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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工氮化硅/氮化硼复相陶瓷的制备
张 强，沈卫平，顾淑媛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以硅(Si)粉、六方氮化硼(h–BN)为原料，在氮气(N2) 中用燃烧合成(combustion synthesis, CS)气固反应法，原位生成可加工氮化硅/氮化硼

(Si3N4/h–BN)复相陶瓷。考察了 h–BN 不同体积分数(下同)对 Si3N4/h–BN 复相陶瓷可加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验条件下，Si 粉氮化完全，不存
在残余的游离 Si。Si3N4/h–BN 复相陶瓷中以柱状 β–Si3N4 为主相，β–Si3N4 晶粒之间为针状 h–BN 相。随着 h–BN 相含量的增加，Si3N4/h–BN 复相陶
瓷的可加工性提高，抗弯强度先减小后增加。h–BN 含量为 25%时，Si3N4/h–BN 复相陶瓷的抗弯强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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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OF MACHINABLE SILICON NITRIDE/BORON NITRIDE COMPOSITE CERAMICS
ZHANG Qiang，SHEN Weiping，GU Shu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achinable silicon nitride/ hexahedral boron nitride (Si3N4/h–BN) composite ceramics with silicon (Si) powders and
hexahedral boron nitride (h–BN) as raw materials were synthesized in-situ in a nitrogen pressure by combustion synthesis gas–solid
reaction. The effect of volume fraction (the same below) of h–BN on machinable properties of Si3N4/BN composite ceramics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 powders were fully nitrified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no residual free silicon was found.
Columnar crystals of β–Si3N4 are the main phase and acicular crystals of h–BN disperse intergranular position of β–Si3N4. With increase of the volume content of h–BN, the machinability of the composite ceramics increases, but the bending strength first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The lowest point of bending strength is at 25% of h–BN.
Key words: silicon nitride/hexahedral boron nitride; multiphase ceramics; combustion synthesis; machinability

先进结构陶瓷因其具有高强度、耐高温、耐磨
损、耐腐蚀、抗氧化等优点，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但是，一般陶瓷的结合键多为共价键或离子
键，且陶瓷材料的晶体结构复杂，在常温下很难产
生滑移、位错及塑性变形，因此，结构陶瓷有难加
工及脆性大等难以克服的缺点，大大限制了陶瓷材
料的应用[1–4]。从材料制备与研究的角度来讲，有 2
种方法可以改善陶瓷材料的可加工性，一种是向陶
瓷基体中引入弱界面相或层，以利于加工时裂纹的
偏转和扩展，如：云母玻璃陶瓷、石墨复相陶瓷、

氮化硼(h–BN)复相陶瓷；另一种是优化设计宏观和
微观结构来改善陶瓷材料的可加工性，如：多孔可
加工陶瓷、梯度可加工陶瓷[1–6]。
氮化硅(Si3N4)陶瓷以其优异的高温、高强度及
耐环境作用等综合性能，可望成为工程应用中最有
希望的陶瓷材料之一。但是，像所有结构陶瓷一样，
Si3N4 的难以加工限制了它的应用。近年来，为了改
善 Si3N4 的可加工性，王向东等[7]用化学溶液法，合
成了以纳米尺寸六方氮化硼(h–BN)包覆微米 Si3N4
的复合粉体，该复合粉体经热压可以制备出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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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学性能和较好可加工性的复相陶瓷。Kawai 等
[8]
制备 Si3N4 多孔陶瓷时，选择性生成柱状 β–Si3N4
晶粒，且在三维方向随机相接成闭孔的多孔陶瓷，
他们发现：很容易用硬质合金工具加工具有上述微
结构的 Si3N4 多孔陶瓷。Wang 等[5,9–10]将功能梯度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 FGM)的思想引入可加
工陶瓷设计中，制备了中心层为纯 Si3N4 相，两边
为 h–BN 相且含量递增的具有对称梯度结构的氮化
硅/氮化硼(Si3N4/h–BN)复相陶瓷，整个陶瓷块体表
层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同时，由于陶瓷心部是纯
Si3N4，使陶瓷块体保持了较高的力学性能。
但是，还没有看到用燃烧合成法制备可加工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报道。实验中，尝试以硅(Si)
粉、h–BN 为原料，在氮气(N2)中用燃烧合成气–固
反应法，原位生成可加工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
该方法能很好地发挥燃烧合成节能、高效的特点，
所制备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具有良好的可加工
性，而且，该方法可以推广到氮化铝(AlN)/BN 等燃
烧合成法制备的可加工陶瓷中。

