横向开裂、层间开裂、纤维束与基体分

离、纤维束内基体开裂、纤维断裂与拔出等损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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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裂纹萌生、扩展直至发生破坏的方式同纤维预

制体结构或铺层方式、界面层的类型及其与纤维和

基体的结合强度、基体缺陷等密切相关。表面和界

面缺陷、内容物和孔洞、人工狭缝或缺口尖端、编

织结节等应力集中部位容易成为裂纹萌生点，如

图 2 所示。由于缺陷的广泛存在，基体裂纹往往在

比例极限以下即可发生；但是在很低应力水平下发

生的基体裂纹并不一定直接影响材料的性能。

 
(a) (b)

(c) (d)

Pore
Inclusion

F F

F FF

Knot

Notch

Interface defectInterface defec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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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iC/SiC 复合材料的典型裂纹萌生位置　（a）表界面

缺陷；（b）内容物和孔洞；（c）人工开口尖端；（d）编织
结节

Fig. 2    Typical crack  initiation  locations  of  SiC/SiC   compos-
ites　（a）defects of surface or interface；（b）inclusions
and  pores； （ c） tips  of  artificial  notches； （ d） woven
knots

 

纤维预制体结构或铺层方式是 SiC/SiC 复合材

料的裂纹萌生和损伤模式的决定因素之一。单向

SiC/SiC 复合材料的初始拉伸裂纹为横向基体裂

纹[10]。2D SiC/SiC 复合材料的初始裂纹则为沿纬

向纤维的“隧道”裂纹 [11-12]。针对美国 GE 公司

的 HiPerCompTM SiC/SiC 复合材料的原位 CT、声发

射和电阻监测研究表明，单向复合材料在拉伸载荷

作用下横向基体裂纹处的纤维所受应力最大，大部

分 纤 维 断 裂 都 在 距 裂 纹 100  μm 之 内 发 生 [13]；

[0°/90°]2S 样品由于纬向纤维裂纹源的存在，在较低

载荷下即有裂纹在中间 90°层基体中萌生，首先在

90°层中达到饱和[14]，但是在最初的破坏阶段只有

少数纤维断裂，而单向样品尽管在更大载荷下才产

生基体裂纹，但是纤维断裂很快随之发生[15]。数字

图像相关（DIC）发现不同的纤维编织和铺层方式

也会带来一些特殊效应。如 2D 编织 SiC/SiC 复合

材料管材被拉伸时有织物效应，即束丝会沿着拉伸

方向重排[16]；采用 ± 15°/ ± 30°/ ± 60°/ ± 75°铺层的

NITE 工艺 SiC/SiC 复合材料，损伤模式同纤维方向

相关，< 30°以拉伸断裂为主，> 60°以脱粘为主[17]。

界面层的类型、界面层与纤维和基体的结合强

度对 SiC/SiC 复合材料的断裂行为有重要影响。

Rebillat 等 [18] 制备的单层高结晶度和单层低结晶

度 BN 界面层的 SiC/SiC 复合材料的纤维拔出效果

均不如采用 PyC 界面层的 SiC/SiC 复合材料明显，

裂纹不能在 BN 界面层内部发生偏转，只有使用双

层 BN 界面层，才能在高低结晶度的 BN 之间造成

明显的裂纹偏转效应。Zhao 等[19-20] 对比 PyC 和碳

纳米管界面层的 SiC/SiC 复合材料，尽管二者的裂

纹均起源于试样人工狭缝尖端附近，但是随着载荷

增加，采用 PyC 界面层的材料，裂纹沿纤维-基体界

面扩展，初始裂纹很快被阻止，在最终断裂的试样

上出现大量的二次裂纹与微裂纹，表现出假塑性断

裂行为；采用碳纳米管界面层的材料，裂纹沿加载

方向迅速扩展，直接穿过纤维成为引起破坏的主裂

纹，表现出脆性断裂特征。Droillard 等[21] 分别采用

表面状态不同的 Nicalon 纤维制备 SiC/SiC 复合材

料，纤维与界面层结合力强时拉伸强度明显提高。

Morscher 等 [22] 对比了 CVI SiC 基体和 SiC-B4C 基

体的复合材料，发现前者的基体与 PyC 界面层的剪

切应力远小于后者，在拉伸加载下，后者的基体裂

纹数量几乎是前者的两倍，但是前者的裂纹开度却

比后者高一个数量级。

基体缺陷的尖端由于应力集中，可能成为裂纹

的萌生点。MI 基体的制备中，残余液态硅凝固时

体积膨胀 11%。HiPerCompTM 基体硅含量约 20%，

Wing 等[23] 采用拉曼光谱检测到硅相有 2.4～3.1 GPa
的压缩应力，而 SiC 相有 0.24～0.75 GPa 的拉伸应

力，应力在位置上呈正态分布。Thornton 等[24] 发现

该类材料的硅内容物同表面缺陷一样，都是裂纹萌

生点。退火处理可以提高这类材料的断裂伸长率，

但是比例极限和极限拉伸强度反而略有降低 [14]。

Fiber

Crack deflection

Fiber

Matrix crack Crack deflection

Fiber bridging

Weak interface

debonding/sliding

Fiber pull-out

 

图 1    SiC/SiC 复合材料增韧机制

Fig. 1    Toughening mechanism of SiC/SiC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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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上如有表面缺陷，则其尖端容易成为裂纹萌生

的部位，而人们也往往采用人工开口等方式使裂纹

萌生于可预测的区域以便于观测。Maillet 等[15] 研

究了单边开口和未开口的 [0°/90°]2S HiPerComp
TM

SiC/SiC 复合材料拉伸断裂行为。开口样品基体裂

纹萌生于开口尖端中间的 90°层，沿厚度和宽度方

向扩展，长至 1 mm 时才发生纤维断裂。未开口

[0°/90°]2S 样品，裂纹也萌生于中间的 90°层基体，

在最初的破坏阶段即有少数纤维断裂。Whitlow
等 [25] 结合声发射和 DIC 方法发现，HiPerCompTM

材料拉伸破坏的主基体裂纹来自局部孔隙。材料

孔隙的分布与初始裂纹分布是一致的，尽管并不与

最终破坏位置重合。

测试条件如加载方式、温度以及加热方式对

SiC/SiC 复 合 材 料 的 断 裂 模 式 也 有 重 要 影 响 。

Wang 等 [26] 研究 2D SiC/SiC 复合材料的面内压缩

失效模式，动态条件下，断裂面与加载方向成较大

角度，纤维断裂时未脱粘，剪切变形为主要失效机

制；准静态条件下，断裂面与加载方向成较小角度，

纤维脱粘及纤维束屈曲现象明显，分层为主要失效

机制。高温可能带来界面性质的改变，Bale 等 [27]

研究了室温和 1750 ℃ 惰性条件下单束 SiC/SiC 复

合材料的断裂行为，发现 1750 ℃ 下的摩擦应力仅

约为 25 ℃ 下的 20%，纤维滑移长度及横向裂纹的

间距都显著增大，作者将其归因于热膨胀系数不匹

配引起的残余应力变化或 BN 界面层剪切性质的

改变。加热方式对 SiC/SiC 复合材料的失效模式产

生影响也有较多研究。当材料受到单侧加热时，由

于试样厚度方向上热梯度的存在，其断裂模式与等

温加热情况下有明显不同。Whitlow 等[28] 在激光单

面加热和高温炉等温加热条件下进行 HiPerCompTM

材料的高温轴向拉伸，结果表明，单面加热条件下

试样发生分层，而在等温条件下则没有分层现象。 

1.2    SiC/SiC复合材料在异物冲击下的退化和失

效行为

SiC/SiC 复合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砂石、金

属等异物冲击可能导致表面损伤、产生裂纹甚至被

击穿，这与材料本身的结构和性能、异物冲击的速

率等因素密切相关。SiC/SiC 复合材料的异物冲击

实验主要考核材料抵抗高速钢球或其他颗粒垂直

冲击的能力。Choi[29] 和 Bhatt 等[30] 评估了料浆浇

注-熔渗（slurry cast-MI）工艺 SiC/SiC 复合材料抗

1.59 mm 钢球冲击的能力，室温及 1316 ℃ 空气环

境实验表现出了相似的破坏机制。当冲击速率为

115 m/s 时，材料未表现出明显的内部损伤，力学性

能也未发生衰减。随着冲击速率的增加，内部损伤

加剧并且力学性能开始衰减。当速率  > 300 m/s
时，钢球能够击穿材料，材料的强度保留率约为

50%。主要的内部损伤类型包括分层、纤维断裂及

基体剪切断裂。背面仅有部分支撑的样品，除发生

前面接触损伤，还发生背面应力损伤，受到的破坏

比具有背面具有全部支撑的样品更严重。Presby
等 [31] 表征并模拟了冲击速率 340 m/s 的 1.59 mm
钢球对平面和曲面 MI SiC/SiC 复合材料的损伤。

结果表明，平板件的损伤要比曲面形件严重得多，

平板件最大的损伤发生在背面，而曲面形件最大的

损伤在前面。Kedir 等[32] 评估了 9 种 SiC/SiC 复合

材料室温下受到 200 m/s 或 300 m/s 不同粒度（120～
210 μm 以及 60～90 μm）石榴石颗粒的冲击腐蚀情

况，结果表明，性能衰退速度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

密度、基体硬度及弹性模量。Presby 等 [33] 研究了

冲击速率 350 m/s 的 1.59 mm 碳化钨（WC）颗粒对

3D SiC/SiC 复合材料造成的损伤，结果表明，正交

联锁样品相对多层联锁和角联锁样品耐冲击能力

更强。 

1.3    SiC/SiC复合材料疲劳失效行为

疲劳是指材料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失效的现

象，而这一载荷可以远低于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

疲劳是材料失效最常见的原因。作为一种工程上

应用的热结构材料，SiC/SiC 复合材料在服役过程

中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循环载荷的作用并产生损伤

累积，当累积的疲劳损伤达到一定程度后将会导致

突然断裂失效，给安全使用带来严重威胁。已有研

究表明，SiC/SiC 复合材料的疲劳性能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基体类型、零件孔结构、测试条件和环

境因素等，并表现出不同的疲劳失效机制。 

1.3.1    材料组成的影响

致密的基体可以更有效地抵御氧气和水蒸气

等对界面层和纤维的侵蚀，为 SiC/SiC 复合材料带

来较高的疲劳极限。Kim 等[34] 研究了料浆浇注-熔
渗工艺制备的孔隙率约为 8%的 SiC/SiC 复合材料

及预浸料-熔渗（prepreg-MI）工艺制备的孔隙率 <
1%的 SiC/SiC 复合材料在燃气环境下的疲劳行

为，发现后者更不易发生氧化，疲劳极限更高。

在基体中引入自愈合相也可以提高 SiC/SiC 复

合材料的疲劳极限。Ruggles-Wrenn 等[35-36] 研究发

现，对于由 CVI 工艺和 MI 工艺制备的纯 SiC 基复

合材料，在卸载的过程中，氧化反应产生的气体从

基体中释放出来，在重新加载时，氧化物则再次通

过基体裂纹进入材料内部，氧化造成的基体裂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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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材料寿命限制机制。相反，由 CVI 工艺制备的

具有多层交替结构的 SiC-B4C 自愈合基体，能够捕

捉氧并与之反应生成可流动的氧化相从而使基体

裂纹愈合，能够有效阻止纤维和界面的进一步退

化，该基体类型材料的疲劳破坏主要取决于纤维。

SiC/SiC 复合材料零件的孔结构也会引起疲劳

性能的变化。Zhang 等[37] 研究了带有气膜冷却孔

的 3D 编织 SiC/SiC 复合材料在 1350 ℃ 空气中的

疲劳性能，孔分布分别按矩形排列和三角形排列设

计，单孔直径均为 0.5 mm。实验发现冷却孔几乎

不影响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但是疲劳寿命却随着

冷却孔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冷却孔对疲劳性能的影

响主要源于孔周围纤维的氧化和脆化；孔分布呈三

角形排列的试样疲劳性能最低，其断面上大多数纤

维发生氧化并脆化，原因是该排列方式影响了基体

裂纹的形成和扩展。 

1.3.2    测试条件的影响

应力水平、加载频率和实验温度等均会影响疲

劳失效机制。Luo 等[38] 揭示了高温空气环境中不

同应力水平下 PIP SiC/SiC 的疲劳破坏机制。在应

力高于比例极限时，基体中快速萌生的裂纹导致弹

性模量迅速下降，然后纤维承担了大量载荷；在应

力低于疲劳极限时，基体中产生的横向裂纹是主要

疲劳损伤机制，测试过程中，弹性模量几乎保持不

变，基体承载了主要载荷；当应力水平位于疲劳极

限和比例极限之间时，则由基体和纤维共同承载。

Ruggles-Wrenn 等[39] 发现，1200 ℃ 空气环境中 CVI
SiC/SiC 复合材料疲劳极限随着加载频率的增大而

降低。Ikarashi 等 [40] 对正交 3D 编织 SiC/SiC 的研

究发现，在 1100 ℃ 空气环境中，氧化引起的界面

剪切强度大幅下降是造成疲劳失效的原因。Bertrand
等[9] 研究了燃气环境中实验温度对 SiC/SiC 复合材

料疲劳性能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材料的疲劳

性能逐渐衰减，在 1250 ℃ 和 1350 ℃ 下，施加应力

分别为 125 MPa、90 MPa 时，疲劳寿命均能超过

25 h（90000 次循环）；而在 1480 ℃ 下，由于氧化和

腐蚀过于强烈，造成试样出现大量消耗，即使未施

加任何载荷，其寿命也仅有 16.7 h。 

1.3.3    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因素同样影响着 SiC/SiC 复合材料的疲劳

性能，水蒸气会加速材料疲劳性能的衰退。燃气热

冲击会造成试样的局部热应力。Ruggles-Wrenn
等[39] 的研究显示，SiC/SiC 复合材料在水蒸气氧化

条件下会形成大量的玻璃相，导致氧化区域更大，

氧化脆化现象更明显。Kim 等 [41] 的研究表明，在

相同应力水平下，燃气热冲击环境 SiC/SiC 复合材

料试样的疲劳寿命比高温炉中的约低一个数量

级。这是因为燃烧火焰导致试样加热的正面产生

了压缩应力，背面产生了更高的拉伸应力，局部存

在的热应力提高了试样所受应力，降低了裂纹形成

和扩展的应力阈值，所形成的基体裂纹成为氧化物

的扩散通道；同时燃气中含有大量的水蒸气，加速

了 BN 界面层的氧化，使材料性能快速退化。 

1.4    SiC/SiC复合材料蠕变失效行为

SiC/SiC 复合材料用于高温部件时必须充分考

虑其蠕变性能，以防止高温服役过程中材料在部件

预期寿命内出现过度变形或提前失效[42]，与疲劳性

能一样，影响 SiC/SiC 复合材料蠕变性能的因素同

样有材料组成、实验条件、环境因素等。 

1.4.1    材料组成的影响

SiC 纤维本身的抗蠕变性能对材料性能具有重

大影响，以抗蠕变性能更好的 Hi-Nicalon 纤维制备

的 SiC/SiC 复合材料比 Nicalon 纤维制备的具有更

长的蠕变断裂寿命[43]；Morscher 等[44-45] 研究了不同

牌号纤维增强的 MI SiC/SiC 复合材料在 1200 ℃
和 1315 ℃ 空气中的抗蠕变性能，发现材料的抗蠕

变性与增强纤维的抗蠕变性优劣趋势保持一致，即

从优到劣依次是Sylramic-iBN、Hi-Nicalon S、Tyranno
SA、Tyranno  ZMI 纤 维 增 强 的 材 料 [46]。Morscher
[47]研究了不同纤维编织结构的 MI SiC/SiC 复合材

料的拉伸蠕变行为，实验发现拉伸方向上轴向纤维

体积分数越高，材料蠕变断裂强度越高。 

1.4.2    测试条件的影响

SiC/SiC 复合材料的蠕变性能往往随着测试温

度和应力水平增加而下降。研究发现[48-49] 随着温

度和应力的不断增加，2D SiC/SiC 复合材料的蠕变

断裂时间缩短，稳态蠕变速率增大；基体开裂、界面

脱粘和纤维蠕变成为材料蠕变损伤的主要模式。

SiC 纤维的微观结构稳定性影响了材料的蠕变性

能，当温度由 1200 ℃ 升高至 1400 ℃ 时，纤维晶粒

显著增大，结晶度提高，材料抗蠕变性能急剧下

降。Racle 等[50] 的持久实验载荷在 0 到最大值之间

循环，最大值在 18%～84%极限拉伸强度之间，每

106 次循环增加 6%。循环加载载荷在 30%极限拉

伸强度以上时，对破坏和材料寿命有显著的影响。 

1.4.3    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中的氧气对 SiC/SiC 复合材料持久寿命具

有显著的影响，真空和纯净惰性气氛下的持久寿命

明 显 优 于 空 气 或 其 他 含 氧 气 氛 下 的 持 久 寿 命 。

Morscher 等 [51] 对比研究了 SiC/SiC 复合材料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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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氩气气氛以及真空三种不同环境下的持久寿

命，发现在 1204 ℃ 下，当施加应力为 220 MPa 时，

空气和氩气环境下的持久寿命为 17～154 h，而真

空 条 件 下 则 超 过 了 500  h； 当 应 力 继 续 增 加 至

248 MPa 时，空气气氛中的持久寿命降至 0.5～3.5 h，

而真空条件下的是 188～469 h。进一步分析发现，

氩气氛中含有的微量氧气（体积分数 0.002%）使基

体开裂处纤维、界面层以及基体发生氧化，进而导

致了纤维-纤维之间和/或纤维-基体之间的强界面

结合，使得材料的失效时间降低至与空气环境下相

当的水平。对于在真空中测试的试样，在断面上未

观察到明显的氧化迹象，BN 界面层一直存在，并且

在纤维/界面层之间或界面层/基体之间可观察到明

显的剥离和纤维拔出。Godin 等[52] 的研究表明，在

载荷高于基体开裂水平的中高温持久实验中，持续

加载考核的主要是空气氧化的影响。断裂时间随

加载应力的提高而变短，并遵循传统的指数定律：

t ·σn = Aexp
( Ea

RT

)
(1)

式中：t 是实验寿命；σ 是加载应力；A0 和 n 是材料

和环境相关常数；T 是温度；R = 8.314 J•mol–1•K–1

为理想气体常数；Ea 为断裂现象的活化能。式（1）

类似阿伦尼乌斯公式的形式，表明断裂时间实际

上是由化学反应控制的。中温和高应力时，SiC/
SiC 复合材料持久寿命长于纤维，这是因为在这一

应力区间，纤维的裂纹扩展受氧气扩散控制。SiC/
SiC 复合材料中到达纤维表面的氧气在一定程度上

被自愈合基体和界面层消耗。多名学者用声发射

技术监测了 SiC/SiC 复合材料中温空气环境的持久

实验，也发现了弹性能的释放遵循一个先加速后减

缓至最低值，至失效前再次突然加速的指数规律。

这可能是因为纤维的裂纹扩展和氧化较慢，其失效

与基体相比，有延迟效应 [53]。Momon 等 [54] 用声

发射研究了 SiCf/SiBC 复合材料 450 ℃ 和 500 ℃
空气持久实验，试样以 600 N/min 的速度加载到

45%～100%破坏应力，无论应力水平如何，在约

60%破坏时间时，弹性能的释放速度最慢，而最终

破坏前释放弹性能的速度会逐渐加快，发生“雪

崩”现象。 

2    SiC/SiC复合材料腐蚀失效行为

SiC/SiC 复合材料的腐蚀失效研究主要在空

气、水氧、燃气等环境下进行。尽管燃气环境更加

接近真实的服役环境，但是空气和水氧环境下的研

究更有助于理解单一因素和多因素偶合（高温、氧

气、水蒸气）对 SiC/SiC 复合材料腐蚀的影响。 

2.1    空气环境

SiC 的氧化的行为已经被广泛研究，高温下氧

化模式与氧含量密切相关。当氧含量较低时，发生

活化氧化，反应方程式为：

SiC(s)+O2
(
g
)→ SiO

(
g
)
+CO

(
g
)

(2)

气相的 SiO 挥发后材料失重。当氧含量较高

时，发生钝化氧化，反应方程式为：

2SiC(s)+3O2
(
g
)→ 2SiO2 (s)+2CO

(
g
)

(3)

材料增重，并且生成的 SiO2 能够在低于其熔

点的温度（1723 ℃）阻止氧气对 SiC 的进一步氧

化[55]。在钝化氧化过程中，SiO2 层生成后，氧化主

要通过以下步骤进行[56]：（1）氧气分子通过扩散作

用通过 SiO2 层，进而到达 SiC 表面；（2）氧气与

SiC 在界面处发生反应；（3）生成的 CO 气体通过扩

散作用逸出。

相比 SiC，SiC/SiC 复合材料的氧化失效行为更

加复杂，同时包含纤维、界面层与基体的氧化，并且

氧化行为与温度、纤维类型、界面层类型及基体的

制备方法密切相关。

多名学者研究了 SiC/SiC 复合材料的氧化行为

与温度的关系。Zhao 等 [57] 研究了 800～1200 ℃
下 SiC-SiBC 基复合材料的氧化行为。800 ℃ 氧化

100 h 后，h-BN 界面层和 SiC 纤维不能被有效保

护，强度降低幅度较大；更高温度氧化时，由于

SiC 封闭涂层裂纹的闭合及 SiBC 基体氧化形成的

玻璃相能够封填裂纹，因此可以有效抑制氧的扩

散，使得界面层与纤维得到保护，强度几乎不下

降 。Tan 等 [58] 研 究 了 PIP 工 艺 的 SiC/BN/SiBCN
在 1350～1650 ℃ 空气条件下氧化行为。1350 ℃
氧化 50 h 与 100 h 后，材料的强度保留率分别为

52%与 54%，1500 ℃ 氧化 5 h 后，材料的强度保留

率为 46%。氧化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1）复合

材料的表面与氧气形成完整的氧化物层，材料增

重；（2）氧化物层起到阻挡氧气侵入的作用并且挥

发性产物开始以气体形式挥发，材料减重；（3）氧气

穿过阻挡层并与复合材料发生反应，同时挥发性产

物在材料表面挥发，质量变化在此阶段为对数形式。

材料的氧化行为不仅与高温氧化温度密切相

关，还与材料的低温暴露历史相关。Diaz 等[59] 首

先将 SiC/SiC 复合材料在 800 ℃ 中加热 500 h，然

后在 65 ℃ 低温潮湿环境（相对湿度 95%）中暴露

500 h，最后将样品在 800 ℃ 空气中加热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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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t-BN 界面层在这一环境下退化很快，界

面剪切强度和摩擦力下降约 90%，进而导致了力学

强度的显著下降。界面层失效致使氧气及其他组

分能够更深入地与材料内部发生反应，因此在再次

升温过程中材料性能发生显著下降。

氧气通道的存在会加速氧化过程。氧化通道

可能由纤维与基体的热膨胀系数不匹配产生的裂

纹形成，或者由基体在外力作用下的开裂形成，也

可能由界面层的氧化失重所形成。Sun 等[60] 分别

采用热膨胀系数为 5.1 × 10–6k–1 与 4.0 × 10–6k–1 的
SiC 纤维制备复合材料。高热膨胀系数纤维制备出

的复合材料在 800 ℃、1000 ℃ 及 1200 ℃ 氧化后质

量略有增加，强度保留率分别为 109.6%、103.2%
与 102.9%，这是由于高热膨胀系数纤维增强的复

合材料中纤维与 SiC 封闭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匹配

性较好，因此在涂层中几乎未发现裂纹，阻止了氧

气对纤维造成的侵蚀，并且氧化后强度保留率较

高。Wing 等[61] 研究了 HiPerCompTM SiC/SiC 复合

材料中 BN 界面层的氧化情况。将复合材料表面

暴露在 1200～1285 ℃ 空气环境中，氧气可以沿着

SiC 纤维表面的 BN 界面层侵入材料内部，界面层

起到了氧气通道的作用。在相同温度与时间，基体

表面仅能形成几微米的氧化层，在 BN 界面层上却

可以渗入数百微米，这表明 B2O3 的形成有助于氧

气的扩散。孤立纤维表面的界面层与相互粘连界

面层的氧化情况相似，厚界面层的侵蚀则比薄界面

层严重得多。 

2.2    水氧环境

SiC/SiC 复合材料在水氧环境下，除了与氧气

发生反应外，还会与水蒸气发生反应，其中 SiC 基

体的反应通常是：

SiC(s)+3H2O
(
g
)→ SiO2 (s)+CO

(
g
)
+3H2

(
g
)

(4)

SiO2 (s)+2H2O
(
g
)→ Si(OH)4

(
g
)

(5)

反应生成的 Si（OH）4 以气体形式挥发，造成材

料失重[30，62]。通常，材料在水蒸气环境下的氧化速

率较空气环境明显增加。Opila 等[62] 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 1100～1400 ℃，水蒸气能够加速 SiC 的氧

化，使其氧化速率比在氧气环境中高一个数量级。

在 1200 ℃ 下，当水蒸气分压大于 0.025 MPa 时，氧

化生成的 SiO2 层中有气泡产生，并且气泡的数量

随 着 分 压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Terrani 等 [63] 研 究 了

SiC 在 1200～1700 ℃ 水蒸气环境下的失效行为，

水蒸气压力 0.1～2 MPa，流速 0.23～145 cm/s。结

果表明，SiC 的挥发速率与水蒸气压力密切相关，

与水蒸气的流速相关性较弱。在高水蒸气压力条

件下，形成的氧化物层呈多孔结构，构成了水蒸气

入侵的通道，加速了材料的衰退。

水蒸气不仅能加速 SiC 基体的氧化，同样也能

加速界面层和 SiC 纤维的氧化。如 SiC/SiC 复合材

料中常用的 BN 界面层，在水氧环境下则会先被氧

化成 B2O3，然后与水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反应生

成 HxByOz
[64]：

2BN(s)+3/2O2
(
g
)→ B2O3 (s, l)+N2

(
g
)

(6)

3B2O3 (l)+3H2O
(
g
)→ 2H3B3O6

(
g
)

(7)

B2O3 (l)+3H2O
(
g
)→ 2H3BO3

(
g
)

(8)

B2O3 (l)+H2O
(
g
)→ 2HBO2

(
g
)

(9)

Mall 等 [65] 研 究 了 不 同 温 度 水 氧 环 境 下 的

SiC/SiC 复合材料的退化机制，发现在 400 ℃ 和

950 ℃ 下 BN 界面层主要表现为开裂、退化和挥发

等形式的损伤；而 750 ℃ 下 BN 会形成硼硅酸玻

璃，导致纤维出现粉化，复合材料性能衰减得更严

重。潮湿氧化环境对 BN 界面层比对 PyC 界面层

的破坏性更强。Lu 等[66] 利用 CT 观察发现，在潮

湿氧化环境后，SiC/SiC 复合材料中的 BN 界面层

受 到 明 显 破 坏 ， 与 SiC/PyC/SiC 复 合 材 料 相 比 ，

SiC/BN/SiC 材料会在内部结构中产生了更多的孔

隙。Yao 等 [67] 的研究结果表明，水蒸气显著加速

了 Hi-Nicalon 型 SiC 纤维的氧化，导致复合材料性

能退化；Robertson 等 [68] 将 Hi-Nicalon S 型纤维在

水蒸气环境下处理后，其表面会形成一层 SiO2，纤

维持久寿命比空气中处理的显著降低。 

2.3    燃气环境

当处于燃气环境时，SiC/SiC 复合材料会表现

出不同的性能衰退机制。Panakarajupally 等[69-70] 研

究了 SiC/BN/SiC 复合材料在燃气环境与等温高温

炉中的氧化行为，结果表明，在燃气环境下材料表

现出更严重的脆性断裂行为；同时发现燃气环境下

由于加热-冷却会在试样中产生明显的热梯度，在

疲劳循环的峰值载荷下，试样背面将承受比施加应

力更高的净拉伸应力，使得横向基体开裂加剧，燃

烧气体则可轻易地进入复合材料内部，导致出现氧

化和快速失效；在疲劳循环的谷值载荷下，试样受

热侧会受到压缩应力，在复合材料基体中产生多轴

层间应力和剪切应力，导致层间出现纵向开裂。

Kim 等[41] 的研究同样表明，对于特定的施加应力，

燃气环境下试样的疲劳寿命比高温炉中的约低一

个数量级，燃烧火焰导致试样加热的正面产生了压

缩应力，背面产生了更高的拉伸应力，局部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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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力提高了试样所受应力，降低了裂纹形成和扩

展的应力阈值，所形成的基体裂纹成为氧化物种的

扩散通道，同时燃气中含有大量的水蒸气加速了

BN 界面层的氧化，使复合材料性能快速退化。

Obguji 等[71] 对比了 800 ℃ 燃气（流速 100 m/s）、水

蒸气分压占 10%的环境下，与静态高温炉、水蒸气

分压占 90%的环境下材料的力学性能衰减行为，

结果表明，前者衰减更严重。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

于高流速的火焰能够使氧化性气体更深入复合材

料内部。上述研究表明在燃气环境下由于热应力、

水蒸气等因素的存在，将导致复合材料产生比高温

炉中更严重的退化行为。 

3    结束语

近年来，声发射、电阻监测、数字图像相关

（DIC）、原位 CT 和 SEM 等新方法在 SiC/SiC 复合

材料上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的力学实验-断口观测

的断裂失效研究模式，获得了丰富的 SiC/SiC 复合

材料损伤演化和失效行为研究的信息。本文综述

的失效行为研究进展，很多即建立在对这些方法的

综合运用上。声发射和电阻监测均可检测到裂纹

萌生和增殖的实时情况[72-74]。其中，声发射可以用

来预测 SiC/SiC 复合材料的持久寿命[54]。电阻监测

可以在高温、高压和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因为即使

将导线连接在冷区也可以反映热区阻值变化 [74]。

DIC 可反映由力热加载引起的材料表面面内位移

和应力场分布。原位 CT 对 SiC/SiC 复合材料的裂

纹萌生和扩展进行实时观测，目前已有从室温到

1750 ℃ 下 开 展 实 验 的 报 道 [27]。 声 发 射 与 原 位

CT 结合，检测到声发射信号再用 CT 采集图像，可

以节约实验时间[13]。同步辐射 X 射线光源在原位

CT 上的应用，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已有

报道，极大地提高了 CT 的分辨率并大幅缩减了实

验时间。原位 SEM 也是一种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实

时观测手段，尽管只能观察表面，但是分辨率可以

比 CT 更高，与 DIC 手段结合甚至能够检测到纳米

尺度的微裂纹[75]。有关方法的成熟度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例如，声发射信号和 SiC/SiC 复合材料电

阻阻值下降已经能够同损伤的发生很好地关联起

来，但是对应的损伤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SiC/SiC 复合材料种类众多，因纤维种类、预制

体结构、界面层体系、基体致密化方式、封闭涂层

或环境障涂层的有无及种类等，断裂和腐蚀失效方

式有着巨大的差异，有待针对特定的 SiC/SiC 复合

材料体系采用多种方法表征其失效行为。在已有

的报道中，以高温空气环境、高温水蒸气环境下的

力学实验为多，有待进一步模拟实际使用环境，如

航空发动机的燃气环境。相信随着 SiC/SiC 复合材

料工艺的进一步成熟和应用的进一步拓展，必将有

更多的相关失效行为研究涌现出来，对 SiC/SiC 复

合材料研制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NASLAIN  R  R.  SiC-matrix  composites： nonbrittle
ceramics  for  thermo-structural  application[J].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 2005，

2（2）：75-84.

［1］

刘虎，杨金华，周怡然，等 . 国外航空发动机用 SiCf/
SiC 复合材料的材料级性能测试研究进展 [J]. 材料工

程，2018，46（11）：1-12.
（ LIU  H， YANG  J  H， ZHOU  Y  R， et  al.  Progress  in
coupon tests of SiCf/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used
for  aero  engin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18，46（11）：1-12.）

［2］

CORMAN G S，DEAN A J，BRABETZ S，et al. Rig and
engine  testing  of  melt  infiltrated  ceramic  composites  for
combustor and shrou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Engin-
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2002，124（3）：459-
464.

［3］

KATOH Y，OZAWA K，SHIH C，et al.  Continuous SiC
fiber， CVI SiC  matrix  composites  for  nuclear   applica-
tions： properties  and  irradiation  effects[J].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2014，448（1/2/3）：448-476.

［4］

BANSAL  N  P，LAMON J.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materials，modeling and technology[M].  Hoboken：John
Wiley & Sons，Inc.，2015.

［5］

CORMAN G S，LUTHRA K L. Development history of
GE ’s  prepreg  melt  infiltrat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material  and  applications， in  comprehensive  composite
materials  II[C]//  Zweben，Beaumont，P  W  R：Elservier
Ltd：2018：325-338.

［6］

吕晓旭，齐哲，赵文青，等. SiCf/SiC 复合材料氮化硼

（BN）界面层及其复合界面层研究进展 [J]. 航空材料

学报，2019，39（5）：13-23.
（LYU X X，QI Z，ZHAO W Q，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BN interphases and its multilayers in SiCf/SiC compos-
ites[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9，39（5）：

13-23.）

［7］

HALBIG  M， JASKOWIAK  M，KISER  J， et  al.  Evalu-
ation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technology for aircraft
turbine  engine  applications[C]∥The  51st  AIAA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 including the New Horizons
Forum and Aerospace Exposition.  Grapevine，TX，USA：

［8］

第 3 期 SiC/SiC 复合材料失效行为研究进展 31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5.02009.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5.02009.x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5.02009.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5.02009.x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0503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15/1.145563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19.000101


[s.n.]，2013.
BERTRAND  D  J， SABELKIN  V， ZAWADA  L， et  al.
Fatigue  behavior  of  sylramic-iBN/BN/CVI  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in combustion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2015，50（22）：7437-7447.

［9］

MORSCHER G  N，MARTINEZ-FERNANDEZ  J.  Fiber
effects on  minicomposite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sev-
eral silicon  carbide  fiber-chemically  vapor-infiltrated   sil-
icon carbide matrix system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1999，82（1）：145-155.

［10］

MORSCHER  G  N，DICARLO  J  A，KISER  J  D， et  al.
Effects  of  fiber  architecture on matrix cracking for  melt-
infiltrated  SiC/SiC  compo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2010，7（3）：276-290.

［11］

TRACY  J，DALY  S，SEVENER  K.  Multiscale  damage
characterization in  continuous fiber  ceramic matrix  com-
posites  using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2015（50）：5286-5299.

［12］

HILMAS  A  M， SEVENER  K  M， HALLORAN  J  W.
Damage  evolution  in  SiC/SiC  unidirectional  composites
by  X‐ ray  tomograph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2020，103（5）：3436-3447.

［13］

MORSCHER  G  N，GORDON  N  A.  Acoustic  emission
and  electrical  resistance  in  SiC-based  laminate  ceramic
composites tested under tensile loading[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17，37（13）：3861-3872.

［14］

MAILLET E，SINGHAL A，HILMAS A，et al. Combin-
ing  in-situ  synchrotron  X-ray  microtomography  and
acoustic  emission  to  characterize  damage  evolution  in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19（39）：3546-3556.

［15］

BERNACHY-BARBE  F， GÉLÉBART  L， BORNERT
M，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SiC/SiC composites damage
mechanisms  using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at  the  tow
scale[J]. Composites Part A，2015（68）：101-109.

［16］

NOZAWA T，OZAWA K，ASAKURA Y， et  al. Evalu-
ation  of  damage  accumulation  behavior  and  strength
anisotropy of NITE SiC/SiC composites by acoustic emis-
sion，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and  electrical  resistivity
monitoring[J].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14，

455（1/2/3）：549-553.

［17］

REBILLAT F，LAMON J，GUETTE A. The concept of a
strong interface applied to SiC/SiC composites with a BN
interphase[J].  Acta  Materialia，2000，48（18/19）：4609-
4618.

［18］

赵爽，杨自春，周新贵. 不同界面 SiC/SiC 复合材料的

断裂行为研究 [J]. 无机材料学报，2016，31（1）：58-62.
（ZHAO S，YANG Z C，ZHOU X G. Fracture behavior of
SiC/SiC  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interfaces[J].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2016，31（1）：58-62.）

［19］

ZHAO S，ZHOU X G，YU J S，et al. Mechanical proper-
ties and in situ crack growth observation of SiC/SiC com-
posites[J].  Ceramics  International，2014，40（5） ：7481-
7485.

［20］

DROILLARD C，LAMON J L. Fracture toughness of 2-
D  woven  SiC/SiC  CVI-composites  with  multilayered
interphas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
ety，1996，79（4）：849-858.

［21］

MORSCHER  G  N， GYEKENYESI  A  L.  The  velocity
and  attenuation  of  acoustic  emission  waves  in  SiC/SiC
composites loaded in tension[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2，62（9）：1171-1180.

［22］

WING B L，HALLORAN J W. Microstress in the matrix
of  a  melt-infiltrated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2017，

100（11）：5286-5294.

［23］

THORNTON J，ARHATARI B D，SESSO M，et al. Fail-
ure  evaluation  of  a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during in-situ loading using micro X-ray computed tomo-
graphy[J]. Microscopy and Microanalysis，2019，25（3）：

583-591.

［24］

WHITLOW T， JONES  E，PRZYBYLA C.  In-situ   dam-
age  monitoring  of  a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using acoustic emission and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6（158）：245-251.

［25］

WANG Y P，LI Y L，SUO T，et al. In-plane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failure  mode  of  a  2D-SiC/SiC  composite
under uniaxial  dynamic compression[J]. Ceramics Inter-
national，2018，44（16）：20058-20068.

［26］

BALE  H  A，HABOUB  A，MACDOWELL  A  A， et  al.
Real-time quantitative imaging of failure events in materi-
als under load at temperatures above 1，600 °C[J]. Nature
Materials，2013，12（1）：40-46.

［27］

WHITLOW T，PITZ J，PIERCE J，et al.  Thermal-mech-
anical behavior of a SiC/SiC CMC subjected to laser heat-
ing[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9（210）：179-188.

［28］

CHOI S R.  Foreign object  damage phenomenon by steel
ball projectiles in a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at
ambient  and  elevated  temperatur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2008，91（9）：2963-2968.

［29］

BHATT R T，CHOI S R，COSGRIFF L M，et al. Impact
resistance  of  uncoated  SiC/SiC composites[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2008，476（1/2）：20-28.

［30］

PRESBY M J，MANSOUR R，MANIGANDAN K，et al.
Characterization and simulation of foreign object damage
in curved and flat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Ceramics International，2019，45（2）：2635-2643.

［31］

KEDIR N，GONG C，SANCHEZ L，et al. Erosion in gas-
turbine  grade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2019，141（1）：

［32］

32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07/s10853-015-9302-8
http://dx.doi.org/10.1007/s10853-015-9302-8
http://dx.doi.org/10.1111/jace.17017
http://dx.doi.org/10.1111/jace.1701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5.003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5.003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3.12.098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016/S0266-3538(02)00065-9
http://dx.doi.org/10.1016/S0266-3538(02)00065-9
http://dx.doi.org/10.1111/jace.15038
http://dx.doi.org/10.1017/S1431927619000187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38/nmat3497
http://dx.doi.org/10.1038/nmat3497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8.02498.x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8.02498.x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10.207
http://dx.doi.org/10.1115/1.4040848
http://dx.doi.org/10.1115/1.4040848
http://dx.doi.org/10.1007/s10853-015-9302-8
http://dx.doi.org/10.1007/s10853-015-9302-8
http://dx.doi.org/10.1111/jace.17017
http://dx.doi.org/10.1111/jace.1701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5.003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5.003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5541/jim20150278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3.12.098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111/j.1151-2916.1996.tb08516.x
http://dx.doi.org/10.1016/S0266-3538(02)00065-9
http://dx.doi.org/10.1016/S0266-3538(02)00065-9
http://dx.doi.org/10.1111/jace.15038
http://dx.doi.org/10.1017/S1431927619000187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7.280
http://dx.doi.org/10.1038/nmat3497
http://dx.doi.org/10.1038/nmat3497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8.02498.x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8.02498.x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10.207
http://dx.doi.org/10.1115/1.4040848
http://dx.doi.org/10.1115/1.4040848


011019.
PRESBY M J，MORSHCER G N，IWANO C，et al. For-
eign object  damage in  3-D woven SiC/SiC ceramic mat-
rix  composites  of  varying  architectures  at  ambient  and
high  temperatures[C]∥ASME  Turbo  Expo  2017： Tur-
bomachinery  Technical  and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GT 2017. Charlotte，NC，USA：[s.n.]，2017.

［33］

KIM T T，MALL S，ZAWADA L P. Fatigue behavior of
Hi-Nicalon Type-S™/BN/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
ites  in  a  combustion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 2011， 8（ 2） ：

261-272.

［34］

RUGGLES-WRENN M，BOUCHER N，PRZYBYLA C.
Fatigue of  three  advanced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
posites  at  1200  °C  in  air  and  in  ste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2018，15（1）：3-
15.

［35］

RUGGLES-WRENN M B，DELAPASSE J，CHAMBER-
LAIN  A  L， et  al.  Fatigue  behavior  of  a  Hi-
Nicalon™/SiC-B4C  composite  at  1200  °C  in  air  and  in
steam[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2012（534）：119-128.

［36］

ZHANG X H，GAO H S，WEN Z X，et al.  Tension-ten-
sion fatigue behaviour of 3D braided SiCf/SiC composite
with  film  cooling  holes  at  1350  °C  in  air[J].  Ceramics
International，2020，46（6）：7703-7710.

［37］

LUO Z，CAO H，REN H，et  al.  Tension-tension  fatigue
behavior of a PIP SiC/SiC composite at elevated temper-
ature  in  air[J].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16， 42（ 2） ：

3250-3260.

［38］

RUGGLES-WRENN  M  B， CHRISTENSEN  D  T，

CHAMBERLAIN  A  L， et  al.  Effect  of  frequency  and
environment  on  fatigue  behavior  of  a  CVI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at  1200  °C[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1，71（2）：190-196.

［39］

IKARASHI  Y，OGASAWARA  T，AOKI  T.  Effects  of
cyclic tensile  loading  on  the  rupture  behavior  of   ortho-
gonal  3-D  woven  SiC  fiber/SiC  matrix  composite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in  air[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19，39（4）：806-812.

［40］

KIM T T，MALL S，ZAWADA L P，et al. Simultaneous
fatigue  and  combustion  exposure  of  a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2010，44（25）：2991-3016.

［41］

LAMON  J.  Review： creep  of  fibre-reinforced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Reviews，
2020，65（1）：28-62.

［42］

WILSHIRE B，BACHE M R. Creep damage resistance of
ceramic-matrix  composit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07（27）：4603-4611.

［43］

MORSCHER  G  N，PUJAR  V  V.  Design  guidelines  for
in-plan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C  fiber-reinforced
melt-infiltrated  SiC  compo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2009，6（2）：151-163.

［44］

MORSCHER  G  N.  Tensile  creep  and  rupture  of  2D-
woven SiC/SiC composites for high temperature applica-
tion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010，30（11）：2209-2221.

［45］

BUNSELL A R，BERGER M H.  Fine  diameter  ceramic
fibr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000，20（13）：2249-2260.

［46］

MORSCHER  G  N.  Tensile  creep  of  melt-infiltrated
SiC/SiC  composites  with  unbalanced  sylramic-iBN  fiber
architec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2011，8（2）：239-250.

［47］

王西，王克杰，柏辉，等. 化学气相渗透 2D-SiCf/SiC 复

合材料的蠕变性能及损伤机理 [J]. 无机材料学报，

2020，35（7）：817-821.
（WANG X，WANG K J，BAI H，et al. Creep properties
and damage mechanisms of 2D-SiCf/SiC composites pre-
pared  by  CVI[J].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 2020，

35（7）：817-821.）

［48］

WANG X，SONG Z L，CHENG Z L，et al. Tensile creep
properties and damage mechanisms of 2D-SiCf/SiC com-
posites reinforced with low-oxygen high-carbon type SiC
fiber[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20，

40（14）：4872-4878.

［49］

RACLE E，GODIN N，REYNAUD P，et al. Fatigue life-
time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at  intermediate   tem-
perature  by  acoustic  emission[J].  Materials  （ Basel） ，

2017，10（6）：658.

［50］

MORSCHER G N，JOHN R，ZAWADA L，et  al.  Creep
in vacuum of  woven  Sylramic-iBN melt-infiltrated  com-
posites[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71（1）：52-59.

［51］

GODIN  N，REYNAUD  P，FANTOZZI  G.  Contribution
of  AE  analysis  in  order  to  evaluate  time  to  failure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2019，210：452-469.

［52］

GAUTHIER  W，LAMON  J.  Delayed  failure  of  Hi-Nic-
alon and Hi-Nicalon S multifilament tows and single fila-
ments at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s （500 ℃-800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2009，92（3）：

702-709.

［53］

MOMON  S，MOEVUS  M，GODIN  N， et  al.  Acoustic
emission and lifetime prediction during static fatigue tests
on  ceramic-matrix-composite  at  high  temperature  under
air[J]. Composites Part A，2010，41（7）：913-918.

［54］

ROY  J，CHANDRA  S，DAS  S， et  al. Oxidation   beha-
viour  of  silicon  carbide —a  review[J].  Reviews  on

［55］

第 3 期 SiC/SiC 复合材料失效行为研究进展 33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58.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58.x
http://dx.doi.org/10.1111/ijac.12773
http://dx.doi.org/10.1111/ijac.127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9.11.2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9.11.2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5.10.1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11.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11.008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8.10.016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8.10.01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10373519
http://dx.doi.org/10.1080/09506608.2018.1564182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8.02331.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8.02331.x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0.01.030
http://dx.doi.org/10.1016/S0955-2219(00)00090-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24.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24.x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1.033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1016/j.engfracmech.2018.03.006
http://dx.doi.org/10.1016/j.engfracmech.2018.03.006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9.02924.x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0.03.008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58.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58.x
http://dx.doi.org/10.1111/ijac.12773
http://dx.doi.org/10.1111/ijac.127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9.11.2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9.11.273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5.10.11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11.0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11.008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8.10.016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8.10.016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10373519
http://dx.doi.org/10.1080/09506608.2018.1564182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8.02331.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08.02331.x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0.01.030
http://dx.doi.org/10.1016/S0955-2219(00)00090-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24.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24.x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1.033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3390/ma10060658
http://dx.doi.org/10.1016/j.engfracmech.2018.03.006
http://dx.doi.org/10.1016/j.engfracmech.2018.03.006
http://dx.doi.org/10.1111/j.1551-2916.2009.02924.x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0.03.008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2014，38（1）：29-39.
SONG  Y，DHAR  S， FELDMAN  L  C， et  al.  Modified
Deal  Grove  model  for  the  thermal  oxidation  of  silicon
carbide[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04， 95（ 9） ：

4953-4957.