1 实

验

Si3N4/BN 复相陶瓷的制备
以市售 Si 粉(纯度为 99.6%，质量分数，下同，
1 μm)和 h–BN(纯度为 98%，74 μm)为原料，按最终
成分中 h–BN 体积分数(下同)分别为：15%(样品以
S15 表示，以此类推)，20%(S20)，25%(S25)，30%(S30)
进行配料计算，外加 6%(质量分数)的 Al2O3 作为烧
结助剂。在尼龙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为介质，混
料 5 h，然后在 80 ℃干燥 15 h。称量 6.5 g 已经干燥
好的混料，在钢模中用 12 MPa 的力压制成尺寸为 8
mm×10 mm×55 mm 的条型料坯，料坯相对密度约为
50%。
在石墨料舟中，将压好的料坯 1 组 4 个依次埋
在质量比 w(Si)/w(Si3N4)=6:4 的混合埋粉中，即：用
手混合 Si 粉和 Si3N4 粉后过 100 目(149 μm)的筛子。
然后，在 10 L 卧式燃烧合成高压釜中充入 N2，高
压釜的一端用钛粉作点火剂并用钨丝点燃进行燃烧
合成反应。N2 压力为 6.5 MPa，点火电压为 110 V，
电流为 10 A。
1.2 性能测试
用 D/max–RB 型 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
XRD)仪确定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相组成。用剑
桥 G650 型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观察烧结 Si3N4/h–BN 复相陶瓷样品断口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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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貌。用 Archimedes 法测定 Si3N4/h–BN 复相陶
瓷的密度。将燃烧合成所得 Si3N4/h–BN 复相陶瓷样
品经研磨、抛光，得到 3 mm×4 mm×36 mm 样品。
用 CDW–5 型微机控制精细陶瓷试验机测定样品的
抗弯强度，受拉伸表面与压头方向垂直，跨距为 30
mm，压头运动速率为 0.5 mm/min。用 HSRU–45 型
光学表面 Rockwell 硬度计测试样品的硬度。在
Z4012A 型台式钻床上用高速钢钻头进行钻孔实验，
测定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加工性能。

2 结果与讨论
2.1

燃烧合成分析
燃烧合成过程中，硅氮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1)
3Si+2N2+Si3N4=2Si3N4

0
由热力学手册可知：反应在常温下的自由焓 ΔH 298
=
–744 752 J/mol。假定燃烧合成体系绝热，则可计算
出 w(Si)/w(Si3N4)=6:4 的混合埋粉的绝热燃烧温度
Tad=2 841 K。
图 1 是实验过程中测量的 w(Si)/w(Si3N4)=
:
6 4 的混合埋粉表面的温度变化曲线。从图 1 可以看
出：燃烧过程中的升温速率和降温速率都很快，整
个过程在几十秒内完成。燃烧过程最高温度为 1 814
℃，与计算得到的 Tad 相差较大。这种差别由两方
面原因造成：一是实验体系不是绝热体系；二是氮
化物的 Tad 与氮气压力有关，而计算氮化物的 Tad 时，
通常假定氮气压力为无穷大[11]。

图 1 w(Si)/w(Si3N4)=6:4 的混合埋粉的温度变化曲线
Fig.1 Temperature profile of combustion of compound powder
at w(Si)/w(Si3N4)=6:4
w—Mass fraction

XRD 分析
燃烧合成所制备的Si3N4/h–BN复相陶瓷的XRD
谱见图 2 。由图 2 可见：样品 S15 和样品 S30 主要由
β–Si3N4相和h–BN相组成，不存在游离Si，原料中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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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品 S15 和样品 S30 复相陶瓷的 XRD 谱
Fig.2 X-ray diffraction (XRD) patterns of samples S15 &
S30 composite ceramics
S15—Sample of 15% h–BN in volume fraction, the same below; S30—Sample of 30% h–BN

Si粉已完全转化为Si3N4，燃烧合成反应进行得比较
充分。结果表明：实验条件下，所采用的几种原料
中h–BN和埋粉的配比合理，没有出现由于局部过热
而产生的大量液相，阻碍样品内部Si粉的完全氮化
的现象。
2.3 SEM 分析
图 3 是 Si3N4/h–BN 复相陶瓷断口的 SEM 照片。
由图 3 可以看出：Si3N4/BN 复相陶瓷主晶相是黑色
柱状的 β–Si3N4 晶粒，白色的 h–BN 分布在 β–Si3N4
晶粒之间。并且，随着 h–BN 含量的增加，β–Si3N4
晶粒明显减小，h–BN 晶粒并没有随着 h–BN 含量的
增加而生成片状晶体。
比较图 3a 和图 3d 可以看出：图 3a 中 β–Si3N4
和 h–BN 的晶粒均比图 3d 中的大，这是因为，虽然
w(Si)/w(Si3N4)=6:4 对于样品 S15、样品 S20、样品
S25、样品 S30 均相同，但是不同样品中 Si 含量不
同，所以硅氮反应的放热量不同，造成了各样品间
反应温度不同。从样品 S15 到样品 S30 的反应温度
依次降低，温度越低，则晶粒生长越慢，晶粒越细
小；反之，晶粒越粗大。
2.4 力学性能
Si3N4/h–BN 复相陶瓷样品的力学性能如表 1 所
示。虽然各种配比所制备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
密度随 h–BN 含量的减少而增加，但是，由于硅氮
反应过程中样品发生了宏观体积膨胀，各种配比
Si3N4/h–BN 复相陶瓷样品的相对密度整体较低，只
有理论密度的 50%～60%。随 h–BN 含量的增加，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硬度单调减小，而抗弯强度
不是单调减小，是先减小后增加。

Fig.3

图 3 Si3N4/h–BN 复相陶瓷样品的 SEM 照片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photographs of
Si3N4/h–BN composite ceramics samples

上 述 现 象 与 文 献 [7] 用 热 压 法 制 备 的 Si3N4/
h–BN 复相陶瓷的抗弯强度随 h–BN 含量增加而单
调减小不同，这主要是因为，Si3N4/h–BN 复相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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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3N4/h–BN composite ceramics

Density /

Relative density /

Hardness

Bending strength /

(g·cm–3)

%

HRA

MPa

S15

1.827

55.91

66.3

122.53

Hard

S20

1.757

54.74

60.5

104.88

Bad

Sample

Machinability

S25

1.717

54.46

42.8

84.95

Good

S30

1.643

53.12

16.2

119.07

Excellent

HRA—Rockwell hardness

的性能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成分和晶粒粒度。
一方面，随着样品配比中 Si 含量的增加，最终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中 Si3N4 的含量增加，陶瓷的
力学性能提高；另一方面，Si 含量的增加又导致燃
烧合成反应温度升高，使最终 Si3N4/h–BN 复相陶
瓷中的晶粒粗大，导致力学性能下降。以上两方面
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陶瓷抗弯强度不是单调变化，存
在一个转折点。从表 1 可以看出：实验条件和研究
范围内，该转折点出现在样品 S25 中。当 h–BN 含
量大于 25%时，晶粒粒度是抗弯强度的控制因素；
当 h–BN 含量小于 25%时，成分是抗弯强度的控制
因素。
2.5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加工性
用钻孔实验来评价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
加工性。钻孔工具为φ3.0 mm 的高速钢钻头，钻床
主轴转速为 480 r/min。用钻孔速率来表征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加工性。
图 4 为 h–BN 含量对 Si3N4/h–BN

2.9 mm/min，说明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加工性
能越来越好。样品 S15 和样品 S20 的可加工性能较
差；样品 S25 的可加工性能良好；样品 S30 的可加
工性能最好。样品 S30 的结果显示：所钻孔孔径的
大小均匀，孔内表面较光滑，钻孔所得粉末均匀细
腻，并且样品上、下表面的孔口完整。由于 h–BN
具有像石墨一样的层状结构，层间结合力较弱，所
以，加工 Si3N4/h–BN 复相陶瓷时，易沿着 h–BN 层
间解理或从 β–Si3N4 和 h–BN 两相间的弱界面处分
离。因此，随着 h–BN 含量的增加，陶瓷的可加工
性能提高。