［56］

ZHAO D L，FAN X M，YIN X W，et al. Oxidation beha-
vior of Tyranno ZMI-SiC fiber/SiC-SiBC matrix compos-
ite  from  800  to  1200  °C[J].  Materials  （Basel） ， 2018，

11（8）：1367.

［57］

TAN X，LIU W，CAO L M，et al. Oxidation behavior of
a  2D-SiCf/BN/SiBCN  composite  at  1350-1650  °C  in
air[J].  Materials  and  Corrosion， 2018， 69（ 9） ： 1227-
1236.

［58］

DIAZ  O  G， MARQUARDT  K， HARRIS  S， et  al.
Degradation mechanisms  of  SiC/BN/SiC  after  low   tem-
perature  humidity  exposur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20，40（12）：3863-3874.

［59］

SUN X N，YIN X W，FAN X M，et al. Oxidation resist-
ance of SiC/SiC composites containing SiBC matrix fab-
ricated  by  liquid  silicon  infiltration[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18，38（2）：479-485.

［60］

WING B L，HALLORAN J  W.  Subsurface  oxidation  of
boron nitride coatings on silicon carbide fibers in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18，44（14）：17499-17505.

［61］

OPILA  E  J.  Variation  of  the  oxidation  rate  of  silicon
carbide  with  water-vapor  press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1999，82（3）：625-636.

［62］

TERRANI K A，PINT B A，PARISH C M，et al. Silicon
carbide oxidation in steam up to 2 MPa[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2014，97（8）：2331-2352.

［63］

NASLAIN R，GUETTE A，REBILLAT F，et  al. Oxida-
tion  mechanisms  and  kinetics  of  SiC-matrix  composites
and  their  constituents[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004，39（24）：7303-7316.

［64］

MALL S，RYBA J.  Effects  of  moisture  on  tensile  stress
rupture behavior of a SiC/SiC composite at elevated tem-
peratures[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68（1）：274-282.

［65］

LU  Z  L，BIE  B  X， PANG  A  M， et  al.  Oxidation  and
microstructure  of  SiCf/SiC composites  in  moist  air  up  to

［66］

1600  °C  by  X‐ ray  tomographic  character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logy，

2020，17（3）：874-885.
YAO R Q，FENG Z D，CHEN L F，et al. Oxidation beha-
vior of Hi-Nicalon SiC monofilament fibres in air and O2-
H2O-Ar atmospheres[J].  Corrosion  Science，2012（57）：

182-191.

［67］

ROBERTSON S J，RUGGLES‐WRENN M B，HAY R
S，et al. Static fatigue of Hi‐Nicalon™‐S fiber at elev-
ated temperature in air，steam，and silicic acid‐saturated
steam[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2020，103（2）：1358-1371.

［68］

PANAKARAJUPALLY  R  P， KANNAN  M， MORS-
CHER G N.  Tension-tension  fatigue  behavior  of  a  melt-
infiltrated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in  a   com-
bustion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2021，41（5）：3094-3107.

［69］

PANAKARAJUPALLY  R  P， PRESBY  M  J， MANIG-
ANDAN K，et al.  Thermo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in a combustion facil-
ity[J]. Ceramics，2019，2（2）：407-425.

［70］

OGBUJI L U J T. A pervasive mode of oxidation degrad-
ation  in  a  SiC-SiC  composite[J]. Journal  of  the   Amer-
ican Ceramic Society，1998，81（11）：2777-2784.

［71］

MAILLET E，GODIN N，R’MILI M，et al. Damage mon-
itoring  and  identification  in  SiC/SiC  minicomposites
using combined  acousto-ultrasonics  and  acoustic   emis-
sion[J]. Composites Part A，2014，57：8-15.

［72］

SMITH C，MORSCHER G. Electrical resistance changes
of melt infiltrated SiC/SiC loaded in tension at room tem-
perature[J].  Ceramics  International，2018，44（1） ：183-
192.

［73］

SMITH C E，MORSCHER G N，XIA Z. Electrical resist-
ance as a nondestructive evaluation technique for SiC/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under  creep-rupture  load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Ceramic   Techno-
logy，2011，8（2）：298-307.

［74］

SEVENER  K  M，TRACY  J  M，CHEN  Z， et  al.  Crack
opening  behavior  in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2017，

100（10）：4734-4747.

［75］

34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63/1.169009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1002/maco.201810070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6.221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023/B:JMSC.0000048745.18938.d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7.03.005
http://dx.doi.org/10.1111/ijac.13450
http://dx.doi.org/10.1111/jace.16799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3390/ceramics2020032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7.09.157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ace.14976
http://dx.doi.org/10.1063/1.169009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1002/maco.201810070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6.221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023/B:JMSC.0000048745.18938.d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7.03.005
http://dx.doi.org/10.1111/ijac.13450
http://dx.doi.org/10.1111/jace.16799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3390/ceramics2020032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7.09.157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ace.14976
http://dx.doi.org/10.1063/1.169009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1002/maco.201810070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6.221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023/B:JMSC.0000048745.18938.d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7.03.005
http://dx.doi.org/10.1111/ijac.13450
http://dx.doi.org/10.1111/jace.16799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3390/ceramics2020032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7.09.157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ace.14976
http://dx.doi.org/10.1063/1.169009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3390/ma11081367
http://dx.doi.org/10.1002/maco.201810070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05.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17.09.004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8.06.221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111/jace.13094
http://dx.doi.org/10.1023/B:JMSC.0000048745.18938.d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07.03.005
http://dx.doi.org/10.1111/ijac.13450
http://dx.doi.org/10.1111/jace.16799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1016/j.jeurceramsoc.2020.10.007
http://dx.doi.org/10.3390/ceramics2020032
http://dx.doi.org/10.1016/j.ceramint.2017.09.157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1744-7402.2010.02587.x
http://dx.doi.org/10.1111/jace.14976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failure behavior of SiC/SiC composites

QI Zhe1,    LANG Xudong2,    ZHAO Chunling2,    YANG Jinhua1,    LIU Hu1,    LU Zilong1,    
WANG Yana3,    JIAO Jian1*

（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omposites，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2.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  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Zhuzhou  412002， Hunan， China； 3.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Continuous silicon carbide (SiC) fiber toughened SiC/SiC composites are composed of continuous SiC tows, interphase

and  SiC  matrix.  They  possess  a  series  of  excellent  properties  such  as  high  strength,  high  stiffness,  low  density,  high-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oxidation  resistance.  They  are  the  ideal  materials  for  hot-section  components  of  aero  engines  and  land-based  gas

turbin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ad, heat, vapor and oxidant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gas and foreign matter, SiC/SiC composites

have  complex  rupture  and  erosion  failure  modes.  As  SiC/SiC composites  are  being  applied  more  extensively,  the  research  on  the

failure  mechanism  because  of  fatigue  and  creep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such  as  acoustic  emission,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electric  resistance  monitoring,  in-situ CT and  SEM on  the  SiC/SiC

composites in recent years could facilitate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damage evolution and failure mechanism during mechanism tests.

Key words:   silicon carbide；composite materials；damage evolution；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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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基纳米传感器在复合材料制造过程及服役
过程监测中的应用

卢少微
1*,    蒋孝伟

2,    王晓强
3,    王    星3,    张    璐3

（1．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36；2．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学院，沈阳 110136；3．沈阳

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宇航学院，沈阳 110136）

摘要：碳基纳米传感器因其优异的机电传感特性，通过沉积及层间嵌入方法制备到复合材料内，在复合材料的制造

过程和服役过程结构健康监测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碳基纳米传感器的传感机理和沉积方法（包括浸

涂、喷涂、化学气相沉积、电泳沉积和层间嵌入等）；列举了碳基纳米传感器在复合材料制造过程监测上的应用，通

过碳基纳米传感器的压阻响应，监测树脂流动、树脂胶凝和固化程度；阐述复合材料结构在承受拉伸、弯曲、压缩或

冲击载荷形式的静动态载荷时，利用碳基纳米传感器进行损伤监测的进展；讨论了碳基纳米传感器未来在结构健

康监测领域的研究方向，重点介绍用于下一代智能传感器的新型 2D 材料及其混合物。

关键词：碳纳米材料；传感机理；沉积方法；健康监测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48
中图分类号：V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1)03-0036-16

   

由于其高比强度、模量和耐腐蚀性，纤维增强

聚合物复合材料（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composites，
FRPCs）已在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和民用及基础设

施等行业得到了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卫星、飞船、

运载器、飞机等装备的高性能化、轻量化、一体

化。为了充分利用 FRPCs 的优势，生产无缺陷的

复合材料是极其重要的。空隙和工艺诱发的缺陷

是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空隙是由

于层压过程中加压不良造成的，而工艺导致的缺陷

可能是由于树脂润湿不良或固化不足造成的。为

了改进制造工艺，保证零件的一致性，建立合适的

树脂流动和固化监控系统尤为重要，该系统能够捕

捉压实行为、树脂流动进程、模具夹紧力、树脂固

化程度和模具内压力分布的信息。固化产品中的

空隙可以通过光学显微镜和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

影等技术确定，但这些实验后处理程序非常繁琐，

因为只有少数来自结构的代表性样品可用于观察

空隙。基于数码相机[1-2] 的传统视觉流量监测方法

通常用于实时树脂流量监测，但它们不能用于封闭

的金属模具。而线型传感器，例如线性导体传感器[3-4]

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传感器 [5-6]，可以检测沿

着一维传感器长度的不同点处的树脂流动。与点

和线传感器相比，二维区域传感器提供了更全面的

图像。使用分布式点传感器阵列[7-8] 和线传感器网

格[9-10] 可以获得面感测，但系统的检测精度和灵敏

度是阵列密度的函数，因此高密度的传感网络需要

大量的传感器，这将增加阵列的复杂性和总体成

本。这些传感器通过侵入性或准微创过程嵌入复

合结构中。如果传感器的尺寸与复合材料的尺寸

相比太大，还会引发缺陷，如光纤光栅的嵌入。

另 外 ，FRPCs 在 各 类 装 备 上 主 要 以 层 合 板 、

梁、板加强部分、板连接部分等形式出现，尤其是

飞机机翼、机身、旋翼、桨等关键部件，基本都采用

复合材料层合板。复合材料在服役期间要承受各

种恶劣甚至极端的载荷作用，在制造瑕疵、薄弱环

节处往往会产生应力集中，从而使得微小的瑕疵进

一步发展，加速结构裂纹、分层、脱粘等损伤的形

成，进而使结构失效，严重威胁重大装备及结构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所以对复合材料结构在服役过程

中进行健康监测显然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内外开

发了多种用于复合材料结构损伤周期性连续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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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位结构健康监测技术 [11-16]，包括超声波监测、

介电分析、热电偶监测、光纤光栅传感器、声发射

法等。在这些技术中，超声波监测对复合材料的性

能有很大的影响，其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性较差；

电介质分析易受电磁场干扰；热电偶只能监测温

度，且容易在复合材料中造成主要缺陷；光纤光栅

的嵌入同样会对复合材料产生缺陷；声发射技术在

实际工况下易受到现场噪声的干扰。由于这些缺

点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上述监测技术没有得到大

规模的工程应用。

碳基纳米材料的进步为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的

碳基纳米传感器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些碳基纳米传

感器可用于复合材料制作过程监测和复合材料结

构服役过程的健康监测。与其他方法相比，碳基纳

米传感器具有高电流承载能力，能够在聚合物内形

成导电网络，通过电阻变化对复合材料进行健康监

测。除了传感能力，纳米材料的引入还可以改善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通常报道的碳纳

米 材 料 包 括 碳 纳 米 管 （CNTs） 、 石 墨 烯 纳 米 片

（GNPs）、CNTs bucky 纸（CNTs-BP）、氧化石墨烯

（GO）、还原氧化石墨烯（RGO）以及不同材料的杂

化物[17]。这些纳米材料可通过各种方法沉积在增

强材料上，形成导电网络。

本文介绍碳基纳米传感器的传感原理和沉积

方法，综述碳基纳米传感器在复合材料制作过程监

测和结构健康监测方向上的研究进展，展望其在复

合材料健康监测领域的发展方向。 

1    碳基纳米传感器原理

碳基纳米传感器是由碳基纳米材料制作的应

变传感器，其主要工作原理是碳基纳米材料在复合

材料中形成的隧道效应。碳基纳米传感器主要包

括：碳纳米管传感器、石墨烯传感器以及碳纳米纸

传感器等。基于碳纳米材料的压阻传感器的传感

机理，主要归结为外部激励使得带电载流子发生隧

穿效应，进而使得传感器电阻发生变化。以碳纳米

管传感器为例。其形成的导电网络的总电阻有两

个来源，一是碳纳米材料由于自身结构所导致的本

征电阻，二是碳纳米管之间纵横交错形成的接触节

点处的电阻。碳纳米材料与树脂基体一体成型后，

内部孔隙被树脂分子填充，接触电阻的产生主要由

碳纳米管之间的隧穿效应引起，即当碳纳米管之间

的树脂厚度相当小时，在电子隧道效应的作用下，

碳纳米管壁上的自由电子会穿越到邻近的碳纳米

管壁上，从而在连接处产生接触电阻。碳纳米管具

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和抗拉强度，碳基纳米传感器在

受到外力作用时，碳纳米管自身的变化很小，主要

依靠碳纳米管之间的相对位置的改变而引起形变，

所以碳基纳米传感器的电阻因应变发生变化时，其

内部接触电阻的变化起到主要作用，本征电阻的影

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碳基纳米传感器内部的隧穿效

应在应变传感时，起到了主要作用。碳基纳米传感

器的传感机理如图 1 所示[18]。石墨烯等其他碳基

纳米传感器的传感机理与碳纳米管传感器具有相似

之处，均是因隧穿效应引发传感器电阻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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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Single CNT-to-CNT

contact

Single 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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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基纳米传感器工作原理示意图[18]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ing  principle  of  carbon-
based nanosensor[18]

 

对复合材料制造过程监控，电阻的变化可以用

传感系数来表示，传感系数是结构初始电阻变化百

分比的量度[11]。对于复合材料结构损伤监测而言，

结构会因施加机械力而产生应变。对应变任何变

化的响应能力的灵敏度用应变仪系数表示。标准

系数定义为相对电阻变化（ΔR/R0）与施加应变（ε）

的比率[18]：

Gauge Factor =

(
∆R
Ro

)
ε

(1)

式中：ΔR 等于（R-R0），R0 是无负载时传感器的初始

电阻。 

2    碳基纳米传感器沉积及层间嵌入

方法

碳基纳米传感器可通过不同的方法沉积到复

合纤维增强材料上，包括浸涂、喷涂、化学气相沉

积和电泳沉积。这些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特征包

括沉积的质量和均匀性以及工艺的简易性、可扩展

性和成本。另外，还有一种层间嵌入的方法，可使

碳基纳米传感器与复合材料一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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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浸涂

浸涂或溶液涂覆是沉积碳基纳米传感器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方法是在去离子水或合适的溶剂中

制备碳纳米材料（大多数情况下为石墨烯）的溶液，

再 将 复 合 材 料 浸 入 该 溶 液 中 ， 如 图 2 所 示 [19]。

Ali 等[13] 使用这种方法将氧化石墨烯沉积到 3D 玻

璃织物上，制备了用于树脂注入过程监控的传感器

（图 2（a））。对氧化石墨烯涂层织物进行热处理，

将氧化石墨烯转化为还原氧化石墨烯（RGO）。氧

化石墨烯是通过石墨氧化产生的，石墨氧化导致层

间间距增加和石墨基面的功能化，而还原氧化石墨

烯（RGO）是将氧化石墨烯通过化学、热等方法处

理降低氧含量。RGO 涂层织物可作为区域传感

器，在整个树脂注入周期中监控压实、浸渍和固

化。Dai 等[11] 采用浸涂法制造基于织物的复合材

料，该织物涂覆碳纳米材料以形成原位区域传感

器。Tzounis 等[19] 将碳纳米管溶液沉积到玻璃纤维

织物上，制备碳纳米管导电压阻增强材料（图 2（b））。

Luo 等[20] 和 Wang 等[21] 用碳纳米管和涂覆玻璃纤

维束制备线传感器，然后将其编织成织物以产生连

续 的 一 维 传 感 器 。 在 VARTM（ vacuum  assisted
resin transfer molding）成型法过程中，以传感线沿

着树脂流动前沿跟踪传感器的电阻响应，监测其固

化。Luo 等[20] 还开发了一种用碳纳米管涂覆的纤

维网格的面传感器，用于监测树脂流动的空间图。

连续溶液涂布法可用于单纤维或纤维束[22-23]。单

纤维涂层传感器（称为 FibSen）可用于未涂层织物

或预浸料层之间，涂覆的纤维束可以编织成织物。

尽管已经成功涂覆单个丝束并将其编织成织物，但

是额外的编织步骤导致这种方法在工业化生产中

存在易用性和扩展性的问题。碳纳米材料和增强

材料表面之间的界面非常重要，因为界面强度会影

响复合材料的最终性能及其作为传感器的性能[24-25]。

Tzounis 等[26-27] 在浸涂前对碳纳米管和玻璃纤维的

表面进行了改性以提高界面强度。Tzounis 等 [27]

和 Rausch 等[28-29] 提出使用碳纳米管对玻璃纤维进

行涂覆。这些技术可以增强碳纳米材料和增强材

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代价是增加了处理增强材料

或纳米材料或两者的额外步骤。 

2.2    喷涂

喷涂相对容易且规模较小，是将碳纳米材料直

接 涂 覆 到 增 强 材 料 上 的 一 种 非 常 方 便 的 方 法 。

Rodriguez 等[17，29] 使用喷涂方法将碳纳米管和碳纳

米管-氧化石墨烯杂化物涂覆到玻璃纤维织物和碳

纤维-环氧树脂预浸料上。Pinto 等[30]、Gnidakouong
等[31] 和 Zhang 等[32-34] 也使用喷涂工艺将碳纳米管

涂覆到织物或预浸料上。喷涂过程的示意图如

图 3（a）所示。如何保证纳米材料溶液喷涂到织物

上的涂层的均匀性以及最终复合材料压阻性能的

一致性是一个挑战。与涂覆整个织物相反，Luo
等 [22-23，35] 使用连续喷涂方法涂覆单丝玻璃纤维

（图 3（b））。在 VARTM 过程中，涂层光纤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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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Dry at 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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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浸涂或溶液涂覆碳基纳米传感器　（a）溶液涂布工艺[13]；（b）纤维涂层系统[19]

Fig. 2    Dip coating or solution coating carbon nanosensors　（a）solution coating process[13]；
（b）schematic diagram of fiber coating system[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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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Sen）被夹在预浸料层之间，制备原位复合传感

器。涂覆纤维束可以被编织成织物。 

2.3    电泳沉积

电泳沉积是基于碳纳米材料的带电粒子在外

加电场下移动并沉积在电极上的过程。这种方法

可以用来在玻璃纤维上涂覆碳纳米管和石墨烯[36-39]。

Zhang 等[38] 使用三元乙丙橡胶方法将碳纳米管涂

覆到玻璃纤维上（图 4（a）、（b）），并与浸涂法进行

了比较。结果表明，与浸涂纤维相比，三元乙丙橡

胶 涂 覆 纤 维 具 有 更 好 的 电 响 应 和 力 学 性 能 。

Mehmood 等 [40-41] 用电泳沉积在玻璃纤维上涂覆

GO。Hao 等[37] 用三元乙丙橡胶在玻璃纤维上沉积

碳纳米管。玻璃纤维上石墨烯和碳纳米管涂层的

扫描电镜图像如图 4（c）～（f）所示。三元乙丙橡胶

法旨在提高碳纤维表面碳纳米材料涂层的均匀性，

但与浸涂或喷涂方法相比，该方法较为繁琐，限制

了其在大面积结构上的应用。 

2.4    化学气相沉积

化学气相沉积是一种在表面沉积可控材料层

的方法。与可在室温和液态下进行的浸涂或喷涂

方法不同，化学气相沉积法需要相对苛刻的条件才

能使碳纳米材料在纤维上生长 [36，42-43]。Felisberto
等[43] 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碳纤维表面生长多壁

碳纳米管，增强了层压复合材料中碳纤维和环氧树

脂基体之间的界面附着力，过程如图 5 所示。在第

一步中，使用图 5（a）中的双 DC 溅射设备在室温下

将催化镍纳米粒子（NPs）沉积到 CFs 上，用于沉积

镍纳米颗粒的设备如图 5（b）所示；沉积后，通过

图 5（c）所示的改进的化学气相沉积装置，将碳纳

米管沉积生长在碳纤维的表面上。He 等[44] 使用化

学气相沉积法在玻璃纤维上沉积碳纳米管，形成自

感知碳纳米管-玻璃纤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2.5    层间嵌入

除了在树脂中添加碳纳米材料，或沉积在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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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喷涂碳纳米材料　（a）在玻璃纤维织物上喷涂碳纳米管[19]；（b）制造碳纳米管-玻璃纤维传感器的连续喷涂工艺[23]

Fig. 3    Spray  nanocarbon  materials　   （ a）  deposit  CNTs  on  glass  fiber  fabric  [19]； （ b）  continuous  spray  coating  process  for
fabricating CNT-glass fiber senso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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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还有第三种方法制备复合传感器，即将碳纳

米 材 料 传 感 器 夹 在 预 浸 料 或 织 物 层 之 间 。Lu
等[45] 将碳纳米管片嵌入预浸料之间，制备自感知

复合材料，以氯化铁为催化剂，通过化学气相沉积

法 在 石 英 衬 底 上 制 备 碳 纳 米 管 片 。Endo 等 [46]

在预浸料层之间放置一条矩形的碳纳米纸传感器

（BP）（30 mm × 10 mm），组成导电复合材料，BP 由

范德华力相互作用形成的碳纳米管缠结网络组

成[46-49]；如图 6（a）所示，通过 VARTM 工艺制备复

合材料。BP 传感器在插入的位置具有良好的传感

能力，通过在复合结构中嵌入的线路来获取信号，

如图 6（b）所示
 

3    制造过程监测

众所周知，复合材料零件的质量和性能由制造

工艺决定。在制造过程中，聚合物基质的相从低分

子量液体变成橡胶状，然后在固化周期结束时转变

成玻璃状固体。由于树脂力学性能和流变性能的

不断变化，确保固化反应的均匀发展极其重要，这

将对复合材料零件的固化程度、残余应力水平产生

重大影响。为了满足复合材料零件的质量和性能

要求，现场固化监控程序已用于获取实时信息和优

化工艺步骤。用于原位监测固化状态的常用方法

是光纤传感器和介电分析。Marin 等[50] 研究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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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泳沉积法 （a）使用表面活性剂的碳纳米管在水中的分散过程示意图[38]；（b）通过三元乙丙电池将碳纳米管沉积在玻
璃纤维表面[38]；（c）、（d）石墨烯涂层平面和界面 SEM 图像[40]；（e）、（f）碳纳米管涂层平面和界面 SEM 图像[37]

Fig. 4    Electrophoretic deposition （a）schematic diagram of CNTs dispersion process in water using a surfactant[38]；（b）deposition
of CNTs onto the surface of glass fiber by an EPD cell[38]；（c，d）SEM images of in-plane and cross-section of graphene coat-
ing [40]；（e，f）SEM images of in-plane and cross-section of CNTs coating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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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周期光栅和光纤布拉格光栅（FBG）制造玻璃

纤维环氧复合材料的工艺。Mueller 等[51] 研究了使

用裸光纤光栅和封装光纤光栅制造碳-环氧树脂层

压板的过程，以区分应变和温度。Kim 等 [52] 利用

介电测量和 FBG 传感器研究了碳纤维增强环氧复

合材料的制造过程，结果表明，与普通固化周期相

比，热残余应力可以通过改变固化周期（在固化反

应开始点快速冷却）来降低。尽管介电测量和光纤

传感器在这些应用中有许多优势，但介电测量仪器

与复合材料之间的不良连接和杂质、FBG 直径过

大（几乎是纤维直径的 20 倍）和有限的传感面积是

实际制造过程中存在的障碍[53]。

由于碳基纳米传感器与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

相容性，以最低的成本为复合材料的原位在线监测

提供了极好的选择，可以通过碳基纳米传感器的电

阻变化来监测树脂固化信息。Luo 等[20] 在环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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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碳纤维表面生长多壁碳纳米管[43]　（a）溅射系统示意图；（b）纳米颗粒沉积的溅射装置；（c）合成多
壁碳纳米管

Fig. 5    Growth  of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on  carbon  fibers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43]　 （a） schematic  diagram  of
sputtering system；（b）photographs of the sputtering setup showing the nanoparticles deposition；（c）synthesis of MWCNTs
using a CV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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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层间嵌入示意图　（a）烘箱中嵌入 BP 传感器复合材料的 VARTM 制造工艺[45]；（b）嵌入复合材料中三个不同位置的碳
纳米管传感器 [46]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calation　（a）VARTM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bucky-paper embedded composites in an oven
and  structure  of  composite  test  coupon  made[45]； （ b） six  carbon  nanotube  sheets  embedded  in  three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composit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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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中使用了各种纳米材料，包括碳纳米管、

涂层玻璃纤维和原始碳纤维作为线传感器。这些

传感器成功地用于监测不同固化阶段的压阻响应

（图 7（a））。从图 7（a）可以看出，在树脂渗透、凝

胶化、树脂的体积收缩和后固化在内的不同阶段，

碳基纳米传感器获得了电阻的变化。这些线传感

器的局限性在于它们仅在传感器附近区域提供信

息。为了覆盖更大面积，需使用线传感器，Luo
等[20] 证明了可用多个传感器嵌入复合材料中以创

建网格。从多个传感器获得的电阻变化可确定特

定位置的浸渍和固化状态。图 7（b）为来自传感器

阵列的响应。虽然这种将线传感器编织到织物中

的技术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但是在织物中编织涂层

丝束的额外步骤对于大规模应用来说可能是一件

棘手的事情。Ali 等 [13] 和 Gnidakouong 等 [31] 分别

在整个玻璃织物上沉积 RGO 和碳纳米管作为传感

器，监测浸渍过程的各个阶段。与点、线和栅格传

感器相比，这些传感器显示出更好的区域覆盖，并

分别显示出约 30%和约 160%的传感系数。然而，

由于 Ali 等[13] 采用了双电极传感方案，因此只能获

得整个传感区域的平均全局信息。除了监测树脂

注入过程（图 7（d）），Ali 等[13] 还监测了涂层织物在

干燥状态下真空压实的压阻响应（图 7（c））。监控

压力（VARTM 情况下为真空，室温条件下为机械

压力）导致的增强材料的压阻响应，可以提供树脂

注入前增强材料发生变化的有价值信息，这些信息

在闭模工艺中尤为重要。为了解决织物面积平均

值的问题，Gnidakouong 等[31] 在复合材料的不同位

置使用电极对获得空间感测。不同电极对（1-2、3-
4、5-6 和 7-8）的位置以及树脂流动的方向如图 7（e）
所示。电极对 1-2 平行于树脂流动方向，电极对 3-
4、5-6 和 7-8 垂直于树脂流动的方向。固化过程

中，最高温度往往与电阻曲线的拐点一致。在这一

点上，树脂已经充分固化，不再需要模具来保持其

最终形状，然后将拐点作为凝胶点。同时测量的

FCR 值提供了 4 条曲线，如图 7（e）、（f）所示，提供

了关于树脂在增强体中的固化进展的信息。

Lu 等[54] 提出用 buckypaper 传感器作为一种新

的方法来监控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制造过程，

采用多壁碳纳米管单分散的喷雾真空过滤法制备

了单壁碳纳米管，并与聚合物复合材料共固化。如

图 7（g）所示，在第一阶段（0～12 min），当温度从

18 ℃ 上升到 35 ℃ 时，BP 传感器的电阻变化率从

0 上升至 2.9%。在第二阶段（12～82 min），温度从

35 ℃ 升至 110 ℃，BP 传感器的电阻变化率急剧增

加 至 225.8%。 在 随 后 的 阶 段 （ 82～ 181  min） ，

传感器电阻最初减小，然后在第三阶段结束时逐渐

接近稳定值。在冷却阶段（第四阶段，181 min 结

束），随着温度的降低，BP 传感器的相对电阻变化

从 212.3%线性增加到 226.5%。BP 传感器的相对

电阻变化与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树脂基体的相变

有关。第一阶段，温度低时，基体黏度高，流动困

难，BP 传感器中没有渗入树脂。第二阶段，随着温

度的升高，树脂黏度降低，开始流动，树脂渗透到

BP 传感器中，增加了隧道势垒和碳纳米管之间的

距离，甚至破坏纳米管结；因此，传感器电阻显著增

加。第三阶段，随固化过程的进行，交联密度增加

导致体系黏度和基质收缩急剧增加，渗入传感器的

树脂收缩，导致在第三阶段开始时电阻降低；随着

时间的推移，交联树脂网络得到充分发展，以稳定

传感器电阻。第四阶段（冷却阶段），体系温度降

低，复合材料形成，固有网络电导率支配传感器电

阻响应。因此，当温度降低时，电阻增加。为了说

明 BP 传感器在第二阶段电阻的增加，设计了一个

简单的实验：在室温下分别测量 0.01 mL丙酮和

0.01 mL 乙醇渗透和蒸发过程中BP 传感器的电阻。结果

（图 7（h））表明，阻值在渗透过程中增加，在蒸发过

程中减少。随着渗透的进行，小分子溶剂在碳纳米

管和纤维束之间的插入增加了隧道势垒，这意味着

纳米管结需要电荷载流子通过溶剂分子隧穿，因

此，观察到电阻急剧增加。随着溶剂的蒸发，通过

纳米管结的隧道传导的势垒降低，BP 传感器的电

阻降低。由于丙酮的沸点比酒精的沸点低，所以丙

酮从 BP 蒸发时的阻力变化率比酒精高。与上面提

到的线传感器和面传感器相比，Dai 等[11] 提供了一

种在复合样品的某些位置进行过程监测的替代方

法。他们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对树脂注入过程

进行空间流量绘图，电阻抗成像方法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可以在不需要内部布线和电极的情况下用于

大的传感区域，同时仅依赖于边界测量。电阻抗成

像图显示了树脂流动前沿的形状和位置，从而显示

了干点和不饱和区域。这种方法对于闭模工艺非

常有用，在闭模工艺中，浸渍、固化和固化后监测可

以在不侵入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图 8 显示了树脂

注入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应的电阻抗图，树脂从正方

形样品的中心向外边缘注入。 

4    结构健康监测

复合材料结构在其使用寿命期间会承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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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传感器响应　（a）用于在线过程监测的碳纳米管涂层织物的传感性能[20]；（b）树脂注入过程中五个传感器的响应[20]；
（c）真空压实过程中 RGO 镀膜玻璃纤维的响应[13]；（d）环氧树脂涂覆的 RGO 玻璃纤维织物浸渍过程中的响应[13]；（e）
四对点电极的碳纳米管涂覆玻璃纤维层的响应[26]；（f）图（e）的数据放大图像[34]；（g）BP 传感器在复合材料制造过程中
的相对电阻变化[54]；（h）BP 传感器在溶剂膨胀和蒸发过程中的相对电阻变化[54]

Fig. 7    Sensor response　（a）sensing performance of a CNT-coated fabric for the in-line process monitoring of FRPC manufactur-
ing [20]；（b）FCR of five sensors during the resin infusion process[20]；（c）response of RGO coated glass fabric during vacuum
compaction[13]；（d）response during the infusion process of RGO coated glass fabric with epoxy resin [13]；（e）FCR response
of CNT coated glass fiber ply using four pairs of point electrodes [26]；（f）magnification of Fig.（e） [34]；（g）relative resistance
changes  of  BP  sensor  during  composite  manufacturing  process[54]； （ h） relative  resistance  changes  of  BP  sensor  during
solvent inflation and evaporation proces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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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载荷，包括拉伸、弯曲、压缩或冲击载荷形式

的静态和动态载荷[55-56]。由于封装聚合物树脂和

纤维增强材料的黏弹性，其机械响应与时间有关，

因此压阻响应也成为时间的函数[57]。在表征嵌入

纳米材料传感器的复合材料的机械响应时，测量蠕

变 和 黏 弹 性 应 力 松 弛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至 关 重 要 。

Mahmood 等[40] 和 Rausch 等[29] 通过在复合材料上

施加单调和循环弯曲载荷，验证了复合材料的损伤

检测能力，其中玻璃织物分别涂覆有 RGO 和多壁

碳纳米管。测量是在矩形试样的拉伸侧和压缩侧

进行的。弯曲实验对单调和循环弯曲载荷的压阻

响应如图 9（a）～（c）所示。玻璃纤维-碳纳米管/
环 氧 树 脂 复 合 材 料 中 碳 纳 米 管 的 逾 渗 阈 值 在

0.5%～1 %（质量分数）之间。对于 0.75%的样品，

测量系数为 6.5 ± 0.2[19]。
Luo 等[23] 展示了三层复合材料层压板弯曲实

验结果，其中两个纤维传感器嵌入中间表面的上方

和下方，如图 9（d）所示。上方的传感器在纵向上

受到压缩，在横向上受到拉伸，因此在施加弯曲力

的过程中显示出整体阻力增加。另一方面，下方的

传感器受到纵向拉伸和横向压缩，因此显示出较低

的电阻值。其他研究人员也进行了弯曲测试，如

Pinto 等[30]，得出了相似的结论。Luo 等[23] 还论证

了复合材料压缩实验过程中的原位监测。图 9（e）
给出了在循环压缩测试下嵌入在两层环氧复合材

料中的玻璃 -碳纳米管传感器的压阻响应。Han
等 [32] 采用双悬臂梁试样进行Ⅰ型层间实验，如

图 9（f）所示，载荷曲线中的连续下降是由于碳纳米

管网络中的裂纹扩展，其受到裂纹扩展的影响。

Zang 等[56] 对碳纳米管-芳族聚酰胺-环氧复合

材料进行了空间冲击损伤检测。该传感器由非织

造芳纶织物组成，首先用碳纳米管涂覆，然后采用

VARTM 工艺使用环氧树脂浸渍。以整个织物为

面积传感器，利用 EIT 对冲击力引起的结构损伤进

行成像。创建 EIT 的方法类似于 Dai 等之前提到

的过程监控方法[11]。卢少微等[58] 采用全向 BP 传

感器对复合材料进行低速冲击损伤监测。结果表

明，基于全向 buckypaper 传感器的结构监测不仅可

以检测出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冲击损伤缺陷，可对

复合材料结构在冲击作用下的损伤进行评估，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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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树脂注入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应的电阻抗图[11]（a）～（e）显示注入过程中树脂流量随时间变化的照片和电阻抗成像图（树
脂注入区域（蓝色）和干燥区域（红色）；（f）显示带有大面积干燥织物区域的成品零件的照片

Fig. 8    Different  stages of  resin inj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electrical  impedance diagrams[11]（a）-（e）photographs and EIT maps
showing the resin flow during the infusion as a function of time（resin infused area（blue）and dry region（red））；（f）photo-
graph showing the finished part with large dry fabric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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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确定低速冲击损伤的位

置。图 9 展示全向 buckypaper 传感器在低速冲击

下的响应。

许多研究者研究了在拉伸模式下对复合材料

的原位监测。Wang 等[21] 对环氧树脂-玻璃复合材

料进行了拉伸实验，将涂覆碳纳米管和涂覆的纤维

编织在织物内。图 10（a）～（c）给出了用碳纳米管

涂覆的纤维作为传感器的拉伸实验的压阻响应。

图 10（d）为原始碳纤维的长期耐久性实验的响应，

其纤维本身涂覆有碳纳米管及 RGO。Luo 等[23] 的

拉伸实验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中同时使

用了四个传感器，如图 10（e）所示。沿着样品的长

轴方向施加循环拉伸载荷，同时监测四个传感器的

疲劳断裂响应。位于 0°方向的传感器 1 显示负压

阻，而三个 90°方向的传感器（2、3 和 3′）显示正压

阻。Mehmood 等[40] 也使用涂层织物作为拉伸模式

下的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

为了证明复杂形状的复合材料结构中碳基纳

米传感器的监测能力，Luo 和 Liu [22] 进行了非常规

的机械载荷实验，制造了具有弯曲形状的三层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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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传感器响应　（a）RGO 涂层玻璃的单向复合材料弯曲模式下拉伸测试压阻响应；（b）RGO 涂层玻璃的单向复合材料弯
曲模式下压缩测试压阻响应[40]；（c）RGO 涂层玻璃的单向复合材料在载荷控制下弯曲循环压阻响应[29]；（d）双传感器循
环弯曲下的压阻响应[23]；（e）循环压缩实验[27]；（f）损伤检测结果和动荷载-位移曲线[32]；（g）、（h）全向 BP 传感器冲击后
响应[58]

Fig. 9    Sensor response　（a）piezoresistivity response of unidirectional composites with RGO coated glass when tested under flex-
ural  mode  on  the  tensile  sides；  （b）piezoresistivity  response  of  unidirectional  composites  with  RGO  coated  glass  when
tested under flexural mode on the compressive sides[40]；（c）piezoresistivity response of unidirectional composites with RGO
coated glass fibers under flexural cyclic tests with load control [29]；（d）piezoresistive response of glass-CNTs sensor embed-
ded in epoxy/glass composite under cyclic flexural test with two sensors[23]；（e）cyclic compression test [27]；（f）in situ dam-
age sensing results during DCB testing，accompanied with load displacement curves  [32]；（g），（h）gauge factors of omni-
directional BP sensors after each impact[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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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玻璃纤维层合板（图 11（a）），并嵌入了两个

GNP-FibSen 传感器，用于感测不同的变形模式。

传感器（Sa）位于上方，传感器（Sb）位于下方，如

图 11（b）所示。图 11（c）显示了当通过手动压缩其

两端使零件反复变形时 Sa 和 Sb 的 FCR 值。Sa 承

受拉伸载荷，而 Sb 承受压缩载荷。这些结果与

Rodriguez 等[29] 的弯曲实验结果一致。同为曲面结

构，卢少微团队[59] 对复合材料压力容器（COPV）进

行了水压循环实验，将 bukcypaper 及 MXene 传感

器固化在对复合材料压力容器表面及内胆表面，通

过柔性印刷电路将传感器集成阵列，进行损伤状态

的实时监测，整个压力容器监测系统如图 12 所

示。实验结果表明，MXene 和 BP 传感器嵌入复合

外包装具有相同的灵敏度，但 BP 传感器对 COPV
微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比 MXene 传感器更敏感。对

于埋置在铝内衬和复合外包装之间的界面中的

MXene 和 BP 传感器，由于两种传感器的微观结构

不同，MXene 对塑性变形或压缩残余应变比 BP 传

感器更敏感，如图 13 所示。图 13（a）给出了 MXene
传感器（M）和 BP 传感器（B）获得的典型阻力变化

率对时间的曲线。数字 1 和 2 分别代表第一和第

二循环液压测试。两次循环水压实验是在同一个

COPV 上进行的。采用的 COPV 在玻璃纤维复合

外包装中嵌入了M 和B 传感器。用电阻变化率ΔR/R0

来描述传感器的灵敏度，这里，ΔR 等于（R−R0），

R0 是无负载时传感器的初始电阻。ΔR/R0 随着压

力的强度而变化。在不同的三个循环中，峰值压力

达 到 的 最 大 值 ΔR/R0 分 别 为 10  MPa、 20  MPa、
30 MPa、40 MPa 和 50 MPa。当 COPV 被加压到五

个不同的峰值循环压力时，M 传感器的 ΔR/R0 值分

别为 0.057、0.069、0.079、0.087 和 0.103，压力降至

0 MPa，M 传感器的 ΔR/R0 值可恢复其起始值。对

于 B 传感器，如果施加到 COPV 的压力不超过正

常工作压力（30 MPa），B 传感器和 M 传感器具有

几乎相同的可再现电阻响应。当 COPV第一次加

压超过 30 MPa（从 0 MPa到 40 MPa）时，B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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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碳纳米管 FRPC 传感器在拉伸实验下的电和机械响应　（a）拉伸失效[21]；（b）最大应变的循环拉伸响应从 0.1%增加
到 1.5%[21]；（c）最大应变为 0.5%的循环拉伸实验[21]；（d）在最大应变水平设定为 0.5%的情况下，对各种基于纳米材
料的传感器进行 3000 次拉伸实验的耐久性实验[22]；（e）带有多个传感器的两层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层压板的示意图及
其在循环拉伸载荷下的疲劳断裂响应[23]

Fig. 10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responses of FRPC with CNT-based sensors under tensile testing　（a）tension-to-failure test[21]；
（b）cyclic  tensile  response  with  the  maximum strain  increased  from 0.1%  to  1.5%[21]；（c）10-cycle-tensile  test  with  the
maximum strain at 0.5% [21]；（d）durability test of the various nanomaterial based sensors subjected to 3000 cycles of tensile
test with the maximum strain level set at 0.5% [22]；（e）schematics of a 2-layer epoxy/glass fiber laminate with multiple 1D
sensors and its FCR response under cyclic tensile loading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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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ΔR/R0 突然从 0 增加到 0.093，当 COPV 的压力

从 40 MPa 降低到 0 MPa后，B 传感器的 ΔR/R0 没

有恢复到其起始值 0（从 0.093 降低到 0.028），如

图 13（a）所示。在第二次测试期间。M 传感器的

压阻响应变化几乎为零，而 B 传感器（B2）的 ΔR/R0

具有相同的压阻响应。例如，COPV 的压力从 0 增

加到 50 MPa 或从 50 MPa减少到 0 MPa 三次，B 传

感器变化的 ΔR/R0 也在变化范围（0.043～0.141）内

增加或减少三次。这意味着 B 传感器的压阻响应

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对于五种不同的压

力范围，B 传感器的 ΔR/R0 变化范围分别为 0.043～
0.075、 0.043～ 0.103、 0.043～ 0.118、 0.043～ 0.127
和 0.043～0.141。这种现象可以用复合外包装中微

裂纹的产生来解释。如果 COPV 首先受到高内压

（超过 30 MPa），可以清楚地听到破裂或啪嗒声。

在复合材料中，基体开裂、纤维断裂和基体与纤维

的脱粘是可能的声源。这表明复合材料中产生了

微裂纹。MXene 纳米片的直径约为 20～30 μm，而

碳纳米管的长度和直径约为 10～30 nm。微裂纹

（通常为纳米级）的引发和扩展将导致导电网络的

不可逆破坏，导电网络由碳纳米管在 BP 中随机分

布，而对 M 传感器的微结构影响很小。在第二次

测试中，施加的水压不超过50 MPa。复合材料中没

有产生微裂纹。因此，M 和 B 传感器的压阻响应

具有更好的重复性，如图 13（b）所示。 

5    碳基纳米传感器发展方向与挑战

随着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船舶和汽车等关键

领域应用的进步，在加工和应用阶段进行现场监测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仅如此，现场监测的进步将

进一步使复合材料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工业

4.0 的出现要求使用新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

通过云连接来监控和控制关键的制造参数。前文

已经表明，碳基纳米传感器具有作为原位过程监测

传感器的巨大潜力，可用来监测复合材料的压实、

树脂流动和浸渍以及聚合物复合材料中的树脂固

化程度。对于结构健康监测来说，碳纳米材料在监

测各种外部机械行为方面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

然而，碳纳米材料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在健康监

测应用上仍然面临一些限制和挑战，还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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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曲面结构[22]　（a）复合层压板照片；（b）嵌有两个传
感器的复合材料示意图；（c）当零件经受重复弯曲变
形时，两个传感器的响应

Fig. 11    Curved  surface  structures[22]　 （ a） photo  images  of
contour-shaped  composite  laminates； （b） schematics
diagram of the composite embedded with two sensors
positioned  above  and  below the  neutral  surface；（c）
FCR response of two sensors when the part is subjec-
ted to repeating bending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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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传感器布控[59]　（a）柔性印刷电路；（b）COPV 结构和传感器布置；（c）、（d）嵌入界面的传感器；（e）嵌入玻璃纤维的传
感器示意图

Fig. 12    Sensors  arrangement  schematic[59]　（a）design details  of  FPC；（b）COPV structure  and sensors  arrangement；（c），（d）
sensors embedded in the interface；（e）sensors embedded in glass fib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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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要包括：

（1）碳基纳米传感器的性能需要与成熟的传感

器 进 行 比 较 ， 如 压 电 传 感 器 和 光 纤 布 拉 格 光 栅

（FBG）传感器。

（2）对碳基纳米传感器的灵敏系数及传感范围

进行标定。

（3）压阻传感器的可扩展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第 4 节讨论的沉积技术中，喷涂和溶液涂层由于

易于使用而具有可扩展性的潜力。

（4）需要确定温度和湿度等外部参数对传感器

灵敏度的影响。

（5）与复合材料中目前使用的纳米材料的有限

敏感性相关的问题，需要探索其他可能的替代品。随

着新型异质 2D 材料混合物的出现，如 MXenes [60-61]，
科学界正在关注石墨烯[62-64] 之外的传感器应用。

（6）获取和使用传感网络信息的整体技术的进

步。电阻抗成像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需要合适

的数据处理技能，不能称为真正的实时监测技术。

（7）随着能量储存领域的进步，复合材料内的

碳基传感器网络可以直接与微电路连接，使得原位

传感器可以直接将响应信号发送给移动设备。

随着各类装备执行任务的多样化、复杂化，装

备结构设计对轻量化和高可靠长寿命的要求越来

越高，因此各类装备结构上将大量使用纤维增强树

脂基复合材料。碳基纳米传感器可对复合材料进

行制造过程监测和结构健康监测，将会在航空航

天、海洋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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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传感器响应[59]　（a）MXene 和 BP 传感器在静水压力实验期间的压阻响应；（b）自紧压力下 COPV 充注和排空过程中
的压阻响应

Fig. 13    Sensors response[59]　（a）piezoresistive response of MXene and BP sensor during hydrostatic pressure tests；（b）piezores-
istive response of MXene and BP sensor during filling and emptying of COPV with autofrettage pressure

48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8.05.00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5.08.011
http://dx.doi.org/10.1016/S1359-835X(01)00115-4
http://dx.doi.org/10.1002/pc.1002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4.02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2.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2.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1.01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1.01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8.05.005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5.08.011
http://dx.doi.org/10.1016/S1359-835X(01)00115-4
http://dx.doi.org/10.1002/pc.1002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4.02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2.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2.006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1.01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1.01.014


direct  current  sensing[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
als，2001，35：1392-1414.
DAI  H  B，ETTAB C.  Scalable  and  multifunctional   car-
bon nanotube-based textile as distributed sensors for flow
and cure monitoring[J]. Carbon，2020，164：28-41.

［11］

ACHESON  J  A， SIMACEK  P， ADVANI  S  G.  The
implications  of  fiber  compaction  and  saturation  on  fully
coupled  VARTM  simulation[J].  Composites  Part  A，

2004，35：159-169.

［12］

ALI M A，UMER R，KHAN K A，et al. Graphene coated
piezo-resistive fabrics  for  liquid  composite  molding  pro-
cess  monitoring[J].  Composites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148：106-114.

［13］

LIU B C，BICKERTON S，ADVANI S G.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of resin transfer moulding（RTM）—gate con-
trol，venting and dry spot prediction[J]. Composites Part
A，1996，27（2）：135-141.

［14］

KELLY  P  A， UMER  R， BICKERTON  S.  Viscoelastic
response of dry and wet fibrous materials during infusion
processes[J]. Composites Part A，2006，37：868-873.

［15］

LI  W.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vacuum-assisted proces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
ials，2004，38：1803-1814.

［16］

RODRÍGUEZ-GONZÁLEZ  J， RUBIO-GONZÁLEZ  C，

JIMÉNEZ-MORA M，et al. Influence of the hybrid com-
bination  of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and  graphene
oxide  on  interlamin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epoxy  laminates[J].  Applied  Composite  Materials，
2018，25：1115-1131.

［17］

RASHID I A，IRFAN M S，GILL Y Q，et al. Stretchable
strain sensors  based  on  polyaniline/thermoplastic   poly-
urethane  blends[J].  Polymer  Bulletin， 2020， 77： 1081-
1093.

［18］

TZOUNIS  L， ZAPPALORTO  M， PANOZZO  F， et  al.
Highly  conductive  ultra-sensitive  SWCNT-coated  glass
fiber  reinforcements  for  laminate  composites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J]. Composites Part B，2019，169：37-
44.

［19］

LUO S，WANG G，WANG Y，et al. Carbon nanomateri-
als enabled fiber sensors：a structure-oriented strategy for
highly  sensitive  and  versatile  in  situ monitoring of   com-
posite curing process[J]. Composites Part  B，2019，166：

645-652.

［20］

WANG  G， WANG  Y， ZHANG  P， et  al.  Structure
dependent  properties  of  carbon  nanomaterials  enabled
fiber  sensors  for  in  situ  monitoring  of  composites[J].
Composite Structures，2018，195：36-44.

［21］

LUO  S， TAO L.  Graphite  nanoplatelet  enabled   embed-
dable fiber sensor for in situ curing monitoring and struc-
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polymeric composites[J]. ACS

［22］

Appl Mater Interfaces，2014，6：9314-9320.
LUO  S， OBITAYO  W， LIU  T.  SWCNT-thin-film-
enabled fiber sensors for lifelong structural health monit-
oring  of  polymeric  composites  -  from  manufacturing  to
utilization to failure[J]. Carbon，2014，76：321-329.

［23］

MA P  C，KIM J  K，TANG B Z.  Effects  of  silane   func-
tionalization  on  the  properties  of  carbon  nanotube/epoxy
nanocomposites[J].  Composites  Science  &  Technology，

2007，67：2965-2972.

［24］

MA P C，KIM J K，TANG B Z. Functionalization of car-
bon nanotubes using a silane coupling agent[J]. Carbon，

2006，44：3232-3238.

［25］

TZOUNIS  L， KIRSTEN  M， SIMON  F， et  al.  The
interphase  microstructure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glass  fibers  covalently  and  non-covalently  bonded  with
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J].  Carbon， 2014， 73： 310-
324.

［26］

TZOUNIS L，LIEBSCHER M，TZOUNIS A，et al. CNT-
grafted glass fibers as a smart tool for epoxy cure monit-
oring， UV-sensing  and  thermal  energy  harvesting  in
model  composites[J].  RSC  Advances， 2016， 6（ 60） ：

55514-55525.

［27］

RAUSCH J，MÄEDER E. Health monitoring in continu-
ous  glass  fibre  reinforced  thermoplastics： tailored  sensit-
ivity  and  cyclic  loading  of  CNT-based  interphase
sensors[J].  Composites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70：2023-2030.

［28］

RAUSCH  J，MÄDER E.  Health  monitoring  in   continu-
ous  glass  fibre  reinforced  thermoplastics：manufacturing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phase  sensors  based  on  carbon
nanotubes[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70（11）：1589-1596.

［29］

PINTO B，KERN S，KU-HERRERA J J，et al. A compar-
ative  study  of  a  self  strain-monitoring  carbon  nanotube
film and  carbon  fibers  under  flexural  loading  by   elec-
trical  resistance  changes[J].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
ence，2015，628：012098.

［30］

GNIDAKOUONG J，ROH H D，KIM J  H，et  al.  In  situ
process  monitoring  of  hierarchical  micro-/nano-compos-
ites using percolated carbon nanotube networks[J]. Com-
posites Part A，2016，84：281-291.

［31］

HAN Z，MANABU K，EMILIANO B， et  al.  Integrated
damage  sensing  in  fibre-reinforced  composites  with
extremely  low  carbon  nanotube  loadings[J].  Journal  of
Nanomaterials，2015（3）：1-7.

［32］

ZHANG H，LIU Y，BILOTTI E，et al. In-situ monitoring
of  interlaminar  shear  damage  in  carbon  fibre  composites
[J]. Advanced Composites Letters ，2015，24（4）：92.

［33］

ZHANG H，LIU Y，KUWATA M，et al. Improved frac-
ture  toughness  and  integrated  damage  sensing  capability

［34］

第 3 期 碳基纳米传感器在复合材料制造过程及服役过程监测中的应用 49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20.02.079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3.02.001
http://dx.doi.org/10.1016/1359-835X9500012-Q
http://dx.doi.org/10.1016/1359-835X9500012-Q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2.008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007/s10443-017-9656-y
http://dx.doi.org/10.1007/s00289-019-02796-x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b.2019.03.07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b.2019.02.06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4.052
http://dx.doi.org/10.1021/am5017039
http://dx.doi.org/10.1021/am5017039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4.04.083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06.06.032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4.02.069
http://dx.doi.org/10.1039/C6RA09800B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05.01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6.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6.01.017
http://dx.doi.org/10.1177/096369351502400405
http://dx.doi.org/10.1177/096369351502400405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106/J0L0-E8BN-FKGD-PWCP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20.02.079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3.02.001
http://dx.doi.org/10.1016/1359-835X9500012-Q
http://dx.doi.org/10.1016/1359-835X9500012-Q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5.02.008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04044769
http://dx.doi.org/10.1007/s10443-017-9656-y
http://dx.doi.org/10.1007/s00289-019-02796-x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b.2019.03.070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b.2019.02.06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truct.2018.04.052
http://dx.doi.org/10.1021/am5017039
http://dx.doi.org/10.1021/am5017039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4.04.083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06.06.032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4.02.069
http://dx.doi.org/10.1039/C6RA09800B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0.05.01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88/1742-6596/628/1/01209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6.01.017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6.01.017
http://dx.doi.org/10.1177/096369351502400405
http://dx.doi.org/10.1177/096369351502400405


by spray coated CNTs on carbon fibre prepreg[J]. Com-
posites Part A，2015，70：102-110.
LUO S，WANG Y，WANG G，et  al.  Hybrid spray-coat-
ing， laser-scribing  and  ink-dispensing  of  graphene
sensors/arrays  with  tunable  piezoresistivity  for  in  situ
monitoring  of  composites[J].  Carbon， 2018， 139： 437-
444.

［35］

HAO B，MA P C. Carbon nanotubes for defect monitor-
ing  in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composites[M]∥PENG
H，LI Q，CHEN T. （Ed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Car-
bon Nanotubes. Boston：Elsevier，2017：71-99.

［36］

HAO B，MA Q，YANG S，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monitoring structural  damage  in  fiber-reinforced   poly-
mers  using  glass  fibers  with  carbon  nanotubes  and
graphene  coating[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
logy，2016，129：38-45.

［37］

ZHANG J，ZHUANG R，LIU J，et al. A single glass fiber
with ultrathin  layer  of  carbon nanotube networks  benefi-
cial  to in-situ monitoring of  polymer  properties  in   com-
posite  interphases[J].  Soft  Materials， 2014， 12（ Suppl
1）：115-120.

［38］

JIE Z，ZHUANG R，LIU J，et al.  Functional interphases
with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in  glass  fibre/epoxy
composites[J]. Carbon，2010，48：2273-2281.

［39］

MAHMOOD  H， VANZETTI  L， BERSANI  M， et  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train  monitoring  of  glass-
epoxy  composites  with  graphene-coated  fibers[J]. Com-
posites Part A，2018，107：112-123.

［40］

MAHMOOD H，DORIGATO A，PEGORETTI A.  Tem-
perature  dependent  strain/damage  monitoring  of  glass
epoxy  composites  with  graphene  as  a  piezoresistive
interphase[J]. Fibers，2019，7（2）：17.

［41］

GARCIA E J，WARDLE B L，HART A J，et al. Fabrica-
tion  and  multi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a  hybrid  laminate
with aligned carbon nanotubes grown in situ[J]. Compos-
ites Science & Technology，2008，68：2034-2041.

［42］

FELISBERTO  M，TZOUNIS  L，SACCO  L， et  al.  Car-
bon nanotubes grown on carbon fiber yarns by a low tem-
perature  CVD method：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the
interfacial  adhesion  between  carbon  fiber/epoxy  matrix
hierarchical  composites[J]. Composites   Communica-
tions，2017，3（3）：33-37.

［43］

HE  D， FAN  B， ZHAO  B， et  al.  Design  of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structural  composites  by  modulating  aligned
CVD-grown  carbon  nanotube  length  on  glass  fibers[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2017，9（3）：2948-
2958.

［44］

LU S，ZHAO C，LU Z，et al. Real time monitoring of the
curing degree and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fiber rein-
forced  composites  with  a  carbon  nanotube  buckypaper

［45］

sensor[J]. RSC Advances，2018，8（39）：22078-22085.
ENDO  M， MURAMATSU  H， HAYASHI  T， et  al.
‘Buckypaper ’  from coaxial  nanotubes[J]. Nature，2005，

433：476.

［46］

OH J Y，YANG S J，PARK J Y，et al.  Easy preparation
of self-assembled high-density buckypaper with enhanced
mechanical  properties[J].  Nano  Letters， 2014， 15（ 1） ：

190-197.

［47］

ALY K，LI  A，BRADFORD P  D.  In-situ monitoring  of
woven  glass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s  under  flexural
loading  through  embedded  aligned  carbon  nanotube
sheets[J].  Journal  of  Composite  Materials， 2018，

52（20）：2777-2788.

［48］

DIN  I  U，NARESH K，UMER R， et  al.  Processing  and
out-of-plane  properties  of  composites  with  embedded
graphene paper for EMI shielding applications[J]. Com-
posites Part A，2020，134：105901.

［49］

MARIN E，ROBERT L，TRIOLLET S，et al. Liquid resin
infusion  process  monitoring  with  superimposed  Fibre
Bragg  Grating  sensor[J].  Polymer  Testing， 2012， 31：

1045-1052.

［50］

MULLE M，COLLOMBET F，OLIVIER P，et al. Assess-
ment of cure-residual strains through the thickness of car-
bon-epoxy  laminates  using  FBGs.  Part  II：Technological
specimen[J]. Composites  Part  A，2009，40（10） ：1534-
1544.

［51］

KIM  S  S， MURAYAMA  H， KAGEYAMA  K， et  al.
Study on the curing process for carbon/epoxy composites
to  reduce  thermal  residual  stress[J]. Composites  Part  A，

2012，43：1197-1202.

［52］

ANTONUCCI  V，GIORDANO  M，CUSANO  A， et  al.
Real time  monitoring  of  cure  and  gelification  of  a   ther-
moset  matrix[J].  Composites  Science  &  Technology，

2006，66：3273-3280.

［53］

LU S，CHEN D，WANG X，et al. Monitoring the manu-
facturing  process  of  glass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s
with  carbon  nanotube  buckypaper  sensor[J].  Polymer
Testing，2016，52 （6）：79-84.

［54］

DAI H，ERIK T，THOMAS S. Processing and character-
ization  of  a  novel  distributed  strain  sensor  using  carbon
nanotube-based  nonwoven  composites[J].  Sensors，
2015，15 （7）：17728-17747.

［55］

ZANG L. Schnellhärtende，prozessangepasste epoxidhar-
zformulierungen  für  verbundwerkstoffe[D].  Fakultät：
Fakultät  für  Chemie  und  Geowissenschaften， 2013.
doi.org/10.11588/heidok.00015634.

［56］

CAN-ORTIZ A，ABOT J L，AVILÉS F. Electrical char-
acterization  of  carbon-based  fib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 sensing  relaxation-induced  piezoresistivity  in   poly-
mer composites[J]. Carbon，2019，145：119-130.

［57］

50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4.11.029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4.11.029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8.07.01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0.03.001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7.12.02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7.12.023
http://dx.doi.org/10.3390/fib7020017
http://dx.doi.org/10.1039/C8RA03445A
http://dx.doi.org/10.1038/433476a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1775412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20.105901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20.105901
http://dx.doi.org/10.1016/j.polymertesting.2012.07.01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6.01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2.02.023
http://dx.doi.org/10.3390/s150717728
http://doi.org/10.11588/heidok.00015634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8.12.10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4.11.029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4.11.029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8.07.014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ompscitech.2016.04.012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0.03.001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7.12.02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7.12.023
http://dx.doi.org/10.3390/fib7020017
http://dx.doi.org/10.1039/C8RA03445A
http://dx.doi.org/10.1038/433476a
http://dx.doi.org/10.1177/002199831775412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20.105901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20.105901
http://dx.doi.org/10.1016/j.polymertesting.2012.07.018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09.06.013
http://dx.doi.org/10.1016/j.compositesa.2012.02.023
http://dx.doi.org/10.3390/s150717728
http://doi.org/10.11588/heidok.00015634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8.12.108


LU S，DU K，WANG X，et  al.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ow-velocity impact damage for composite structures with
the omnidirection carbon nanotubes’ buckypaper sensors
[J].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2019， 18  （ 2） ： 454-
465.

［58］

WANG X A，LIN L A，LU S B，et al. Condition monitor-
ing of composite overwrap pressure vessels using MXene
sens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ure  Vessels  and
Piping，2021，191：104349.

［59］

SERVICE R F. Beyond graphene[J]. Science，2015，348
（6234）：490-492.

［60］

GUPTA  A，SAKTHIVEL  T，SEAL S.  Recent   develop-
ment  in  2D  materials  beyond  graphene[J].  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2015，73 （8）：44-126.

［61］

任志东，郝思嘉，邢悦，等. 氧化石墨烯改性环氧树脂及

其复合材料的性能 [J]. 航空材料学报，2019，39（2）：

25-32.
（ REN  Z  J， HAO  S  J， XING  Y， et  al.  Properties  of

［62］

graphene oxide modified epoxy resin and its Composites

[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9，39（2）：25-

32.）

唐健江，于方丽，张海鸿，等. 润滑相尺寸对镍-石墨可

磨耗封严涂层性能的影响 [J]. 航空材料学报，2019，

39（2）：42-48.

（TANG J J，YU F L，ZHANG H H，et al. Effect of lub-

ricating phase size on properties of Ni graphite abradable

sealing  coating[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2019，39（2）：42-48.）

［63］

武岳，王旭东，刘迪，等. 直升机陶瓷复合装甲发展现状

及 新 型 材 料 应 用 前 景 [J].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 2019，

39（5）：34-44.

（WU Y，WANG X D，LIU D，et 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ceramic  composite  armor  for  helicopter  and   applica-

tion  prospect  of  new  materials[J].  Journal of  Aeronaut-

ical Materials，2019，39（5）：34-44.）

［64］

Application of carbon nanosensors in monitor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processe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LU Shaowei1*,    JIANG Xiaowei2,    WANG Xiaoqiang3,    WANG Xing3,    ZHANG Lu3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Science  engineering,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2.  School  of  Aero-

engine,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3.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Carbon-based nanosensor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health  monitoring of  composite  materials  because of

their excellent electromechanical sensing properties and embedded in composite materials by various deposition metho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ensing  mechanism  and  deposition  methods  of  carbon-based  nanosensors,  including  dip  coating,  spray  coating,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electrophoretic deposition and intercalation.The application of carbon-based nanosensor in the monitoring

of  composit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cluding various  monitoring parameters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ite  manufacturing,  such as

enhanced  compaction  response,  flow  front  tracking,  resin  cementation  and  curing  is  reviewed;  and  the  progress  in  damage

monitoring of composite structures under static and dynamic loads in the form of tensile, bending, compression or impact loading by

using carbon- based nanosensors is described.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arbon nanosensors in the field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are discussed. The new 2D materials and their mixtur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sensors are mainly

introduced.

Key words:   carbon nanosensors；sensing mechanism；deposition methods；health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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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缠绕设计制备及
接头连接研究进展

罗    睿,    李    勇*,    还大军,    王武强,    刘洪全,    王俊生,    杨    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传动轴是直升机传动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用复合材料传动轴替代金属传动轴是直升机轻量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本文主要针对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结构设计、制备技术及连接方式等方面开展综述研究，并提出直升机复

合材料传动相关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目前，复合材料传动轴结构设计包括理论设计方法与有限元设计

法，制备技术包括缠绕成型、三维编织 VRTM 成型与热压罐成型等，连接方式包括机械连接、胶接、混合连接等。

现有复合材料传动轴主流设计方法效率偏低、主观性较强，在未来研究中可采取人工智能算法与有限元分析技术

相结合的手段，自动求解出边界条件内的最优设计方案；当前热固性复合材料轴管层间性能较差，在制备轴管时建

议优先采用韧性高、抗疲劳性能与抗冲击性能好、可回收利用的热塑性复合材料，并实现原位固结成型，以提升制

件的力学特性、环境亲和性与生产效率；传统连接方式存在各自的弊端和不足，可通过引入预紧力齿形连接技术与

大张力缠绕技术改进现有齿形压装连接方式，提高传动轴的结构承载能力与连接效率，确保直升机传动系统稳定、

安全运行。

关键词：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设计；制造；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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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是一种中低空低速飞行器，由于其垂直

起降、超低空突防、安全性高和对起落场地要求低

等特性，作为一种机动性极强的火力平台和运输工

具[1]，在地形侦查、火力支援、物资运输、抢险救灾

等军事、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直升机传动轴

基于整机结构特性和设计要求，起到传递系统所需

功率和转速的作用[3]，通常采用薄壁结构，在支承

传动系统中转动件高速回转的同时，还需要承担扭

矩。且由于直升机经常会做出非匀速的空间机动

飞行运动，导致传动轴需要同时承受在飞行过程中

因质量不平衡与气流扰动产生的各种不同激励、冲

击、交变载荷[4]，一旦出现严重故障大概率将导致

机毁人亡。

金属传动轴固有频率低，因此直升机的金属驱

动轴一般为分段式，整体结构比较复杂、自重大、

传递扭矩时损耗严重。随着直升机技术的不断发

展，传统金属传动轴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使用需求。

用比强度、比模量高，阻尼减振性、耐腐蚀性好的

复合材料取代传统的金属多段式传动轴，具有明显

的性能优势：（1）减轻质量，实现结构减重 60%以

上[5-6]，可有效提高发动机推重比；（2）减少振动噪

声，降低传动系统能量损失[7]；（3）改善传动轴的固

有频率，避免产生共振，提高临界转速，实现超临界

设计[8]；（4）复合材料传动轴结构简单，可以延长轴

长，起到减少传动轴数目与系统组件的作用[9]，为

直升机创造一个更轻、更可靠的驱动系统，并降低

维护成本；（5）抗弹击能力强，当复合材料传动轴被

子弹打穿、产生损坏后，可在规定时间内维持直升

机继续工作，避免强迫着陆或终止飞行任务，大

幅提高了直升机的生存能力，更加符合军机的设计

标准。

复合材料传动轴的研究工作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摩里逊公司、福特公司与英国的

GKN 公司最早推出了相关产品。在航空工业领

域，美国 234 商用直升机、Vertrol  Model  23 直升

机、UH-60“黑鹰”直升机、CH-47 直升机、V-280
“英勇”倾转旋翼机与 RAH-66“科曼奇”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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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航空器的传动轴组件均已采用复合材料制备[10-11]。

而国内研制的一些直升机的传动轴还是以金属为

主 [3]，复合材料传动轴相关技术仍处初步探索阶

段，发展相对落后。

本文基于直升机传动应用背景，综述了复合材

料传动轴在结构设计、制备技术与连接方式方面的

发展现状与趋势，以期为扩大复合材料传动轴在我

国直升机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结构设计

复合材料轴管铺层方式极大影响传动轴整体

结构性能（主要包括扭转强度、抗扭刚度、临界转

速与扭转屈曲转矩），以正交对称铺设层合结构为

例（如图 1 所示）：由于传动轴主要承受扭转剪切载

荷，± 45°正交对称铺设时，纤维铺设方向与载荷方

向一致，轴管的扭转强度[12] 与抗扭刚度[13] 最好，但

临界转速与扭转屈曲转矩较低；铺设 0°的纤维层可

以提高层合结构的纵向弹性模量，增加传动轴的轴

向刚度，使其旋转临界速度得到提升，可避免过高

的运行转速引发结构扰动[14]；增加 90°纤维层可以

提高轴管的横向弹性模量，有利于抑制圆周方向的

裂纹扩展，增加轴管环向的刚度与强度，提升传动

轴的扭转屈曲转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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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复合材料传动轴性能指标随正交铺层角度变化规律　（a）扭转强度；（b）抗扭刚度；（c）临界转速；（d）扭转屈曲转矩

Fig. 1    Variation  of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s  performance  index  with  orthogonal  ply  angle　 （a）  torsional  strength；
（b）torsional stiffness；（c）critical speed；（d）torsional buckling torque

 

轴管几何特征同样会对传动轴设计指标产生重

要影响：一般来说，增大管径或壁厚可有效提高其扭

转强度、抗扭刚度、临界转速与扭转屈曲转矩 [16]；

减小轴长可防止轴系运转时产生共振、避免屈曲失稳[17]。 

1.1    理论设计方法

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的理论设计方法基于

经典层合理论，精度较低，为保证制件性能，通常需

要选择较大的安全裕度，容易造成结构冗余，一般

仅作为初始设计方案。 

1.1.1    强度设计

传动轴主要承受扭转剪切载荷，必须保证其自

[τ] τmax身许用剪切应力 不低于最大工作载荷 。承载

水平通常按下式进行计算：

τmax =
Tmax

Wt

Wt =
π

16D
(D4−d4)

 (1)

Tmax τmax

Wt d D

式中： 、 分别为轴管工状态下承受的最大扭

矩与最大剪切应力； 为抗扭截面系数； 、 分别

为轴管的内、外径。

[τ] = (N∗xy(a))max/k (N∗xy(a))max

k

许用剪切应力为 ，其中

为复合材料轴管的剪切强度极限； 为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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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刚度设计

φe

为防止扭转角过大对传动轴的传力特性产生

影响，导致产生传力延时以及增大正反扭下的扭转

间隙现象，需控制单位扭转角 不超过 2 （°）/m，防

止因过度变形而使结构发生破坏：

φe =
T

GxyIp
× 180
π

Ip =
π(D4−d4)

32

 (2)

φe T Gxy

Ip

式中： 为单位扭转角； 为外加扭矩； 为剪切弹

性模量； 为极惯性矩。 

1.1.3    临界转速设计

nmax Ncrbe1

nmax < 0.75Ncrbe1

传动轴在其临界转速下运行会发生共振，扰度

达到峰值，严重时可能发生折断现象[18]。由于复合

材料传动轴的固有频率较大，因此只需将其最大工

作转速 与一阶临界转速 进行比较，满足：

。具体工程计算方法如下：

Ncrbe = 60 fnbe

fnbe =
πp2

2L2

√
ExIx

m

Ix =
π(D4−d4)

64


(3)

Ncrbe p fnbe p

L Ex Ix

m

式中： 为 阶临界转速； 为固有频率； 为阶

数； 为轴管长度； 为纵向弹性模量； 为惯性矩；

为单位长度的轴管质量。 

1.1.4    扭转稳定性设计

当传动轴的承载扭矩达到扭转屈曲转矩时，会

Tmax < Tcr

使轴管发生屈曲稳定性破坏，实际设计时应保证传

动 轴 的 最 大 工 作 转 矩 小 于 扭 转 屈 曲 转 矩 ：

，计算方法如下[17]：

Tcr =
1.854
√

L
×E0.375

x ×E0.625
y × t2.25×D1.25 (4)

Tcr Ex Ey

t

式中： 为扭转屈曲转矩； 、 分别为纵向弹性

模量和横向弹性模量； 为轴管厚度。

根据上述经验公式，基于复合材料力学，按如

图 2 所示的计算流程，可得复合材料传动轴的性能

指标参数，作为初始设计依据。 

1.2    有限元法

在某些特殊应用场合，如图 3 所示，还需关注

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弹丸冲击后的剩余抗扭强

度[19-20]，此类复杂问题更加适宜通过有限元法进行求

解。随着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E）软件不断成熟，ANSYS、ABAQUS 等有限元

分析软件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复合材料传动轴的

结构设计研究中，以作为实验研究的延续和补充，

可得到比一般工程理论解析设计方法更加精确、详

尽的仿真结果。

复合材料传动轴由于其结构特点，一般被等效

为薄壁长轴结构，常用有限元模型为壳体模型与梁

模型。Hu 等[21] 基于连续壳单元研究铺层设计对复

合材料空心轴扭转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轴管中

的  ± 45°层靠近外表面时，可获得较大的扭转刚

度。Barbosa 等[22] 将基于区间法的不确定性和灵敏

Single layer materi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ply angles

Uniaxial modulus of single layer

Stiffness coefficient/flexibility

coefficient of multidirectional laminates

Engineering elastic consta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ply of

transmission shaft

Strain/stress components of each

single layer 

Strength ratio of each single layer 

Single layer degradation with

minimum strength ratio

Allowable torsional stress of

transmission shaft [T ]

All single layer failure

Torsional buckling torque Tcr

Critical speed Ncrbe1

Torsional stiffness φe

 

图 2    复合材料传动轴性能参数计算流程

Fig. 2    Calculation process of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s performanc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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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应用于复合材料传动轴的简化均质梁理论

（simplified homogenized beam theory，SHBT）模型，

评估不确定参数对驱动轴动态行为的影响。Ri 等[23]

基 于 等 效 模 量 梁 理 论 （ equivalent  modulus  beam
theory，EMBT）研究考虑耦合效应的复合材料传动

轴动态行为，发现受泊松效应影响，导致传动轴固

有频率下降最大的为 45°铺层；受弯扭耦合效应影

响，导致传动轴固有频率下降最大的为 30°铺层。

对比前述两种模型，实体层合单元模型考虑了

构件厚度方向变形与法向应力的作用，更加符合实

际情况。Prasad 等[24] 建立了复合材料传动轴的三

维有限元模型，并通过扭转实验验证模型的有效

性，研究发现复合材料传动轴比钢制传动轴拥有更

高的扭转强度、抗扭刚度与固有频率。Henry 等[20]

将防弹损伤纳入复合材料传动轴的优化设计逻辑，

并制备传动轴样件，验证了模型预测的弹丸冲击残

余抗扭强度。

现阶段，复合材料传动轴的主流设计方法需要

根据理论设计方法或有限元法中的强度准则/刚度

准则提出以 ± 45°层为主、0°与 90°层为辅的一系列

铺层方案，通过比较各铺层下轴管的其他性能，从

备选方案中选出综合性能最好的铺层。该方式下

求解效率低，且设计过程带有一定主观性，对设计

者的从业经验要求较高，容易陷入不好的局部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

员将有限元程序与退火算法[25]、遗传算法[26]、差分

进化算法[27] 等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以复合材料

层合结构的铺层厚度、角度及顺序作为优化变量，

同时进行多项性能指标的设计，智能化程度较高，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自动求解出边界条件内

的最优设计方案，以减轻传动轴质量、提高设计效

率，保证传动系统平稳、安全运转。 

2    制备技术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arbon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composites，CFRP）制品性能优异，因此在

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中的用量大大超过芳纶纤

维与玻璃纤维。根据传动轴的扭转特性分析可知，

空心复合材料转轴上外部扭矩产生的剪切应力沿

径向方向呈线性增大的趋势，在最外层处最大[28]，

因此 Karimi 等[29] 通过将碳纤维与其他纤维进行混

杂，根据线性降低的应力水平和混合规则来计算缠

绕层合理的纤维混合比，得到如图 4 所示的成本-
质量图，从而确定设计方案，以降低碳纤维用量、减

少制造成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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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铺层数目下混杂纤维传动轴的成本-质量图[29]

Fig. 4    Non-dominated solutions of the hybrid drive shafts for
different layers[29]

 
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的基体材料目前以环

氧树脂和乙烯基酯树脂等热固性树脂为主，强度

高、纤维润湿性好、尺寸稳定性佳、固化收缩率低，

且固化时无低分子物放出，但在冲击载荷下容易发

生分层、抗疲劳性能较差。因此，未来复合材料轴

(a) (b) (c)

45° shotline45° shotline

 

图 3    复合材料传动轴典型弹击损伤[20]　（a）损伤前；（b）7.62 mm 弹丸冲击；（c）12.7 mm 弹丸冲击

Fig. 3    Typical  projectile  impact  damage with  millimeter  scale[20]　（a）before  impact  shotline  and laser  sight；（b）7.62 mm pro-
jectile on driveshaft；（c）12.7 mm projectile on drive s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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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基体材料可选择韧性更好的热塑性树脂，以满

足传动轴更高的抗疲劳失效与损伤容限要求[31]，且

该类树脂还具备可回收利用、预浸料无需冷链储存

等优异性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还可通过在复

合材料体系中添加 SiC[32]、碳纳米管（carbon nanotube
transistor，CNT） [33] 等颗粒进行改性，如图 5 所示，

起到锁紧纤维束及增强纤维与基体间黏结强度的

作用，优化制品力学性能。

复合材料传动轴的结构可分为金属/复合材料

混合传动轴与纯复合材料传动轴两类，虽然结构不

同，但成型方法基本一致。混合传动轴通过将复合

材料固化在铝合金、铝镁合金等金属管内/外壁上，

成型工艺简单、不需要脱模，且由于金属轴管的存

在，方便使用焊接或机械连接的方式将传动轴固定

在金属法兰上。但固化时不同材料接触面产生的

残余热应力会导致整体结构承扭强度降低[34]、容易

形成电偶腐蚀、且减重效果有限[35]；纯复合材料传

动轴受残余热应力影响较小，减重效果更加明显，

是传动轴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目前多采用纤维缠

绕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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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EM 下 CNT 在纤维间的作用[33]　（a）机械锁紧作用；（b）在纤维-基体间的连接作用

Fig. 5    SEM images of CNT's effects[33]　（a）mechanical locking status between the fibers；（b）connection between the fiber-matrix
 
 

2.1    缠绕成型

缠绕成型技术通过将连续纤维浸渍树脂或使

用预浸料/带，如图 6 所示，按照设计的铺层方式缠

绕到圆筒状的芯模上，再经过固化、脱模等工序，完

成主体直筒段的成型。缠绕过程中要求纱宽排布

均匀，不能出现离缝或者搭接过密的情况。纤维缠

绕工艺一般可分为三类：干法、湿法和半干法，具体

工艺流程与特点如图 7 所示，其中，湿法缠绕成型

虽然难以精确控制制品含胶量在制造过程中始终

处于最优范围，但纤维排列平行度好，成本比干法

缠绕低 40%左右[36]，在复合材料传动轴的成型工

艺中应用最为广泛。Tariq 等[37] 研究了纤维缠绕层

的设计对复合材料空心轴扭转特性的影响，发现螺

旋缠绕层比环向缠绕层具有更高的扭转强度与抗

扭刚度（如图 8 所示）。Cui 等[38] 测试了不同张力

制度下复合材料传动轴的机械性能及残余应力，提

出了确定最优缠绕张力的方法。基于现有复合材

料传动轴湿法缠绕工艺，可考虑引入快速固化环氧

树脂[39] 作为基体材料，实现红外辅助在线加热固

化，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Yarn releasing deviceDipping device

Wire guide nozzle

Transmission shaft mould

Tension control system

 

图 6    复合材料传动轴热固性湿法缠绕工艺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rmosetting wet winding process for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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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缠绕方式对纤维缠绕复合材料传动轴扭转特性的

影响[37]

Fig. 8    Effect of carbon fiber winding layer on torsional char-
acteristics of filament wound composite shaft[37]

  

2.2    三维编织 VRTM成型

传统复合材料缠绕制件存在层间强度较低的

不足，针对该问题，Hao 等[40] 采用三维编织技术成

型 坯 件 ， 然 后 基 于 真 空 辅 助 树 脂 传 递 模 塑 技 术

（vacuum assisted resin transfer molding，VARTM）在

纤维套管中压注树脂、完成固化，可实现相对于金

属轴 60.18%的减重 [41]。Zhao 等 [42-43] 使用主成分

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模糊聚

类法（fuzzy clustering method，FCM）对 3D 编织复

合 材 料 轴 管 在 扭 转 测 试 期 间 的 声 发 射 （acoustic
emission，AE）信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的抗剪

强度随编织角度的增加而增大[44]（如图 9 所示），破

坏模式为基体开裂失效、纤维-基体剥离失效与纤

维 断 裂 失 效 。 在 此 技 术 下 ， 轴 管 中 的 纤 维 在 空

间内呈网状分布，提高了制件的层间强度和结构

完整性[45]，但成本过于高昂，现阶段无法实现工业

应用。 

2.3    热压罐固化成型

热压罐固化成型主要利用热固性预浸料制备

复合材料传动轴，通过将预浸料剪裁、铺放在模

具上，利用真空袋密封置于热压罐中，经过一定

时间的坯件流动压实过程和化学固化反应过程后

得到最终制品。基于该种成型方式，崔静等 [46]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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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缠绕成型工艺流程图

Fig. 7    Flow chart of composite win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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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三维编织轴管不同编织角下的扭矩-转角曲线与破坏形貌[42-44]

Fig. 9    Torque-torsion angle curve and failure morphology of 3D braiding composite shafts under different braiding angles[42-44]

第 3 期 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缠绕设计制备及接头连接研究进展 57



行了固化过程中的变形预测分析，通过设计合理

的芯模结构实现反向补偿，避免成型后为达到精

度要求而对轴管进行二次机械加工。Zhang 等 [47]

通过布拉格光纤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FBG）记

录热压罐固化时复合材料层合结构的内部温度，

并基于温度补偿法获得制件的热应变与冷却后的

残余应变，实现固化过程的应变在线监测。该种

成型方式下，可精确控制制品含胶量，力学性能

优异，但设备复杂，人工成本和能源成本较大，且

由于制件内部产生的热梯度可能会造成轴管固

化 不 匀 ， 产 生 残 余 变 形 ， 对 结 构 性 能 产 生 不 利

影响。 

2.4    原位固结成型

热塑性复合材料韧性高、抗疲劳与抗冲击性能

好，有助于提高传动轴的破损安全性能，且成型时

不发生化学交联反应，回收后可进行二次熔融再加

工，便于材料的循环利用，提高了制品的环境亲和

性。对于热塑性复合材料传动轴，可基于原位固结

技术[48]，结合缠绕成型原理，利用激光[49] 或热风[50]

等作为热源，克服其黏度及成型温度较高的工艺难

点，充分缩短生产时间、降低制造成本。但当前关

于热塑性复合材料传动轴的原位固结成型研究较

少，未来应着眼于进一步降低制品孔隙率，力争达

到热压罐水平，为热塑性复合材料传动轴的高效、

低成本制备技术研究奠定基础。

现阶段，复合材料传动轴的主要成型方式为热

固性基体湿法缠绕工艺，为进一步提高制品性能与

成型效率，可基于原位固结成型技术，利用热塑性

复合材料优异的机械性能满足传动轴更高的抗疲

劳失效及弹击损伤容限要求，并利用其可加热回收

的特性，提高制件的环境亲和性。 

3    接头连接方式

复合材料轴管与金属法兰的连接部位是整体

结构的薄弱区域，和金属结构相比，复合材料构件

60%～80%的最终失效区域为接头部位[51]，且金属

法兰作为嵌入式部件，会对传动轴的性能指标产生

很大影响 [52]，特别是固有频率的下降 [53-54]。因此，

对复合材料传动轴连接方式的研究对保证直升机

传动系统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机械连接、胶接和混合连接是复合材料

轴管与金属法兰之间最为常用的三种连接方式（如

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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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ing channel BoltBonding channelBolt
Bonding channel BoltBonding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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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复合材料传动轴常见连接方式　（a）机械连接；（b）胶接；（c）混合连接

Fig. 10    Common  connection  modes  of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a）  mechanical  joint； （b）  adhesive  bonded  joint；
（c） adhesive-bolted joint

 
 

3.1    机械连接

机械连接是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的传统连

接方式，通过使用铆钉或螺纹紧固件将复合材料轴

管 与 金 属 法 兰 沿 着 径 向 方 向 贯 穿 连 接 在 一 起 。

Portemont 等[55] 研究加载速率对复合材料机械连接

结构破坏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加载速率越

高，损伤区域越小。Zhang 等[56] 建立了考虑剪切非

线性的复合材料螺栓连接三维有限元模型，发现过

大的螺栓预紧力会降低接头连接强度，并提出当螺

栓与螺母具有足够刚度且能保持预紧力时，可有效

抑制连接区域的二次弯曲效应和分层现象。何柏

灵等[57] 采用基于连续损伤力学的有限元方法，发

现当连接区域 0°铺层比例过高时，接头部位将由挤

压失效转变为剪切破坏（如图 11 所示），承载能力

随之降低；而增大螺栓直径，可使层合结构的损伤

受到抑制，提高接头抗挤压能力。

该连接方式易于控制质量、抗剥离能力强[58]、

便于拆卸[59]。但由于金属零件的存在，连接效率较

低[60]，且在复合材料轴管上开孔会破坏增强纤维的

连续性，导致孔周容易在周期载荷作用下产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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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抗疲劳性能较差[61]。 

3.2    胶接

胶接连接方式不需要开孔，以胶粘剂承担传载

过程中的剪切应力，通过表面处理增加胶接面粗糙

度或在粘结段表面开出按照一定角度均匀分布的

多个轴向凹槽与周向凹槽，提高胶接强度。王华

等 [62] 探索了最佳胶接强度对应的胶层厚度范围，

发现胶层厚度过大时会使接头的破坏模式从剪切

破坏转变为剥离破坏，降低结构承载力。Xu 等[63]

将胶层建模为一个独立的三维弹性体，研究胶层承

载时在厚度方向上的应力变化规律。Aimmanee 等[64]

建立了变刚度复合材料轴管胶接接头的数学模型，

通过将管状搭接接头离散化为有限数量足够小的

分段，计算出轴管段的最佳纤维取向，从而使胶层

环向剪切应力最小化（如图 12 所示）。

该连接方式质量较轻，但加工前需要对胶接区

域进行细致的表面处理工作 [65]，性能受环境（湿、

热、腐蚀介质）影响严重[66]，使用时存在一定老化问

题，且强度分散性大[67]，无法传递大扭矩。 

3.3    混合连接

混合连接的性能与特点介于机械连接与胶接

连接之间，通过在连接区域预先制孔、涂胶后安装

紧固件或在已固化的胶接连接结构中引入紧固件

贯穿轴管与法兰，确保胶接面失效后连接结构不会

立刻发生破坏。Chen 等[68] 设计了复合材料轴管混

合胶铆接头，并研究其在–30～100 ℃ 大范围温度

下的力学性能，发现接头强度在–30 ℃ 和 100 ℃ 时

分别下降了 26%与 43%，而在 60 ℃ 下上升了 8%，

(a) (b)

 

图 11    复合材料机械连接失效机制[57]　（a）挤压失效；（b）剪切失效

Fig. 11    Failure mechanism of joint configuration[57]　（a） bearing failure；（b） shea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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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胶接接头最佳纤维方向下的应力分布[64]　（a） σ1；（b） σ2；（c） τ12；（d） σ3
Fig. 12    Stresses distributions of adhesive joint under optimum fibre direction[64]　（a） σ1；（b） σ2；（c） τ12；（d） 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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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比纯胶接方式更好的环境适应性。刘志明

等 [69] 建立了胶螺混合连接接头的强度预测模型，

发现螺栓在承载过程中强化了接头中的胶接部分，

起到降低胶层剥离应力、阻止裂纹扩展的作用，结

构的最终失效形式表现为层合板孔周的压缩失效。

该连接方式可以防止突然发生的灾难性损伤，

提高传动轴连接位置处的破损安全性能，适用于对

结构抵抗破坏风险能力要求较高的场合[70]。但成

型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同时进行开孔与表面处理工

作，且对结构承载能力的提高效果有限[71]，还需进

一步优化研究。 

3.4    其他连接方式

除以上三种常见连接方式，现有的复合材料传

动轴连接方式还包括齿形连接、异型连接、过盈配

合连接等。

传动轴的齿形连接方式如图 13 所示，利用金

属部件上的细齿与混合传动轴进行压装配合，使得

连接件齿形咬合进铝轴表面，产生对应的啮合齿

形，以结合压力产生的摩擦力和细齿之间的配合传

递扭矩[72]。压装时将一外支撑金属环套在轴管外

部，起到阻碍装配过程中轴管径向膨胀的作用[73]。

后为实现该接头在纯纤维复合材料传动轴上的应

用，通过将带齿金属零件插入在内壁放置有粗糙金

属膜的复合材料轴管内部，迫使金属膜在压力作用

下发生变形，产生与金属齿配合的内齿形。该连接

方式避免机械连接时复合材料轴管孔周的应力集

中现象与胶接时容易产生的弱胶接问题，具有承载

能力强、可靠性高、加工难度适中、环境适应性好、

可设计性强等优点，但在压装时易造成复合材料层

合结构的损伤，且由于接头中存在金属辅助部件，

难以满足更高的减重要求。

过盈配合连接 [74] 通过施加缠绕张力，以轴管

与金属法兰间形成的干涉力传递扭矩，影响连接强

度的主要因素为连接长度、径向接触压力与表面粗

糙度。从减重角度看，该连接方式不需要使用紧固

件或黏合剂，因此连接效率最高，但实际连接强度

较低，仅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提高接头抗剥离应

力的能力。

 
Aluminum yoke

Press-fit

Steel teeth
External steel

support ring Aluminum tube Composite layer

Aluminum grooves

produced
Steel teeth

Press-fit

 

图 13    传动轴齿形连接方式

Fig. 13    Teeth connection of transmission shaft
 

异型连接要求复合材料轴管与金属法兰为非

圆截面，传扭时，外加集中力将转化出一部分由轴

管截面承担的拉压载荷[75]，从而降低了胶层中的剪

切应力，使得连接强度得到提升。但该连接方式制

造工艺非常复杂，目前只停留在设计与实验阶段。

现阶段，复合材料传动轴的各连接方式均存在

一定弊端。由于直升机传动系统连接技术的发展

趋势是无附加金属部件连接，因此在未来研究工作

中可参考预紧力齿形连接技术（pre-tightened teeth

connection，PTTC） [76]，改进传统齿形压装方式，依

靠复合材料齿与金属齿的配合而非压装进行传扭，

并结合过盈配合连接的设计思路，通过大张力缠绕

技术[77] 赋予齿形接头一定的径向成型压力，提高

连接结构的减重效果、避免轴管损伤。
 

4    未来发展趋势

复合材料传动轴比金属传动轴的承扭能力更

强、质量更轻、固有频率更大，可使传动系统在稳

定安全的运行条件下达到良好的节能效果，但国内

相关研究较为落后，在国产直升机中尚未得到广泛

应用。综合分析现有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在结

构设计、制备技术与连接方式等关键技术的研究现

状后，认为未来该项技术的发展应着重从以下三个

方面入手，以供相关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1）深入算法优化 CAE 辅助设计研究。几何

结构与铺层方式是复合材料传动轴设计的关键内

容，需权衡不同的管径、壁厚、铺层顺序和铺层角

度满足实际性能要求。当前主流设计方法通常需

要根据强度准则或刚度准则提出一系列铺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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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计算对应铺层下轴管的其他性能，经过比较，

从备选方案中选择最合适的铺层，效率较低，且带

有一定主观性，容易陷入不好的局部解。因此，可

考虑在实际设计中将人工智能算法与有限元分析

技术相结合，通过定义合适的边界条件，在智能算

法中嵌套有限元模型，经过不断迭代，自动、全面、

精确地求解出最优设计方案。

（2）优化构件使用安全性与环境亲和性、提高

生产效率。目前直升机复合材料传动轴多采用热

固性复合材料，抗冲击能力较差且降解困难。采用

热塑性树脂作为基体材料，不但能够提升制品的韧

性和抗疲劳性能，增强传动轴的弹击生存能力，还

可利用其可以反复加热使用的特性，实现回收利

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在未来研究工作

中，应深入探索热塑性复合材料传动轴原位固结缠

绕技术的相关工艺难点，力争使制品性能达到热压

罐水平，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3）优化接头形式。复合材料传动轴的连接区

域是整个结构的薄弱部位，对比其他连接方式，齿

形连接避免了机械连接时复合材料轴管孔周的应

力集中现象与胶接时容易产生的弱胶接问题，是一

种较好的连接方式，但在装配时易造成复合材料层

合结构损伤，且由于接头中存在金属辅助部件，难

以满足更高的减重要求。因此可考虑采用较轻的

复合材料代替齿形接头中压装产生的金属内齿形，

依靠复合材料齿与金属齿的配合而非压装进行传

扭，起到提高接头减重效果、避免轴管损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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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high  speed  flywheel  rotor  in  large  tension
winding[J].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Composites，

2018（3）：5-12.）

Research progress on structural desig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nection mode of filament wound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for helicopter

LUO Rui,    LI Yong*,    HUAN Dajun,    WANG Wuqiang,    LIU Hongquan,    WANG Junsheng,    YANG Xiao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     The transmission shaft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helicopter transmission system.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replace  metal  transmission  shaft  with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d  on  the  structural  desig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nection mode of the helicopter composite driveshaft. In addi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rend of helicopter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technology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includes  theoretical  design  method  and  finite  element  design  method,  th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cludes winding forming, 3D braiding VRTM forming and autoclave forming, etc, and the connection modes included

mechanical joint,  adhesive bonded joint,  and hybrid joint,  etc.  Significantly,  the existing mainstream design methods of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are  inefficient  and  subjective.  In  future  research,  the  comb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echnology can be adopted to automatically solve the optimal design scheme withi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use requirements. Simultaneously, the current composite shaft tube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poor interlaminar

proper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cyclable  thermoplastic  composite  with  high  toughness,  good  fatigue  resistance,  and  impact

resistance  should  be  preferr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shaft  tubes  and  realize  in-situ  consolidation.  In  this  wa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environmental compatibility, and prepa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 can be improved.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connection modes have different shortcomings. By applying pre-tightened teeth connection technology and high tension

winding technology, the existing teeth press-fitting connection should be ameliorated to improve the structural bearing capacity and

lig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omposite driveshaft,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safe operation of the helicopter transmission system.