3 结

论

(1) 用燃烧合成气 – 固反应法原位生成了可加
工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反应进行得完全，最终
Si3N4/h–BN 复相陶瓷中不存在游离硅，说明配比和
工艺设计合理，同时也证明该方法制备可加工的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可行性。
(2) 随着 h–BN 含量增加，Si3N4/h–BN 复相陶
瓷的可加工性能越来越好，但抗弯强度先减小后增
加，这是由于原料中的 Si 粉含量对最终 Si3N4/h–BN
复相陶瓷的成分和晶粒粒度两方面产生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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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认清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全体团员对此次参展结果都很满意。
三、积极应对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愈多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展会上，与此同时，在国际展会上中国参展商也屡遭
知识产权投诉，甚至在国内展会上也遭到国际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官员的调查，与之摩擦日益增多。在本届展会开展第 1
天，圣戈班(德国)公司就安泰科技有限公司(我代表团的参展商)代理的压花玻璃侵权纠纷，拍照取证，并向安泰公司提出：(1)
立即撤下侵权展品，中止参展；(2) 收取 3000 欧元补偿金等诉求。由于我会在出展前已就可能出现的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做了
较充分的准备，面对突发事件，积极、果断应对，较好地解决了纠纷，使该公司顺利全程参展。同时，我参展团成员洛阳名
特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发现奥地利一家公司完全照抄名特的钢化炉生产线宣传材料，在展会上招摇撞骗，名特公司立即在律师
的陪同下对其提出警告，并勒令其纠正错误，经我方据理力争和强烈要求下，外方改正其作法，并承认错误。以上两起事件
由于我会采取措施果断、有力，处置得当，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内展商的利益，受到参展厂商的一致好评。
四、考察国外企业，拓展眼界，增进友谊，加强了解
展览会结束后，应芬兰两家玻璃设备生产企业的邀请，我代表团对其进行了友好访问与考察。
(1) 考察芬兰泰姆玻璃工程有限公司(TAMGLASS)：
泰姆玻璃工程有限公司是世界一流的机械设备制造商，主要生产钢化、夹层玻璃的加工设备，其产品广泛用于建筑领域
与汽车工业。该公司生产的平、弯钢化炉等玻璃加工设备居世界领先地位。他们已向世界各国提供了 1700 多台套设备。该
公司也是赫尔辛基证交所知名上市公司。国内玻璃企业都希望能亲眼参观其生产线。
该公司对我代表团的到访很重视，对此次交流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在访问当天，TAMGLASS 公司的上级公司 Glaston
Technologies 公司的副总裁 Juha 先生亲临会议现场，并做了公司技术发展与公司构架的介绍，同时 TAMGLASS 公司上海分
公司总经理徐立仁先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会议，公司客户服务总监 Jorma 先生也特意介绍了“玻璃加工日”的情况。双方
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之后，Juha 先生专门安排我们参观了他们的 2 个车间：钢化炉制造车间和钢化玻璃与夹层玻璃生产车间。在车间里我们
看到该公司研制的最新型强对流钢化炉生产速度非常快，达到每 4 min 生产一块大玻璃板(从上片到下片)，感到到他们的技
术的确很先进，另外还参观了他们生产的特殊形状的热弯玻璃，双曲面钢化玻璃等产品。
(2) 考察芬兰玻璃机器人公司(GLASSROBOTS OY)
玻璃机器人公司具有 20 多年热弯、夹层和钢化等安全玻璃的生产经验。主要产品有强对流水平钢化炉，平夹层生产线、
热弯炉等，用于建筑玻璃机械，汽车玻璃生产设备，产品质量相当好。
该公司亦极为重视与我们的此次交流，公司 CEO Jori 先生和 COO Petri 先生亲自接待我们的到访。Jori 先生介绍了公司
发展历史和销售业绩。虽然该公司不是大型公司，但它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们坚持自己的特长，发挥其加工大型汽车
前风挡和大型建筑安全钢化玻璃的技术路线，立足高品质高价位的销售策略，在欧洲和中国市场占有应有的份额。他们希望
以小博大。该公司近两年开发的钢化炉可处理 3.3～28 mm 厚的玻璃，其加工速度(工作周期)达到 160～240 s。双方技术交流
的气氛很热烈。
通过对上述两个公司的实地考察，不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代表们亦开阔了眼界，亲眼看到和体会到世界一流公司的先
进技术、高质量产品和管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