Key words:   helicopter；composite transmission shaft；design；manufacture；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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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探测与红外隐身材料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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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外探测与隐身技术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飞行器等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其固有红

外信号显著增强，同时，基于光电效应的第三代红外探测器探测比率、灵敏度等性能大幅提升，红外隐身技术成为

提高战场生存力和战斗力的必要手段。本文从飞行器的红外辐射特征出发，分析了红外信号的分布和影响因素，

归纳了以碲镉汞为代表的第三代红外探测材料的工作原理、探测性能和发展趋势，介绍了低红外发射率涂层在红

外隐身领域的应用现状，综述了多元化的新兴材料的隐身机制和研究进展，并根据服役要求，展望了红外探测材料

与红外隐身材料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红外辐射；第三代红外探测器；红外隐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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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中，随着飞行器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典型部件温度升高导致红外信号显著增强，同时，

红外探测器件性能的提升加剧了飞行器被发现、跟

踪和识别的风险。1967 年至 1993 年间，被击落的

飞机和直升机中 89%是由红外制导武器的攻击击

落的[1]。伴随先进新型半导体材料的出现和制备工

艺的进步，红外探测器向高性能、低成本、小型化

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红外制导武器的精确打击

能力。因此，为缩短飞行器被发现的距离、降低被

攻击的概率，提高在战场环境下的生存力，红外隐

身材料和技术获得了高度关注和快速发展。红外

探测之“矛”与红外隐身之“盾”的相互促进，推

动了红外识别技术的发展和红外隐身机制的研究，

带动了半导体材料、隐身材料以及热学研究领域中

其他技术的进步。本文分析了飞行器的红外辐射

特征，归纳了第三代红外探测器的探测原理、性能

与发展现状，综述了红外隐身材料的工作机理、应

用与研究进展，并展望了红外探测材料和隐身材料

的未来发展趋势。

  

1    飞行器红外辐射分布

处于任意温度下的物体均会向外辐射电磁波，

波长处于 0.78～1000 μm 波段的电磁波称为红外辐

射。由于大气分子的吸收作用，可用于探测的波段

只有 0.76～1.1 μm、3～5 μm 及 8～14 μm 三个波

段。飞行器的红外辐射来源复杂，图 1 所示为喷气

式飞机主要的红外辐射源分布，包括工作时发动机

（含被加热的尾喷管等）产生的热辐射[2]、发动机排

出的高温尾焰辐射[3]、气动加热使蒙皮升温产生的

辐射以及对环境辐射的反射[1，4] 等。 

1.1    尾喷管辐射特性

在工程计算中，常将尾喷管看作温度均匀、具

有漫反射特性的圆柱体[5]，总辐射功率 P：

P = LAcos θ (1)

式中：L 为光谱辐射亮度；A 为辐射源面积，即喷口

面积；θ 为辐照源法线与观测方向的夹角。

对于特定探测波段，辐射亮度 LΔλ 和辐射功率

PΔλ 分别为：

L∆λ =
ε

π
∫ λ2
λ1

Mλd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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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λ = L∆λAcos θ (3)

式中：Mλ 为黑体的光谱辐出度；ε 为发射率。

根据实际观测，尾喷管为温度由内向外逐渐降

低的圆柱体空腔[6]，空腔的排气温度约为进气温度

的 0.85 倍。

根据上述推导，非加力状态下，设喷口温度为

800 K，且尾喷管满足一维定态热传导，则在尾喷管

内端的温度为 941 K；加力状态下喷口温度为 1100 K，

内 端 温 度 为 1294  K。 由 Wien 位 移 定 律 λT  =
2897.79 μm•K，辐射功率集中分布在 3～5 μm 波段。 

1.2    蒙皮辐射特性

高速运动时，气体的一部分动能不可逆地转化

为热能，在蒙皮表面形成热层，即气动加热现象[7]。

气动加热现象会引起蒙皮温度场的变化，造成辐射

性能的改变[8]。基于经验公式，通过求贴近蒙皮表

面的驻点温度可求得蒙皮的辐射[9]：

Ts = Tair

(
1+ r
γ−1

2
Ma2

)
(4)

式中：Ts 为驻点温度；Tair 为大气温度；r 为温度恢

复系数；γ 为绝热膨胀系数；Ma 为飞行马赫数。

或利用节点网格法（图 2），对任一有限面元

k 建立平衡方程：

mkck
dTk

dt
= Qin+Qenv+Qcon−Qcv−Qrad (5)

Qin Qenv Qcon

Qcv Qrad

式中： 、 、 分别代表内热源被面元吸收的

能量、环境辐射被面元吸收的能量和面元与相邻面

元之间的传导热量； 和 代表面元与空气来流

的对流换热量和面元自身辐射的热量。对方程进

行求解后获得蒙皮温度及辐射能量。

根据以上对有限面元的能量计算方法，建立三

维模型，可基于流场计算软件对蒙皮温度场进行分

析[10]。通过定义转变马赫数（transition Mach number），

Mahulikar 等定义了来流对蒙皮由冷却作用向加热

作用的转变[11]。夏新林等引入壁面热流函数进行

飞机内部传热分析，得到不同飞行状态和不同舱段

的蒙皮温度[12]。王杏涛采用标准的 κ-ε 湍流模型得

到不同马赫数下蒙皮的温度场分布，结果如图 3 所

示[13]。根据仿真结果，蒙皮温度为 220～340 K，辐

射功率集中分布在 8～14 μm 波段。

 
K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Temperature:

(a)

(b)

 
图 3    不同速度时飞机表面温度分布[13]

Fig. 3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aircraft  surface at  variable
speeds[13]　（a）Ma = 0.85；（b）Ma = 1.5

  

1.3    尾焰辐射特征

尾焰在飞行过程中可拖长数百米，如图 4（a）
所示，在近红外至中红外波段都可产生较强的辐

射，是飞行器被拦截或攻击的主要危险源之一[14]。

对喷气飞机尾焰红外辐射亮度的测量表明，辐射主

要集中在喷管出口附近，180°方向尾焰辐射亮度曲

线与发动机喷管形状一致，90°方向呈对称包络分

布[15]。尾焰中 CO2、H2O、CO 等气体分子的振动是

红外辐射的来源[2]。

分子在不同能级之间的跃迁，发射或吸收特定

能量的光子形成分子光谱。以描述 CO 振动的谐

振子模型为例，其振动频率 νm 可表示为：

νm =
1

2π

√
κ

m
(6)

式中：κ 和 m 分别代表谐振子的力常数和折合质量。

Engine exhaust

plume

Sunshine/skyshine reflection

Aerodynamically

heated surfaces

Earthshine

reflection

Nozzle 

图 1    飞机红外辐射源分布[1]

Fig. 1    Source distribution of IR radiance from aircra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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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蒙皮面元换热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heat exchange of skin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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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谐振子运动的波动方程可得振动能：

E = hνm

(
υ+

1
2

)
(7)

式中：υ 为振动量子数，只能取整数值。

尾焰中高温气体的分子从高能级跃迁至低能

级时，所发射光的波数由下式给定：

ν =
E

(
υ
′)

hc
−

E
(
υ
′′)

hc
=G

(
υ
′)−G

(
υ
′′)

(8)

υ
′
υ
′′

式中： 与 分别是高能态与低能态的振动量子数；

h 与 c 分别代表普朗克常数与光速。

谐振子的振动量子数选择定则为：

∆υ = υ′−υ′′ = ±1 (9)

ν = νm (10)

即辐射光的频率与谐振子的频率相等。因此，

相比于尾喷管和蒙皮全波段分布的红外辐射，尾焰

的辐射信号与尾焰成分直接相关，具有明显的波长

选择性。典型的尾焰光谱辐射如图 4（b）所示 [14]，

CO 的辐射波长位于 4.83 μm 附近，CO2 的主要红外

辐射光谱带为2.65～2.80 μm，4.15～4.45 μm 和13.0～

17.0 μm，H2O 的为 2.55～2.84 μm 和 5.6～7.6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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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尾焰辐射的视场示意图（a）和飞行器尾焰的光谱辐射[14]（b）

Fig. 4    Field diagram of trail flame radiation（a）and spectral radiation from trail flame of the aircraft（b）[14]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飞行器红外辐射特性，影

响探测效果的因素包括：（1）探测器的工作波段：

在 3～5 μm 波段尾喷管和尾焰为主要的辐射源，

8～14 μm 波段蒙皮的辐射占主导地位，尾焰辐射

与其成分相关，在 2.7 μm 和 4.3 μm 附近有很强的

辐射；（2）飞行状态：如在 3～5 μm 波段下，非加力

状态下尾喷管的辐射大于尾焰辐射，加力状态下尾

焰为主要的辐射源 [9]，同理，高马赫数时蒙皮在

8～14 μm 波段的辐射功率也更大；（3）探测角度：

尾喷管的辐射强度在沿其法线方向最高，随探测角

度增大而减小。此外飞机的高度特性、遮挡作用、

环境因素等也会对其辐射信号造成影响。

针对目标物体的辐射波长分布和辐射强度，开

发适用于红外波段的探测器，实现对目标物体红外

信号的实时准确识别，是红外制导武器、红外追踪

侦察及红外预警的首要条件。半导体制备技术的

发展和二维材料的涌现为开发低成本、高灵敏度、

可快速响应的红外探测器件提供了可能。 

2    红外探测技术

红外探测器是可以灵敏吸收某一波段的红外

辐射，并将其转化为可被测量信号的一类能量转换

器件。根据能量转换方式的不同，可将红外探测器

分为光热型和光子型[16]，其中光子型探测器是红外

光子作用后改变材料的电子状态，探测效率高，响

应速率快。光子型探测器又可分为光导型和光伏

型，前者是吸收光子能量后将电子从半导体价带转

移到导带上，改变探测材料的电导率；后者是将光

子能量转化为电子能量，造成半导体的电子-空穴

分离态，从而提供电压信号[17]。因此，光子能量大

于半导体的带隙（导带-价带能量差）时，便可引发

电子跃迁，即探测器对该辐射波长产生响应。换言

之，半导体的带隙决定了材料可以吸收检测的红外

光的范围。

经历了第一代长线列扫描系统焦平面和第二

代凝视系统探测器的发展，Rogalski 等提出，第三

代红外探测器应满足高性能高分辨多波段探测、非

制冷焦平面或低成本的要求之一[18]。本章将针对

第三代红外探测器，概述经典碲镉汞和量子阱、

Ⅱ类超晶格、二维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红外探测材料

发展现状。 

2.1    窄带隙本征半导体材料

碲镉汞（HgCdTe，MCT）是基于本征能带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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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窄带隙直接半导体材料，具有高量子效率和高红

外响应灵敏度及小的暗电流，是目前综合性能最为

优异、应用最广泛的光电探测器[19-21]。HgCdTe 是

由 HgTe 和 CdTe 混合而成的赝二元系统，通过连

续的组分调节可获得 1～30 μm 连续波长的响应。

相比于光导型 HgCdTe 探测器，异质结构的光伏型

器件可实现多色成像[22]。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对 HgCdTe 的数值模型、界面特性、暗电流性

质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3-27]。

目前比较成熟的 HgCdTe 制备方法一般为液

相外延法[28]，分子束外延法或有机化合物气相沉积

法可用于制备复杂 HgCdTe 结构[20]；但汞碲元素之

间的键合力较弱，并且汞在高温条件下易挥发，不

利于掺杂浓度的精准控制，给工艺成本、工艺难度

和可重复性都带来了挑战 [29]。因此，寻求性能上

与 HgCdTe 相当，在大规模阵列制备上优于 HgCdTe
的探测材料是目前的研究方向。

近红外波段的光电传感器以 InGaAs 为主。国

外已有 UTC Aerospace Systems、Sofradir 等多家公

司关于 InGaAs 近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的报道 [30-31]，

国内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发展 InGaAs 高

灵敏度常规波长焦平面探测器领域已经有了显著

的进展，可以制备多规格大面阵的焦平面探测器[32]。

InSb 探测器可用于 3～5 μm 波段，具有量子效率

高、可靠性好、均匀性好的优势[33]，被广泛应用于

空空导弹等武器装备中 [34]，但其存在工作温度较

低、探测波长不可调的限制。 

2.2    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在单质、二元和三元半导体材料的性能难以超

越碲镉汞后，研究逐渐转向通过调控复合光敏结构

的能带来检测红外线。依托现有较为成熟的材料

制备工艺，均匀性好、成品率高且关键参数可控性

强 的 量 子 阱 红 外 探 测 器 （ quantum  well  infrared
detector，QWIP）获得关注[35]，其中典型代表为 GaAs/

AlGaAs[36]。QWIP 的工作原理如图 5 所示，半导体

内的导带/价带不连续，形成多周期量子阱，杂质电

子占据量子阱内能级，电子吸收红外辐射光子跃迁

到激发态后形成光电流[37-38]。NASA 所报道的焦平

面 QWIP 在中远红外范围内的探测性能已与现有

的 HgCdTe 接近[39]；但 QWIP 存在工作温度低、光

吸收量子效率低以及对垂直光不能直接吸收等问

题，其暗电流也大于 HgCdTe 探测器，与应用需求

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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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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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AlGaAs

AlGaAsAlGaAs GaAs

 
图 5    GaAs/AlGaAs 量子阱能带结构示意图[37]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band  profile  of  a  GaAs/Al-
GaAs quantum well[37]

  
2.3    Ⅱ类超晶格

Ⅱ类超晶格半导体材料具有与 QWIP 相似的

周期性结构，但在能带结构上存在差异。如图 6 所

示，构成Ⅱ类超晶格的两种材料，其中一种的禁带

结构不完全包含于另一种[40-41]，如禁带错位型Ⅱ类

超晶格 InAs/GaSb[42]。InAs/GaSb 类型的材料可以

实现电子-空穴的有效分离，电子将集中于超晶格

材料的某一层，而空穴会处于材料的另外一层，这

种有效的分离会显著抑制电荷-空穴的俄歇复合[40，43]，

有望表现出优于 HgCdTe 的探测性能。西北大学

报道的 M-载流子掺杂的 InAs/GaSb 超晶格结构在

77 K 时的探测率与 HgCdTe 相当[44]。调整超晶格

InAs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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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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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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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能带结构　（a）量子阱；（b），（c）Ⅱ类超晶格

Fig. 6    Energy band structures of　（a）quantity well；（b）,（c）type Ⅱ superlat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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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参数可实现对探测波长的调节，避免了材料

成分对性能的影响[45]。徐志成等提出的 MBE 方法

制备的Ⅱ类超晶格探测材料已率先应用于国内焦

平面红外探测器[17]。 

2.4    二维材料及其异质结构

随着微纳制造技术及层装材料组装技术的发

展，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以及异质结构因其独

特的光学性质，展现出在红外探测领域的应用潜

力[46-47]。石墨烯与硅波导结构复合或制备石墨烯基

Fabry-Perot 微腔，可极大提高探测器的光增益[48-49]。

将石墨烯与量子点（quantum dots，QDs）复合，也可

获得超高增益[50-51]。石墨烯自身的零带隙特征限

制了其光响应率，异质结构可有效控制电荷传输，

降低暗电流[52]，石墨烯/砷化铟（InAs）纳米线异质

结构的光响应率可达传统石墨烯结构的 5000 倍[53]。

除石墨烯外，目前处于研究中有望应用于中红外检

测 的 二 维 材 料 还 包 括 硒 化 物 [54]、 黑 磷 和 黑 磷 砷

（b-P/b-PAs）[55-56] 等。二维材料光电转换过程的多

种物理机制，包括 Seebeck 效应、光诱导局域场调

控等，为量子效率高、灵敏度好的高性能红外探测

器件设计与制备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发展低成

本高稳定性的二维材料探测器件是满足大规模市

场化应用的必然需求。

对新型探测材料的评价标准包括探测比率、灵

敏度、量子效率等参数，其与 HgCdTe 的性能对比

如表 1 所示。凭借优异的探测性能，碲镉汞探测器

已获得大规模应用，随基础理论研究与制备技术的

进步，开发探测性能与 HgCdTe 相比拟，且可大规

模制备、服役性能稳定的新型光电探测材料是未来

红外探测发展的方向。
 

表 1    新型红外探测材料与 HgCdTe性能对比

Table 1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HgCdTe and novel IR detective materials

Material Wavelength
Specific detectivity/
（cm•Hz1/2•W–1）

Responsivity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EQE） Reference

MCT 1-30 μm 108-1011 8 × 104 V•W–1 ≥ 70% [20-21，57]

QWIP 8-14 μm 1010 22 mA•W–1 ≤ 10%

Type-Ⅱ superlattice <14.58 μm 108-1010 0.48 A•W–1 ≈50% [41，44，58]

Graphene/silicon-heterostructure <2.75 μm — 0.13 A•W–1 — [49]

Graphene-quantum dot 0.3-2 μm 7 × 1013 ≈107 A•W–1 50% [50]

Graphene-silicon heterojunctions 0.2-1 μm ≈1013 0.435 A•W–1 65% [52]

b-P/b-PAs 3.9-4.6 μm >1010 ≈17 A•W–1 6.4% [55]

Mo2Sb-P0.17As0.83 3-5 μm 4.9 × 109 180 mA•W–1 6.1% [56]

Bi2Te3/Si UV-THz 4.39 × 1012 24.28 A•W–1 — [59]
 
 
 

3    红外隐身材料

为应对探测器发展所带来的红外威胁，对红外

隐身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物体的辐射强度取决

于其温度和发射率，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可在不改变

整体设计的前提下，直接改变物体的辐射特性，因

此现有红外隐身材料多集中于低发射率涂层的研

制；变发射率材料和隔热气凝胶等新兴材料的出现

则为实现红外隐身提供了新的思路。 

3.1    低红外发射率材料

传统的红外隐身材料多具有低红外发射率特

性。金属材料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体现在金属导

带内自由价电子的带内跃迁，其吸收波长通常在可

见或紫外线波段，在红外波段表现出极低的发射

率，见表 2。在远离其带隙波长的中红外和远红外

区域，半导体材料的自由载流子与红外光的相互作

用类似于金属，但半导体材料可以通过改变掺杂浓

表 2    典型金属材料的红外发射率
[60]

Table 2    IR emissivity of typical metals[60]

Metal Melting point/℃
IR emissivity

25 ℃ 100 ℃ 500 ℃ 1000 ℃

Cu 1083 0.02 0.03 0.04 0.07

Ni 1455 0.05 0.06 0.07 0.10

Ag 960 0.02 0.03 0.03 —

Au 1063 0.02 0.03 0.03 0.03

Pd 1549 0.03 0.03 0.06 0.12

Pt 1773 0.03 0.05 0.1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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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整介电参数，获得兼容隐身材料。对于极性晶

体，光波电磁场与晶体的横光学模相互耦合很强，

在横光学模振动特征频率所对应的狭窄范围内，反

射率可接近 100%，这一狭窄频段的光谱带被称为

剩余射线区域。在自由载流子浓度很低的情况下，

材料在剩余射线区的反射率很高，然而大多数极性

晶体的剩余反射区都在远红外区，不满足实际红外

隐身波段的需求。

材料表面的几何性质（如粗糙度等）对涂层材

料的发射率有直接的影响。相比于光滑表面，粗糙

表面可直接增大辐射面积，且光线在粗糙表面微观

形貌之间的往复反射也会增大辐射功率。如图 7
所示，考虑发射率随角度的变化，假设光滑金属表

面 的 发 射 率 在 0°和 60°方 向 分 别 为 ε（0°）=0.04，

ε（60°）=0.05，对于图 7（a）所示粗糙表面的 α 点，其

辐射来源如图 7（b）中所示，相应的辐射强度为

0.114，粗糙表面总的辐射强度接近光滑平面的

三倍。

 

β β β

α α α α

60°

(a) (b)

 

图 7    粗糙度对材料红外辐射的影响[61]　（a）V 型槽模型的发射率；（b）图示中三部分对辐射均有贡献

Fig. 7    Effects of roughness on emissivity[61]　（a）emissivity of V-groove model；（b）all  three parts of the diagram contribute to
infrared radiance

 
 

3.1.1    金属涂层材料

除了上述极低的红外发射率外，金属兼具了高

熔点、耐化学腐蚀以及良好的抗氧化性和热稳定

性，可用作高温环境下服役的低红外发射率涂层[62]，

如应用于尾喷管腔体中的末级涡轮叶片、中心锥、

支板等部件表面。在高温合金基体上磁控溅射制

备 Pt 或 Au/Ni 涂层，可在 600 ℃ 下较长时间内保

持低发射率（约 0.2） [63-65]。Sivasankar 验证了粗糙

度对涂层发射率的影响，改变 Ag 薄膜和玻璃基底

之间的浸润性，发射率可由 0.22 降至 0.09[66]，旋涂

法制备的纳米银涂层也表现出这一性质[67]。Li 等

报道的桥接纳米 Pt 和电沉积 Ag 薄膜的方法实现

了可调整的红外辐射[68]。但金属涂层在高温使用

过程中基体元素扩散会引起发射率急剧升高，需要

在涂层和基体之间引入阻扩散层，以实现涂层的长

期稳定服役。再者金属薄膜的制备对设备要求较

高，且工件大小受限于设备尺寸，需要开发适用于

大型构件表面的涂层制备工艺。 

3.1.2    半导体材料

作为低发射率半导体材料的代表，掺锡氧化铟

（ITO）对红外线的反射率 > 70%，透光率 > 95%，可

满 足 兼 容 隐 身 的 需 求 [69]。 磁 控 溅 射 法 制 备 的

ITO 薄膜的发射率低于 0.2，在 700 ℃ 条件下服役

150 h 后仍性能稳定[70-71]。超结构 ITO 薄膜可兼具

雷 达 隐 身 和 红 外 隐 身 性 能 [72]。 相 比 于 ITO，Al、
Ga 等掺杂 ZnO 形成的掺铝氧化锌（AZO）和掺镓

氧化锌（GZO）价格低廉[73-74]，调整制备工艺或涂层

结构，AZO 发射率可降至 0.45 左右 [75-76]。通过调

控材料性能，提升兼容隐身性能，半导体材料有望

满足宽波段隐身的发展需求。 

3.1.3    填料/黏结剂涂层

填料/黏结剂涂层主要由低发射率填料（金属

微粉、半导体材料微粉等）和红外透明黏结剂（环氧

树脂、三元乙丙橡胶等）构成[77]。受树脂工作温度

限制，此类涂层多应用于飞机蒙皮或坦克表面等温

度较低的部位。为应对更高服役温度的需求，目前

对黏结剂的研究热点集中于高温黏结剂，包括无机

耐高温黏结剂（硅酸盐和磷酸盐等）[78-79] 和有机耐

高温黏结剂（聚氨酯和有机硅等）[80-81]。根据漫反

射条件下的二能流理论[82]，涂层反射率由填料粒子

形状、尺寸参数、电磁参数以及粒子的浓度等因素

决定，图 8 直观展现了填料性质对涂层发射率的影

响，相比于球形填料（图 8（a）），相同比例下片状填

料（图 8（b））反射率更高、发射率更低；图 8（c）所

示的填料悬浮于涂层表面可进一步增强反射。填

料/黏结剂体系因制备工艺简单、便于实现性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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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应用更为广泛[83]。涂层耐候性及服役性能也是

目前研究的重点内容[84-85]。

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陶瓷材料的发射

率一般较高[86]，因此低发射率陶瓷涂层的设计多从

结构角度入手，如 zig-zag 或多层结构[4，87-89]。总体

来看，并没有关于低红外发射率陶瓷涂层成熟应用

的报道。对低发射率涂层材料的性能总结如表 3

所示。金属涂层在高温下也表现出极低的发射率，

但仍需提高涂层的服役稳定性，并降低涂层制备对

设备的依赖性，以实现在更高温度下的大规模应

用。对半导体材料成分、结构的准确调控是获得兼

容隐身的有效途径。为适用于日益苛刻的服役环

境要求，填料/黏结剂涂层需降低黏结剂的本征发

射率并提高其在高温复杂环境下的力学性能。
 

表 3    低发射率涂层材料及其性能

Table 3    Low emissivity coating materials and their properties

Stealth coatings Fabrication
Service
condition

IR emissivity and test method Reference

Au/Ni films Magnetron sputtering（DC） 600 ℃, 200 h <0.1
InSb/MCT Detector

[63-64]

Pt film Magnetron sputtering（DC） 600 ℃, 150 h ≈0.1
InSb/MCT Detector

[65]

Nanosized silver colloids Blade method — <0.1
Forward looking infrared
radiometer

[67]

ITO thin film Magnetron sputtering（DC） 700 ℃, 150 h 0.2-0.3
ISTP IR-2

[70]

Al-doped ZnO films Sol-gel — 0.45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75]

EPDM-based composite
coatings

Metallic powder were mixed with
EPDM

— Al 0.2-0.5
Cu 0.1-0.3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60，77]

 
 

对涂敷低发射率涂层的飞行器辐射特性模拟

结果表明，改变蒙皮、中心锥和混合器的发射率，在

机身正后向小角度范围内 3～5 μm 波段辐射强度

明显降低 [90]，8～14 μm 波段的辐射强度在所有方

向均可降低 40%以上[91]。相同工况下对排气系统

的实验测量结果显示，相比于仅涂敷轴对称收敛喷

管的中心锥或混合器内表面，二者同时涂敷低发射

率涂层时的红外抑制效果最好[92]。 

3.2    新兴红外隐身材料

根据外界环境变化主动调整自身的红外辐射

特性，增强自身与外界环境的融合程度，实现动态

隐身效果，是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发展的必然需

求[44，93]。对目标物体进行有效的热管理也是实现

红外隐身的途径之一[94]。因此相变材料、气凝胶等

新兴的材料因其独特的光学或热学性质进入了人

们的视野。 

3.2.1    相变材料

辐射功率受发射率 ε 的直接影响，对大多数材

料而言，发射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可将发射

率视为常数[95]，但随温度等外界条件的变化，相变

材料的结构会发生明显改变，同时产生光学/电学

性质的突变，实现红外伪装目的。

作为一种典型的相变材料，二氧化钒（VO2）在

341 K 时 发 生 绝 缘 体 -金 属 的 一 级 结 构 转 变 ， 由

图 9（a）所示的单斜相（M）转变为图 9（b）所示的金

红石相（R）。相变前后电阻发生突变[96]，同时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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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填料性质对涂层发射率的影响　（a）低发射率涂层示意图；（b）填料形状对发射率的影响；（c）填料分布对发射率的影响

Fig. 8    Effects of particle properties on emissivity　（a）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low emissivity coating；（b）effect of particle size
on emissivity；（c）effect of particle floatage on emiss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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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突变可达 0.6[97]，可达到动态隐身效果。VO2 粉

末凭借技术和经济优势，更适用于大规模复杂表

面，如 VO2 粉末与树脂混合在织物上制备成涂层

可用于军事驻点的红外伪装，且粉末结构有利于相

变应力释放[98-100]。Ji 等提出了苹果酸辅助水热法

合成 VO2 纳米粉末，进一步简化粉末制备流程[101]。

关于相变过程的物理机制仍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包

括了电子关联驱动的 Mott 转变[102]、晶格结构驱动

的 Peierls 转变[103] 或是两种机制共同驱动[104] 的转

变，近场红外扫描显微镜、飞秒激光泵浦-探测等进

一步推动了对相变机制的研究[102，105-107]。热致相变

的温度直接影响 VO2 的实际应用，W、Mo 等元素

的掺杂可调整 VO2 晶格的局部电子密度，改变其

相变温度[98，108]。

除 VO2 外，其他相变材料也引起关注。具有无

滞后渐进式相变性质的 SmNiO3 的发射率与温度

的四次方成反比关系，由 Stefan-Boltzmann 定律可

知，其宏观表现为辐射功率不随温度改变 [95，109]。

热处理或激光脉冲处理可改变 Ge2Sb2Te5（GST）的

晶体结构，使其处于晶态、非晶态或混合状态而表

现出不同的辐射性能[110-111]。稀土镍酸盐及 NaOsO3

等[112] 相变材料均有作为红外隐身材料的潜质。相

变材料为实现自适应隐身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阐

明 VO2 等相变材料的相变机制、实现对相变温度

等性质的精确调控，是相变材料隐身设计及获得实

际应用的前提。 

3.2.2    电致变色材料

除温度变化导致相变引起的材料发射率变化

外，施加电压也会引起材料光学性质改变，即电致

变色作用 [44，113]。电致变色器件的结构如图 10 所

示[114-115]，包括基底、电极、电致变色层、电解质层

和离子储存层，其中电致变色层置于电解层和电极

之间，离子储存层起平衡电荷作用。常见的电致变

色材料包括 WO3
[116-117]、导电高分子（CPs）如聚苯

胺（PANI）、聚苯二胺（PDPA）等[115，118]。相比于传

统非晶型 WO3，低成本的电泳沉积工艺所制备的纳

米 WO3 具 有 更 高 的 电 荷 密 度 及 相 当 的 变 色 效

率[117，119]。Prasanna 的报道展现了 CPs 从可见光至

远红外范围内在大型柔性器件中的应用前景[118]。 

3.2.3    微纳结构金属粒子

通过调整目标物体的光谱辐射分布也可实现

对红外信号的掩蔽。由 1.3 节可知尾焰成分中气体

分子的振动是其红外辐射的主要来源。实现尾焰

红外隐身的重要手段是将这些处于第一振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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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电致变色器件结构

Fig. 10    Structure of electrochromic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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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VO2 的结构　（a）单斜结构（M）；（b）金红石结构（R）

Fig. 9    Structure of VO2　（a）monoclinic structure（M）；（b）rutile stru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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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4～5 μm）的高温气体的能量在挡板上快速耗散

掉，或者转移到非红外视窗的波段（5～8 μm）。

Li 等通过发展新兴的超快激光多维振动光谱，利用

超快红外激光与气体分子的作用，将气体分子化学

键选择性置于第一振动激发态，以模拟尾喷口的高

温气体红外辐射，系统地研究了金属不同微结构表

面的气体分子振动耗散动力学及能量转换。研究

结果直接证明了吸附分子能量弛豫在金属界面引

起热传导，导致非红外视窗区分子光谱变化。以贵

金属 Pt 纳米粒子对尾焰成分 CO 的作用为例，一方

面吸附于 Pt 不同晶格位置的 CO 分子表现出不同

的振动波长[120-121]；另一方面，理论和实验结果均表

明，在皮秒时间尺度内，通过振动/电子耦合，CO 分

子可将其振动能量转化为热能，并通过金属晶格振

动耗散 [121-122]，降低 CO 在目标波段的信号强度。

对 Pt 和 CO 相互作用超快过程的研究表明，振动/
电子耦合过程受金属纳米粒子种类、尺寸及吸附位

置的影响[120]。这一研究为尾喷口挡板材料设计、抑

制 探 测 器 对 尾 焰 红 外 信 号 的 追 踪 提 供 了 思 路 。 

3.2.4    隔热气凝胶

气凝胶的多孔结构使其具有极低的密度和极

好的隔热性能，可实现有效的热管理[123-124]，降低物

体的辐射功率。陶瓷气凝胶更适用于高温领域，为

克服其脆性及结晶粉化等缺陷，Xu 等设计制备的

双负泊松比 BN 陶瓷气凝胶，除具有极低的热导率

（室温大气环境下约 20 mW•m–1•K–1）外，在热冲击

或热应力等极端条件下仍表现出理想的鲁棒性[125]。

在 SiC 纳米线表面引入 SiO2 壳层作为声子屏障[126-127]，

所制备的核壳结构 SiC@SiO2 气凝胶纳米线表现出

更低的热导率（约 14 mW•m–1•K–1）[128]。气凝胶与

相变材料或金属纳米粒子复合，可进一步提高储能

性质[124，129]。得益于陶瓷气凝胶力学性能的提升，

气凝胶展示出在高温隐身领域的应用潜力，且多孔

结构是实现多功能一体化设计的重要途径。 

3.2.5    超材料

超材料的概念最先于 1968 年由苏联物理学家

Veselago 提出 [130]，是一种具有人工设计结构而表

现出天然材料所没有的超常物理性质的材料或结

构。由于其特殊的物理性质，在电磁、通信等方面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红外隐身领域也获得了广

泛研究[131]。

光子晶体[132] 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介

电常数的介质材料在空间呈周期性排列所构成的

超材料，结构单元的尺度在光波数量级[133-134]。如

图 11 所示，根据光子晶体的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可

分为一维（图 11（a））、二维（图 11（b））和三维光子

晶体（图 11（c））。周期性结构能够在晶体内部产

生“光子禁带”
[135]，对相应频率的入射电磁波产

生全反射，调整光子晶体的结构使其对红外波段入

射光全反射，即可达到发射率接近 0 的目的。
 

(a) (b) (c)

 

图 11    光子晶体　（a）一维晶体；（b）二维晶体；（c）三维晶体

Fig. 11    Photonic crystals　（a）one-dimensional crystal；（b）two-dimensional crystal；（c）three-dimensional crystal
 

热学超材料是指依据稳态和非稳态的热变换

理论[136-137]，人工设计实现热导系数非均匀分布的

材料或异质结构，以屏蔽物体的温度场，实现红外

隐身的目的[138]。等离子激元超晶格材料可通过调

整表层的载流子浓度，实现对隐身器件辐射性能的

动态调整，如在 ITO 薄膜上沉积 ZnO 后制备周期

性排布的金谐振器，紫外激发调整载流子浓度[139]，

或利用相变材料 GST 实现对表层金薄膜载流子浓

度的调整[140]。超材料特殊的光学/热学特性，从多

种途径为实现红外隐身提供了设计思路，但因需要

实现对材料结构的精确控制，受限于制备工艺，与

获得大规模应用仍有一定距离。 

3.2.6    仿生材料

受自然界中生物躲避天敌的隐身方式启发，智

能仿生材料的概念也应用于隐身领域的研究[141-142]。

头足纲动物通过适应性色素细胞与桡骨肌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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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改变外表颜色以实现隐身目的[143]。Xu 等模仿

其变色机制，以介电弹性体薄膜为基底，沉积 Al
或 TiO2/SiO2，弹性体对外界刺激产生响应，实现器

件整体红外发射率的动态变化[144]。同样，受头足纲

动物的启发，Stephen 等在软体器械的微流体网络中

流过控温液体，对温度进行调整以控制红外辐射[145]。

对新兴材料的隐身原理及实施案例总结如

表 4 所示，新兴材料实现红外隐身的方式更为多

元。相变材料和电致变色材料根据周围环境实现

目标物体发射率的动态改变，从而改变辐射性能。

微纳结构金属粒子有针对性地对尾焰中气体辐射

波长进行调整，将其转移到可探测波段之外。热学

超材料和高温气凝胶可对目标物体进行有效的热

管理，光学超材料如光子晶体则对目标物体的光学

性质进行调整。自然界中生物的隐身方式为红外

隐身材料提供了设计制备灵感。相比于传统的低

发射率材料，新兴材料在适应复杂的外界环境和苛

刻的服役条件等方面展现出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对

其隐身机制的探究、材料制备工艺的控制以及隐身

性能的评价仍处于起步阶段，需针对实际服役条件

要求，提升材料的隐身效果、力学性能、服役稳定

性、可制备性等多个维度的性能。
 

表 4    新兴材料及隐身机制

Table 4    New materials and their stealth mechanisms

Material Stealth mechanism Typical materials and implementation cases Reference

Phase-change materials
（PCMs）

Materials structure transform
with temperature，combining
with strong variations in
optical transmittance，
reflectance and emissivity

VO2 exhibits a semi-conducting to metallic phase transition at
68.8 ℃；Flexible free-standing VO2/graphene/CNT（VGC）
films with a switching time of ≈0.04 s；Zero-differential thermal
emitter（ZDTE）coatings based on SmNiO3

[95，97，
146]

Electrochromic
materials

Materials change their optical
properties in the presence of a
small electric potential
difference

WO3，PANI et al.；Emissivity changes markedly at 1.9-1.0 V [116，118]

Metal nanoparticles Changing the IR signal
distribution of plume

Nanoparticles of Pt and Pd；Energy flows between surface
molecules on metal nanoparticles

[120-122]

Aerogels and
composite

Serving as thermal insulator
to lower surface temperature

SiC, SiO2 etc；Ultra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14
mW•m−1•K−1KNA/PCMs films with high thermal management
capability

[124-125，
128-129]

Metamaterials Deriving their optical or
thermal properties from
subwavelength structures

Photonic crystal（PC）with photonic band gap could achieve
high reflectivity such as Ge/ZnS 1DPC；Far infrared and laser
band compatible PC could achieve far infrared and laser band
compatible camouflage；Thermal metamaterials change the
effective material property of the original object；Independent
manipulation of heat and electrical current via bifunctional
metamaterials（theoretically）

[147-151]

Bioinspired materials Adaptive infrared-reflecting
platform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ephalopod skin

Dielectric elastomer actuator with photonic coating [144]

 
 
 

4    结束语

按照 SWaP3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性能高、

成本低的要求，红外探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包括：（1）

发展非制冷型探测器，推动探测器件的小型化与低

成本化；（2）提高探测器件的灵敏度、空间分辨率、

光谱分辨率性能；（3）增强探测信号的快速处理能

力，提升红外探测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响应速度。

为应对服役环境的日益复杂和探测器技术的

进步，降低飞行器被探测和跟踪的风险，红外隐身

材料发展趋势包括：（1）发展可在高温、积碳、应力

复杂的尾喷管等热端部件上稳定服役的红外隐身

材料；（2）研制红外-雷达兼容多波段隐身材料；（3）

提高红外隐身材料的环境动态适应性；（4）开发具

有光谱选择性辐射的材料和具有热流散热作用的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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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es related with infrared radiation (IR) detection and IR stealth have been wildly applied in the modern military

field. IR signal of weapons such as aircraft is more prominent with the performance improving. Meanwhile, The detection ratio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IR  detector  based  on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are  greatly  improved.  Therefore,  IR  stealth

technology becomes a necessary means to improve the survivability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battlefiel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craft, the IR signal distribution and effect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detection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R  detector  materials  presented  by  HgCdTe  are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low emissivity coating in the field of infrared stealth is introduced, the stealth mechanism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various emerging materials  are  reviewed.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materials  for  IR detection and IR stealth  are

pro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rvice requirement.

Key words:   infrared radiation；the third generation IR detectors；IR stealth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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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其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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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相对于镍镉、铅酸等传统电池，锂离子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工作电压高、自放电率低、循环寿命长、充放电

效率高、工作温度范围宽、环境污染小等优点。目前，锂离子电池已广泛应用手机、笔记本等 3C 设备和新能源汽

车领域，在民用飞机、无人机、空间探测器等航空航天领域中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进一步拓宽锂离子电池

的应用领域，众多研究团队开发出了种类繁多的，性能优异的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通过深入研究，开发出了具有

宽温适应性和超高压适应性的电解液。经过 30 年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化推广，锂离子电池相关产品日渐成熟。为进

一步拓宽锂离子电池的应用场景，高性能电极材料的制备和安全电解液体系的构建将是锂离子电池技术发展的重

要方向。

关键词：近期进展；锂离子电池；航空航天；电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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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03 年怀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碳氢燃

料一直被用来给飞机发动机提供动力[1-2]。随着航

空行业的不断发展，更多的飞机、航线以及机场等

航空设施与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飞机

的性能提升却十分有限，航空器每年都在排放大量

的温室气体[3-6]。很多知名机构诸如欧洲航空研究

咨询委员会（ACARE）也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中长期规划及目标。截至目前，在汽车行业中，

混动汽车与纯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证实了通过引

入 电 动 推 进 系 统 可 以 有 效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的 排

放[7-9]。同时电动汽车产生的噪声也比传统汽车小

很多。将内燃发动机与电动推进系统相结合或者

纯电动推进系统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与研究[6，10-14]。在众多储能设备中，锂离子

电池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比能量、良好的循环稳定

性、较低的自放电、无记忆效应和绿色环保等优

点，是航空航天领域最有应用前景的储能设备[15-21]。

然而，不同于汽车行业，航空航天领域锂电池服役

环境更加苛刻，因此该领域对锂电池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不仅要求具有更高能量密度、更高功率密度，

同时要求具有更强低温耐受性和更好安全性能。

航空航天锂离子电池亟待开发。致力于指明锂离

子电池技术未来的突破口，本文详细阐释了锂离子

电池的工作机理，系统总结了近年来锂离子电池的

发展情况（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以及电解液材

料）以及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指出了锂离

子电池未来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和发展方向。 

1    锂离子电池的储能机理及特点

锂离子电池由四大主要部件构成，分别是正

极、负极、电解液和隔膜。在充放电过程中，锂离

子在电池正负极之间来回摇摆，所以锂离子电池也

被称为摇椅型电池 [22]。以石墨作为负极、LiCoO2

为正极的电池为例，其工作机理如图 1 所示，充放

电化学反应式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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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反应：

LiCoO2
Charge/discharge
←−−−−−−−−−−−→ Li1−xCoO2+ xLi++ xe− (1)

负极反应：

Cn+ xLi++ xe−
Charge/discharge
←−−−−−−−−−−−→ LixCn (2)

不同于其他种类电池，锂电池具有较高的能量

密度、较长的循环寿命、较高的库仑效率、较小的

自放电速率、较低的运行维修成本、较宽的工作温

度范围和优秀的可靠性等优点[24-27]，因此，锂电池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

是，为了使锂电池能更高效地在这些领域得到应

用，其能量密度、功率密度、抗低温性能、安全性和

循环寿命等特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世界范围内

各个研究团队也正聚焦于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材

料等方向，以期开发出性能优异的锂离子电池。 

2    锂离子电池研究现状
 

2.1    正极材料研究现状

层状钴酸锂（LiCoO2）易于合成，并且具有良好

的导电率、高振实密度和大比容量，成为了锂离子

电池最常用的正极材料[28]，但是这种材料价格高昂

并且对环境危害较大，因此更多材料被研发出来，

以期可以替代钴酸锂作为正极材料。如图 2 所示，

采用层状 LiNiO2 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电池的比容量

可以达到 240 mAh•g–1[29]，但是层状 LiNiO2 很难合

成，而且首圈容量损失高达 20%[30]，加之其结构稳

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不佳，导致了这种材料的循环寿

命较差。尽管用其他金属（Mg、Mn 或者 Al）对镍

进行部分取代可以相对缓解以上缺点，但还是很难

使其完全符合商业化需求 [31]。为了解决 LiCoO2

和 LiNiO2 存在的问题，研究人员将这两种材料相

互复合掺杂，制备出了具有六方层状结构的固溶体

（LiNi1−yCoyO2）。在这种化合物中，Co 和 Ni 都处

于氧化价态（3 价）。当 y 值在 0.2 和 1 之间时，二

价 Ni 杂 质 的 形 成 可 以 得 到 有 效 抑 制 。 因 此 ，

LiNi（1−y）CoyO2 化合物具有非常稳定的层状结构。

研究表明，这种正极材料的比容量高达 180 mAh•g–1，
展现出非常好的循环稳定性 [32-33]，因此，近些年

LiNi1−yCoyO2 受到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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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层状镍酸锂的充放电曲线和循环稳定性[32-33]　（a）不同电位窗口下充放电曲线；（b）循环稳定性曲线；（c）首次与第
10 次充电曲线

Fig. 2    Charge/discharge  curves  and  cycling  stability  of  layered  LiNiO2
[32-33]　 （ a） charge/discharge  curves  at  different  voltages；

（b）cycling stability curves；（c）the first and the tenth charge/discharge curves
 

除了上述材料，锰基复合材料由于其合成成

本低、环境污染小等优点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34-37]。

已经有一些公司采用尖晶石结构的石锰酸锂作为

正极材料制备出了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但是锰

酸锂存在以下几个缺点，严重阻碍了它的进一步

发展：（1）较低的能量密度（仅有 120 mAh•g–1）；

（2）锰酸锂在充放电过程中会发生不可逆的结构

改变，导致了较差的循环稳定性；（3）高温下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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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deA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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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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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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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锂离子电池的储能机理图[24]

Fig. 1    Energy storage mechanism of lithium-ion batter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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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容易溶进电解液，导致这种电池的高温性能不

佳。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研究者对锰酸锂材料进

行了研究和改性。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改善合成

方法和采用其他金属离子的部分取代可以改善锰

酸锂的循环稳定性，但是这种方法的代价是降低

原本就不高的比容量[22，38]。随后科研工作者开展

了过锂化相关研究，通过深度锂化反应，打破正极

材料化学计量比，提升正极材料 Li 含量，攻克了

富锂锰基电极材料循环稳定性差和比容量低的

“卡脖子”难题。研究表明，通过过锂化反应可

以在几乎不损失比容量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锂电

池循环稳定性。此外，通过调控正极材料的形貌，

可以有效抑制锰的溶解[39]。有研究表明采用比表

面 积 较 低 的 富 锂 锰 作 为 正 极 材 料 和 高 纯 度 的

LiPF6 作 为 电 解 液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抑 制 锰 的

溶 解 。 层 状 结 构 的 LiMnO2 具 有 较 高 的 比 容

量（200 mAh•g–1），因此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40-42]；

但是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层状结构的 LiMnO2 会转

变 成 尖 晶 石 结 构 的 锰 酸 锂 ， 从 而 导 致 其 电 学 性

能下降，通过 Co 掺杂可以合成稳定层状结构的

LiMnO2
[43]。

橄榄石结构 LiFePO4（LFP）具有很强的 P—O
原子键强度，在充放电过程中不会发生导致结构破

坏的析氧反应（ORR）。因此 LFP 具有很好的循环

稳定性（如图 3 所示）。再加上 LFP 良好的安全性

和绿色环保等特点，因此 LFP 一直是锂离子电池研

发应用的热门正极材料[44-46]。然而，与其他正极材

料相比，LFP 的导电性差，而且在各种锂化程度下

导电性也不会提高[47]。在 LFP 研发初期，这个问题

严重阻碍了其商业化应用。随后，科研工作者开发

出 多 种 方 法 以 改 善 LFP 的 导 电 性 ， 包 括 在 LFP
表面包覆高导电率的碳涂层，引入导电剂形成导电

网络和降低颗粒尺寸。通过几十年的科研耕耘，最

终在 21 世纪初期，美国 A123 系统公司合成的碳包

覆的纳米 LFP 率先完成了商业化生产，但是纳米尺

寸的 LFP 的压实密度较低，牺牲了电池的体积比容

量，因此 LFP 仅被当作一种便宜、低能量密度的电

池正极材料。虽然 LFP 在 2016 年已经占据有 36%
的锂离子电池市场，但它仍然很难在高端电动私家

车和航天航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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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LiFePO4 正极的锂离子电池的循环特性[44-45]　（a）2 ℃ 下 UCFR-LFP 和 Con-LFP 的循环稳定性与库伦效率曲线；
（b）UCFR-LFP 和 Con-LFP 的倍率性能曲线；（c）不同负载量的 UCFR-LFP 的面积比容量；（d）UCFR-LFP 的循环稳定
性与库伦效率曲线（负载量 = 36 mg•cm–2）；（e）LFP/GO 复合材料的环稳定性曲线

Fig. 3    Cycling charicteristics of LIB using LiFePO4 as anode material
[44-45]　（a）cycling stability and Coulomic efficiency of UC-

FR-LFP and Con-LFP at temperature of 2 ℃；（b）rate capability of UCFR-LFP and Con-LFP；（c）specific areal capacity and
cycling  stability  of  UCFR-LFP  with  different  mass  loading； （ d） cycling  stability  and  Coulomb  efficiency  of  UCFR-
LFP（mass loading = 36 mg•cm–2）at a current of 3 mA•cm–2；（e）cycling stability of LFP decorated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GO

 
 

2.2    负极材料研究现状

负极作为锂离子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

池性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池的表现不仅

仅依赖于负极材料的本征属性，还取决于负极材

料的晶型和形貌[19]。尽管材料的内在属性可以决

定哪些材料适合作为储锂材料，但是还是需要通

过一些结构调整来使其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因

此设计出了多种结构的负极材料（如图 4 所示）。

目前研究的负极材料主要可分为以下 4 种：（1）碳

负极材料[48-50]；（2）合金型材料[51]；（3）过渡金属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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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transition metal oxide，TMO）[52]；（4）硅负极材料[53]。

表 1 中列举了这四种负极材料各自的优缺点。

碳材料由于其高导电率、多级孔隙结构和廉价

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在电池的负极上，但是碳材料也

存在着很多缺点，例如比容量不高、倍率性能较差

和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证等。因此，很多研究团队

致力于开发新形式的碳基材料来提高其综合性

能。碳基材料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石墨碳和非

石墨碳。石墨碳有一个较好的结晶度，而非石墨碳

是无定形的。因为非石墨碳的硬度更大，一般定义

石墨碳为软碳，非石墨碳定义为硬碳。在软碳中，

碳原子处于 sp2 或者 sp3 杂化状态。而整个碳材料

微观结构由石墨烯片层堆叠而成。在储锂过程中，

每六个碳原子捕获一个锂离子，形成 LiC6。由此可

以计算得出碳负极的理论比容量为 372 mAh•g–1。
硬碳可以吸附的锂离子的数量少于软碳。碳材料

储能机理可以用式（1）表达：

Li++ e−+ xC−↔ LiCx (3)

式中：x 的值一般在 6 到 12 之间。

不同种类的碳材料键长和片层厚度都有所不

同。因此这些材料的储锂能力也不尽相同。在如

今的电子行业中，不同工厂所选用的碳基材料的种

类、形状和结构都有各自的特点。例如索尼公司采

用焦炭和硬碳作为电池负极，成品电池展示出优良

的循环性能。AT&T 公司和松下公司使用软碳制

作的电池具有较高的比容量和能量密度。虽然碳

负极材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但是这种材料的能量密度、比容量等性能还需

表 1    不同负极材料的优势和劣势

Table 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anode materials

Material Advantage Disadvantage

Carbon High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Low specific capacity

Nic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Low rate-capacity

Abundant and low-cost resources Safety issues

Alloy High specific capacity Low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Good security Large volume change（100%）

TMO High specific capacity Low coulombic efficiency

Nice stability Large potential hysteresis

Silicon Highest specific capacity Large volume change（300%）

Rich，low-cost，cle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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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种类及结构示意图[23]

Fig. 4    Anode materials of LIBs and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configuration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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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提高，而且安全性能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因此，科研工作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实验来优化

碳基材料，从而使电池的性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

场合。

率 先 得 到 广 泛 研 究 的 是 碳 纳 米 管 （ carbon
nanotubes，CNTs）。CNTs 可以看成是一层或多层

石墨烯弯曲形成的管状结构。由单层石墨烯弯曲

得到的是单壁碳纳米管（single wall carbon nanotubes，
SWCNTs），由多层石墨烯弯曲得到的是多壁碳纳

米管（multiwall  carbon nanotubes，MWCNTs）。碳

纳米管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稳定性，因此表现出了

优异的储能特性。碳纳米管的内壁和外壁都可以

吸附锂离子，其中内壁的吸附强度较大。锂离子沿

着碳纳米管的长度方向迁移，并会受到碳纳米管直

径和长度的影响。此外，有研究表明，碳纳米管上的

缺陷有利于离子的扩散，能显著提升其储锂能力。

如图 5 所示，通过简单调整合成方法，合成

CNTs 的 步 骤 就 能 转 变 为 合 成 碳 纳 米 线 （ carbon
nanowires，CNWs）的步骤[54]。虽然两者的合成步骤

十分相似，但是形貌差异却很大。不同于 CNTs 由

规则的 sp2 杂化的石墨碳组成。CNWs 由 sp2 和 sp3

两种杂化状态的碳混合组成。Huang 等[56] 成功合成

出的氮掺杂多孔碳纳米纤维网（carbon nanofiber webs，
CNFWs）表现出了优异的储锂性能，用这种材料组

装的锂离子电池具有很高的比容量（943 mAh•g–1），

其库仑效率高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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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碳纳米管和碳纳米线的生长机理[54]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growing mechanisms of CNTs and CNWs[54]
 

二维结构的碳材料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众多二维结构碳材料中，石墨烯具有大比表面

积 、 优 异 的 导 电 性 和 极 高 的 理 论 比 容 量 （ 744
mAh•g–1），通过在石墨烯片层中引入缺陷，可以展

现出超越理论容量的比容量；并且石墨烯片层间距

小，范德华力作用强烈，赋予了石墨烯极强的柔性

和 断 裂 自 修 复 能 力 。 基 于 以 上 优 点 ， 石 墨 烯 在

LIB 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 [55-56]。研究表

明，锂离子难以在纯石墨烯片层间扩散，但是如果

在石墨烯表面引入缺陷，石墨烯的导电性和结构稳

定性将会有所降低。为了走出这一两难的困境，研

究者们设计开发了杂原子掺杂的石墨烯。例如

N 和 S 共掺杂的石墨烯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储

锂 性 能 。 在 循 环 500 次 后 ， 其 比 容 量 仍 然 高 达

1090 mAh•g–1 [57]。除了 N 和 S 的掺杂，卤离子掺杂

也可以提升锂离子电池的比容量和循环稳定性。

这是由于卤离子掺杂可以提高石墨烯材料的电负

性和锂离子在石墨烯片层之间的迁移速率。石墨

烯复合材料也被研制出来用以提高其储锂性能。

例如 Co3O4 掺杂的高纯完整石墨烯的比容量高达

1050 mAh•g–1 [58]。此外，通过自组装法可以促使二

维石墨烯片层自发构建出具有三维结构的石墨烯

基复合材料，展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例如，具

有 3D 结构的 Fe2O3/石墨烯气凝胶在 2000 mA•g–1

的电流下循环 1000 周仍然可以保留 733 mAh•g–1

的容量[59]。

虽然碳基材料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使其成为

最有应用前景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但是较低的

理论容量和较低的安全性能仍然制约着它的进一

步 发 展 。 合 金 化 型 负 极 （ 例 如  Sn、Sb、Al、Mg、

Ag 等）可以避免这些问题。这是由于一方面金属

与锂离子反应生成 LixM（M 代表金属元素，x > 1），

导致合金化型负极材料具有远高于碳负极的比容

量[60]；另一方面，合金化型负极材料具有较高的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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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位，可以有效避免枝晶的生长，因此，采用这类

材料展示出良好的安全性。然而，由于合金化型负

极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体积变化较大，固液界面膜

（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SEI）膜会持续破损再生，

表面会发生氧化反应，并且材料会发生团聚，因此

这类材料的循环稳定性不佳。以上导致电池循环

稳定性下降的行为大都发生在固液界面，因此通过

材料表面改性可以很大程度地缓解这一问题。例

如，采用材料表面喷涂技术、碳材料复合技术和微

观造孔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合金化型负极材料的循

环稳定性。

在设计研发高循环稳定性电极材料时，过渡金

属氧化物（TMO）成为了不二之选。TMO 的储锂方

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 MoOx 和 WOx 为代表，

依赖锂离子的嵌入脱出；第二类依靠 Li+和 MOx

（M 代表过渡金属元素）的反应来捕获 Li+ [61]。第

二类 TMO 材料具有更高的比容量。总体来说，

TMO 材料不仅循环稳定性优异，比容量高，而且价

格便宜，易于获得，但是这类材料尚处于研发阶段，

技术还没有成熟，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其商业化应

用。例如 TMO 普遍具有较高的工作电位，较低的

库仑效率和较大的充放电电位滞后。大量研究结

果表明通过采用连续的碳材料作为基底，可以显著

提高负极材料的导电性，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

不同于以上 3 类负极材料，硅在已知的元素中

具有最高的比容量，而且硅负极的安全性也很高；

但 是 在 充 放 电 过 程 中 ， 硅 负 极 的 体 积 变 化 在

300%左右，从而导致：（1）材料粉体断裂；（2）导电

接触点不连续；（3）电子转移效率不高；（4）SEI 膜

的重复形成[23]。因此，硅负极的容量远远低于其理

论容量，而且这类材料的循环稳定性不佳。通过对

材料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控，可以有效克服这些缺

点。研究证明硅纳米线（SiNW）具有特定的导电方

向。因此，SiNW 可以表现出更好的储能特性。此

外，通过引入其他材料作为基底可以很好地解决体

积膨胀的问题。对硅负极进行表面改性也被广泛

用来提升硅负极的性能，例如，在 Si 表面涂敷一层

碳材料可以在提高导电性的同时，促使合成稳定的

SEI 膜。 

2.3    电解液研究现状

电解液作为锂离子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

着在正负极之间传导离子的重任，同时，它还与电

池的比容量、循环稳定性和安全性等关键技术指标

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电解液的设计与研发一直

是锂电池研究开发领域的重中之重[62]。从锂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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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性能与安全性的角度出发，电解液需要满足

以下要求：（1）具有较宽的工作电位；（2）稳定性

高，在充放电过程中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副反应；（3）

具有较高的离子导电率。由于单一溶剂的电解液

很难同时满足上述要求，因此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

通常选用多溶剂混合型电解液。电解液中锂盐的

种类对电解液的稳定性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多

项研究证实了在不同溶剂和不同电极材料体系下，

不同的锂盐具有不同的氧化电位。例如当电极材

料选用 Li1–xMn2O4，电解液溶剂选用碳酸乙烯酯

（EC）和二乙氧基乙烷（DEE）的混合溶剂 时，一些

常 用 的 锂 盐 的 氧 化 电 位 降 序 排 位 如 下 ：   >
N（CF3SO2）  > CF3SO  > AsF  > PF  > BF ，但是

将 DEE 替换为 DMC 时，这些锂盐的排位顺序变

为 ClO4
−  ≈  PF6

−  ≈  BF   >  AsF   >  N（CF3SO2）   >
CF3SO  [63]。因此电解液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情景

进行具体的设计。除此之外，电解液中的添加剂也

对电池的循环稳定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因为这些添

加剂有助于形成稳定的 SEI 膜，稳定的 SEI 膜可以

作为保护层来防止电解液和电极材料发生反应，从

而提高电池的循环稳定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

类添加剂需要严格控制添加量，过量的添加剂会导

致产生过厚的 SEI 膜，反而会破坏锂离子电池的性

能。这些添加剂包括 LiBF2（C2O4）、四甲醇钛和甲

烷二磺酸亚甲环酯（methylene methanedisulfonate，
MMDS）等[64-66]。

虽然目前商业化电池基本都采用了上述的电

解液体系，但是这些传统电解液很难满足电池行业

对电解液的需求。很多电极材料已经可以在高电

位下（> 5 V）稳定循环，但是传统电解液在高电位

下会发生分解，而且传统电解液易燃易爆，安全性

亟待提高。因此开发耐高压和高安全性的电解液

仍是这个领域的热门话题。

在研发耐高压电解液的过程中，磺基电解液被

认为是最有应用前景的电解液之一。这种电解液

不仅具有很宽的工作电位，而且价格低廉。此外，

这类电解液还具有其他很多优势：（1）稳定的循环

特性；（2）低电阻；（3）良好的倍率性能；（4）高放电

平台。大多数磺基电解液的熔点很高，给其应用带

来 困 难 。 例 如 ， 环 丁 砜 （ tetramethylene  sulfone，
TMS）的熔点高达 27 ℃，二甲基砜（dimethyl sulfone，
DMS）的熔点更是高达 110 ℃。在对其进行研究

时，研究者们发现如果能破坏磺基电解液分子结构

的对称性，它们的熔点就会下降。Angell 团队通过

将甲基引入到 DMS 中合成了不对称的乙基甲基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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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yl methyl sulfone，EMS），将 DMS 的熔点降到

了 36.5 ℃[67]。此外，磺基电解液无法与碳反应形成

稳定的 SEI 膜，因此在采用磺基电解液时，需要添

加成膜剂来促使 SEI 膜的形成。磺基电解液很难

浸润传统隔膜，因此需要与传统电解液混合使用或

者对隔膜进行表面改性。

自 2000 年起，离子液体（ionic liquid，IL）作为

电解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众多离子液体中，季

铵盐体系的离子液体不仅能有效抑制锂枝晶的生

长，而且还具有较宽的工作电位窗口。研究表明，

通过选用 Py14-TFSI 离子液体作为电解液，电池的

工作电位可以扩宽到 5.5 V[68]；多个研究工作均表

明这类离子液体可以作为耐高压电解液，但是，离

子液体价格高昂，容易和碳发生不可逆反应，而且，

离子液体的黏度较高，导致离子导电率和倍率性能

较差。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将

离子液体和其他有机溶剂共混，构建出性能优良的

混合型离子液体。Chen 团队在 LiTFSI+PP13-TFSI
电解液中加入 20%的碳酸二乙酯（diethyl carbonate，
DEC），组成新的混合型电解液，结果证实电池的倍

率性能得到了有效提升（图 6）[69]。虽然制备混合

电解液可以很好地解决 IL 的一部分问题，但是这

种方法仍然无法解决与碳材料的兼容性问题，因

此，碳酸亚乙烯酯（vinylene carbonate，VC）、碳酸乙

烯亚乙酯（vinyl ethylene carbonate，VEC）或碳酸乙

烯 酯 （ ethylene  carbonate， EC） 作 为 添 加 剂 加 入

IL 中，促使在碳表面形成保护膜来提高 IL 与碳材

料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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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iCoO2/Li 半电池在不同电解液中的倍率性能[69]

Fig. 6    Rate capability of LiCoO2 in different electrolytes
[69]

 
除耐高压研究受到关注外，具有更好安全性能

的电解液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70]。目前主要有以

下四种方式获得高安全性电解液：（1）选用稳定性

高的锂盐；（2）添加电解液阻燃剂；（3）采用不可燃

溶剂；（4）开发固态电解液。

传统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不安全的原因主要是

LiPF6 的热稳定性不佳，寻找出一种热稳定性良好

的锂盐是一个有效地提高锂离子电池安全性的方

法。在众多锂盐中，二草酸硼酸锂（LiBOB）的热稳

定性是最好的，但是 LiBOB 在传统的碳酸盐溶剂

中的溶解度不高[71]。在对 LiBOB 研究过程中，科

研工作者发现 LiBOB 可以很好地溶解在 γ-丁内酯

（GBL）中，但是 GBL 容易发生水解，而且与电极材

料的兼容性较差。采用六氟砷酸锂（LiAsF6）与四

氢呋喃（THF）组成的电解液可以有效地规避上述

问题，但是 LiAsF6 较大的毒性限制了其实际应

用。因此，基于安全方面考虑，锂盐的选用要符合

以下标准：（1）较高的热稳定性；（2）较高的溶解

度；（3）低毒性。锂盐也应该具有能钝化铝集流体

的 能 力 ， 从 而 避 免 因 集 流 体 溶 解 而 导 致 的 接 触

不良。

由于电解液中最容易燃烧的成分是有机溶剂，

所以仅仅依靠热稳定性高的锂盐还不足以使锂离

子电池安全性完全达到标准。提高电池安全性更

有效的方式是在电解液中加入阻燃剂或者采用不

可燃溶剂作为电解液[72]。阻燃剂的添加通常会在

阻燃效果和电化学性能方面造成冲突[73]。一方面，

为了保证电池的整体性能，首先，阻燃剂化学稳定

性要好，不与电池的其他组分发生化学反应，而且

它也应该是电化学惰性材料，不会给电池的储能特

性带来不良影响；其次，阻燃剂还需要具有合适的

物理特性，诸如良好的导电性、较低的黏度和较高

的溶解度等；最后，阻燃剂还需具有很低的毒性。

另一方面，基于安全方面考虑，阻燃剂还应能带来

足够的阻燃效率。在阻燃剂的使用过程中，阻燃剂

的添加剂量需严格控制以避免在提高安全性的同

时造成电池性能大幅下降。在近些年对阻燃添加

剂的研发过程中，一些多功能阻燃剂被开发了出

来。这类阻燃剂不仅可以阻止电解液燃烧，还可以

促进稳定 SEI 膜的形成。

虽然通过阻燃剂的添加，电解液的可燃性可以

被大大降低，但还是无法做到完全不可燃。为了制

造出更安全的电池，不可燃电解液成为了近些年的

研 究 热 点 ， 尤 其 是 水 系 电 池 更 是 得 到 了 广 泛 关

注[74-75]。水系电池具有更高的离子导电率，更好的

倍率性能、较低的成本、较少的污染，并且易于组

装。与此同时，水还可以吸收大量的热量，也是良

好的灭火剂。这类电池的温度不会轻易升高，也就

不需要专门为电池设计冷却系统，但是水容易分

解，水系电池的循环稳定性较传统电池更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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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水的发生，水系电池的工作电位窗口较窄。为

了解决这些难题，众多研究者聚焦于这个领域。通

过合理选用正负极材料，添加添加剂和调节电解液

种类、PH 值和浓度，设计出具有高性能的水系电

池。Xu 团队研发的盐包水电解液成功地将水系电

池的电压窗口扩宽到了 3 V[76-77]。毫无疑问水系电

池是未来电池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是距离商业

化应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述 3 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电解液的可燃

性，从而达到提升安全性的目的，但是这 3 种方法

都无法阻止电池的漏电和内部短路问题。随着固

态 电 解 质 的 出 现 ， 上 述 这 些 难 题 都 将 迎 刃 而

解[78-79]。组成固态电解质的高分子凝胶通常具有

很高的孔隙度，电解质被吸收并固定在这些孔隙

中，离子的传输也是通过这些孔隙进行的。大量研

究证实了固态电解质具有较高的离子导电率[80-81]。

与此同时，固态电解质还可以抑制枝晶的生长，并

且还表现出卓越的力学性能，如良好的拉伸性能和

弯曲性能等，甚至还具备断裂自修复能力。因此，

固态电解质有望应用于柔性锂离子电池中[82]。 

3    锂电池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航空领域的电源系统包括主电源、辅助电源、

应急电源和二次电源[13]。相较于镍铬电池，锂离子

电池可以更好地满足航空航天领域电源系统的要

求。因此，随着锂离子电池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

更多的航空器选用锂离子电池作为能量储存设

备。美国波音公司是第一个在民用客机上采用锂

离子电池的飞机厂商，其生产的搭载锂离子电池的

波音 787 梦想客机在 2011 年投入运营。自此，锂

离子电池的应用成为了航空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

但 是 在 2013 年 ， 由 于 电 池 短 路 和 热 失 控 ， 两 架

787 梦想客机相继发生事故。这两起事故不仅让搭

载了锂离子电池的波音 787 客机停飞了 4 个月，也

让锂离子电池在航空领域的应用陷入了停滞。虽

然导致电池短路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但是波音公

司通过改进其锂离子电池技术，在 4 个月后使波音

787 重新复航。与此同时空客公司也对锂离子电池

技 术 进 行 调 研 与 研 究 ， 在 2016 年 ， 空 客 A350-
900 搭载着锂离子电池飞上了蓝天。这标志着锂离

子电池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应用迎来了春天。

锂离子电池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可以追溯到

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首次亮相的“龙

眼”无人机。这种由锂电池驱动的无人机重约

2.27 kg，通过手持发射，最大飞行高度可达 150 m，

时速超过 50 km，可以连续工作 1 h[83]。这款无人机

的优秀性能证实了锂离子电池在无人机领域里的

重要地位。此后在 2011 年，据美国《军用航宇电

子》报道，由于锂离子电池驱动的军用无人机取得

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空军和 ADA 技术公司签

署合同为无人机设计开发更先进的动力系统。截

至目前，ADA 公司已明确表示军用无人机锂离子

电池研发的第一阶段已经收官，设计出的锂离子电

池电极的能量密度、生命周期和安全性都远高于目

前的艺术级锂离子电池。待下一阶段的研发结束

后，新一代的锂离子电池将会集成到军用无人机中去。

除去在航空领域的应用，锂离子电池在航天领

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 2004 年，美国发射了两

颗火星探测漫游者，分别是“勇气号”和“机遇

号”
[84-85]。其中“勇气号”探测器工作了 7 年，

“机遇号”探测器工作时间更是长达 15 年。这都

归功于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离子电池为两颗探测器

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而且具有很好的寿命周期。最

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充放

电。由于这两颗探测器圆满完成了任务，美国又相

继发射了搭载锂离子电池更大的火星探测器“好

奇号”和“洞察号”。不仅美国将锂离子电池带

上了太空，在 2020 年 11 月，我国的嫦娥五号成功

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并于 12 月携带月球样品返回

地球。这款探月器电源系统的一大重要组成部件

就是锂离子蓄电池组。 

4    未来发展趋势

自 20 世纪 90 年代，锂离子电池技术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锂离子电池在休闲娱乐、

通信交流、路面交通和航空航天领域中都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为了更好地让锂离子电池服务于

各行各业，未来锂离子电池技术的优化提升应聚焦

于以下 2 个方面。

（1）为了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锂离子电池的

能量密度、功率密度、便携性和安全性等性能仍需

提升。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极端的工作环境对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和耐受性都提出了严苛的要

求。因此，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会致力于提

升锂离子电池综合性能。未来，更多的电极材料会

被开发出来；更多的材料结构会被设计出来用以提

升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和寿命周期。

由于水系电解液具有优秀的安全性、低廉的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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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离子导电率，水系电池在未来几年将会成为

研发的热点。同时，各种柔性电解液、低温电解液

也将诱发持续的科研热情。

（2）锂离子电池市场的持续扩大需要依赖电池

制造成本的降低。近几年锂离子电池的应用领域

日益变广，锂离子电池已经从小型电器市场走向电

动汽车、输配电、航空航天等领域，对降低锂离子

电池生产成本的需求已经越来越高。为了实现成

本的降低，需进行更多的研发工作探索更加高效的

加工生产技术用以促进产业链技术的整体进步，建

立更完善的国际标准，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应该走向

规模化大型化。
 

参考文献：

DONATEO T，SPEDICATO L. Fuel economy of hybrid
electric flight[J]. Applied Energy，2017，206：723-738.

［1］

LI H，QIN J，JIANG Y，et 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
ical  investiga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scheme  driven  by
thermal cracked gaseous hydrocarbon fuel for hypersonic
vehicle[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8，

165：334-343.

［2］

SLIWINSKI J，MARINO M，SABATINI R. Hybrid-elec-
tric  propulsion  integration  in  unmanned  aircraft[J].
Energy，2017，140：1407-1416.

［3］

KNAPP  V  V  B  M.  Potential  for  electric  aircraft[J].
Nature Sustainability，2019，2：88-89.

［4］

LEE D S，FAHEY D W，FORSTER P M，et al. Aviatio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J].  Atmos
Environ，2009，43（22）：3520-3537.

［5］

SCHÄFER A W，BARRETT S  R  H，DOYME K，et  al.
Technological，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spects of
all-electric aircraft[J].  Nature Energy，2018，4（2）：160-
166.

［6］

NOTTER DA，GAUCH M，WIDMER R，et al. Contribu-
tion  of  Li-ion  batteries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electric vehicl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
logy，2010，44：6550-6556.

［7］

KENNEDY B，PATTERSON D，CAMILLERI S.  Cam-
illeri-use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in  electric  vehicle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00，90（2）：156-162.

［8］

JAGUEMONT J，BOULON L，DUBÉ Y. A comprehens-
ive  review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used  in  hybrid  and
electric  vehicles  at  cold  temperatures[J].  Applied
Energy，2016，164：99-114.

［9］

NISHIZAWA A，KALLO J，GARROT O，et al. Fuel cell
and Li-ion battery direct hybridization system for aircraft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3， 222：

294-300.

［10］

赵保国，谢巧，梁一林，等. 无人机电源现状及发展趋

势 [J]. 飞航导弹，2017，1（7）：35-41.
（ ZHAO  B  G， XIE  Q， LIANG  Y  L， et  al.  Recent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 of drones’ batteries[J]. Aero-
dynamic Missile Journal，2017，1（7）：35-41.）

［11］

邢广华. 民用航空锂离子电池的发展与应用研究 [J].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2）：102-104.
（XING  G  H.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of  lithium  ion
battery  for  civil  aviation[J].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2016（2）：102-104.）

［12］

闫金定. 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其前景分析 [J]. 航空

学报，2014，35（10）：2767-2775.
（YAN J  D.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lithium  ion  batteries[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
ica Sinica，2014，35（10）：2767-2775.）

［13］

杨敏. 锂电池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再现曙光 [J]. 航空维

修与工程，2017（9）：30-32.
（YANG M. Lithium battery began to return commercial
aircraft[J].  Aviation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2017（9）：30-32.）

［14］

MARSHA R A，VUKSON S，SURAMPUDI S，et al.  Li
ion  batteries  for  aerospace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01，97：25-27.

［15］

HOLLINGER A S，MCANALLEN D R，BROCKETT M
T， et  al.  Cylindrical  lithium-ion  structural  batteries  for
dron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2019，44（1）：560-566.

［16］

马昊，刘磊，苏杰，等. 锂离子电池 Sn 基负极材料研究

进展 [J]. 材料工程，2017，45（6）：138-146.
（MA H，LIU  L，SU  J，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in-
based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17， 45（ 6） ： 138-
146.）

［17］

齐新，陈翔，彭思侃，等. MXenes 二维纳米材料及其在

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J]. 材料工程，2019，

47（12）：10-20.
（QI X，CHEN X，PENG S K，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wo-dimensional nanomaterials MXenes and their applic-
ation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2019，47（12）：10-20.）

［18］

袁颂东，杨灿星，江国栋，等. 锂离子电池高镍三元材料

的研究进展 [J]. 材料工程，2019，47（10）：1-9.
（YUAN S D，YANG C X，JIANG G D，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nickle-rich  ternary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19，

47（10）：1-9.）

［19］

常增花，王建涛，李文进，等.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界面

反应的研究进展 [J]. 材料工程，2019，47; （2）：15-29.
（CHANG Z H，WANG J T，LI J W，et al. Research pro-
gress on interface reaction of silicon-based anode for lith-

［20］

第 3 期 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其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分析 91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8.229
http://dx.doi.org/10.1016/j.enconman.2018.03.058
http://dx.doi.org/10.1016/j.energy.2017.05.183
http://dx.doi.org/10.1038/s41893-019-0233-2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0)00402-X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5.11.034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5.11.03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9.01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3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301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8.229
http://dx.doi.org/10.1016/j.enconman.2018.03.058
http://dx.doi.org/10.1016/j.energy.2017.05.183
http://dx.doi.org/10.1038/s41893-019-0233-2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21/es903729a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0)00402-X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5.11.034
http://dx.doi.org/10.1016/j.apenergy.2015.11.03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9.01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672-0989.2017.04.014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9.0005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301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301


ium  ion  battery[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19，47; （2）：15-29.）
彭思侃，王晨，王楠，等. 锂氟化碳电池用新型高比容量

复合正极材料 [J]. 航空材料学报，2019，39（4）：59-64.
（PENG S K，WANG C，WANG N，et  al.  A novel  high
specific capacity hybrid cathode for lithium fluorocarbon
battery[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2019，

39（4）：59-64.）

［21］

LI  W，SONG B，MANTHIRAM A.  High-voltage   posit-
ive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J]. Chem
Soc Rev，2017，46（10）：3006-3059.

［22］

QI  W， SHAPTER  J  G， WU  Q， et  al.  Nanostructured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principle，rec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2017，5（37）：19521-19540.

［23］

ROY  P， SRIVASTAVA  S  K.  Nanostructured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Materi-
als Chemistry A，2015，3（6）：2454-2484.

［24］

ARMAND  M，TARASCON JM.  Building  better   batter-
ies[J]. Nature，2008，451（7179）：652-657.

［25］

GOODENOUGH  J  B， KIM  Y.  Challenges  for
rechargeable  Li  batteries[J].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10，22（3）：587-603.

［26］

GOODENOUGH  J  B， PARK  K  S.  The  Li-ion
rechargeable  battery： a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2013，135（4）：1167-1176.

［27］

LYU  Y，WU  X，WANG  K， et  al.  An  overview  on  the
advances of LiCoO2 cathode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J].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2021，11（2）：2000982.

［28］

YOON C  S， JUN D  W，MYUNG S  T， et  al.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LiNiO2  cycled  above  4.2  V[J]. ACS Energy
Letters，2017，2（5）：1150-1155.

［29］

ARAI  H，OKADA S，SAKURAI  Y， et  al.  Reversibility
of LiNiO2 cathode[J]. Solid State Ionics，1997，95：275-
282.

［30］

BIASI  L，SCHIELE A，ROCA-AYATS M， et  al.  Phase
transformation  behavior  and  stability  of  LiNiO2  cathode
material for Li-ion batteries obtained from in situ gas ana-
lysis and operando X-ray diffraction[J]. ChemSusChem，

2019，12（10）：2240-2250.

［31］

SCROSATI  B.  Recent  advances  in  lithium  ion  battery
materials[J]. Electrochimica Acta，2000，45：2461-2466.

［32］

DELMAS C. SAADOUNE I.  Electrochemical  and phys-
ical  properties  of  the  LixNi1−yCoyO2  phases[J].  Solid
State Ionics，1992，53：370-375.

［33］

WARBURTON R E，YOUNG M J，LETOURNEAU S，

et  al. Descriptor-based  analysis  of  atomic  layer   depos-
ition  mechanisms  on  spinel  LiMn2O4  lithium-ion  battery
cathodes[J]. Chemistry of Materials，2020，32（5）：1794-
1806.

［34］

YU X，DENG J，YANG X，et al. A dual-carbon-anchor-
ing  strategy  to  fabricate  flexible  LiMn2O4  cathode  for
advanced  lithium-ion  batteries  with  high  areal
capacity[J]. Nano Energy，2020，67：104256.

［35］

ZAMPARDI G，BATCHELOR-MCAULEY C，KATEL-
HON  E， et  al.  Lithium-ion-transfer  kinetics  of  single
LiMn2O4  particles[J].  Angewandte  Chemie， 2017，

56（2）：641-644.

［36］

蔺佳明，赵桃林，王育华. Li2ZrO3 包覆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 Li[Li0.2Ni0.2Mn0.6]O2 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J].
材料工程，2020，48; （3）：116-124.
（LAN  J  M，ZHAO T  L，WANG Y  H.  Fabric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Li[Li0.2Ni0.2Mn0.6]O2

coated  with  Li2ZrO3  as  cathode  material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2020，48;
（3）：116-124.）

［37］

JARRY A，GOTTIS S B，YU Y S，et  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luorescent  metal  complexes  at  the
LixNi0.5Mn1.5O4−δ/carbonate ester electrolyte interfa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

137（10）：3533-3539.

［38］

KRÄMER  E， SCHEDLBAUER  T，HOFFMANN  B， et
al. Mechanism of anodic dissolution of the aluminum cur-
rent  collector  in  1  M  LiTFSI  EC∶DEC  3∶7  in
rechargeable lithium batteries[J]. Journal of The Electro-
chemical Society，2012，160（2）：A356.

［39］

YOON C S，KIM U H，PARK G T，et  al.  Self-passiva-
tion of a LiNiO2 cathode for a lithium-ion battery through
Zr  doping[J].  ACS  Energy  Letters，2018，3（7） ：1634-
1639.

［40］

YOSHIDA  T， HONGO  K， MAEZONO  R.  First-prin-
ciples  study of  structural  transitions in  LiNiO2 and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long life battery[J].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2019，123（23）：14126-14131.

［41］

CHOI  D，KANG  J，HAN  B.  Unexpectedly  high  energy
density  of  a  Li-ion  battery  by  oxygen  redox  in  LiNiO2

cathode： first-principles  study[J].  Electrochimica  Acta，
2019，294：166-172.

［42］

SUN M，GUO S，WANG Z，et al. Novel and highly effi-
cient  catalyst  for  Li-O2  battery： Porous  LaCo0.6Ni0.4O3

nanofibers  decorated  with  ultrafine  Co3O4  nanoparticles
[J]. Electrochimica Acta，2020，363：137235.

［43］

TANG J，ZHONG X，LI H，et al. In-situ and selectively
laser reduced graphene oxide sheets as excellent conduct-
ive  additive  for  high rate  capability  LiFePO4  lithium ion
batterie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9，412：677-
682.

［44］

LI H，PENG L，WU D，et al. Ultrahigh-capacity and fire-
resistant LiFePO4-based composite cathodes for advanced
lithium-ion  batteries[J].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45］

92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39/C6CS00875E
http://dx.doi.org/10.1039/C6CS00875E
http://dx.doi.org/10.1039/C7TA05283A
http://dx.doi.org/10.1039/C7TA05283A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8/451652a
http://dx.doi.org/10.1021/cm901452z
http://dx.doi.org/10.1021/ja3091438
http://dx.doi.org/10.1021/ja3091438
http://dx.doi.org/10.1002/aenm.202000982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7b00304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7b00304
http://dx.doi.org/10.1016/S0167-2738(96)00598-X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900032
http://dx.doi.org/10.1016/S0013-4686(00)00333-9
http://dx.doi.org/10.1021/acs.chemmater.9b03809
http://dx.doi.org/10.1016/j.nanoen.2019.104256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610485
http://dx.doi.org/10.1021/ja5116698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8b00805
http://dx.doi.org/10.1021/acs.jpcc.8b12556
http://dx.doi.org/10.1021/acs.jpcc.8b12556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10.113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20.137235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8.12.009
http://dx.doi.org/10.1002/aenm.201802930
http://dx.doi.org/10.1039/C6CS00875E
http://dx.doi.org/10.1039/C6CS00875E
http://dx.doi.org/10.1039/C7TA05283A
http://dx.doi.org/10.1039/C7TA05283A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9/C4TA04980B
http://dx.doi.org/10.1038/451652a
http://dx.doi.org/10.1021/cm901452z
http://dx.doi.org/10.1021/ja3091438
http://dx.doi.org/10.1021/ja3091438
http://dx.doi.org/10.1002/aenm.202000982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7b00304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7b00304
http://dx.doi.org/10.1016/S0167-2738(96)00598-X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900032
http://dx.doi.org/10.1016/S0013-4686(00)00333-9
http://dx.doi.org/10.1021/acs.chemmater.9b03809
http://dx.doi.org/10.1016/j.nanoen.2019.104256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610485
http://dx.doi.org/10.1021/ja5116698
http://dx.doi.org/10.1021/acsenergylett.8b00805
http://dx.doi.org/10.1021/acs.jpcc.8b12556
http://dx.doi.org/10.1021/acs.jpcc.8b12556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10.113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20.137235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8.12.009
http://dx.doi.org/10.1002/aenm.201802930


2019，9（10）：1802930.
杨威，曹传堂，曹传宝. 共沉淀法制备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 LiFePO4 及其性能研究 [J]. 材料工程，2005（6）：

36-40.
（YANG W，CAO C T，CAO C B. Synthesis of LiFePO4

by liquid-state  co-percipitation  method  and  its   perform-
ance[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2005（6）：36-
40.）

［46］

XU L，LV W，SHI K，et al. Holey graphenes as the con-
ductive additives for  LiFePO4 batteries with an excellent
rate performance[J]. Carbon，2019，149：257-262.

［47］

HONG W，GE P，JIANG Y，et  al.  Yolk-shell-structured
bismuth@N-doped  carbon  anode  for  lithium-ion  battery
with  high  volumetric  capacity[J]. ACS  Applied  Materi-
als & Interfaces，2019，11（11）：10829-10840.

［48］

LI  Y， LI  C，QI  H， et  al.  Mesoporous  activated  carbon
from corn  stalk  core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J]. Chem-
ical Physics，2018，506：10-16.

［49］

崔超婕，田佳瑞，杨周飞，等. 石墨烯在锂离子电池和超

级电容器中的应用展望 [J]. 材料工程，2019，47（5）：

1-9.
（CUI C J，TIAN J R，YANG，Z F，et al. Application pro-
spect of graphene in Li-ion battery and supercapacitor[J].
Journal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2019，47（5）：1-9.）

［50］

LUO  Z，XU  J，YUAN  B， et  al.  3D  hierarchical  porous
Cu-based composite current collector with enhanced liga-
ments for notably improved cycle stability of Sn anode in
Li-ion batteries[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8，10（26）：22050-22058.

［51］

LI  Z， WANG  C， CHEN  X， et  al.  MoOx  nanoparticles
anchored  on  N-doped  porous  carbon  as  Li-ion  battery
electrode[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0， 381：

122588.

［52］

JIAO X，YIN J，XU X，et al. Highly energy‐dissipative，
fast self‐healing binder for stable Si anode in lithium‐

ion  batteries [J].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2021，

31（3）：2005699.

［53］

HAN  Z  J，YICK  S，LEVCHENKO  I， et  al.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a large fraction of metallic single-walled car-
bon nanotube  and  semiconducting  carbon  nanowire   net-
works[J]. Nanoscale，2011，3（8）：3214-3220.

［54］

HU  R， ZHANG  H， BU  Y， et  al.  Porous  Co3O4  nan-
ofibers  surface-modified by reduced graphene oxide as a
durable，high-rate anode for lithium ion battery[J]. Elec-
trochimica Acta，2017，228：241-250.

［55］

HUANG  Y，LI  K，YANG  G， et  al.  Ultrathin  nitrogen-
doped  carbon  layer  uniformly  supported  on  graphene
frameworks  as  ultrahigh-capacity  anode  for  lithium-ion
full battery[J]. Small，2018，14（13）：1703969.

［56］

AI  W， LUO  Z， JIANG  J， et  al.  Nitrogen  and  sulfur［57］

codoped graphene：multifunctional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high-performance  Li-ion  batteries  and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J].  Advanced  Materials， 2014， 26（ 35） ： 6186-
6192.
PARK K H，LEE D，KIM J，et al.  Defect-free，size-tun-
able  graphene  for  high-performance  lithium  ion
battery[J]. Nano Letters，2014，14（8）：4306-4313.

［58］

WANG  R，XU  C，DU  M， et  al.  Solvothermal-induced
self-assembly  of  Fe2O3/GS  aerogels  for  high  Li-storage
and  excellent  stability[J].  Small， 2014， 10（ 11） ： 2260-
2269.

［59］

SU  L， JING  Y，ZHOU  Z.  Li  ion  battery  materials  with
core-shell  nanostructures[J].  Nanoscale， 2011， 3（ 10） ：

3967-3983.

［60］

POIZOT P，LARUELLE S，GRUGEON S，et  al.  Nano-
sized transition-metal oxides as negative-electrode materi-
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J]. Nature，2000，407：496-
499.

［61］

TAN S， JI  Y  J，ZHANG Z  R， et  al.  Rec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high-voltage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ion  bat-
teries[J]. ChemPhysChem，2014，15（10）：1956-1969.

［62］

GUYOMARD D，TARASCON JM.  High  voltage  stable
liquid  electrolytes  for  Li1+xMn2O4/carbon  rocking-chair
lithium batterie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1995，54：

92-98.

［63］

YANG L，MARKMAITREE T，LUCHT B L.  Inorganic
additives for  passivation  of  high  voltage  cathode  materi-
als[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1，196（4）：2251-
2254.

［64］

LI  Z  D， ZHANG  Y  C， XIANG  H  F， et  al.  Trimethyl
phosphite as an electrolyte additive for high-voltage lith-
ium-ion batteries  using  lithium-rich  layered  oxide   cath-
ode[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3，240：471-475.

［65］

ZUO X，FAN C，XIAO X，et  al. High-voltage  perform-
ance  of  LiCoO2/graphite batteries  with  methylene  meth-
anedisulfonate  as  electrolyte  additive[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12，219：94-99.

［66］

XU K，ANGELL C. High anodic stability of a new elec-
trolyte  solvent： unsymmetric  noncyclic  aliphatic
sulfone[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998，145（4）：L70.

［67］

APPETECCHI G B，MONTANINO M，ZANE D，et  al.
Effect of the alkyl group on the synthesis and the electro-
chemical  properties  of  N-alkyl-N-methyl-pyrrolidinium
bis  （ trifluoromethanesulfonyl）  imide  ionic  liquids[J].
Electrochimica Acta，2009，54（4）：1325-1332.

［68］

XIANG H F，YIN B，WANG H，et al. Improving electro-
chemical  properties  of  room  temperature  ionic  liquid
（RTIL）  based  electrolyte  for  Li-ion  batteries[J].  Elec-
trochimica Acta，2010，55（18）：5204-5209.

［69］

第 3 期 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其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分析 9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81.2005.06.010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81.2005.06.010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9.04.025
http://dx.doi.org/10.1016/j.chemphys.2018.03.027
http://dx.doi.org/10.1016/j.chemphys.2018.03.02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064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064
http://dx.doi.org/10.1016/j.cej.2019.122588
http://dx.doi.org/10.1002/adfm.202005699
http://dx.doi.org/10.1039/c1nr10327j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7.01.067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7.01.067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703969
http://dx.doi.org/10.1002/adma.201401427
http://dx.doi.org/10.1021/nl500993q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303371
http://dx.doi.org/10.1039/c1nr10550g
http://dx.doi.org/10.1038/35035045
http://dx.doi.org/10.1002/cphc.201402175
http://dx.doi.org/10.1016/0378-7753(94)02046-6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0.09.09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3.04.038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7.026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7.026
http://dx.doi.org/10.1149/1.1838419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08.09.011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0.04.041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0.04.041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81.2005.06.010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1-4381.2005.06.010
http://dx.doi.org/10.1016/j.carbon.2019.04.025
http://dx.doi.org/10.1016/j.chemphys.2018.03.027
http://dx.doi.org/10.1016/j.chemphys.2018.03.027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064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1-4381.2018.001064
http://dx.doi.org/10.1016/j.cej.2019.122588
http://dx.doi.org/10.1002/adfm.202005699
http://dx.doi.org/10.1039/c1nr10327j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7.01.067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7.01.067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703969
http://dx.doi.org/10.1002/adma.201401427
http://dx.doi.org/10.1021/nl500993q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303371
http://dx.doi.org/10.1039/c1nr10550g
http://dx.doi.org/10.1038/35035045
http://dx.doi.org/10.1002/cphc.201402175
http://dx.doi.org/10.1016/0378-7753(94)02046-6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0.09.09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3.04.038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7.026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12.07.026
http://dx.doi.org/10.1149/1.1838419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08.09.011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0.04.041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0.04.041


KALHOFF J，ESHETU G G，BRESSER D，et  al.  Safer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state  of  the  art  and
perspectives[J].  ChemSusChem， 2015， 8（ 13） ： 2154-
2175.

［70］

XU K，ZHANG S S，LEE U，et al. LiBOB：is it an altern-
ative salt for lithium ion chemistry?[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2005，146（1/2）：79-85.

［71］

WANG X  M，YASUKAWA E，KASUYA S.  Nonflam-
mable trimethyl  phosphate  solvent-containing   electro-
lyte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I.  fundamental
properties[J].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2001，148（10）：A1058-A1065.

［72］

XU K，DING M S，ZHANG S S，et al. An attempt to for-
mulate  nonflammable  lithium  ion  electrolytes  with  alkyl
phosphates and phosphazenes[J]. Journal of  the Electro-
chemical Society，2002，149（5）：A622-A626.

［73］

YANG C，CHEN J，QING T，et al. 4.0 V aqueous Li-ion
batteries[J]. Joule，2017，1（1）：122-132.

［74］

YANG C Y，CHEN J，JI X，et al. Aqueous Li-ion battery
enabled by halogen conversion-intercalation chemistry in
graphite[J]. Nature，2019，569（7755）：245-250.

［75］

SUO  L  M， BORODIN  O，GAO  T， et  al. “Water-in-
salt”   electrolyte  enables  high-voltage  aqueous  lithium-
ion chemistries[J]. Science，2015，350（6263）：938-943.

［76］

ZHAO  J  M， LI  Y  Q， PENG  X， et  al.  High-voltage
Zn/LiMn0.8Fe0.2PO4 aqueous rechargeable battery by vir-
tue of “water-in-salt”  electrolyte[J].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2016，69：6-10.

［77］

PANELMICHELARMAND  A.  Solid  state  ionics-poly-［78］

mer solid electrolytes—an overview.[J]. Solid State Ion-
ics，1983，9/10：745-754.
王晨，彭思侃，王楠，et al. 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在锂硫电

池中的应用 [J]. 航空材料学报，2019，39（4）：65-70.
（WANG C，PENG S K，WANG N，et al. Application of
solid  polymer  electrolyte  in  lithium  sulfur  batteries[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19，39（4）：65-70.）

［79］

PEI  Z  X， YUAN  Z  W， WANG  C  J， et  al.  A  flexible
rechargeable zinc-air battery with excellent low-temperat-
ure adaptability[J]. Angewandte Chemie，2020，59（12）：

4793-4799.

［80］

ZHANG X S，PEI Z X，WANG C J，et al. Flexible zinc-
ion  hybrid  fiber  capacitors  with  ultrahigh  energy  density
and long cycling  life  for  wearable  electronics[J]. Small，
2019，15（47）：1903817.

［81］

TAKADA K. Progress and prospective of solid-state lith-
ium batteries[J]. Acta Materialia，2013，61（3）：759-770.

［82］

MARCINAK  M  P， MOBASSERI  B  G.  Digital  video
watermarking  for  metadata  embedding  in  UAV
video[C]∥ Military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S.l.]：IEEE，2005：1637.

［83］

SMART  M C，RATNAKUMAR B  V，EWELL  R  C， et
al. The  use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for  JPL’s  Mars  mis-
sions[J]. Electrochimica Acta，2018，268：27-40.

［84］

RATNAKUMAR B  V，SMART M C，KINDLER  A， et
al.  Lithium  batteries  for  aerospace  applications  2003
Mars  Exploration  Rover[J].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03，119/120/121：906-910.

［85］

94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50028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149/1.1397773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016/j.joule.2017.08.009
http://dx.doi.org/10.1038/s41586-019-1175-6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aab1595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915836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903817
http://dx.doi.org/10.1016/j.actamat.2012.10.03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02.020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3)00220-9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50028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149/1.1397773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016/j.joule.2017.08.009
http://dx.doi.org/10.1038/s41586-019-1175-6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aab1595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915836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903817
http://dx.doi.org/10.1016/j.actamat.2012.10.03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02.020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3)00220-9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50028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149/1.1397773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016/j.joule.2017.08.009
http://dx.doi.org/10.1038/s41586-019-1175-6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aab1595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02/cssc.201500284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016/j.jpowsour.2005.03.153
http://dx.doi.org/10.1149/1.1397773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149/1.1467946
http://dx.doi.org/10.1016/j.joule.2017.08.009
http://dx.doi.org/10.1038/s41586-019-1175-6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aab1595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om.2016.05.014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915836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903817
http://dx.doi.org/10.1016/j.actamat.2012.10.03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02.020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3)00220-9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16/0167-2738(83)90083-8
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915836
http://dx.doi.org/10.1002/smll.201903817
http://dx.doi.org/10.1016/j.actamat.2012.10.034
http://dx.doi.org/10.1016/j.electacta.2018.02.020
http://dx.doi.org/10.1016/S0378-7753(03)00220-9


Recent advances in lithium-ion batte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wards aerospace

WANG Chaojun1,2,    CHEN Xiang1,2,    PENG Sikan3,    WANG Chen2,    WANG Nan4,    WANG Jixian1,2,    
QI Xin1,2,    HONG Qihu1,2,    LIU Jiarang1,2,    ZHANG Wei5,    GE Wen6,    

DAI Shenglong1,    YAN Shaojiu1,2,6*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2. Research Center of Graphene Application,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3.  Battery  Materials  R&D  Department,  Beijing  Graphene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0094, China；4. Research Institue for Frontier Science, Beijing 100191, China；5.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6. Faculty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Chemistr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high energy density, long cycling life, excellent Coulombic efficiency, wide working temperature range and

low operation cost, Lithium-ion battery (LIB)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energy storage systems.

At present time, LIB has been used in mobile phones, notebook computers, electric vehicles and other consumer fields, but also in

civil aircraf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space detectors and the aerospace fields have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LIB,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teams  hav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  wide  variety  of  electrode

materials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for  LIB  through  ingenious  ideas.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the  electrolyte  with  wide

temperature adaptability and high pressure adaptability is  developed. To further explore and develop LIB with improved property,

much research effort has been devoted into this field. After 30 years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LIB-

related  produc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in  order  to  further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LIB, the prepa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electrode materi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electrolyte system

will be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 technology.

Key words:   recent advances；LIB；aerospace；electrode materials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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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元素对镍基高温合金及其涂层组织和性能
的影响研究进展

赵云松
1,    赵婷婷

2,    张    迈1,3,    王    毅2,    张    剑1,
李金山

2,    骆宇时
1,    姚志浩

3*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2．西北工业大学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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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温结构材料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镍基高温合金广泛应用于先进航空发动机叶片、涡轮盘和燃烧室等

热端部件之中。镍基高温合金在母合金熔炼、真空浇注等工序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入杂质元素，随着对高温合金零

部件性能要求的不断提升，合金中杂质元素对合金性能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S 元素作为一类杂质元素，其含量

尽管较低，但是依然会对材料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本文从 S 元素对镍基高温合金及其涂层组织和性能的影响两

方面出发，综合实验研究与第一性原理计算，详细阐述 S 元素对高温合金显微组织的影响，以及在高温合金基体及

氧化层、涂层等界面的偏聚情况，总结了 S 元素对高温合金力学性能、抗氧化和热腐蚀性能及涂层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镍基高温合金；涂层；组织；性能；S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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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国家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

等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的

重要战略保障。现代先进飞机的发展对长寿命、高

稳定性发动机提出了迫切需求，航空发达国家始终

将航空发动机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战略性领域。

美国长期将推进技术列入国家五大关键技术计划，

其国防部在其发展战略报告《2020 联合设想》中，

将喷气发动机等技术列为构成美国未来军事战略

基础的九大优势技术之一。镍基高温合金广泛应

用于先进航空发动机叶片、涡轮盘和燃烧室等热端

部件，其安全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和飞行安全。

高温合金在母合金熔炼、真空浇注等工序中会

不可避免地引入杂质元素，尽管这些杂质元素的含

量较低，但依然可对材料的高温性能产生不利影

响，进而影响部件的服役性能。随着对高温合金零

部件服役性能要求的日益提升，国内外对杂质元素

特别是 S 元素的含量进行了严格控制[1-3]。通过将

硫含量限制在 2 × 10−6～2 × 10−5 时，D979 合金 [4]、

Inconel 600[5]、PWA1480[6-7] 等合金的性能得到显著

改善。在我国，由于设备和工艺条件限制，现有高

温合金中杂质含量一般高于国际标准。此外，叶片

所涂覆的涂层与基体之间的黏附性是决定涂层隔

热及高温抗氧化等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

明，S 在涂层黏结层与基体之间的偏析严重影响涂

层的性能，而脱硫后的合金涂层性能得到了改善[8-10]。

本文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情况分别进行了介绍，以

期揭示 S 元素的关键作用机理，进行 S 元素的优化

控制，为实现关键部件成本与性能的综合平衡等提

供借鉴。 

1    S元素对高温合金显微组织及性能

的影响
 

1.1    S元素对高温合金显微组织的影响

一般认为，高温合金中的杂质元素 S 通常会偏

析于晶界或相界，并对晶界和相界起到弱化作用，

使其更易成为裂纹萌生和扩展的通道。早在 20 世

纪 70 年代，研究者就对 S 元素在高温合金中的偏

收稿日期：2021-04-03；修订日期：2021-05-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01297，91860202）；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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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姚志浩（1982—），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高温

合金/耐蚀耐热合金（变形、粉末、铸造）组织、工艺与性能关

联性优化控制研究，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

（100083），E-mail：zhihaoyao@ustb.ed u.cn。

2021 年 第 41 卷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2021，Vol. 41

第 3 期 第 96 – 110 页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No.3    pp.96 – 110

http://dx.doi.org/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53


聚现象进行了研究。Walsh 等[11] 研究一系列普通

铸造和定向凝固高温合金的元素分布特点，通过俄

歇电子能谱（AES）发现 S 元素主要在晶界处偏

析。Xie 等[12] 利用 AES 研究 S 在 IN718 合金中的

偏析行为，发现 S 易偏聚于碳化物与基体的界面

处。近年来，随着计算材料学和材料分析方法的不

断进步，使用第一性原理、同步辐射、三维原子探

针等方法可以对 S 元素的偏聚进行更加精确的分

析和计算。

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的

出现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们对 S 杂质原子在镍基

高温合金中不同部位占位规律的探索。针对 Ni 基

体的研究，Dmytro 等 [13] 发现，S 原子在 Ni 基体内

更倾向于置换掺杂而非间隙掺杂，因为 S 原子替

换 Ni 原子时，S 原子与最邻近的空位之间存在强

烈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大结构的稳定性。Dong 等[14]

则对 S 原子在八面体间隙中的情况进行详细探究，

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体系的结合能均大于零，这证明

此体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并且随着 Ni 基体中

的 S 原子数量增加，其结合能也会逐渐增大，即

Ni 基体的稳定性会随掺杂 S 原子浓度的增加而变

差。此外，他们还研究 S 原子在 Ni 基体中扩散的

势垒与所施加的应变的关系，设置正的应变将会增

大能垒，而设置负应变则与之相反，但是无论应变

量多大，S 原子沿八面体间隙-四面体间隙-八面体

间隙路径扩散势垒总是低于八面体间隙-八面体间

隙的扩散势垒，说明应力并不会改变 S 原子的扩散

路径。

在镍基高温合金中，Ni 基体中的 S 杂质原子

往往会向界面位置如晶界、相界及表面处聚集。

Peng 等[15] 通过计算详细研究了 S 原子在 Ni/Ni3Al
界 面 处 的 占 据 情 况 ， 如 图 1 所 示 ，S 原 子 在 Ni/
Ni3Al 界 面 将 优 先 替 换 Ni-2， 其 次 是 Ni-1 位 点 。

Han 等[16] 发现，S 元素在晶界处的含量随时效温度

升 高 而 增 大 ， 最 终 达 到 峰 值 。 而 Masatake 等 [17]

则利用 McLean’s equation 计算得到 S 原子在不同

温度和不同 S 原子基体浓度条件下在 Ni ∑5（012）

[100] 晶界的浓度，其数据与实验结果相符。此外

他们还分别计算自晶界到表面不同位置处 S 杂质

原子的偏聚能，发现就晶界而言，S 原子优先占据

O-间隙位置亦或是替换 Ni-2 原子，但是从整体看，

S 原子在靠近表面位置处具有更低的偏聚能，这说

明 S 原子占据表面的倾向最大以达到结构的最佳

稳 定 性 。 Meryem 和 Mehmet[18] 则 建 立 了 NiAl
（110）-（2 × 2）表面模型并计算了 S 原子在NiAl（110）

表面上由 2Al-Ni（G）位点扩散到 2Ni-Al（F）位点路

径中的能量变化情况，他们发现 S 原子在终点即

2Ni-Al 位点（F）具有最低的能量，从而得出结论，

S 原子在 NiAl（110）表面最容易吸附的位点是 2Ni-
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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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i/Ni3Al 相界面模型以及 S 原子的占据位点[15]

Fig. 1    Schematic diagrams of Ni/Ni3Al interface and the occupation sites of S atom
[15]

 

S 元素发生偏聚后可与合金中的其他元素相结合，

Chen 等[19] 发现当 S 与 Re 原子共同存在于 Ni/Ni3Al
界面时，它们之间形成很强的共价键，因而增强了

界面的结合强度。Yong 和 Liu[20] 也发现在 Ni 基

晶粒内部 Hf 原子具有不断接近 S 原子的倾向，而

且它们之间形成很强的共价键，如图 2 所示，因而

Hf 原子可以降低 S 原子偏聚界面的可能性。还有

研究发现含 5%（质量分数）S 的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枝晶间区域存在一种 Cr、Hf 的硫化物相（图 3）[21]。

S 还能与 Ni 结合并形成 Ni-Ni3S2 共晶组织，或与

Ti 等元素结合形成硫化物 M2SC，即 Y 相。Y 相也

是高温合金中一种有害相，裂纹容易沿 Y 相边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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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扩展，进而降低合金的韧性，但 Y 相含量极少

时，强度降低幅度很小。同时，S 在晶界处的微量

固溶可以造成晶界附近微区硬化，对晶界危害较

大，一般而言，MC 碳化物的溶硫能力有助于减少

晶界处 S 和 Y 相的含量。

合金中 S 元素的加入会使合金完全凝固所需

的温度有所降低，这就导致合金固相线和液相线之

间 的 距 离 增 加 ， 进 而 促 进 其 他 合 金 元 素 的 偏 析

（图 4，纵坐标为偏析系数），降低组织稳定性。研

究表明，S 能够促进 K4169 合金中 Nb 元素的偏析，

从而使富 Nb 的 Laves 相析出，Laves 相是一种有害

相，不仅消耗了强化元素 Nb，降低了高温合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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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 Ni 基体内部加入 S 原子和 Hf 原子后的电荷分析情况[20]　（a）电子局域函数图；（b）电荷密度图

Fig. 2    Interactions  between  S  and  Hf  in  Ni  matrix  characterized  by  various  charge  analysis[20]　 （ a） contour  plot  of  electron
localization function；（b）differential charge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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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某定向凝固高温合金的显微组织形貌及相应的 EDS[22]　（a），（b），（c）显微组织放大图像 ； （d）EDS 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Fig. 3    Micro morphology images and corresponding EDS of the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22] （a），（b），（c） micro mor-
phology image； （d） elements contents analysis of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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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 含量对某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元素显微偏析的影响[22]

Fig. 4    Effect  of  S  content  on  micro-segregation  of  solute
atom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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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且其本身又是脆性相，裂纹在其相界的萌生

和扩展损害了合金的韧性[21]。

S 还能影响位错网络组态，改变位错网络间

距。田锦森[22] 在对某种定向凝固高温合金的研究

中发现，S 含量对界面位错和切入 γ′相位错的组态

没有影响，而界面位错网间距随 S 含量增加先增加

后减小。Joh 等[23] 研究了 S 对 TMS-1700 合金的影

响，结果表明，随着 S 含量的增加，筏化组织逐渐粗

化，γ/γ′界面位错网络间距变大。

可以看出，高温合金中引入杂质 S 元素后，

S 元素往往偏聚晶界或相界，或与其他元素相结

合，形成有害的硫化物。S 元素也可促进凝固过程

中其他元素的偏析，降低合金的组织稳定性。另

外，S 元素还能影响位错网络组态，改变位错网络

间距。这些显微组织的改变最终将体现到合金高

温性能的变化上。 

1.2    S元素对高温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杂质 S 元素的引入可对高温合金的拉伸、蠕变

和疲劳等力学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Sun 等[24] 研

究 S 含量对 K424 合金室温和 900 ℃ 拉伸性能的

影响，发现无论是在室温还是在高温下，当 S 含量

小于 0.009%时，合金的抗拉强度和塑性随 S 含量

的提高下降幅度较小，而当 S 含量超过 0.009%后，

抗拉强度和塑性下降幅度则明显增大（图 5）。但

也有一些研究指出，S 对合金的强度无明显影响，

仅导致塑性发生明显变化[12，22，25]，如 IN718 合金随

着 S 含量上升，室温和 650 ℃ 抗拉强度变化不明

显，但 650 ℃ 的塑性有所降低[25]。针对上述发现，

有 研 究 者 认 为 塑 性 的 降 低 与 S 导 致 的 Co、Al、
Mo 和 W 元素偏析程度增加有关 [21]，也有研究表

明，晶界处 S 的富集是导致合金塑性降低甚至发生

脆化的主要原因[26-28]。例如，Shiro 等[29] 研究不同

S 含量 Ni 多晶合金塑性的温度依赖性，当 Ni 中

S 含量 > 2 × 10−5 时，在 500 ℃ 至 1000 ℃ 的温度范

围内观察到高温脆化，且这种脆化随着 S 含量的增

加变得显著，而在足够高的温度（> 1000 ℃）下，由

于 S 分散到远离晶界的基体中，塑性得到改善。

镍基合金的 S 致脆化机制是困扰科学界近一

个世纪的经典问题，针对该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基于第一性原理，Li 等 [30] 利用 Rice-Wang
模型发现 S、P、H、O、N 五种杂质原子会对 Ni 基体

中的不同滑移系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五种杂质

原子均会增大 Ni 基体中<110>{111}滑移系的不稳

定层错能和内禀层错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110>{111}滑移系中位错的滑移和塑性变形的发

生，而对 Ni<112>{111}则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综合这两种滑移系对塑性变形的效果来看，他们最

终得出 S、P、H、O、N 杂质原子不会改变 Ni 基体主

要依靠部分位错滑移而产生塑性变形的本质，而且

他们还认为 S 原子掺杂在 Ni 基体中并不会损害其

韧性。但是，Georg 等 [31] 进一步对比 Ni 基体、纯

Ni 晶界在加入不同浓度 S 杂质原子后各滑移系的

能量变化情况后发现，在晶界处引入 S 元素后，理

想 Ni 晶体晶界间脱粘所需能量降低了 7%～31%。

许多研究者们从电子角度出发猜测 S 原子引

起晶界脆断现象，他们认为晶界脆断是因为晶界处

的 S 原子改变了晶界处基体原子的电子分布状态

所导致的，虽然 S 与最近邻的 Ni 原子之间会形成

较强的共价键，但同时也会造成垂直晶界的 Ni—
Ni 键强度极大降低，结果导致垂直于晶界方向的原

子层间的作用力减弱，从而引发脆性使得晶界的结

合强度降低一个数量级[17，32-33]。但 Masatake 等[34]

在研究 S 原子浓度与晶界拉伸强度的关系时发现，

利用上述推测并不能解释 S 原子临界浓度，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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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室温及 900 ℃ 下 S 含量对 K424 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24]　（a）K424 合金的抗拉强度与 S 含量的关系；（b）K424 合金
的伸长率与 S 含量的关系

Fig. 5    The S content depende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K424 alloy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900 ℃[24]，　（a）the relation between
tensile strength and S content of K424 alloy ；（b）the relation between elongation and S content of K424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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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做出假设：相邻 S 原子之间存在作用范围的短程

重 叠 而 使 得 相 邻 S 原 子 之 间 相 互 排 斥 ， 键 长 比

Ni —Ni 键 大 ， 所 以 会 引 起 晶 界 膨 胀 ， 如 图 6
所示，从而导致晶界脆化与脱粘，使得晶界抗拉强

度降低，并且加入 S 原子越多所引起的晶界膨胀效

果越大，从而导致晶界脆化与脱粘使得晶界的抗拉

强度也逐步降低。Kart 等[35] 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

推测。基于以上对 Ni 晶界处电荷密度的研究，作

者进一步利用第一性原理研究 S 原子掺杂在 γ′-
Ni3Al 内禀层错模型中的电荷转移情况，分别将

S 原子置于层错区域及其第一、二、三、四近邻原子

层的八面体间隙位置，得到如图 7 所示的电荷密度

图，发现在将 S 掺杂在非层错区域的情况下，S 原

子倾向于与邻近的 Al 原子之间形成较强的共价

键，而在层错区域中，S 原子则是与最近邻的 Ni 原

子的成键最强，但是从整体看，S 原子均使得其近

邻原子附近有较强的电荷聚集。

关于杂质原子引起的晶界脆化现象，研究者认

为总晶界脆化能分为力学和化学两部分，其中力学

部分对总晶界脆化能的贡献总是为正值而对晶界

脆化起促进作用，而由电子结构变化引起的化学部

分则有正有负。对于 S 原子（如图 8 所示），这两部

分能量均为正值，从而引起极大的晶界脆性 [36]。

Vsianska[37] 则研究了加入各种 sp 型杂质原子引起

Ni 的∑5（210）晶界和（210）自由表面处原子磁性的

变化，包括 S 元素在内的许多杂质都会明显降低晶

界或是表面附近若干层原子的磁性，甚至使之降为

零，其原因是 sp 杂质与 Nid 之间存在很强的杂化

作用。此外，还有理论认为晶界的脆化是由 S 诱

导 Ni 的界面发生非晶化而导致的[38]。研究人员通

过实验研究硫掺杂镍多晶体中的实际晶界，发现界

面有序和无序化将会在晶界处交替形成非晶状和

双层状小平面，这两种结构会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

进行无序排列 [39]，这种双极界面结构会导致 S-Ni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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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 Ni ∑5（012）晶界中加入不同含量 S 原子引起电子结构的变化情况[34]　（a）Ni ∑5（012）晶界模型；（b）在 Ni ∑5（012）
晶界模型的 GB0 位置加入四个 S 原子后的电荷密度图；（c）分别在 Ni ∑5（012）晶界模型的 GB0 和 GB2 位置各加入四
个和两个 S 原子后的电荷密度图；（d）分别在 Ni ∑5（012）晶界模型的 GB0 和 GB2 位置各加入四个 S 原子的电荷密度图

Fig. 6    Changes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caused by different numbers of S atoms in Ni ∑5（012）grain boundary[34]　（a）Ni ∑5（012）
supercell model；（b）differential charge density of four S atoms at GB0 sites；（c）four S atoms at GB0 sites and two S atoms
at GB2 sites；（d）four S atoms at GB0 sites and GB2 sit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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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S 原子掺杂在 Ni3Al 层错区域八面体间隙位置（S-0）及其第一、二、三、四近邻位置的八面体间隙（S-1/2/3/4）的电荷密
度图[35]

Fig. 7    Isosurfaces of bonding charge density of stacking faults in Ni3Al doped one S at the octahedral site of fault layers（S-0）and
the first，second，third，and fourth nearest octahedral sites（S-1/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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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晶间脆性断裂。

S 含量的增加同样会影响合金的蠕变和疲劳性

能 [40]。Sun 等 [41] 发现 S 对 K424 合金高温低应力

条件下的蠕变性能影响十分显著，同时，S 含量的

变化也会影响合金的蠕变-疲劳交互作用，当 S 含

量较低时，循环载荷作用下的周期持久强度高于常

规持久强度；而当 S 含量较高时，条状脆性相的析

出及晶界的弱化，导致周期持久强度低于常规持久

强度。Li 等 [42] 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S 降低

了 Ni 的层错能，即 S 在 Ni 中的固溶使其沿（111）

< 112 > 滑移更为容易，导致该区域抵抗变形的能

力下降，增大了蠕变变形的可能性。随着 S 含量的

增加，筏化组织逐渐粗化，TCP 相析出倾向变大，

γ/γ′界面处 S 原子取代了 Ni 原子并导致晶格失配，

进一步引起位错网络间距变大，导致合金蠕变寿命

变短[23，43]。宋洪伟等[44] 研究了 S 对 IN718 合金蠕

变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S 加剧了蠕变和持久实

验过程中晶界的氧化和开裂，进而导致合金蠕变抗

力和持久寿命下降。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45]，P 与

S 之间存在对合金有害的交互作用，不但削弱了

P 的有益作用，而且增加了合金对 S 的敏感性。也

有研究表明，合金中掺杂 Y 元素后，可与 S 元素反

应并形成 Y-S 化合物，而这类化合物不会对合金的

疲劳性能造成影响[46]。 

1.3    S元素对高温合金抗氧化和热腐蚀性能的影响

镍基高温合金在服役过程中除要承受蠕变/疲
劳变形外，还存在明显的氧化损伤。S 元素对高温

合金氧化性能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容易偏析到氧

化膜与基体的界面处，并对氧化膜的黏附性产生影

响。Chihiro 等 [47] 利用三维原子探针对界面处的

S 元素含量进行定量分析，证实了 S 在界面处的偏

聚（图 9），他们发现使用 CaO 坩埚对合金中的 S 进

行脱除后，合金抗氧化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

PWA1480[48]、PWA1484[43]、ReneN5[49] 及 ReneN6[50]

等高温合金的研究同样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氧化膜

黏附性的降低导致合金抗氧化性能不断降低（图

10）。Elena 等 [51] 建立两种计算黏附功的模型，发

现随着 S 含量的增加，氧化膜与 AM1 单晶合金基

体间的黏附性不断降低。Grabke 等的研究表明这

是因为 S 倾向于分布到自由金属表面，并加速空洞

和裂纹的生长[52]。而 John 等[53] 则认为 S 可能降低

氧化铝-金属之间的键能，从而损害氧化物与界面

的断裂韧性。此外，Smialek[54] 认为如果试样中的

S 含量不足以形成单层的 S，那么氧化膜将具有较

好的黏附性，因此将形成单层 S 的 S 含量定义为临

界 S 含量，并近似给出 Ni 基高温合金薄板中 S 含

量与 S 元素偏聚原子层数之间的关系，如式 1 所示。

CS = 8.27×10−2×NmA/W (1)

式中：CS 为 S 元素含量，10−6 μg/g；Nm 为偏聚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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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 S 含量 PWA1484 合金循环氧化实验后的质量
曲线[43]

Fig. 10    Mass change of PWA1484 alloy with different S con-
tents after cyclic oxidation test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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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加入不同杂质到镍晶界引起力学、化学两方面的能量
变化曲线[36]

Fig. 8    Variations of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energies caused
by segregations of  different  impurities  at  grain bound-
ary of nickel[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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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TMS-238 合金在 1100 ℃ 下氧化 1 h 时的原子分布[47]

（a）Al、O、Ni 元素分布情况；（b）S 元素分布情况

Fig. 9    3D  APT  maps  for  TMS-238  oxidized  at  1100 ℃  for
1 h[47]　（a）distributions of Al，O and Ni atoms；
（b）distribution of S a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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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试样表面积，cm2；W 为试样质量，mg。CS 数值

与 Nm 和 A 成正比，与 W 成反比。因此，Smialek 等[55]

指出，S 杂质的含量降低至 1 × 10-6 以下后，Al2O3

氧化膜的黏附性可得到明显提高，其效果不亚于活

性元素改性的作用。而最近针对 PWA1480 合金的

研究[56] 发现，当 S 含量低于 3 × 10−7 时，氧化膜附

着力将达到一个较大值。

高温合金所含元素种类较多，因此氧化物的种

类也比较多，且通常呈现分层结构，氧化产物是否

能形成均匀连续的氧化膜便取决于该元素在合金

表面的活度。从热力学角度分析，合金高温下的氧

化行为就是合金元素发生选择性氧化的过程，其原

因是 O 原子对镍基高温合金中不同种类的合金化

元素具有不同的吸附倾向。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

Nishith 等[57] 研究 Cr 原子对 Ni 基体氧化行为的影

响，从图 11（a）可以看出，在不同掺杂情况下 Cr 的

存在均会增大 O 原子对 Ni 基体表面的吸附能，从

图 11（b）的电子态密度进一步判断出镍基高温

合金氧化的实质是 O-2p 和 Ni-3d、4s 轨道之间的

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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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Cr 原子对 Ni 基体中 O 原子吸附的影响及 Ni 基高温合金的氧化本质[57]　（a）不同中掺杂不同数量 Cr 原子的情况下
引起 O 原子吸附能变化的柱状图；（b）O 原子吸附在 Ni（100）面上的电子态密度图

Fig. 11    Influence of Cr atoms on absorption in surfaces of nickel and nature of oxidation in nickel-based superalloys[57]　（a）histo-
gram about adsorption energy of O atoms with doping different numbers of Cr atoms；（b）density of states of O atoms ad-
sorbing on Ni（100）surface

 

S 元素除影响氧化膜的黏附性外，还会影响氧

化膜的结构和相组成。张宗鹏[58] 研究 10−6 级 S 对

单晶高温合金氧化性能的影响，发现 S 加速 Ta 的

扩散，影响 Al2O3 及含 Ta 尖晶石连续氧化层的形

成并降低其稳定性，增加表面的孔洞和裂纹（图 12）。

空气中的 N 元素穿过氧化层，基体发生内氮化反

应，促进了氮化物的生成，进而损害了合金的恒温

氧化性能。对 PWA 系列单晶高温合金 [53，56，59] 的

研究表明，合金经高温氧化后形成多层氧化膜，其

主要包括内部的 Al2O3 和外层 Cr2O3、Ni（Al，Cr）2O4

尖晶石、富 Ta 的氧化物颗粒 CrTaO4/NiTa2O6 和大

量的 NiO，高 S 合金氧化层的剥落沿着的 Al2O3/尖
晶石和 Al2O3/合金界面发生，而低 S 合金氧化层的

剥落仅沿 Al2O3/尖晶石界面发生。Yun等 [59] 也发

现，低 S 含量的 GTD-111 合金中会形成 NiAl2O4 尖

晶石和 Al2O3 氧化层，而高 S 含量合金中，S 的偏

析加速了 Al 和 Cr 的损耗，导致两元素含量低于形

成 连 续 Al2O3 层 所 需 的 临 界 含 量 ， 使 得 形 成 的

Al2O3 氧化层变得不连续。

热腐蚀对高温合金零件的破坏作用比高温氧

化要严重得多。镍基高温合金的热腐蚀形态往往

包括外氧化物层、由外氧化物层内侧向合金基体内

部延伸的内氧化物层以及内硫化物层，可见，S 在

热腐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针对 S 对合

金热腐蚀性能的影响机理报道很少。S 可对合金的

热腐蚀动力学造成影响，张宗鹏[58] 发现，单晶高温

合金中 S 含量的增加明显降低了合金的热腐蚀孕

育期，最终的增重也随之增加（图 13）。

Vitaly 等[60] 通过第一性原理研究 O 和 S 在掺

杂 Ni 金属表面的吸附和扩散行为，发现两种元素

都倾向于吸附在低能空心吸附位，而 S 的扩散势垒

明显低于 O。相关实验研究同样表明，高温合金热

腐蚀过程中，S 元素扩散速度比 O 元素更快，硫化

物首先在晶界或裂纹尖端形成，但由于氧化物比硫

化物更加稳定，因此硫化物将被氧化并释放 S 元

素，这些 S 可以沿晶界形成新的硫化物，使内硫化

区不断扩大[61-62]。Carlo 等[63] 则发现，热腐蚀过程

中 S 元素优先沿枝晶间扩散，硫化物集中分布在晶

界或共晶处。另外，枝晶形态对 S 的扩散有一定的

影响，较大的一次、二次枝晶间距和较短的枝晶长

度可以减缓 S 的扩散。有研究表明，合金中 S 含量

的增加降低了外氧化层在熔盐中的稳定性，导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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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形成的致密外氧化层转变为疏松多孔不起保护

作用的氧化膜，这主要是由于 S 含量的增加促进了

不连续块状的含 Ta 尖晶石的形成，腐蚀层平均厚

度随 S 含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厚，导致内层 Al2O3 由

连续均匀的较薄结构逐渐变化为不均匀的网状结

构。CrSx 硫化层的增厚提高了氧化膜中的内应力，

使氧化膜的黏附性降低，最终引起表面氧化物鼓包

和剥落（图 14），降低抗热腐蚀性能[58]。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针对 S 元素对镍基高温

合金组织及性能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 S 元素对合金性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跨尺度机理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2    S元素对高温合金涂层显微组织及
性能的影响

高温合金的典型热障涂层通常由金属黏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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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 S 含量单晶高温合金在 1100 ℃ 恒温氧化 200 h 后的截面形貌[58]

Fig. 12    Cross-section BSE images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s with different S content after oxidation for 200 h at 1100 ℃[58]

（a）2 × 10−6，（b）5 × 10−6，（c）1× 10−5;（d）1.2 × 10−5

M
as

s 
ch

an
ge

/(m
g•

cm
−2
) 12

10

8

6

4

2

0

0 100 200

2×10−6

5×10−6

1×10−5

1.2×10−5

300 400 500

Time/h 

图 13    不同硫含量单晶高温合金 900 ℃ 热腐蚀动力学曲线[58]

Fig. 13    Weight-time relationship of single crystal  alloys with
different S contents after hot corrosion at 900 ℃[58]

(a) (b)

(c) (d)

 

图 14    不同 S 含量单晶高温合金 900 ℃ 热腐蚀 500 h 后的
宏观形貌[58]

Fig. 14    Macroscopic  morphologies  of  single  crystal  alloys
with  different  S  contents  after  hot  corrosion  at
900 ℃ for 500 h[58] （a）2 × 10−6；（b）5 × 10−6；（c）1 ×
10−5；（d）1.2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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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隔热陶瓷层组成，在高温合金叶片基体与高温燃

气间提供隔热层和抗氧化层，从而保障叶片在较高

的涡轮前进口温度下安全工作。金属黏结层可以

提高基体合金与表面陶瓷层的结合强度，在高温服

役过程中还可以形成一层致密的热生长氧化物

（thermally grown oxide，TGO）层，起到抗高温氧化

的作用。国外航空发动机企业例如 GE 和 RR 公司

均把 Pt 改性的铝化物涂层（主要是（Ni，Pt）Al）作

为商用航空发动机的高温防护黏结层，此类黏结层

于高温服役环境下因形成连续致密具有良好保护

性作用的 α-Al2O3 氧化膜从而可显著延长高温服役

寿命[64]。

目前，大量研究均发现，高温服役环境下，高温

合金中杂质 S 元素会在金属基体 /涂层界面处富

集[65-68]。有研究表明，涂覆 MCrAlY 和氧化钇稳定

氧化锆（YSZ）的合金在循环氧化过程中，基体和涂

层中的化学元素通过界面相互扩散，在 2000 次循

环后观察到 S 扩散至黏结层/基体界面，而 3000 次

循环后 S 存在于面层/黏结层界面[69]。如 Hou 等[70]

发现 S 会在Al2O3/NiAl 界面处发生偏聚。Souza 等[71]

发现涂覆涂层后的 CMSX-4 合金在扩散退火过程

中，S 的化学势随着 Pt 浓度的增加而降低，且 S 偏

聚于 Pt 层的上部。Bai 等[72] 研究高温合金涂层中

S 的分布特点和迁移机制，发现 S 主要分布在陶瓷

层、热生长氧化物与黏结层的界面及喷砂层，可通

过 TGO 从基体向外扩散，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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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氧化过程 S 在热障涂层中的迁移示意图[72]

Fig. 15    Schematic  illustrations  of  migration  of  surphur  in
TBCs during oxidation[72]

 

涂层的韧性和黏附性对涂层的寿命至关重

要[73-75]，因此建立 S 元素含量与界面韧性之间联系

十分关键。Liu 等[73] 采用应变失效实验和三维数

字图像相关法（3D-DIC）技术，通过建立模型测算

了界面韧性，发现界面韧性的降低与 S 元素在界面

的偏析有关。Hong 等[76] 利用原子叠加和电子离域

分子轨道理论揭示了 S 偏析行为，发现 Al/S 间较

弱的化学键键能导致氧化膜的黏附性降低。Isil
等 [77] 利 用 电 子 局 域 函 数 （ELF） 和 电 子 态 密 度

（DOS）研究了 S 原子对 NiAl（110）/Al2O3（0001）界

面结构和结合强度的影响，发现界面处的 S 原子更

容易偏聚在靠近 NiAl 的一侧，S 原子的存在虽然

会使最近邻区域中的 AlNiAl—O 键长减小，但是同

时也伴随着 AlNiAl—O 和 Ni—Aloxide 键的数量减

少，而且后一种因素造成的影响更大，这就是 S 原

子偏聚在金属基体/涂层界面降低界面结合强度的

原因所在。此外，S 原子具有更负的极性，所以

S 原子与附近 O 原子之间会存在相互排斥作用，这

也证实了 S 原子对界面造成的损伤。Jiang 等[78] 则

发现在 Ni（111）/Al2O3（0001）界面处加入 Hf 原子可

以抵消 S 原子偏聚对界面强度造成的损伤（图 16），

根据电荷密度，他们分析出其中的原因是 Hf 原子

会与邻近的 Ni/O 原子形成跨越界面的强共价键，

从而增强了界面的结合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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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在 Ni / Al2O3 界面加入不同数量 S、Hf 原子引起界

面强度变化曲线[78]

Fig. 16    Effect  of  different  numbers  of  S  and  Hf  atoms  on
strength of Ni/Al2O3 interface

[78]

 

还有研究发现，S 在界面处富集后会在界面处

形成硫化物，其与合金阳离子的结合力较弱，从而

导致氧化层脱落[72]。S 在弱化界面结合强度的同

时，还提高了氧化膜内部孔洞的形核率[70]。Yu 等[79]

进一步解释了 S 影响界面孔洞形成的机理，当合金

表面形成连续且致密的 α-Al2O3 氧化层时，Al 和

S 原子迅速扩散到晶界或氧化层/基体界面，而根据

热力学计算，S 发生偏析后会导致表面自由能降

低，这促进了孔洞的形核和生长（式 2）。

rc = 2γ/∆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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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c 为孔洞形核的临界半径；γ 为表面自由能；

ΔG 为形核所需的吉布斯自由能。S 的扩散和偏析

以及孔洞的形成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如图 17 所

示。随着氧化膜内生长孔洞向氧化膜外层转移，涂

层和氧化层之间的接触面积大大减少，氧化膜的黏

附性降低，加速氧化膜剥落和涂层退化速率。此

外，在高温下，由于 S 和硫化物的熔点较低，偏析

的 S 将产生液膜，这也是导致氧化膜黏附性降低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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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元素扩散和氧化膜孔洞的形成及发展示意图[79]

Fig. 17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atomic  diffusion  and
evolution of interfacial voids during high-temperature
oxidation[79]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 S 的有害作用，有研究者指

出 可 以 向 合 金 中 添 加 Hf、Pt 等 元 素 [80-81] 以 阻 碍

S 的偏析，并且发现采用碱性电镀方式取代酸性电

镀方式电镀 Pt 会使涂层具有更好的抗氧化性能，

这是因为酸性电镀过程中会引入更多的 S 元素[79]。

γ′相涂层强度高、抗褶皱性好，β 相（NiAl）涂层抗氧

化性能好，Jorgensen 等[82] 研究了 γ′、γ′+高 S 低 Hf
β 相、γ′+低 S 高 Hf β 相、γ′+高 S 低 Hf β 相、γ′+低

S 高 Hf β 相五种黏结层的性能，循环氧化后，γ′+低

S 高 Hf β 相涂层热生长氧化物的剥落率最低，而

高 S 低 Hf β 相涂层剥落率最高，且 S 高含量涂层

循环氧化寿命均大大低于低 S 涂层。此外，研究者

还发现 Hf 改善 S 不利影响的作用在双层结构中并

不适用，这可能是由于 Hf 在与界面处的 S 反应

之 前 先 发 生 选 择 性 氧 化 生 成 HfO2 而 不 是 HfS2
（图 18）。除 Pt、Hf 以外，Y 元素同样可以与 S 元

素结合并阻碍 S 在界面处的析出，从而改善氧化层

的形貌[83]。此外，通过晶界工程对晶界进行调控，

同样是减弱偏析危害的手段之一。Kobayashi 等[29]

研究超细晶 Ni 中 S 的晶界偏析对脆性的影响，发

现通过控制晶界类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脆性，重位点

阵晶界占比较高的试样即使在含 S 条件下也具有

较高的断裂韧度。他们进一步讨论了低 Σ 界面及

随机界面联通数与断裂韧度的关系，发现通过增加

低 Σ 界面占比及降低随机界面联通数可以限制主

裂纹沿随机边界扩展，从而产生更高的断裂抗力[84]，

而通过裂纹扩展的原位观察发现，当裂纹沿低 Σ 界

面扩展时，其扩散速率将降低甚至停止扩展[85]。

 
TGO

HfO2

Hig-S β to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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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γ′+β 双层结构 S 迁移示意图[82]

Fig. 18    Schematic diagram presenting segregation of sulfur in
a bilayer bond coat with a high-S β-phase top-layer[82]

 

由此可见，S 对涂覆热障涂层后的高温合金性

能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热障涂层应用场景越来越

广泛，深入研究 S 元素的影响，掌握关键影响机理，

对涡轮叶片的安全服役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结束语

随着航空发动机服役环境的日益苛刻，杂质元

素对发动机零部件所造成的影响愈发的受到广大

研究人员的关注。近年来，针对 S 元素对镍基高温

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开展了广泛地研究，但是

S 元素对高温合金低周疲劳性能影响的研究还鲜见

报道。而随着高温合金防护涂层的广泛应用，S 元

素对涂层组织和性能的影响也逐渐凸显。由于

S 元素对合金及涂层性能造成的恶劣影响，国内外

均对合金中 S 元素的含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是

将 S 控制在 10-6 级会造成原材料成本及工艺控制

成本的成倍增加，从而提高发动机零部件的制造成

本。目前，S 对高温合金及其涂层性能影响的跨尺

度机理并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单晶高温合金不存在

晶界，S 元素在单晶高温合金中的分布情况还需要

进一步进行分析，S 对单晶合金及涂层影响的关键

证据依然十分缺乏。未来，通过对合金冶炼和熔铸

工艺的不断优化，降低去除杂质元素所需要的成

本，并通过针对性实验设计，揭示 S 元素影响合金

各方面性能的关键作用机理，进行 S 元素的优化控

制，实现关键部件成本与性能的综合平衡，对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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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标准规范及工程化应

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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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effect of S ele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Ni
based superalloy and coating

ZHAO Yunsong1,    ZHAO Tingting2,    ZHANG Mai1,3,    WANG Yi2,    ZHANG Jian1,    
LI Jinshan2,    LUO Yushi1,    YAO Zhihao3*

（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dvanced  High  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s  Laboratory，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lidification techn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72，China；3.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High-temperature structural materials are the key materials of aeroengine.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blades, turbine discs, combustion chambers and other hot parts of advanced jet engines. However, the impurities are inevitably

introduced into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metallurgy, vacuum casting and so 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of  superalloy  parts,  the  impacts  of  impurities  on  the  properties  of  superalloy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one kind of terrible impurities, sulfur still has a tremendou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lthough its  concentration is  extremely low.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first-principles studies,  this

work comprehensively reveals the effect of sulfur on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and its segregation behavior

at the interface of superalloy substrate, oxides layer and coating. Moreover, the contributions of sulfur to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xidation resistance, hot corrosion properties and the coating performance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thoroughly.

Key words:   nickel-base superalloy；coating；microstructure；properties；sul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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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效对 7050铝合金不同温度力学性能及
断裂行为的影响

何维维
1,2,    陈军洲

1,2,    戴圣龙
1,2*,    伊琳娜

1,2,    李惠曲
1,2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2．北京市先进铝合金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5）

摘要：通过室温/高温拉伸、SEM、TEM 等方法研究 7050 铝合金过时效程度对不同温度下的组织、性能及断裂行为

的影响。结果表明：7050 铝合金的室温断裂行为由过时效程度决定，随着过时效程度的加深，断裂行为由沿晶断裂

向韧窝断裂转变；过时效程度越深，韧窝数量越多、尺寸越大；过时效程度和拉伸温度均对 7050 铝合金高温拉伸性

能和断裂行为产生影响，当拉伸温度不高于 150 ℃ 时，不同过时效程度合金强度下降幅度相当，温度是决定拉伸强

度的主要因素；当拉伸温度达到 175 ℃，深过时效 T73 状态合金的强度降低幅度大于浅过时效 T76 状态，时效程度

对强度的影响作用有所提升；在 125～175 ℃ 范围内高温拉伸，深过时效合金断口较浅过时效合金更早地转变为第

二相/基体界面滑脱为主的韧窝型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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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系铝合金以其低密度、高比强度、高比刚

度等优良性能在航空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

机翼、框架、机身腹板、梁等主要承载结构材料，其

中 7050 铝合金是航空领域应用最广的铝合金之

一，合金品种包括厚板、锻件、型材[1-3]。作为可热

处理强化合金，7050 铝合金的强化作用主要取决于

从过饱和固溶体中析出的沉淀相类型和尺寸 [4]。

Mondolfo 等[5] 提出的 7000 系铝合金普遍接受的析

出序列可以表示为：过饱和固溶体（SSS）→GP 区

→非平衡 η′相→平衡 η 相，GP 区和非平衡 η′相被

认为是最主要的强化相[5]。传统的 T6 时效处理是

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研发出的峰值时效状态，可以

通过促进内部细小分散的 η′相来提高合金强度，虽

然可以获得最高的强度，但抗应力腐蚀和抗剥落腐

蚀性能很差[6-8]。为了解决耐蚀性下降的问题，世界

范围内的研究者开发出 T7X 过时效热处理状态[9-10]，

典型的过时效状态为 T76、T74、T73，牺牲部分强

度指标，提高了合金的耐腐蚀性能。虽然近年来很

多研究者探索非等温时效、三级回归时效等新工艺

用于 7050 合金，期待在不降低强度的基础上提高

耐蚀性能[11-14]，但应用最广泛的依旧是 T7X 双级过

时效状态，例如 7050-T74 板材或锻件大量用于西

方的第三代战机 F-15、F-16、F/A-18、军用运输机

C-17 以及波音、空客等民用飞机的主体结构件，

7050-T76/T74/T73 型材也已在国外军、民用飞机上

得到广泛应用。目前，研究人员对 T7X 过时效状

态 7050 铝合金做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时效工

艺及微观组织研究、热成型工艺研究、半成品残余

应力调控等方面[15-18]。铝合金在服役过程中会经

历 短 时 高 温 的 服 役 环 境 ， 近 年 已 有 文 章 报 道 了

1050、2024、6061、7D04 铝合金高温力学性能及断

裂行为的研究结果 [19-22]，但 7050 铝合金在高温环

境 下 组 织 性 能 的 变 化 以 及 不 同 过 时 效 程 度 对

7050 合金不同温度环境中断裂行为的影响鲜见

报道。

本工作开展 7050 铝合金过时效程度对不同温

度下的组织、性能及断裂行为的影响研究，对比不

同过时效程度在室温及高温（100 ℃、125 ℃、150 ℃、

175 ℃）条件下对 7050 合金力学性能、微观组织演

变、断裂行为的影响规律，除了室温强韧化、耐蚀

性能，高温瞬时的力学行为也对飞机选材具有重要

的意义，可以为飞机不同部位 7050 铝合金热处理

状态的选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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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及方法
 

1.1    实验材料

所用的材料是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 7050 铝合金锻件，合金化学成分见表 1。合

金的时效状态分别为 T76、T74、T73，其中 T76 为

浅过时效状态，具体工艺为 120 ℃/5 h + 177 ℃/4 h；

T74 为中度过时效状态，具体工艺为 120 ℃/5 h +
177 ℃/8 h；T73 为深过时效状态，具体工艺为 120 ℃/
5 h + 177 ℃/12 h。

 
表 1    7050铝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7050 aluminum alloy（mass fraction/%）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Zr Al

≤ 0.12 ≤ 0.15 2.0-2.6 ≤ 0.10 1.9-2.6 ≤ 0.04 5.7-6.7 ≤ 0.06 0.08-15 Bal.
 
  

1.2    性能测试及微观组织观察

拉伸性能在 Instron 5887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上进行，室温拉伸、高温拉伸分别按 HB 5143、HB
5196 标准进行。拉伸温度为室温、100 ℃、125 ℃、

150 ℃、175 ℃，每个温度取 5 个平行试样，至少

3 个有效数据，拉伸性能结果为有效数据的平均值。

不同温度拉伸后的断口形貌在 S-4800 型扫描

电镜下进行观察。合金微观组织试样在拉伸试样

标距范围内用线切割切取，厚度约为 0.5 mm，用砂

纸打磨至 50～70 μm，在双喷电解减薄仪上进行双

喷减薄，电解液为 30%硝酸+70%甲醇（体积分数）

电解液温度不超过−20 ℃。TEM 形貌在 CM-12 型

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观察方向均为<011>方向。 

2    结果与讨论
 

2.1    过时效对 7050铝合金室温拉伸性能及微观组

织的影响

不同过时效状态 7050 铝合金室温拉伸性能测

试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看出，随着过时效

程度的加深，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逐渐降低，伸长

率变化不大。深过时效 T73 状态的屈服强度较浅

过时效 T76 状态降低 36 MPa，抗拉强度降低 27 MPa。
图 2 是不同过时效状态 7050 铝合金室温拉伸

断口形貌。如图 2 所示，浅过时效 T76 状态下，断

口以典型的片层状沿晶断裂形貌为主，同时具有极

少量的韧窝；随着过时效程度加深，在 T74 过时效

状态下，断口呈现沿晶断裂和韧窝断裂的混合形

貌；当过时效状态进一步加深到 T73 时，断口主要

为韧窝断裂，韧窝深度较 T74 状态明显增加，韧窝

底部可见与铝合金基体脱离的碎裂颗粒。 

2.2    过时效对 7050铝合金高温拉伸性能及微观组

织的影响

选取 T76 和 T73 为代表的两个过时效状态，开

展不同温度下高温拉伸实验，结果见图 3。两种时

效状态的合金强度均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当温度从室温升高到 100 ℃，浅过时效 T76 状态合

金抗拉强度降低 82 MPa、屈服强度降低 43 MPa，
屈服强度变化较抗拉强度更为平缓；当温度从 100 ℃
升高到 125 ℃，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变化更为平

缓，抗拉强度降低 26 MPa、屈服强度降低 19 MPa；
当温度达到 150 ℃ 时，抗拉强度降低 41 MPa、屈服

强度降低 31 MPa，当温度为 175 ℃ 时，抗拉强度降

低 31 MPa、屈服强度降低 40 MPa。对于深过时效

T73 状态，当温度从室温升高到 150 ℃ 时，强度变

化趋势与浅时效 T76 状态一致，但当温度升高到

175 ℃ 时，T73 状态合金强度降低幅度进一步加

大，抗拉强度降低 47 MPa、屈服强度降低 52 MPa。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两种过时效状态合金的伸长率

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加，深过时效状态伸长

率增加幅度更高。

已 有 的 研 究 表 明 ， 7000 系 合 金 在 100 ℃ 和

125 ℃ 两个温度下断口形貌相当，本研究中两种过

时效状态合金在 100 ℃ 时性能变化趋势一致，因此

选取 125 ℃、150 ℃ 及 175 ℃ 这三个温度点研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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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过时效状态的 7050 铝合金室温拉伸性能（L 向）

Fig. 1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of 7050 alumin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over-aging  conditions  at  room  temperature
（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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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拉伸断口和拉伸后析出相形貌。图 4 是 T76 和

T73 为代表的两个过时效状态合金高温拉伸断口

形貌。由图 4 可以看出，在 125 ℃ 温度下，浅过时

效 T76 状态从室温典型的片层状沿晶断裂形貌为

主，转变为韧窝、沿晶、穿晶混合形貌，如图 4（a）和

（b）所示；当温度升高到 150 ℃ 时，断口完全呈现

韧窝特征，且韧窝尺寸显著增大，韧窝底部可见因

碎裂脱离基体的化合物颗粒，如图 4（c）和（d）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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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过时效状态的 7050 铝合金室温拉伸断口形貌　

Fig. 2    SEM morphology of 7050 alumin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over-aging conditions at room temperature（a），（b）T76；（c），（d）
T74；（e），（f）T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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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过时效状态的 7050 铝合金高温拉伸性能（L 向）　

Fig. 3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of 7050 alumin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over-aging condition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T76；（b）T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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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温度升高到 175 ℃ 时，韧窝侧壁更加光滑，

尺寸没有明显变化，如图 4（e）和（f）所示。对于深

过时效状态的合金，温度在 125 ℃ 时拉伸断口就显

示出完全被韧窝覆盖的特征，随着温度进一步的升

高，韧窝侧壁更加光滑，韧窝尺寸显著增加。 

2.3    过时效程度对拉伸性能、微观组织及断裂行为

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过时效程度的 7050
铝合金拉伸性能与实验温度以及微观组织变化存

在对应关系。根据经典的金属材料强化理论[23]，合

金变形时产生的位错与沉淀粒子之间存在切割和

绕过两种机制，当沉淀相粒子尺寸较小，并与基体

保持共格关系时，位错切过第二相粒子；当沉淀相

粒子尺寸较大并与基体不再保持共格关系，位错绕

过第二相粒子。合金屈服强度取决于拉伸过程中

位错启动所受阻力的大小[22]，位错切过粒子时所受

阻力高于绕过机制，因此合金中析出相尺寸越小，

含有共格析出相数量越多，位错需要切过更多的第

二相粒子，合金的屈服强度就越高。

图 5 为 7050 铝合金在不同过时效状态下的析

出相 TEM 明场像。可以发现，随着过时效程度的

加深，T74 过时效态与 T76 相比，晶内析出相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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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温度下高温拉伸断口形貌　

Fig. 4    SEM morphology of high temperature tensile of 7050 aluminum allo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b）125 ℃ T76；（c），
（d）150 ℃ T76；（e），（f）175 ℃ T76；（g），（h）125 ℃ T73；（i），（j）150 ℃ T73；（k），（l）175 ℃ T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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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略增大，晶界析出相略增大、分布更加断续，晶界

无析出带（PFZ）宽度变化不大，因此 T74 状态较

T76 状态的屈服强度仅小幅度降低 7 MPa；深过时

效 T73 效态与 T74 相比，晶内和晶界析出相数量明

显减少，析出相尺寸及析出相间距增大，因此屈服

强度较 T74 状态降低 22 MPa，降低幅度增加。

文献研究 [24] 认为，铝合金断裂包括穿晶剪切

断裂、穿晶韧窝断裂、粗大相开裂和沿晶开裂共四

种模式，室温拉伸时，并伴随微孔形核、长大、聚

集、断裂的过程。本研究的三种热处理状态均为过

时效，合金晶内析出相和晶界第二相已发生长大粗

化，位错难以在一个滑移带内进行运动，只能通过

攀移或交滑移的方式向前推移，位错与析出相的作

用机制为绕过。室温下拉伸发生变形时，位错首先

在晶内或晶界的粗大第二相处塞积、增殖，在局部

形成应力集中导致微裂纹萌生，微裂纹继续扩展、

汇聚形成主裂纹，最后断裂。浅过时效 T76 状态，

晶界第二相分布较 T74、T73 状态更为连续，由于

PFZ 较软，位错在 PFZ 中大量增殖，在晶界第二相

与 PFZ 交界处形成塞积，导致局部应力集中，空洞

优先在 PFZ 处形成并迅速长大、汇聚，呈现出沿晶

断裂的特征；此时晶内析出相细小弥散，强化效果

较好，仅在少量的残余第二相周围萌生裂纹源，长

大后与晶界 PFZ 处裂纹汇聚，此时在断口上可观察

到沿晶断裂伴随极少量的韧窝，如图 2（a）和（b）所

示。当过时效程度进一步加深至 T74 状态，因晶界

第二相分布更加断续，第二相间距增大，部分裂纹

在晶界 PFZ 的汇聚被打破，因此断口形貌中可以观

察到更多的韧窝，如图 2（c）和（d）所示。当过时效

程度进一步加深至 T73 状态，晶界第二相数量减

少、尺寸和间距增大，在晶界塞积的位错向晶粒内

部运动，裂纹优先在晶内或晶界处的粗大第二相周

围萌生、增殖，断裂后呈现穿晶韧窝型断口，并在韧

窝底部可见与铝合金基体脱离的碎裂第二相颗粒，

如图 2（e）和（f）所示。沿晶断裂和穿晶韧窝断裂方

式如图 6 所示。

如前文所述，合金屈服强度取决于位错启动所

受阻力的大小，对于高温变形情况下的 7050 合金

来说，位错开动阻力来自不同温度下的位错激活能

以及析出相对位错的钉扎作用。随着温度的升高，

合金中位错激活能降低，位错开动阻力明显降低，

导致屈服强度下降。

图 7 是 T76 和 T73 为代表的两个过时效状态

合金高温拉伸后析出相形貌。已有的研究结果表

明[22]，当温度超过 100 ℃ 时，7000 系铝合金晶内开

始析出 η′相，超过 150 ℃ 时，析出相进入快速粗化

长大阶段，随着温度升高粗化速度加快。对于两种

过时效状态 7050 合金，当拉伸温度为 125 ℃ 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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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5    不同过时效状态的 7050 铝合金微观组织形貌　

Fig. 5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7050 aluminum alloy under different over-aging conditions
（a），（b）T76；（c），（d）T74；（e），（f）T73

第 3 期 过时效对 7050 铝合金不同温度力学性能及断裂行为的影响 115



室温拉伸后相比，晶内析出相密度略有升高，出现

了 更 多 的 细 小 弥 散 的 析 出 相 ， 如 图 7（a） 、 （b） 、

（g）、（h）所示，析出相的位错钉扎作用抵消了一部

分高温软化效应，因此合金的屈服强度下降较为平

缓，两种时效状态屈服强度分别下降 19 MPa 和

17 MPa。
当拉伸温度为 150 ℃，两种过时效状态 7050

合金晶内析出相密度降低，尺寸增大，拉伸温度越

高，粗化现象越显著，粗化的析出相位错钉扎作用

较弱，无法抵消因温度升高引起的软化作用，因此

Dimple fracture

(b)

Crack

PFZ

Dislocation pileup

Residual second phase

Crack

PFZ

Dislocation pileup
Residual second phase

Intergranular fracture

(a)

 

图 6    沿晶断裂和穿晶韧窝断裂方式示意图

Fig. 6    Diagram of fracture mode　（a）intergranular fracture；（b）dimple fracture

50 μm50 μm

50 μm50 μm

50 μm50 μm100 μm100 μm

50 μm50 μm

50 μm50 μm

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50 μm50 μm100 μm100 μm 100 μm1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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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g) (h)

(i) (j) (k) (l)

 

图 7    7050 铝合金不同温度拉伸后析出相形貌，近<011>　

Fig. 7    Microstructure of 7050 aluminum alloy in <011> zone axis after stretch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b）125 ℃ T76；
（c），（d）150 ℃ T76；（e），（f）175 ℃ T76（g），（h）125 ℃ T73；（i），（j）150 ℃ T73；（k），（l）175 ℃ T73

116 航　空　材　料　学　报 第 41 卷



两种时效状态合金的屈服强度下降幅度提高，分别

下降了 31 MPa 和 32 MPa。当拉伸温度提高至 175 ℃
时，两种过时效状态 7050 合金晶内析出相继续粗

化，深过时效 T73 状态的粗化程度较 T76 状态更为显

著，导致 T73 状态屈服强度下降程度更快（52 MPa），

T76 状态下降 40 MPa。
高温断裂行为也受到上述微观组织变化的影

响 。 对 于 浅 时 效 T76 状 态 合 金 ， 当 拉 伸 温 度 为

125 ℃ 时，在热激活作用促进下，裂纹在析出相与

基体界面处同时萌生并扩展，断口呈现韧窝状，沿

晶剪切断裂特征显著弱化，如图 2（b）、图 4（b）所

示。当温度升高到 150 ℃、175 ℃ 时，位错激活能

进一步降低，裂纹在析出相/基体界面处同时萌生

现象更显著，沿晶剪切断裂特征完全消失。断口中

尺寸较小的韧窝形成于晶内小尺寸析出相与基体

界面处，尺寸较大韧窝形成于晶内或晶界大尺寸第

二 相 与 基 体 界 面 处 ； 随 着 温 度 从 150 ℃ 提 高 到

175 ℃，小尺寸韧窝数量减少，大尺寸韧窝数量增

多，这是因为高温下合金软化引起位错移动较快，

应力集中充分释放，裂纹萌生阶段延长，粗大第二

相周围合金基体塑性变形量增大并发生滑移，第二

相脱落后形成孔洞；温度越高，裂纹萌生时间和第

二相/基体界面处的变形量越大，韧窝尺寸越大。

对于深过时效 T73 状态合金，即使在 125 ℃ 拉伸

时，断口完全呈现韧窝断裂的形貌，这是因为晶内

和晶界的第二相尺寸及间距均大于 T76 状态，有利

于位错攀移和裂纹扩展。 

3    结论

（1）在室温下拉伸时，7050 铝合金的断裂行为

由过时效程度决定。随着过时效程度的加深，断裂

行为由沿晶断裂向沿晶断裂+韧窝断裂混合、完全

韧窝断裂转变；过时效程度越深，韧窝数量越多、尺

寸越大，晶界析出相与位错交互作用是影响变形、

断裂行为的主要原因。

（2）过时效程度和拉伸温度均对 7050 铝合金

高温拉伸性能产生影响。当拉伸温度不超过 150 ℃
时，不同过时效程度合金强度下降幅度相当，此时

强度降低受温度影响更显著；当拉伸温度达到 175 ℃，

深过时效 T73 状态合金的强度降低幅度大于浅过

时效 T76 状态，此时时效程度对强度的影响作用有

所提升。

（3）过时效程度和拉伸温度均对 7050 铝合金

高温断裂行为产生影响。在 125～175 ℃ 范围内高

温拉伸，浅过时效 T76 状态 7050 合金随温度的升

高，断口由滑移机制与第二相/基体界面滑脱混合

的穿晶滑移+韧窝断口转变为第二相/基体界面滑

脱 为 主 的 韧 窝 型 断 口 ； 而 深 过 时 效 T73 状 态

7050 合金断口在测试温度范围内均呈现第二相/基
体界面滑脱为主的韧窝型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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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ver-aging on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7050
aluminum allo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HE Weiwei1,2,    CHEN Junzhou1,2,    DAI Shenglong1,2*,    YI Linna1,2,    LI Huiqu1,2

（ 1.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2.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over-aging  degree  on  the  micro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7050  aluminum  allo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room temperature/high temperature tensile, SEM and 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behavior  of  7050  aluminum  alloy  at  room  tempera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over-agi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degree of over-aging, the fracture behavior changes from intergranular fracture to dimple fracture. The deeper the

degree of over-aging, the more dimples and the larger the number of dimples. Both the degree of over-aging and tensile temperature

have  effects  on  the  tensile  properties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7050  aluminum  alloy  at  high  temperature.  When  the  tensile

temperature is not higher than 150 ℃, the strength of the alloys with different over-aging degrees decreases to the same extent, and

the temperature is the main factor determining the tensile strength. When the tensile temperature is increased to 175 ℃, the strength

of the alloy in the deeply over-aged T73 decreases more than that in the lightly over-aged T76, and the effect of aging degree on the

strength increases to some extent.  In the range of 125 ℃  to 175 ℃,  the fracture of the deeply over-aged alloy turns into a dimple

fracture dominated by the second phase/matrix interface sliding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lightly over-aged alloy.

Key words:   7050 aluminum alloy；over-aging；high temperature tensile；fracture behavior；microstructure

（责任编辑：徐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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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工艺对新型铝合金超厚板组织与性能的影响

张新全
1,    臧金鑫

2,3*,    邢清源
2,3,    伊琳娜

2,3,    鲁    原2,    戴圣龙
2,3

（1．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 710089；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3．北京市先进铝合金材

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5）

摘要：采 用 硬 度 、 电 导 率 、 室 温 拉 伸 、 断 裂 韧 度 实 验 的 方 法 ， 研 究 155～175 ℃ 范 围 内 二 级 时 效 不 同 时 间

230 mm 铝合金超厚板各项性能的变化。利用透射显微镜（TEM）观察合金不同时效工艺下组织形貌特征。结果

表明：该铝合金超厚板优选的 T7451 二级时效制度为 155 ℃ 保温 24 h，此条件下合金横向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

率分别为 448 MPa，512 MPa，7.6%；L-T 向断裂韧度为 29.8 MPa•m1/2；电导率为 41.6%IACS。此时主要的强化相为

η'相和 η 相。时效温度是影响合金析出相密度和尺寸的主要因素，时效温度越高，析出相析出和长大的驱动力越

大，析出相尺寸越大，电导率越高，强度越低。晶内与晶界强度差减小，是过时效状态下合金断裂韧度提高的主要

原因。

关键词：铝合金超厚板；时效处理；微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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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Zn-Mg-Cu 系铝合金具有高比强度和良好

的综合性能，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方面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是世界各国航空、航天及军事领域不

可或缺的结构材料[1]。随着武器装备强烈的减重需

求，迫切需要采用大型整体构件代替传统由螺栓紧

固、焊接、铆接的复合结构，提高结构可靠性，并减

少零件数量，降低制造成本。大型整体构件的制造

需要大规格材料来保证，因而发展高性能大规格铝

合金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上述应用需求背景下，国内外针对大规格

铝合金厚板全流程制备工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 7050、7085、2124、7A04 等淬透性好的

合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合金成分与

淬火速率等合金淬透性研究、热加工变形工艺优

化设计与组织性能关系、热处理工艺与组织性能

的关系、残余应力控制等。在合金淬透性方面[2-4]，

有学者采用末端淬火实验研究合金的淬透性[3]，有

学者通过建立预测淬火过程中晶界和晶内析出相

演变的淬火析出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成分对

淬 火 析 出 行 为 的 影 响 [4]，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提 高

Zn/Mg 比、降低 Cu 含量、适当提高淬火冷却速率，

可有效提高合金的淬透性。大规格厚板厚度大，

不同厚度部位性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均匀性，为

尽可能消除不同厚度性能差异，国内外研究了先

进的热加工变形工艺 [5-7]，如异步轧制、差温轧制

等对大规格厚板组织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采用异步轧制、差温轧制可有效提高不同厚度部

位性能均匀性，提高板材高向性能。固溶、时效等

热处理工艺是实现大规格厚板最终性能调控的手

段，针对不同的合金，研究固溶、时效 [8-14] 工艺对

板材组织、性能的影响，得到了合金适宜的热处理

工艺参数；针对大规格厚板的特性，部分研究者研

究了非等温时效工艺 [12-14] 对板材性能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非等温时效工艺可使合金获得更优

异的综合性能，且减少工艺耗时。在残余应力控

制方面，有学者通过有限元模拟研究了预拉伸变

形量与残余应力的关系[15]，结果表明，适当控制预

拉伸变形量可有效消除残余应力。

目前国内工程化成熟应用的高性能铝合金厚

板最大厚度为 200 mm（7050-T7451 厚板），随着武

器装备整体构件尺寸日渐增大，急需开发厚度 200 mm
以上、性能不低于 200 mm 规格 7050-T7451 铝合金

厚板，以实现高性能大规格构件的整体制造。本工

作针对自主研发的厚度 230 mm 的铝合金超厚板开

展二级时效工艺研究，着重研究时效制度对电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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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室温拉伸、断裂韧度及组织的影响。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实验采用的合金为东轻公司生产的 230 mm 规

格超厚板，合金成分如表 1 所示，试样原始状态为

固溶态，固溶制度为 465 ℃/4 h+470 ℃/2 h，水冷；

双级时效工艺参数为：一级时效 120 ℃/6 h，二级时

效温度 155～175 ℃，时效时间 0～36 h，空冷。所

有电导率、硬度、室温拉伸、断裂韧度试样在板材

1/4 厚度处取样，电导率试样尺寸为 50 mm × 50 mm ×
10 mm，硬度试样尺寸为 50 mm × 50 mm × 10 mm，

横向拉伸试样毛坯尺寸为 20 mm× 20 mm × 120 mm，

L-T 向断裂韧度试样毛坯尺寸为 35 mm × 80 mm ×
80 mm。时效处理在循环鼓风干燥箱中进行，炉温

精度为 ± 2 ℃。
 

表 1    实验用合金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alloy

（mass fraction/%）

Si Fe Cu Zn Mg Zr Mn Cr Ti Al

0.02 0.05 1.66 7.78 1.89 0.09 <0.05 <0.05 <0.05 Bal.
 
 

硬度实验在万能硬度计上进行，实验过程按

GB/T 230.1—2018 进行；电导率实验采用 Sigmatest
2.069 电导率仪，实验过程按 GB/T 12966—2008 进

行；室温拉伸实验在 Instron 5887 电子万能试验机

上进行，实验过程按 GB/T 228.1—2010 进行；断裂

韧度实验在 MTS 试验机上进行，实验过程按 GB/T
4161—2007 进行。用 MTP-1 双喷电解减薄仪制备

透射电镜试样，电解液为硝酸∶甲醇=1∶3。透射观

察在 JEM-2000FX 型分析电镜上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的性能 

2.1.1    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电导率和硬度

图 1 为一级时效工艺 120 ℃/6 h，不同二级时

效工艺处理后铝合金超厚板的硬度与电导率变化

曲线。从图 1（a）可以看出，合金的时效响应很快，

随着时效温度的升高和时效时间的延长，合金的电

导率不断升高；在同样的二级时效时间下，二级时

效温度升高，电导率增加幅度增大。

从图 1（b）可以看出，合金的硬度呈现出与电

导率相反的变化趋势，在不同的温度下，硬度变化

趋势略有差异。165 ℃、175 ℃ 条件下，时效 2 h 硬

度达到峰值，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合金的硬度不

断降低；155 ℃ 条件下，时效 12 h 左右硬度达到峰

值，而后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合金的硬度降低。

在同样的二级时效时间下，二级时效温度升高，硬

度降低幅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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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二级时效工艺处理后铝合金超厚板的电导率和硬度变化曲线　（a）电导率；（b）硬度

Fig. 1    Conductivity and hardness curves of aluminum alloy plate at different ageing processes　（a）conductivity；（b）hardness
 
 

2.1.2    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力学性能

根据图 1 的实验结果，175 ℃ 二级时效条件

下，随着时效时间延长，合金硬度迅速降低，表明该

温度下合金时效响应过快，工艺窗口窄，不适合于

工业化生产。研究 155 ℃、165 ℃ 条件下二级时效

不同时间，合金横向室温拉伸和 L-T 向断裂韧度，

实验结果如图 2～图 3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出，合金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变

化趋势与图 1（b）相同。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

155 ℃ 条件下，时效 10～18 h，随着时效时间延长，

合金的强度不断降低，伸长率和断裂韧度略有升

高；时效 18～30 h 时合金的强度和断裂韧度均趋于

稳定；165 ℃ 条件下，时效 6～20 h，随着时效时间

的延长，合金强度不断降低，伸长率和断裂韧度升

高。对比图 2 不同温度下的时效曲线可看出，在同

样的时效时间下，时效温度越高，合金强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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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m 7050-T7451 厚板的横向室温拉伸屈服

强 度 、 抗 拉 强 度 和 伸 长 率 指 标 分 别 为 469  MPa，
410 MPa，5%，L-T 向断裂韧度指标为 25 MPa•m1/2，

综合考虑合金的强度和断裂韧度，确定适合的二级

时效制度为 155 ℃/20～28 h，优选制度为 155 ℃/24 h，

在此条件下，合金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和伸长率

分 别 为 512  MPa， 448  MPa， 7.6%； 断 裂 韧 度 为

29.8 MPa•m1/2；电导率为 41.6%IACS。 

2.2    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的组织特征

图 4 为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 < 001 > 带轴附近

满足{111}双光束条件下拍摄的透射组织。

时 效 时 间 12  h， 时 效 温 度 为 155 ℃ 时 （ 图 3
（a）），晶内析出相以均匀分布细小 η'相和 η 相为

主，晶界无析出带较窄。随着时效温度升高到 165 ℃
（图 3（b））、175 ℃（图 3（c）时，晶内析出相明显粗

化，析出相间距变小，晶内析出相以 η 相为主；晶界

平衡 η 相的尺寸更加粗大，间距变大，此外可以观

察到晶界无沉淀析出带宽度变大。

对比 155 ℃ 条件下，不同时效时间的透射组

织可以看出，时效时间从 12 h（图 3（a））向 24 h
（图 3（d））延长，晶内 η'相和 η 相尺寸随着时效时

间延长发生轻微长大，析出相数量密度增加，间距

略有增大；晶界处析出相形貌变化不大仍为短粗棒

状形态，断续程度增加，此外晶界无沉淀析出带的

宽度变化不明显。 

2.3    分析与讨论 

2.3.1    二级时效制度对合金析出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的铝合金超厚板在不同的二级时效制

度下，主要的析出相为针状的 η'相和棒状的 η 相。

随着时效温度的升高，η'相的体积分数逐渐减少，

η 相的比例不断增大。

从热力学角度来讲析出与长大需要一定的驱

动力。析出相的析出和长大与时效温度密切相关，

时效温度越高，析出相析出和长大的驱动力越大，

析出相的形核析出越快，析出相密度越大，长大越

明显，析出相尺寸越大。这与图 3 的观察结果相

符，在 175 ℃ 时效 12 h 时，η 相的密度和尺寸最

大。165 ℃ 时效 12 h 析出相的密度和尺寸明显大

于 155 ℃ 时效 24 h，说明时效温度是影响析出相析

出和长大的主要因素。 

2.3.2    二级时效制度对合金性能的影响

电导率作为合金耐腐蚀性能的一个重要判据，

与合金的抗应力腐蚀性能密切相关。本研究的合

金在不同的二级时效温度下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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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二级时效工艺处理后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　（a）T=155 ℃；（b）T=165 ℃
Fig. 2    Tension properties of aluminum alloy plate at different ageing processes　（a）T=155 ℃；（b）T=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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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二级时效工艺处理后合金的断裂韧度　（a）T=155 ℃；（b）T=165 ℃
Fig. 3    Fracture toughness of aluminum alloy plate at different ageing processes　（a）T=155 ℃；（b）T=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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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不断升高。电导率的变化主要与基体内溶

质的固溶程度及共格脱溶相周围的应变能大小相

关。在不同的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内不断有与基

体半共格的 η'相和非共格的 η 相析出（图 4），基体

的固溶度下降，因而合金的电导率不断升高，并且

二级时效温度越高，析出相析出越快，基体加速贫

化，因而电导率上升幅度越快（图 1（a））。本研究

的合金在优选的 T74 二级时效制度下电导率达

41.6%IACS，7050-T7451 厚板电导率一般为40%IACS
左右，这主要与合金化程度有关，本研究的合金总

合金化元素含量达 11.3%（质量分数，下同），7050
厚板（Al-6.2Zn-2.2Mg-2.3Cu）中限水平总合金化元素

为 10.7%，合金化程度越高，基体中的固溶度越高，

因而时效析出时，时效响应越快，电导率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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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 TEM 组织　（1）晶内；（2）晶界
       （a）155 ℃/12 h；（b）165 ℃/12 h；（c）175 ℃/12 h；（d）155 ℃/24 h

Fig. 4    TEM microstructure of alloy ageing at different secondary ageing processes　（1）matrix ；（2）grain boundary
（a）155 ℃/12 h；（b）165 ℃/12 h；（c）175 ℃/12 h；（d）155 ℃/24 h

 

对 于 时 效 强 化 的 合 金 ， 其 强 化 效 果 主 要 受

基体析出相的体积分数、大小和分布影响，其强化

主要取决于位错与析出相质点间的相互作用。在

一级时效状态下，合金晶内主要析出相为与基体共

格的 GP 区及少量的 η'相，此时析出相尺寸较小，且

自身强度较弱，析出相可变形，位错主要以切过粒

子的方式移动。过时效状态时，晶内主要析出相为

η'相和 η 相，如图 4 所示，析出相尺寸较大，与基体

不共格，位错无法切过它们，主要以绕过为主，变形

机制从剪切转变为 Orowan 机制，析出相对强度的

贡献与析出相的体积分数和析出相尺寸密切相

关。在较高的时效温度下，在二级时效的起始阶

段，析出相尺寸和密度迅速增大，因此，时效温度越

高，硬度显著增大（图 1（b））；随着过时效的进行，

析出相的体积分数基本保持不变，但析出相的尺寸

不 断 增 大 （ 图 4） ， 因 此 ， 合 金 的 强 度 不 断 降 低

（图 2）。

在过时效过程中，合金断裂韧度的变化主要可

以从晶粒内部和晶界处强度的变化来考虑。晶粒

内部和晶界处强度的变化受晶内析出相尺寸、间距

和密度、晶界析出相尺寸以及晶界无沉淀析出带宽

度的影响。随着时效温度升高或者时效时间的延

长，η ′相向平衡相 η 相转变，晶内 η 相尺寸变大

（图 4）；同时晶界平衡相也随之长大，晶界析出相

之间的间距增大，断续现象更加显著（图 4），无沉

淀析出带的增宽，晶界弱化。晶内粗大 η 相的出

现，导致基体和晶界的强度差降低，变形时，塑性流

变较均匀；粗大的晶界析出相使滑移传递困难，晶

界析出相之间间距较大，则断裂所需的临界应变

大，不易在粗大的晶界析出相处形成微孔，从而过

时效程度越大，断裂韧度越高（图 3）。 

3    结论

（1）新型铝合金超厚板适宜的 T74 二级时效制

度为 155 ℃ 保温 24 h，此条件下合金横向的屈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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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分别为 448 MPa、512 MPa、
7.6%；L-T 向断裂韧度为 29.8 MPa•m1/2；电导率为

41.6%IACS。此时主要的强化相为 η'相和 η 相。

（2）时效温度是影响合金析出相密度和尺寸的主

要因素，二级时效温度越高，析出相析出和长大的驱

动力越大，析出相尺寸越大，电导率越高，强度越低。

（3）晶内析出相粗化、晶界析出相间距增大、

晶界无沉淀析出带宽度增大等造成晶内与晶界强

度差减小，是过时效状态下合金断裂韧度提高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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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geing process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new super thick aluminum alloy plate

ZHANG Xinquan1,    ZANG Jinxin2,3*,    XING Qingyuan2,3,    YI Linna2,3,    LU Yuan2,    DAI Shenglong2,3

（ 1.  The  First  Aircraft  Institute  of  AVIC,  Xi ’an,  710089,  China； 2.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3.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dvanced Aluminum Alloys and Applications, Beijing 100095, China）

Abstract:   Hardness, conductivity, tension testing and fracture toughness of a new aluminum plate with thickness of 230 mm were

investigated when ageing at different time during 155～175 ℃. The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loy under different aging

processes were studied by 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aging system of T7451 for the super thick aluminum alloy plate is

155 ℃ for 24 h.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yield strength，tension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of the alloy are 448 MPa，512 MPa and

7.6%  respectively. The fracture toughness in L-T direction is 29.8 MPa•m1/2 and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s 41.6%IACS . At this

point  the  main  precipitation  is  η'  phase  and  η  phase.  Aging  temperatur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density  and  size  of

precipitated phase. The higher the ageing temperature is，the greater the driving force of precipitated phase is, the larger the size of

precipitated  phase  is,  the  higher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the  lower  the  strength  are.  The  decrease  of  the  strengt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trix  and  grain  boundar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fracture  toughness  of  the  alloy  under  over-aged

condition.

Key words:   aluminum alloy plate；ageing process；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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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对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125微观组织和
力学性能的影响

吴笑非
1,    宋尽霞

1*,    康永旺
1,    马秀萍

2,    王钦佳
1,3

（1．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高温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5；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熔铸中

心，北京 100095；3．北京科技大学 新金属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125 是我国现役主力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材料，本工作研究 Si、S、Zr 等微量元素对

DZ125 合金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S 在 DZ125 合金中主要以 M2SC 的形式和 MC 共生，同时在

碳化物和晶界富集；Si 主要在晶界碳化物中富集；当合金中 Zr 含量达到 0.044%（质量分数）时，M2SC 化合物中还

含有约 6 %的 Zr。在所研究的含量范围内，Si、S、Zr 等微量元素对 DZ125 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没有明显影响，但

对持久性能有一定影响，当 Si、S、Zr 含量升高到较高水平，合金的 760 ℃/804 MPa 持久寿命明显下降，980 ℃/235
MPa 持久寿命持续缓慢下降，这与 Si、S、Zr 含量升高所导致的 M2SC 相析出，Si、S 在碳化物和晶界的富集，以及枝

晶干区 γ′相立方化程度下降等微观组织变化有关。为了保证 DZ125 合金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Si、S、Zr 等微量元

素含量应控制在较低水平。

关键词：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微量元素；微观组织；力学性能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63
中图分类号：TG1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2021)03-0126-07

   

高温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中工作温度

最高、应力最复杂的热端部件，如涡轮叶片、机匣

等。由于原材料带入以及熔炼、重熔过程中的污

染，高温合金中通常含有数十种微量杂质元素，如

低熔点有害杂质元素 S、Bi、Pb、As、Se、Ag 和 Sn，

以及 N、O 等，影响合金凝固、偏析行为及最终的组

织性能。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国内外对高温合金

中微量杂质元素的分布规律、作用机制等开展了大

量研究工作 [1-3]，发现除 Bi、Te、Se、Pb 和 Ag 等痕

量杂质元素显著降低高温合金性能外，O、N、S、

Si、P 等元素对合金性能也有明显影响。通常认为

O、N、S 对高温合金是有害元素。研究表明，铸造

高温合金中 O、N 主要以氧化物、氮化物的形式存

在，使合金中显微疏松、夹杂数量增多，作为裂纹萌

生源及扩展通道，影响合金的拉伸、蠕变和疲劳性

能 [4-7]。S 优先在碳化物/基体界面和晶界偏聚，当

S 含量超过 0.005%（质量分数，下同）时，IN718 合

金的持久寿命急剧下降 [8]。在 K24 合金中当 S 含

量大于 0.009%时合金中出现 Ti2SC（Y 相），导致

K24 合金拉伸和持久性能明显下降[9]。此外，S 含

量降低可明显改善单晶合金高温抗氧化性能[10-12]。

Si 和 P 在高温合金中具有双重作用，其在一些

合金中对性能有益，但在另一些合金中对性能有

害。在 GH3535 合金中，加入 0.45% Si 使 GH3535
合金 700 ℃ 长期时效后析出和基体有特定取向关

系的 M12C 相，改善了其长期时效后的持久性能[13]。

Si 在含量很低时通过钉扎位错对 Ni-Fe 基合金有

一定强化作用，但随 Si 含量升高，合金的 650 ℃/
637 MPa 持久寿命明显下降[14]。研究表明，对很多

铸造高温合金而言，P 含量较高时，扩大合金的凝

固温度范围，加大热裂倾向性，加重凝固偏析，促

进 TCP 相析出，对合金的强度和塑性不利，如铸造

IN718 合金的 650 ℃/620 MPa 持久性能随 P 含量

增加而下降[15]，Rene N4 合金 850 ℃/500 MPa 持久

寿命随 P 含量增加而显著降低[16]。但是关于 P 的

有益作用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提高变形高

温合金的蠕变寿命方面，如通过 P 原子气团对位错

的钉扎作用，适当 P 含量可提高细晶 GH4133 合金

的力学性能[17]。

Zr 在高温合金中通常作为晶界强化元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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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改善 MC 碳化物的形态，从而提高合金的力

学性能 [18-19]；但是 Zr 促进 γ+γ′共晶析出，增加合

金 热 裂 倾 向 [18， 20]， 因 此 高 温 合 金 中 加 入 Zr 应

适量。

总的来说，微量元素对高温合金组织、性能的

影响与作用机制很复杂，在合金研制与生产时应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微量元素的控制要求，在保证合金

性能的条件下兼顾经济性与可行性。DZ125 合金

是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在 20 世纪 90 年代研制成

功的第一代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具有良好的中、高

温综合性能，是我国现役主力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

材料。本工作主要研究 Si、S、Zr 等 3 种微量元素

对 DZ125 合金微观组织和主要力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研究采用的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125 的名义

成分为（质量分数/%）：0.1C，8.9Cr，10.0Co，7.0W，

2.0Mo，5.2Al，3.8Ta，1.0Ti，1.5Hf，0.015B， 其 余 为

Ni。以 500 kg 真空感应炉熔炼的合金锭为基础，

在 25 kg 真空感应炉熔炼 8 种不同 S、Si、Zr 元素含

量的 DZ125 合金锭，其 Si、S、Zr 含量的实测值如

表 1 所示。将 8 种合金采用相同的定向凝固工艺

制备成尺寸为 ϕ15 mm × 170 mm 的定向凝固试棒，

然后进行热处理，其标准热处理制度为 1180 ℃/
2 h+1230 ℃/3 h，空冷+1100 ℃/4 h，空冷+870 ℃/20 h，

空冷。将热处理后的 8 种合金试棒加工成力学性

能试样，对其室温拉伸性能、760 ℃/804 MPa 和 980 ℃/
235  MPa 持 久 性 能 进 行 测 试 ， 研 究 杂 质 含 量 对

DZ125 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采 用  NANO450 型 扫 描 电 镜 及 所 带 能 谱 对

8 种试棒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以及持久断口进行观

察，并对杂质元素在合金中的存在形式进行分析；

采用 F200X 型透射电镜及所带能谱对合金中相的

结构进行了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微量元素对 DZ125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

不同微量含量的 DZ125 合金热处理态显微组

织如图 1 所示。可见 DZ125 合金主要由 γ、γ′、γ + γ′
共 晶 以 及 碳 化 物 组 成 ， 碳 化 物 主 要 为 MC（TaC、

HfC）型碳化物为主，还有少量的 M23C6 和 M6C，碳

化物的典型成分如表 2 所示。DZ125 合金中 γ′相
含量为 63%左右，γ + γ′共晶含量为 5%左右，枝晶

杆区域 γ′相形状较规则，呈立方状。在所研究的范

围内，随着 Si、S、Zr 等微量元素含量的升高，DZ125
合金主要的相组成以及共晶含量没有明显变化，但

其枝晶杆区域 γ′相立方化程度有所降低、边角变为

圆角状。

图 2 是 Si、S、Zr 等元素在 DZ125 合金中形成

的第二相，其成分如表 2 所示。可见 S 主要存在于

富 Hf、Ti 的 M2SC 化 合 物 中 ， 在 Zr 含 量 较 高 的

9#和 10#试样中发现部分 M2SC 化合物中还含有约

6%的 Zr， 这 是 由 于 DZ125 合 金 中 的 Ti、Hf、Zr
等元素均与硫、碳有较强的亲和力，易形成 M2SC
化合物。M2SC 化合物呈长条状或块状，分布于枝

晶间区域，与 MC 碳化物共生在一起，这和文献 [9]
中 报 道 的 相 似 ， 只 是 文 献 [9] 中 M2SC 为 Ti2SC
（Y 相），而本研究中 M2SC 主要富 Hf，同时含有约

7%的 Ti，这是由于 Hf 与 S、C 的亲和力比 Ti 更强。

据文献 [9]，Ti2SC（Y 相）为六方结构，与面心立方

结构的 MC 碳化物之间存在晶体学关系 [111]MC//
[0001]Y，（111）MC//（0001）Y，富 Hf 的 M2SC 相可能

与 MC 碳化物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晶体学关系。在

S 含量为 4.5×10-5 的合金中就有 M2SC2化合物出

现，随 S 含量升高，M2SC 化合物明显增多。此外碳

化物内和晶界处（图 3）也发现了 S 的富集。当

Si 含量为 0.05%时，Si 就在晶界处的析出物中富

集 ， 能 谱 分 析 表 明 ， 晶 界 处 的 含 Si 相 有 两 种 ，

一种 Cr 含量很高，透射电镜分析表明其为 M23C6，

晶 体 结 构 为 面 心 立 方 ， 晶 格 常 数 a  =  1.090  nm；

另一种除含有 Cr 外，还含有 55%左右的 Co、W、

Mo，同时其 Si 含量也比前一种高，其晶体结构还有

待进一步分析。除 M2SC 化合物外，在所研究的合

金中未发现其他含 Zr 相的存在。 

表 1    DZ125合金中 Si、S、Zr元素含量（质量分数/%）
Table 1    Contents  of  Si， S  and  Zr  in  various  DZ125  alloy

（mass fration/%）

Alloy No. Si S Zr

00 0.034 0.0004 0.0100

01 0.051 0.0045 0.0046

03 0.055 0.0060 0.0048

06 0.088 0.0075 0.0050

08 0.051 0.0052 0.0170

09 0.052 0.0041 0.0480

10 0.120 0.0087 0.0440

11 0.066 0.0011 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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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DZ125合金中析出物成分的能谱分析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2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precipitated phase’s compositions in DZ125 alloy（mass fraction/%）

Phase C Si S Zr Ti Cr Ni Hf Ta Al Co Mo W

MC 4.89 — — — 6.39 2.17 3.97 31.51 49.18 — 1.88 — —

MC 6.07 — — — 3.88 2.37 5.38 51.52 30.77 — — — —

M6C 3.25 — — — 1.29 16.14 18.86 — 7.93 1.08 9.22 12.90 29.32

M23C6 3.43 — 1.08 47.57 26.53 — 3.92 2.58 4.91 4.17 7.07

M2SC 4.31 — 10.08 — 7.26 3.63 6.90 67.83 — — — — —

M2SC with Zr 4.32 — 10.72 6.29 7.13 — 3.95 67.59 — — — — —

Carbide with S 4.72 — 2.29 — 3.91 6.86 9.74 30.01 33.98 — — — 8.50

M23C6 with Si 4.64 5.12 — — 2.06 42.89 21.24 7.45 — 1.21 4.30 3.04 8.05

M23C6 with Si 3.59 1.87 — — 0.86 57.37 9.41 4.26 — — 3.54 7.81 11.29

Carbide with Si 3.61 5.31 0.07 — 0.63 14.95 19.15 — — — 9.36 17.06 28.94

10 μm10 μm 1 μm1 μm

2 μm2 μm10 μm10 μm

10 μm10 μm 1 μm1 μm

(a) (b)

(c) (d)

(e) (f)

 

图 1    不同 Si、S、Zr 元素含量的 DZ125 合金热处理后的组织　（a）00#合金共晶和碳化物；（b）00#合金枝晶杆 γ ′相；
（c）06#合金共晶和碳化物；（d）06#合金枝晶杆 γ′相；（e）10#合金共晶和碳化物；（f）10#合金枝晶杆 γ′相

Fig. 1    Microstructures of DZ125 alloy with various content of Si, S and Zr　（a）eutectic and carbides in 00# alloy；（b）γ′ phase in
dendrite region of 00# alloy；（c）eutectic and carbides in 06# alloy；（d）γ′ phase in dendrite region of 06# alloy；（e）eutectic
and carbides in 10# alloy；（f）γ′ hase in dendrite region of 10#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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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量元素对 DZ125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

图 4 是不同含量微量元素的 DZ125 合金的室

温拉伸性能。可以看出，在所研究的范围内，Si、S、

Zr 等 3 种微量元素对 DZ125 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

影响不明显，不同含量微量元素的合金室温拉伸性

能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图 5 是不同含量微量元素的 DZ125 合金的持

久性能。可见，当 Si、S、Zr 等微量元素含量在较低

范围内时变化，对 DZ125 合金的中温持久性能影

响不明显，但当微量元素含量继续升高，如 Si 含量

超 过 0.08%， S 含 量 超 过 0.005%， Zr 含 量 超 过

0.01%时，合金的 760 ℃/804 MPa 持久寿命下降幅

度超过 20%，对于几种杂质含量同时升高到较高水

平的 10#合金，其 760 ℃/804 MPa 持久寿命与 00#

Carbide with Si

M2SC rich in Hf

M2SC rich in Hf

MC rich in Hf

MC

Carbide with Si

M23C6 with SiM23C6 with Si

M23C6 with SiM23C6 with Si

M23C6 with SiM23C6 with Si

10 μm10 μm

M2SC rich in Hf

20 μm20 μm

M2SC rich in Hf

MC rich in Hf

5 μm5 μm

MC

M6CM6C

5 μm5 μm

(a) (b)

(c) (d)

 

图 2    DZ125 合金中析出物的典型形貌（背散射像）　（a）9#合金基体；（b）9#合金晶界；（c）10#合金基体；（d）10#合金晶界

Fig. 2    Typical  precipitation  morphologies  in  DZ125  alloys  with  various  trace  elements（BSEI）　（a）9#  alloy  matrix；（b）grain
boundary in 9# alloy；（c）10# alloy matrix；（d）grain boundary in 10# alloy

HAADF W Mo S Cr Ti

Ta Si Ni Hf Co C

Al Zr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200 nm200 nm

 

图 3    10#合金晶界成分透射电镜能谱面分布分析结果

Fig. 3    TEM EDS mapping analysis results of compositions of grain boundary in 10# alloy

第 3 期 微量元素对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125 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129



合金的相比下降了约 50%。随 Si、S、Zr 等微量元

素含量升高，DZ125 合金的 980 ℃/235 MPa 持久寿

命 持 续 缓 慢 下 降 ， 当 其 含 量 较 高 时 ， 其 980 ℃/
235 MPa 持久寿命下降幅度为 20%左右。因此，

从 DZ125 合 金 的 综 合 性 能 角 度 出 发 ， Si、 P、 S、

Zr 含量等微量元素含量应控制在较低水平：Si ≤
0.08%，S ≤ 0.004%，Zr ≤ 0.01%。

从以上结果可见，Si、S、Zr 等微量元素对 DZ125
合金的持久性能有害。如前所述，S 在 DZ125 合金

中主要以 M2SC 的形式和 MC 共生，同时在碳化物

和 晶 界 富 集 ；Si 主 要 在 晶 界 碳 化 物 中 富 集 。 从

6#合金 760 ℃/804 MPa 持久拉伸后的纵向断口上

发现（图 6），位于枝晶间区域的 M2SC 相发生开

裂，位于晶界 M2SC 相开裂还引起晶界裂纹。在

10#合 金 持 久 试 样 断 口 中 也 发 现 类 似 的 现 象 。

M2SC 为六方结构，MC 为面心立方结构，在拉伸过

程 中 其 与 MC 的 界 面 易 于 开 裂 [9]， 成 为 裂 纹 源 。

S 偏析于晶界，高温促进了 S 的热激活，尤其是枝

晶间区域的 S 向晶界扩散，降低晶界能，强烈弱化

晶界，晶界易于滑移、开裂，同时 S、Si 在晶界碳化

物中富集，也导致晶界强度进一步降低，从而造成

DZ125 合金 760 ℃ 和 980 ℃ 持久强度明显下降。

此外，随 Si、S、Zr 等微量元素含量升高，DZ125 合

金枝晶杆区域 γ′相立方化程度有所降低、边角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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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微量元素含量对 DZ125 合金室温拉伸性能的影响　（a）Si；（b）S；（c）Zr
Fig. 4    Effect of minor element contents on tensile properties of DZ125 alloy at room temperature　（a）Si；（b）S；（c）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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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量元素含量对 DZ125 合金持久性能的影响　（a）Si；（b）S；（c）Zr
Fig. 5    Effect of minor element contents on stress rupture properties of DZ125 alloy　（a）Si；（b）S；（c）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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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合金 760 ℃/804 MPa 持久拉伸 86 h 后的二次裂纹　（a）M2SC 开裂；（b）晶界裂纹

Fig. 6    Secondary crack in 6# alloy after stress ruptured under 760 ℃/804 MPa for 86 h　
（a）crack in M2SC；（b）crack in grain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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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角状，也是其持久性能下降的原因之一。

Zr 在高温合金中作为晶界强化元素，同时可改

善碳化物形态，通常来说适当添加 Zr 可提高高温

合金的力学性能。由于定向凝固高温合金没有横

向晶界、晶界较少，其 Zr 含量一般不超过 0.03%。

但从以上结果来看，Zr 含量超过 0.01%时就导致

DZ125 合金中温持久性能明显下降，与文献 [3] 报

道的加入 0.07% Zr 明显提高 DZ417G 合金持久性

能不同，这可能与 Zr 在 DZ125 合金中促进 M2SC
相析出有关。 

3    结论

（1）在所研究的范围内，随着 Si、S、Zr 等微量

元素含量的升高，DZ125 合金主要的相组成以及共

晶含量没有明显变化，但其枝晶杆区域 γ′相立方化

程度有所降低、边角变为圆角状。

（2）S 在 DZ125 合金中主要以 M2SC 的形式和

MC 共生，同时在碳化物和晶界富集；Si 主要在晶

界碳化物中富集；当合金中 Zr 含量较高时，M2SC
化合物中还含有约 6%的 Zr。

（3）在所研究的范围内，Si、S、Zr 等 3 种微量

元素对 DZ125 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影响不明显；

Si、S、Zr 等微量元素含量在较低范围内变化时，对

DZ125 合金的持久性能影响不明显，但当微量元素

含量继续升高，合金的 760 ℃/804 MPa 持久寿命明

显下降，980 ℃/235 MPa 持久寿命持续缓慢下降，

这与 Si、S、Zr 所导致的 DZ125 合金微观组织变化

有关。为了保证 DZ125 合金具有良好的综合性

能，Si、S、Zr 等微量元素含量应控制在较低水平：

Si ≤ 0.08%，S ≤ 0.004%，Zr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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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nor elements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DZ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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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i, S and Zr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 DZ125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 formed M2SC compound growing with MC carbides together in DZ125 alloy, and S was also

rich in carbides and grain boundary. Si mainly distributed in carbides in grain boundary. When Zr content in DZ125 alloy is up to

0.044 % (mass fraction), Zr participated the formation of M2SC, which have about 6 % Zr.  In the scope of research, Si,  S and Zr

hadn’t obvious effect on the tensile properties at room temperature of DZ125 alloy. However, they had harmful influence on the

stress rupture properties, when their content in the alloy increased to some high level,  the stress rupture lives under 760 ℃/804

MPa were degraded about 50%. And the stress rupture lives under 980 ℃/235 MPa decreased slowly with the content of Si, S and

Zr. The deterioration of stress rupture properties was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M2SC, the enrichment of S and Si in carbides and grain

boundary, as well as the decline of cuboidal content of γ'phase in the dendrite regions. Therefore, the content of Si, S and Zr should

be kept to low level relatively, in order to ensure DZ125 alloy have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minor element；microstructure；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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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uman吸收体的吸波特性

姜晓文
*,    黄大庆,    张    昳,    史有强,    王智勇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 100095）

摘要：为研究 Jauman 吸收体的吸波特性，采用有机导电涂层材料和聚氨酯泡沫作为电阻屏和隔离层材料，测试电

阻屏和隔离层泡沫的电磁参数，首先研究 Salisbury 屏吸波特性，包括不同电阻屏厚度对电磁波输入阻抗、反射系数

以及反射率的影响，然后计算双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输入阻抗，以及电阻屏厚度对 Jauman 吸收体反射系数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 Salisbury 屏第一层厚度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第二层厚度增加，材料反射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规

律。对于双屏 Jauman 吸收体，当第二层厚度为 72 μm，第四层厚度为 11 μm 时，反射系数绝对值 |Γ|最小值为

0.00157，吸波性能最优。双屏 Jauman 吸收体反射率小于–10 dB 的带宽达到 13.1 GHz，Salisbury 屏反射率小于

–10 dB 的带宽为 9.1 GHz，表明双屏 Jauman 吸收体吸收带宽明显大于 Salisbury 屏吸收体吸收带宽。

关键词：Jauman 吸收体；输入阻抗；Smith 圆图；Salisbury 屏；吸波材料

doi：10.11868/j.issn.1005-5053.2021.0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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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sbury 屏 和 Jauman（ 也 写 作 Jaumann[1]） 吸

收体均为干涉型吸波材料，其中 Salisbury 屏为两层

结构，第一层材料为支撑体（也叫隔离层），厚度为

电磁波波长的四分之一，第二层材料具有一定导电

性，厚度非常薄，称为电阻屏 [2-4]。Jauman 吸收体

是 Salisbury 吸收体的延伸，Salisbury 屏属于一种最

简单的 Jauman 吸收体。Jauman 吸收体可看作是将

多个 Salisbury 吸收体复合叠加而形成 [5]。Jauman
型吸收体在能源利用、宽带吸收体设计、吸收体电

路模拟计算等多方面得到应用和发展[6-8]。

NEO 等运用 Smith 圆图详细分析了 Salisbury
屏的吸波特性和电磁波零反射原理，即当电阻屏表

面电阻等于自由空间阻抗时（R = 377 Ω），隔离层厚

度对应的四分之一波长的电磁波进入 Salisbury 屏

后 会 发 生 零 反 射 现 象 ； 同 时 还 分 析 了 双 电 阻 屏

Jauman 吸收体和三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的电磁特

性，并给出了在特定频率下双电阻屏 Jauman 吸收

体和三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每一层电阻屏电阻值

的计算方法[9]。Li 等也运用 Smith 圆图分析并设计

了吸波性能优异、宽带的三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

当三个电阻屏的电阻分别为 R1 = 320 Ω，R2 = 670 Ω，

R3 = 1560 Ω 时，组成的 Jauman 吸收体在 4～16 GHz
频 率 范 围 内 反 射 率 均 小 于 –20  dB[10]。 另 外 ，

KNOTT 等设计并分析了圆柱形的五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的吸波特性（R1 = 75.4 Ω，R2 = 304 Ω，R3 =
679 Ω，R4 = 1206 Ω，R5 = 1885 Ω）[11]。

目前关于 Jauman 吸收体研究中主要采用通过

调控电阻屏表面电阻进行吸波性能设计，对电阻屏

表面电阻关注较多，而在电阻屏材质选择上以及通

过电阻屏的电磁参数分析 Jauman 吸收体的吸波特

性方面报道较少，忽略了电阻屏本身厚度对材料输

入 阻 抗 的 影 响 ， 因 而 限 制 了 用 传 输 线 方 法 研 究

Jauman 吸收体以及 Jauman 吸收体的宽带设计和应

用。本工作采用聚氨酯泡沫作为隔离层材料，有机

导电涂层材料作为电阻屏，测试电阻屏的电磁参

数，首先研究 Salisbury 屏吸波特性，包括不同电阻

屏厚度对电磁波输入阻抗、反射系数以及反射率的

影响，然后计算双电阻屏 Jauman 吸收体输入阻抗，

以及研究电阻屏厚度对 Jauman 吸收体反射系数的

影响。 

1    实验及方法
 

1.1    材料

石蜡：工业级；导电金属粉 S，工业级，北京航

空材料研究院；聚氨酯泡沫，工业级，北京航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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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姜晓文（1988—），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吸

波涂层材料研究，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环山村北

京 航 空 材 料 研 究 院 （ 100095） ， E-mail： huaxuexiaowen@
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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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1.2    实验方法

材料在频率为 8～18 GHz 的复介电常数和复

磁导率下，基于同轴法和波导法采用矢量网络仪进

行测定；测试设备为 HP8722ES 矢量网络分析仪，

根据传输线理论模拟计算出 Salisbury 屏和 Jauman
吸收体输入阻抗、反射系数和反射率等。 

2    结果与讨论
 

2.1    吸收剂电磁参数

选取导电金属粉 S，将金属粉 S 与石蜡按质量

比为 1∶1 共混，制成有机导电涂层材料，然后测试

其在电磁波频率范围为 8～18 GHz 时的电磁参数；

另外测试聚氨酯泡沫在频率范围为 8～18 GHz 的

电磁参数[12]。依据上述聚氨酯泡沫材料和有机导

电涂层材料电磁参数运用传输线理论计算 Salisbury
屏和 Jauman 吸收体的输入阻抗、反射系数和反射

率等数据。

图 1 是导电材料和聚氨酯泡沫在 8～18 GHz
范围内的电磁参数曲线。从图 1（a）中可以看出，

当电磁波频率为 8 GHz 时，有机导电材料的介电常

数实部 ε′值为 89，介电常数虚部 ε′′值高达 209，频

率为 18 GHz 时，有机导电材料的 ε′值为 18.9，ε′′值
高达 116，具有很高的介电常数，而磁导率实部 μ′
和虚部 μ′′在 8～18 GHz 范围内均很小。从图 1（b）

中可以看出，聚氨酯泡沫的 ε′值在频率为 8～18 GHz
范围内基本保持不变，为 1.6 左右，μ′为 1.0 左右，

ε′′和 μ′′值均接近为零，与自由空间电磁参数接近，

因此聚氨酯泡沫可以作为 Salisbury 屏和 Jauman 吸

收体的隔离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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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种材料电磁参数　（a）有机导电材料；（b）聚氨酯泡沫；

Fig. 1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of two kinds of materials　（a）conducting coating；（b）PU foam
 
 

2.2    Salisbury屏分析

采用上述聚氨酯泡沫和有机导电涂层材料可

以制成 Salisbury 屏吸收体，其中氨酯泡沫作为隔离

层，有机导电涂层材料作为电阻屏材料。图 2 是

Salisbury 屏吸收体结构示意图，Salisbury 屏的基底

一般为金属平板或金属膜，可以近似看作是理想导

体，第一层即底层为隔离层，第二层即面层为电阻屏。

设定 Salisbury 屏底层材料聚氨酯泡沫厚度为

4 mm，根据四分之一波长原理，其对应电磁波发生

干涉相消时的波长为 16 mm，电磁波频率为 14.6 GHz，
位于较为常见的 Ku 波段。研究当第二层材料厚度

在 0～0.1 mm 范围内时，Salisbury 屏的吸波特性。

式（1）是 Salisbury 屏吸收体的第一层输入阻

抗 Zin1 计算公式，其中 η1 是第一层材料特征阻抗，

Γ1 是电磁波在第一层材料中复传播常数。式（2）

是 Salisbury 屏吸收体的第二层输入阻抗 Zin2 计算

公式，其中 η2 是第二层材料特征阻抗，Γ2 是电磁波

在第二层材料中复传播常数[13]。式（3）是归一化输

入阻抗 zin 计算公式（归一化常数为自由空间特征

阻抗 η0）。

Zin1 = η1 tanh(γ1d1) = −jη1 tan(jγ1d1) (1)

z

x

Free space

Incident plane wave

Layer

2

Layer 1 Metal

plane

o 

图 2    Salisbury 屏吸收体结构示意图

Fig. 2    Scheme of Salisbury screen absorber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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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2 = η2
Zin1+η2 tanh(γ2d2)
η2+Zin1 tanh(γ2d2)

= η2
Zin1− jη2 tan(jγ2d2)
η2− jZin1 tan(jγ2d2)

(2)

zin =
Zin

η0
(3)

根据式（1）和（2）可以计算 Salisbury 屏的输入

阻抗和归一化输入阻抗。图 3 是 Salisbury 屏归一

化输入阻抗绝对值|zin|随材料厚度变化曲线。从图 3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材 料 厚 度 从 0 开 始 逐 渐 增 加 至

4.1 mm 时，|zin|随材料厚度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规律。其中：（1）在材料厚度从 0 开始逐渐增加

至 4 mm 时（即在 Salisbury 屏的隔离层内部区域），

|zin|从 0 开始缓慢增加，当材料厚度接近 4 mm 时，

|zin|急剧增加，材料厚度 4 mm 时（即在 Salisbury 屏

底层与面层的界面处）|zin|达最大值 31.3，而自由空

间归一化阻抗为 1，表明材料的输入阻抗与自由空

间阻抗差距很大，阻抗匹配性很差。（2）当材料厚

度从 4 mm 逐渐增加至 4.1 mm 时（即在 Salisbury
屏的电阻屏内部区域）， |zin|随厚度增加而急剧下

降，当厚度为 4.1 mm 时 |zin|降至 0.23，明显小于 1，

表明材料的输入阻抗与自由空间阻抗差距很大，阻

抗匹配性很差。另外，当材料厚度分别为 2.3 mm
和 4.022 mm 时，|zin| = 1；当厚度为 2.3 mm 时，根据

式（1）和（2），可得 zin = 0.03 + j，而自由空间归一化

阻抗为 1，表明材料的输入阻抗与自由空间阻抗差

距很大，因此在材料厚度为 2.3 mm 时，材料与自由

空 间 阻 抗 匹 配 性 仍 然 很 差 ； 当 材 料 厚 度 为

4.022 mm 时，zin = 0.98 + 0.19j，而自由空间归一化

阻抗为 1，两者较接近，表明材料输入阻抗与自由

空间阻抗匹配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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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alisbury 屏对电磁波的归一化输入阻抗绝对值（|zin|）
Fig. 3    Absolute value of normalized input impedance（|zin|）of

Salisbury screen on microwave
 

图 4 是 Salisbury 屏的第二层厚度为 0～100 μm
时的反射系数 Γ 的 Smith 圆图（其中第一层材料厚

度为 4 mm 保持不变），图中标有−20.4 dB 的圆圈

代表在此圆圈上的点的|Γ|值所对应的反射率均为

−20.4 dB。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对于频率为 14.6 GHz
电磁波，Γ 随第二层厚度增加而变化明显，Γ 的绝对

值| Γ |（即曲线上的点与圆心的距离）呈现先减小后

增大的规律。当第二层厚度为 0.5 μm 时，| Γ |的值

为 0.9；当第二层厚度逐渐增加至 22 μm 时，| Γ |的
值最小，为 0.096，在此厚度下的反射系数对应反射

率为−20.4 dB，表明在此厚度下材料的吸波性能优

异；当第二层厚度继续增加至 100 μm 时，| Γ |的值

逐渐升高至 0.63，表明吸波性能逐渐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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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alisbury 屏对电磁波的反射系数 Γ 的 Smith 圆图

Fig. 4    Reflection coefficient Γ of Salisbury screen
 

图 5 是 Salisbury 屏的第二层（电阻屏）厚度为

0～100 μm 时对频率为 14.6 GHz 电磁波反射率曲

线（其中第一层材料厚度为 4 mm 保持不变）。从

图 5 中可以看出，随着第二层厚度增加，材料反射

率 呈 现 先 降 低 后 升 高 的 规 律 ， 当 第 二 层 厚 度 为

0.5 μm 时，材料反射率为−0.92 dB，当第二层厚度

继续增加至 22 μm 时，材料反射率达最小值−20.4 dB，

随后当第二层厚度继续增加至 100 μm 时，材料反

射率由最小值逐渐升高至−3.99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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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厚度 Salisbury 屏对电磁波的反射率

Fig. 5    Reflectivity of  Salisbury  screen  with  different   thick-
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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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auman吸收体分析

图 6 是双电阻屏四层 Jauman 吸收体结构示意

图，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为隔离层，第二层和第四

层为电阻屏。表 1 是双屏 Jauman 吸收体各层数

据，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材料均为聚氨酯泡沫，设

定厚度均为 4 mm 不变；根据上述 Salisbury 屏结果

将第二层厚度设定为 22 μm，研究当第四层厚度在

0～100 μm 之间时的吸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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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双屏 Jauman 吸收体示意图
Fig. 6    Scheme of  double-screen  Jauman  microwave   absorb-

ing material with four layers
 
 

表 1    双屏 Jauman吸收体的各层数据

Table 1    Data of layers of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Layer Material Thickness/mm

1 Foam 4

2 Conducting coating 0.022

3 Foam 4

4 Conducting coating 0-0.1
 
 

图 7 是双屏 Jauman 吸收体的|zin|随材料厚度变

化曲线。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在材料厚度从 0 开始

逐渐增加至 8.122 mm 时，|zin|随材料厚度增加呈现

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在材料厚度从 0 开始逐渐

增加至 4 mm（即在 Jauman 吸收体的第一层内部区

域）以及从 4 mm 增加至 4.022 mm（即在 Jauman 吸

收 体 的 第 二 层 内 部 区 域 ） 时 ， |zin|的 值 与 上 述

Salisbury 屏的 |zin|计算结果相同。在材料厚度从

4.022 mm 逐渐增加到 8.022 mm（即在 Jauman 吸收

体第三层内部区域）时，|zin|从 1 开始缓慢下降，当

材料厚度为 8.022 mm 时，|zin|为 0.62。当材料厚度

从 8.022  mm 逐渐增加至 8.122  mm（即在 Jauman
吸收体第四层内部）时，|zin|进一步降低，当材料厚

度为 8.122 mm 时， |zin|为 0.17，表明材料与自由空

间阻抗匹配性较差。因此需进一步研究第二层电

阻屏厚度变化对 Jauman 吸收体吸波性能的影响。

表 2 是不同电阻屏厚度的双屏 Jauman 吸收体

各层数据，其中第二层厚度范围为 12～82 μm，第

四层厚度为 0 ～100 μm。图 8 是不同电阻屏厚度

的 Jauman 吸收体的 Γ 的 Smith 圆图。从图 8 中可

以看出，当第二层厚度为 12 μm 时， | Γ |的最小值

为 0.48（此时第四层厚度接近为零）。随着第二层

厚度逐渐增加，| Γ |的最小值逐渐降低，当第二层厚

度增加至 72 μm 时，| Γ |的最小值为 0.00157（此时

表 2    不同电阻屏厚度的双屏 Jauman吸收体各层数据

Table 2    Data of layers of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Layer Material Thickness/mm

1 Foam 4

2 Conducting coating 0.012-0.082

3 Foam 4

4 Conducting coating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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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双屏 Jauman 吸收体对电磁波的|zin|值

Fig. 7    Absolute value of normalized input impedance（|zin|）of
double-screen Jauman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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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双屏 Jauman 吸收体对电磁波的反射系数 Smith 圆图

Fig. 8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double-screen Jauman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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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厚度为 11 μm），表明反射系数逐渐变小，吸

波性能逐渐变好。当第二层厚度增加至 82 μm 时，

| Γ |的最小值为 0.0134（此时第四层厚度为 13.5 μm），

因此第二层厚度优选 72 μm。

表 3 为 Salisbury 屏和经过厚度设计得到的双

屏 Jauman 吸收体各层数据。图 9 是 Salisbury 屏和

双屏 Jauman 吸收体对不同频率电磁波的反射率性

能曲线。从图 9 中可以看出，双屏 Jauman 吸收体

在频率为 10.3～18 GHz 范围内反射率小于−15 dB，吸

收带宽为 7.7 GHz，而 Salisbury 屏在 10.2～16.1 GHz
范围内反射率小于−15 dB，吸收带宽为 5.9 GHz；双

屏 Jauman 吸收体在频率为 4.9～18 GHz 小于−10 dB，

吸收带宽为 13.1 GHz，Salisbury 屏在 8.9～18 GHz
范围内反射率小于−10 dB，吸收带宽 9.1 GHz，表明

双屏 Jauman 吸收体吸收带宽明显大于 Salisbury 屏

吸收体。

 
表 3    Salisbury屏和双屏 Jauman吸收体各层数据

Table 3    Layers  of  Salisbury  screen  material  and  double-
screen Jauman screen material

Radar absorbing
material

Layer Material
Thickness/
mm

Salisbury screen 1 Foam 4

2 Conducting coating 0.022

Jauman screen 1 Foam 4

2 Conducting coating 0.072

3 Foam 4

4 Conducting coating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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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alisbury 屏和双屏 Jauman 吸收体对电磁波的反射率
Fig. 9    Reflectivity  of  Salisbury  screen  and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3    结论

（1）Salisbury 屏吸收体第二层厚度对电磁波输

入阻抗及反射率均影响很大。反射系数 Γ 随第二

层厚度增加而明显变化，Γ 的绝对值| Γ |呈现先减

小后增大的规律。当第二层厚度为 22 μm 时，| Γ |
最小，为 0.096，在此厚度下的反射系数对应反射率

为−20.4 dB，表明在此厚度下材料的吸波性能优异。

（2）双屏 Jauman 吸收体的第二层厚度对反射

率影响较大。反射系数 Γ 随 Jauman 吸收体第二层

厚度增加而明显变化，| Γ |的最小值呈现先减小后

变大的规律。当第二层厚度为 72 μm，第四层厚度

为 11 μm 时，反射| Γ |最小值为 0.00157，对应反射

率为-56 dB，吸波性能最优。

（3）经过阻抗匹配设计，双屏 Jauman 吸收体在

频率为 10.3～18 GHz 小于−15 dB，带宽为 7.7 GHz，
Salisbury 屏在 10.2～16.1 GHz 范围内反射率小于

−15 dB，带宽为 5.9 GHz；双屏 Jauman 吸收体在频

率为 4.9～18 GHz 小于−10 dB，带宽为 13.1 GHz，
Salisbury 屏 在 8.9～ 18  GHz 范 围 内 反 射 率 小 于

−10 dB，带宽 9.1 GHz，表明双屏 Jauman 吸收体吸

收带宽明显大于 Salisbury 屏吸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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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agnetic absorbing properties of Jauman absorber

JIANG Xiaowen*,    HUANG Daqing,    ZHANG Yi,    SHI Youqiang,    WANG Zhiyong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bsorbing  properties  of  Jauman  absorber,  organic  conductive  coating  material  and  polyurethane

foam were used as resistive screen and isolation layer material respectively. The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of the resistive screen

and  the  isolation  foam  material  were  tested.  Firstly,  the  absorbing  characteristics  of  Salisbury  screen,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thickness of different resistance screens on the input impedanc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and reflectivit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wave

were studied, and then the input imped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resistive screen on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the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thickness of the first  layer of Salisbury screen is

constant, the reflectivity of the material first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second layer. For

the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when the thickness of the second layer is 72 μm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fourth layer is 11 μm,

the absolute value |Γ| of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is 0.00157, and the absorbing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The bandwidth of reflectivity

of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less than −10 dB is 13.1 GHz, and that of Salisbury screen less than −10 dB is 9.1 GHz, indicating

that the bandwidth of double-screen Jauman absorbe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Salisbury screen absorber.

Key words:   Jauman absorber；input impedance；Smith chart；Salisbury screen；microwave absorbing material

（责任编辑：曹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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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熔融沉积钛合金-镍基高温合金异种材料
界面冶金控制

张旭东
1,    赵梓钧

2,    曾    琦3,    刘    伟2*,    孙兵兵
2,

李    能2,    高    超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二三工厂，河北 邯郸 057150；2．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3D 打印研究与工程技术中心，

北京 100095；3．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

摘要：钛合金-镍基高温合金异种材料复合结构能充分发挥两种材料各自的优势，实现性能互补，在航空发动机制造

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本工作针对 TC4-GH4169 异种材料复合结构，设计了（V-15Cr）+ 0Cr13 中间过渡层结构，

并采用激光熔融沉积技术进行制备，研究激光功率和粉末铺叠方式对激光熔融沉积 TC4-GH4169 异种材料界面冶

金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界面冶金控制是影响 TC4-GH4169 异种材料冶金质量的

关键因素。采用送粉式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当激光功率为 400 W 时，由于激光能量较低，0Cr13 和 V-15Cr 之间未

发生有效冶金反应，出现了层间剥离现象；采用 600 W 激光功率，（V-15Cr）/0Cr13 界面出现了少量的脆性 σ 相；当

功率增加至 800 W 时，0Cr13 和 V-15Cr 熔覆层之间具有较大的稀释率，界面处形成了层厚约为 20 μm 且连续分布

的 σ 相。采用预置粉末的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并使激光焦点处于 V-15Cr 熔覆层的表面，可使 0Cr13 和 V-15Cr 熔

覆层之间的稀释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有效避免了界面 σ 相的形成。剪切实验结果表明，断裂发生在 V-15Cr 合金

层，界面强度达到 299 MPa，强度系数达到 0.61。

关键词：激光熔融沉积；稀释率；TC4 钛合金；GH4169 高温合金；界面冶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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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合金是目前航空发动机中广泛应用的轻质

结构材料，具有高比强、高比刚和耐腐蚀等特点[1]，

但随着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提高，发动机工作温度

不断提高，钛合金的抗蠕变性能和高温抗氧化性急

剧下降，严重限制了钛合金的高温应用[2]。镍基高

温合金具有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抗氧化性能和抗

蠕变性能，常被用来制造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满

足高温服役需求，提升发动机推力[3]，但镍基高温

合金密度约 8.9 g/cm3，几乎是钛合金的两倍，大量

使用将增加发动机质量，限制推重比的提高。若将

钛合金与镍基高温合金连接起来制造航空发动机

零部件，则可实现两种材料之间的优势互补，在保

证发动机推力的同时，大幅度的减轻自重，提高推

重比。

然而，钛合金和镍基合金的连接存在以下突出

问题：（1）二者的热导率和热膨胀系数等热物理性

能相差较大，连接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热应力，极易

产 生 微 观 裂 纹 甚 至 发 生 宏 观 断 裂 [4-5]； （2）Ti 和

Ni 具有极强的亲和力（Ti 在液态 Ni 中的溶解焓为

–170 kJ/mol[6]），由 Ti-Ni 二元相图可知，两种元素

可反应生成 Ti2Ni 和 TiNi3 等脆性金属间化合物，

大幅度增加连接界面的脆性。目前，有学者已尝试

选用扩散焊[7]、爆炸焊[8-9]、激光焊[10-12] 及电子束焊[13-14]

等方法对钛合金-镍基合金异种材料进行直接连

接，但均无法避免 Ti、Ni 异种金属间形成脆性金属

间化合物，难以实现有效连接。添加合适的中间过

渡层可减少或避免脆性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是优

化钛合金-镍基合金异种金属接头组织、提高连接

强度的有效方法。目前已尝试添加的中间过渡层

主要有：Cu[15]、V[14]、Nb[7]、Ni[7]、V/Cu[14]、Nb/Cu[16]

等。从研究结果来看，添加中间过渡层能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钛合金-高温合金接头的力学性能，但目

前所采用的中间层仍难以在保证较好界面结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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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同时，还与钛合金、镍基合金具有良好的冶金

兼容性。此外，由纯金属组成的中间层，其自身强

度较低，限制了异种材料强度的提高。

本工作在前期实验基础上，考虑到 V 与 Ti 的

无限固溶性质，选用 V-15Cr 合金作为 TC4-GH4169
异种材料的第一层中间过渡层；选用 0Cr13 不锈钢

作 为 第 二 层 中 间 过 渡 层 ， 主 要 考 虑 到 0Cr13 与

GH4169 具有较好的冶金相容性，同时合金中的 Cr
含量与V-15Cr 合金相当。因此，本工作以（V-15Cr）+
0Cr13 组成的复合层作为 TC4 和 GH4169 之间的

中间过渡层，并采用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制备 TC4-
GH4169 异种材料，重点探讨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对

（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界面冶金质量的影

响，通过对中间层界面冶金反应的控制，避免产生

脆性金属间化合物和其他冶金缺陷，以期为 TC4 钛

合金-GH4169 高温合金异种材料结构的制备提供

理论和技术基础。 

1    实验方法

采用厚度为 8 mm 的 TC4 钛合金板材作为激

光 熔 融 沉 积 的 基 板 ； 采 用 质 量 比 为 17∶3 的 V、

Cr 纯元素混合粉为原材料，通过激光熔融沉积制

备 TC4 与 GH4169 之间的第一层中间合金；选择近

球形 0Cr13 不锈钢粉末熔覆制备第二层中间合金；

选用近球形 GH4169 高温合金粉末作为最终熔覆

材料。所用粉末粒径范围均处于 53～105 μm。

采用 6 kW 光纤激光综合加工系统进行激光熔

融 沉 积 实 验 ， 各 层 的 激 光 熔 融 沉 积 工 艺 参 数 见

表 1，熔覆试块的表面尺寸约为 20 mm × 100 mm。

在激光熔融沉积过程中，影响制件成形的主要指标

参数为激光作用的体能量密度，而体能量密度与激

光功率、扫描速率、送粉速率和层厚有直接关系，

在其他参数一定的情况下，体能量密度与激光功率

呈正比关系。本工作基于送粉式激光熔融沉积工

艺，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条件下，选择 400 W、

600 W 和 800 W 三种激光功率，研究体能量密度对

（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界面冶金反应的影

响，同时还对比研究了同轴送粉法（图 1（a））和预

置粉末法（图 1（b））对（V-15Cr）+ 0Cr13 界面冶金

反应的影响。

将熔覆试样沿 z 轴方向进行线切割、研磨、抛

光，并用kroll 试剂（2 mL HF + 5 mL 浓HNO3 + 100 mL
H2O）进行腐蚀处理。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对金相试样组织和剪切试样断口进行观察分析，并

利用能谱仪（EDS）对中间层成分以及剪切试样断

表 1    TC4-GH4169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参数

Table 1    Process parameters of TC4-GH4169 formed by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Alloy layer Laser power / W Forming rate /（mm•min−1） Powder feeding rate / （r•min−1） Thickness / mm

V-15Cr 1000 1000 1.5 1

0Cr13   400 1000 1.2 0.6

  600

  800

GH4169   500 1000 1.2 1

(a) Laser beam Laser beam

Powder

PowderForming area Forming area

Formed area Formed area

Molten pool

Molten pool
Powder feeding

nozzle

Z Z

(b)

v v

 

图 1    不同激光熔融沉积技术示意图　（a）送粉式的激光熔融沉积工艺；（b）预置粉末的激光熔融沉积工艺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ifferent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technologies　（a）powder feeding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process；
（b）powder presetting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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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成分进行检测分析。采用 Instron 电子万能试验

机进行剪切实验，评价 TC4-GH4169 界面强度，剪

切试样形状尺寸和剪切实验加载方式分别见图 2
（a）和图 2（b）。 

2    结果与讨论
 

2.1    激光功率对（V-15Cr）+ 0Cr13复合中间层

的影响

按表 1 所示工艺参数，在 TC4 基材上依次熔

覆 V-15Cr、0Cr13 和 GH4169，当 0Cr13 的熔覆激光

功 率 采 用 400 W 时 ， 试 样 的 宏 观 形 貌 随 熔 覆 层

（V-15Cr→0Cr13→GH4169） 的 变 化 如 图 3 所 示 。

可见，在 TC4 上熔覆 V-15Cr 层时，未观察到明显

缺陷；当熔覆 0Cr13 层时，试样已发生了翘曲；而继

续熔覆 GH4169 层时，发生明显分层。通过宏观观

察可知，分层发生在 V-15Cr 和 0Cr13 熔覆层的界

面位置。进一步对 TC4/（V-15Cr）和 0Cr13/GH4169
的界面进行了观察，分别如图 4（a）和（b）所示。可见

TC4/（V-15Cr）和 0Cr13/GH4169 界面相容性较好，没

有观察到明显的金属间化合物和裂纹等冶金缺陷。

 
Cladding V-15Cr layer Cladding 0Cr13 layer Cladding GH4169 layer

 

图 3    熔覆 0Cr13 的激光功率为 400 W 时 TC4 +（V-15Cr）+ 0Cr13 + GH4169 的成形过程

Fig. 3    Forming process of TC4 +（V-15Cr）+ 0Cr13 + GH4169 when the laser power of cladding 0Cr13 is 400 W

由 Ti-V 二元相图可知，温度在 882～1670 ℃ 时，

Ti 和 V 元素无限互溶；同样由 Fe-Ni 二元相图可

见，温度在 912～1394 ℃ 时，Fe 和 Ni 无限互溶；由

于激光熔覆后的快速冷却作用，Ti-V 和 Fe-Ni 均以

固溶体的形式冷却至室温，界面附近均无脆性相存

在，界面处发生良好的冶金连接。由此可知，试样

发生分层的直接原因是（V-15Cr）/0Cr13 界面结合

质量较差，在激光熔融沉积反复热作用下，热应力

不断累积，最终导致（V-15Cr）/0Cr13 发生层间剥

离。可见，（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的界面冶

金质量是影响 TC4-GH4169 异种材料连接质量的

关键因素，需要对（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的

界面冶金反应进行控制。

激光熔融沉积过程中的体能量密度是影响界

GH4169 Loading direction(a) (b)

Interlayer

Interlayer

TC43

3

21

16

83

 

图 2    剪切实验说明　（a）剪切试样形状尺寸（mm）；（b）剪切实验加载方式

Fig. 2    Illustration of shear test　（a）shape and size of shear specimen（mm）；（b）loading mode of shea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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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冶金反应的重要因素，本工作在其他工艺参数保

持不变的条件下，分别采用 600 W 和 800 W 激光

功率在 V-15Cr 层上熔覆 0Cr13 不锈钢。图 5 为激

光功率为 600 W 和 800 W 时，熔覆层的宏观形貌

和界面处微观组织。由图 5（a-1）和（a-2）可见，当

激光功率为 600 W 和 800 W 时，0Cr13 与 V-15Cr
熔覆层之间未观察到明显的分层现象，但界面的微

观 组 织 （ 图 5（ b-1） 和 （ b-2） ） 显 示 ， 两 种 功 率 下

0Cr13 与 V-15Cr 熔覆层的界面处均形成了一定数

量的白色脆性相，且大部分脆性相中均存在一定数

量的裂纹。采用 600 W 激光功率，界面处脆性相呈

不连续分布，厚度尺寸约为 10 μm，而 800 W 激光

功率条件下，界面处的脆性相呈连续分布特征，厚

度达到约 20 μm。
 

0Cr13

Crack

V-15Cr

σ phase

0Cr13
Crack

V-15Cr

σ phase

0Cr13

Crack

V-15Cr

σ phase

20 μm20 μm

0Cr13
Crack

V-15Cr

σ phase

20 μm20 μm

(a-2)

(b-1) (b-2)

(a-1)

 

图 5    激光功率为 600 W 和 800 W 时 0Cr13 熔覆层成形情况　（1）激光功率 600 W；（2）激光功率 800 W；（a）熔覆层宏观形
貌；（b）0Cr13 与 V-15Cr 熔覆层间的界面处微观组织

Fig. 5    Formation of 0Cr13 deposition layers under laser power of 600 W and 800 W （1）laser power 600 W ；（2）laser power 800
W ；（a）macro morphology of cladding layers ；（b） microstructure of interfaces between 0Cr13 layer and V-15Cr layer

 

由 Fe-V 二元相图（图 6）可推断，0Cr13 与 V-
15Cr 熔覆层之间的脆性相为 σ 相（图 5（c）和（d）），

其产生原因可能是异种材料发生非平衡冶金[17]，在

激 光 熔 融 沉 积 过 程 中 ， 高 能 激 光 束 在 已 沉 积 的

V-15Cr 基材上形成微小激光熔池，同时 0Cr13 粉末

被送入该熔池中，与 V-15Cr 发生冶金反应，由于表

面张力驱动熔池流体流动，并且熔池不同区域温度

梯 度 引 起 液 态 强 对 流 现 象 ， 使 得 熔 池 中 主 要 的

Fe 与 V 均匀分布于熔池中。根据 Fe-V 相图可知，

当熔池中 V 元素含量约在 35%～55%（质量分数，

下同）时，凝固后就会形成脆性 σ 相。可见，只有避

开上述成分范围，才能减少或避免脆性 σ 相的形成。

控制熔池内部 Fe 与 V 比例的关键在于控制激

光熔融沉积过程中的稀释率。稀释率为熔化的基

体材料在整个熔融区域中所占的百分比，通常可以

用熔覆层横截面中的面积测量比值进行计算[18]，如

式（1）所示：

ŋ = S melt/ (S melt+S clad) = 2/3Wd/ [2/3W (d+h)] =
d/ (d+h)

(1)

结合熔覆层横截面示意图（图 7），式（1）中ŋ为

V-15Cr

TC4 0Cr13

GH4169
V-15Cr

TC4 0Cr13

GH4169

20 μm20 μm 20 μm20 μm

(a) (b)

 

图 4    TC4/（V-15Cr）界面和 0Cr13/GH4169 界面处的微观组织　

Fig. 4    Microstructure of TC4/（V-15Cr）interface and 0Cr13/GH4169 interface　（a）TC4/（V-15Cr）；（b）0Cr13/GH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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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率；Smelt 和 Sclad 分别为横截面中基体熔化面积

和熔覆层熔化面积；d 和 h 分别为横截面中熔池深

度和熔覆层高度；W 为横截面中熔化区域宽度。激

光熔融沉积过程中，在固定的扫描速度和送粉速率

下，激光功率决定了粉末与基体吸收的总能量。在

粉末吸收能量达到饱和的情况下，随着激光功率增

大，粉末不再吸收能量，熔覆层厚度 h 基本不再变

化，而基体吸收能量增多，熔池深度 d 变大，稀释率

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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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e-V 二元相图

Fig. 6    Fe-V binary phas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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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熔覆层横截面示意图

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cross section of cladding layer
 

激光熔融沉积稀释率对（V-15Cr）/0Cr13 界面

的影响规律如图 8 所示。当激光功率为 400 W 时，

热输入较低，绝大部分激光能量被粉末吸收，这使

V-15Cr 基体难以发生熔化，从而导致（V-15Cr） /
0Cr13 之间的稀释率过低，0Cr13 与 V-15Cr 以机械

结合为主，在热应力作用下，二者之间易发生分层，

如图 8（a）所示；当激光功率为 800 W 时，热输入过

高，粉末吸收能量达到饱和后，仍有过多的能量作

用于基体表面，形成较深的熔池，从而导致熔覆过

程中的稀释率过高，当稀释率达到 30%～60%时，

熔池中的 Fe 与 V 含量比例处于形成 σ 相的比例范

围（V：35%～55%），如图 8（c）所示，这种脆性 σ 相

极易成为（V-15Cr）/0Cr13 界面裂纹的萌生处，这将

导致界面结合质量变差；当激光功率为 600 W 时，

作用于基体表面的能量减少，熔池深度变小，稀释

率降低，如图 8（b）所示，相比于 800 W激光功率的

界面，其 σ 相离散分布，厚度减小。
 

(a) (b)0Cr13

V-15Cr

Mechanical bonding occurs and the

interface quality is poor

Mechanical bonding occurs and the

interface quality is good

Easy to form σ brittle phase in
the interface

V-15Cr V-15Cr

0Cr13 0Cr13(c)

Dilution ratio: 0%-10% Dilution ratio: 30%-60%Dilution ratio: 10%-20%

 

图 8    稀释率对（V-15Cr）/0Cr13 界面结合的影响示意图　（a）稀释率为 0%～10%；（b）稀释率为 10%～20%；（c）稀释率为 30%～60%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dilution ratio on（V-15Cr）/0Cr13 interface bonding　（a）dilution ratio is 0%-10%；

（b）dilution ratio is 10%-20%；（c）dilution ratio is 30%-60%
 
 

2.2    预置粉末法对（V-15Cr）+ 0Cr13复合中间

层的影响

为实现将 0Cr13 与 V-15Cr 的之间稀释率稳定

控制在 10%～20%的范围内，本工作在激光功率

为 600 W 的条件下，进一步采用预置粉末的激光熔

融沉积工艺在 V-15Cr 层上熔覆 0Cr13，并使激光焦

点 位 于 V-15Cr 层 上 。 制 备 的 TC4  +（V-15Cr）+
0Cr13 + GH4169 结构的宏观形貌和微观组织分析

分别见图 9 和图 10。

由图 9 可见，优化后的 TC4-GH4169 异种材料

试样没有出现明显的宏观缺陷。界面显微组织分

析结果表明（图 10），（V-15Cr）/0Cr13 的界面处未

观察到明显的脆性相，界面成分分析结果可知，相

 

图 9    优化后的 TC4-GH4169 异种材料连接成形

Fig. 9    Optimized  cladding  forming  of  TC4-GH4169
dissimilar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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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层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元素扩散，此外，（V-15Cr）+
0Cr13 复 合 中 间 层 有 效 阻 隔 了 Ti 与 Ni 元 素 的

扩散。

上述工艺优化实质上是通过改变工艺方法来

控制稀释率，同时还保证 0Cr13 和 V-15Cr 发生冶

金结合。如图 1（a）所示，在送粉式激光熔融沉积

过程中，V-15Cr 合金基体在激光作用下不可避免

地形成较深的熔池，0Cr13 粉末在送粉气的作用下

送入熔池，极易导致较高的稀释率，从而在界面处

形成 σ 相。在预置粉末的激光熔融沉积工艺过程

中，激光作用在预置的 0Cr13 粉末上，首先熔化

0Cr13 粉末，然后透过 0Cr13 粉末层，作用到 V-15Cr
层上，使 V-15Cr 层仅发生较浅表层熔化，并与熔融

的 0Cr13 层结合，如图 1（b）所示。这种方法避免

了 在 V-15Cr 层 中 形 成 深 的 熔 池 ， 同 时 也 由 于

0Cr13 粉末层的热障作用，降低激光能量对 V-15Cr
层的影响，从而容易获得较低的稀释率。

此 外 ， V-15Cr 熔 点 高 达 1900  ℃ 左 右 ， 而

0Cr13 的 熔 点 约 为 1400～ 1500 ℃， 两 者 相 差 约

400 ℃。在预置粉末的激光熔融沉积过程中，本工

作通过调节激光聚焦位置，如图 11 所示，使激光焦

点位置由 0Cr13 粉末层表面下移至 V-15Cr 层表

面，提高了 V-15Cr 层表面的激光能量密度，同时降

低了作用在 0Cr13 粉末层的激光能量，使得激光能

量密度分布（图 12）与材料熔点相匹配，进而获得

具有良好冶金结合的（V-15Cr）/0Cr13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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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工艺优化后激光熔融沉积 TC4 +（V-15Cr）+ 0Cr13 + GH4169 界面组织及成分分布　（a）宏观形貌；（b）0Cr13/GH4169
界面；（c）（V-15Cr）/0Cr13 界面；（d）TC4/（V-15Cr）界面

Fig. 10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laser melting deposited TC4 +（V-15Cr）+ 0Cr13 + GH4169 interfaces after
optimization　（a）macro-structure；（b）0Cr13/GH4169 interface；（c）（V-15Cr）/0Cr13 interface；（d）TC4/（V-15Cr）interface

(a) (b) Focus on the V-15Cr surfaceFocus on the powder bed surface

V-15Cr surface

Powder bed surfaceFocal point

Laser beam

 

图 11    不同聚焦位置示意图　（a）激光焦点位于 0Cr13 粉末层表面；（b）激光焦点位于 V-15Cr 层表面

Fig.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different focus positions　（a）laser focus on 0Cr13 powder bed surface；（b）laser focus on V-15Cr
cladding layer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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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激光焦点位于 V-15Cr 层表面时的激光能量分布示
意图

Fig. 12    Schematic  diagram of  laser  energy  distribution  when
the laser focus is on V-15Cr cladding layer surface

  
2.3    力学性能

激光熔融沉积 TC4 钛合金的剪切强度和本工

作工艺优化后制备的 TC4-GH4169 的剪切强度如表 2
所示，可知，激光熔融沉积 TC4 钛合金的剪切强度

平均值为 493 MPa，激光熔融沉积 TC4-GH4169 的界

面强度平均值达到 299 MPa，界面强度系数约为 0.61。

TC4-GH4169 剪切试样断口见图 13，断口存在

大量的台阶以及河流花样。由成分分析结果（表 3）

可知，断口主要元素为 V 元素，同时存在少量的 Cr、
Ti 元素，断裂主要发生于 V-15Cr 合金层，由于 V-
15Cr 合金为 BCC 晶体结构，在剪切应力状态下，易

呈 现 解 理 断 裂 。 同 时 也 表 明 本 工 作 通 过 对 （V-
15Cr） /0Cr13 界 面 的 冶 金 控 制 ， 有 效 避 免 了 脆 性

σ 相，大幅度提高了界面性能，使得（V-15Cr）/0Cr13
界面不再是 TC4-GH4169 异质合金结构的性能薄

弱区。

 
Zone 3

Zone 2

Zone 1

Zone 3

Zone 2

Zone 1

100 μm100 μm 10 μm10 μm

(a) (b)

 

图 13    TC4-GH4169 剪切试样断口形貌　（a）断口宏观形貌；（b）断口微观形貌

Fig. 13    Fracture morphology of TC4-GH4169 shear specimen　（a）macroscopic fracture morphology；
（b）microscopic fracture morphology

 
 

表 3    TC4-GH4169剪切试样断口不同区域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fracture zones of TC4-GH4169 shear specimen

Zone（see Fig.13（b））
Mass fraction/%

V Cr Ti

Zone 1 86.7 11.0 2.3

Zone 2 85.8 10.7 3.5

Zone 3 86.0 10.9 3.1
 
  

3    结论

（1）采用激光熔融沉积工艺，设计（V-15Cr）+
0Cr13 作为中间过渡层，连接 TC4 钛合金和 GH4169

高温合金异种材料。（V-15Cr）+ 0Cr13 复合中间层

的界面冶金质量是影响 TC4-GH4169 异种金属连

接质量的关键因素。

（2）对于送粉式激光熔融沉积工艺，相比于激

光功率 400 W 和 800 W，当激光功率为 600 W 时，

0Cr13 和 V-15Cr 间无分层现象，稀释率适中，界面

处脆性 σ 相断续存在，厚度变薄，且裂纹数量减少。

（3）在激光熔融沉积 0Cr13 时，采用预置粉末

的激光熔融沉积工艺，并使激光焦点聚焦于 V-
15Cr 层表面，可进一步降低稀释率，有效避免了界

面 σ 相，剪切实验中断裂发生在 V-15Cr 合金层，

TC4-GH4169 的界面强度平均值达到 299 MPa，界

面强度系数达到 0.61。
 

表 2    激光熔融沉积 TC4钛合金和 TC4-GH4169剪切强度

Table 2    Shear  strength  of  TC4  titanium  alloy  and  TC4-
GH4169 formed by laser melt deposition

Material
Individual shear
strength/MPa

Average shear
strength/MPa

TC4 495，484，501 493

TC4-GH4169 298，273，32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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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metallurgical control of laser melting deposited titanium alloy-nickel-
based superalloy dissimilar material

ZHANG Xudong1,    ZHAO Zijun2,    ZENG Qi3,    LIU Wei2*,    SUN Bingbing2,    LI Neng2,    GAO Chao2

（ 1.  The  Factory  No.4723，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Handan  057150， Hebei， China； 2.  3D  Printing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enter，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3.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Hunan，China）

Abstract:   The titanium alloy-superalloy dissimilar material composite structure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the  two  materials  and  achieve  complementary  perform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aeroengine

manufacturing. In this paper, the (V-15Cr)+0Cr13 intermediate layer structure was designed for TC4-GH4169 composite structure,

and  was  prepared  by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technology.  The  effects  of  the  laser  power  and  the  powder  stacking  method  on  the

metallurgical quality of the interface of the laser melting deposited TC4-GH4169 dissimilar material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face metallurgical control of the (V-15Cr)+0Cr13 composite interlayer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metallurgical quality

of  TC4-GH4169.  For  the  powder  feeding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process,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400  W,  there  is  no  effective

metallurgical reaction between 0Cr13 and V-15Cr due to the low laser energy, resulting in interlayer peeling;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600 W, a small amount of brittle σ phase appears at the interface of (V-15Cr)/0Cr13;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increased to 800 W,

there  is  a  greater  dilution  ratio  between  the  0Cr13  and  V-15Cr  cladding  layers,  and  the  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σ  phase  with  a

thickness of about 20 μm is formed at the interface. By using powder presetting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 process and focusing the

las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V-15Cr  layer,  the  dilution  ratio  between  the  0Cr13  and  V-15Cr  cladding  layers  can  be  controlled  at  a

reasonable level, the formation of the σ phase at the interface can be effectively avoided. The shear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occurs in the V-15Cr alloy layer. The interfacial strength reaches 299 MPa and the strength coefficient reaches 0.61.

Key words:   laser melting deposition；dilution ratio；TC4 titanium alloy；GH4169 superalloy；interface metallurg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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