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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硼酸为原料 ,分别在氨气 (NH3 )和氮气 (N2 )气氛下进行氮化 ,制备氮化硼纤维。用中和滴定法、扫描电镜、XRD

等对氮化硼纤维的氮含量、形貌、拉伸强度、弹性模量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氨气气氛下 970 ℃保温 1 h 和在氮气气氛下

2 000 ℃保温 1 h 制得的氮化硼纤维的直径在 4～6μm ,氮含量为 54. 36 % ,拉伸强度为 1 400 MPa ,弹性模量为 120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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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study , boron nitride (BN) fibers were prepared via chemical method using boric acid as the raw material , under the at2

mosphere of NH3 and N2 , respectively. Firstly , the boric acid was heated to melt in order to acquire B2O3 fibers. Secondly , the B2O3 fi2

bers were pre - azotized under a NH3 atmosphere and held for 1 h at 970 ℃, and the sample was then sintered in N2 to the temperature of

2 000 ℃and held for 1 h. The obtained samples were texted to analyze nitrogen content , morphology , tensile strength , and elastic modu2

lus by neutralization titration , SEM , XRD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meter of the BN fibers is 4～6μm with the nitrogen con2

tent of 54. 36 % , tensile strength of 1 400 MPa , and elastic modulus of 120 GPa.

Key words :Boron nitride fibers ;Chemical method ;Tensile strength ; Elastic modulus

　前言

陶瓷纤维耐热、比强度和比模量高[1 ]
,研究开发高

性能无机陶瓷纤维 ,已成为当今材料学的重要领域之

一。氮化硼的比密度小 (2. 27 gΠ� ) [2 ]
,与熔融金属不

发生化学反应 ,同时具有类似石墨的各向异性晶体结

构。氮化硼纤维兼备氮化硼材料和纤维材料各自所特

有的性能 ,氮化硼纤维与金属、陶瓷、塑料等复合时具

有良好的化学相容性 ,作为增强剂可以制备出适用于

耐磨、耐热、透波、耐烧蚀等关键部件的高性能复合材

料 ,使其在核工业、电子及复合材料等领域具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3～5 ] 。多年来氮化硼纤维的制备一直作为重

点项目被材料科学家所重视。

氮化硼纤维的制备方法通常有化学转化法、有机

先驱体法两种。本研究利用化学转化法 ,以硼酸、氨气

和氮气为原料 ,氮化制备氮化硼纤维。本文对制备的

氮化硼纤维的性能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

1 　实验

1. 1 　原料

分析纯硼酸 (纯度为 99. 5 %) ,用于氧化硼纤维的

制备。氨气 (纯度为 99. 9 %) ,用于氧化硼纤维的预氮

化工艺中。氮气 (纯度为 99. 99 %) ,用于氮化硼纤维

的高温氮化中。

1. 2 　性能测试

用中和滴定法对纤维进行氮含量测试。用单纤维

电子强力仪对纤维进行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测试。采

用扫描电镜对纤维进行微观形貌分析。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 1 　氧化硼纤维预氮化温度对氮含量的影响

图 1 为氧化硼纤维在不同的温度下进行预氮化

后 ,纤维的氮含量测试分析图。图 2 为氧化硼纤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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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氨气处理后的 X射线衍射图谱。

图 1 　不同温度下氮化硼纤维的氮含量

图 2 　280 ℃氮化硼纤维的 X射线衍射谱

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 ,氧化硼纤维在 280 ℃已

经开始与氨气发生反应 ,生成β·(NH4 ) 2B10 O16 ·4H2O。

随着温度的增加 ,纤维的氮含量不断上升 ,在 970 ℃时

氮含量达到最大值 ,此时氧化硼纤维转化为氮化硼纤

维的转化率最高。直至 1 000 ℃时 ,对纤维的氮含量没

有明显的影响。

2. 2 　氧化硼纤维预氮化温度和保温时间对氮含量的

影响

图 3 为氧化硼纤维在不同保温时间对氮含量的影

响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450 ℃、650 ℃、850 ℃时

随着保温时间的增加 ,纤维的氮含量呈上升趋势。这

是由于保温时间越长 ,B2O3 与 NH3 的反应时间就会增

加 ,从而提高了转化率。在 450～850 ℃,保温时间为

15～50 min 的氮化硼纤维转化率要稍大于 50～90 min

的氮化硼纤维转化率。随着温度的升高 ,这种趋势变

得不明显。

图 3 　不同保温时间氮化硼纤维对氮含量的影响

在 970 ℃时随着保温时间的增加 ,在 15～90 min

的时间段内对纤维氮含量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这说明

970 ℃时是氧化硼纤维反应的最终温度 ,同时也可以

看出反应温度对纤维氮含量的影响较大。

2. 3 　氮含量在预氮化和高温氮化时的影响规律

图 4 是 970 ℃和 2 000 ℃纤维的氮含量对比图。

图 4 　纤维氮含量对比图

由图 4 可以看出 ,高温氮化后的氮化硼纤维中氮

含量比低温氮化硼纤维的含量要高 ,即高温处理可以

提高氮化硼的转化率。高温氮化后纤维的氮含量与预

氮化后纤维的氮含量有很大关系。在相同的氮化时间

下 ,预氮化时氮含量低 ,则高温氮化时氮含量就低。其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若预氮化时氮含量过低 ,相同的

高温氮化时间内纤维氮化就不充分 ,同时因为预氮化

反应进行得不充分 ,会使纤维中留有过多的游离 B2O3

相 ,这些 B2O3 在高温下挥发 ,即减少了纤维内部 B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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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导致纤维中的氮含量不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同

时由于 B2O3 的挥发 ,在纤维内部留下了较大气孔 ,此

气孔会促使晶粒发育成过分长大的晶粒 ,会影响纤维

内部结构 ,从而影响纤维的力学性能。

2. 4 　温度对纤维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的影响

图 5 和图 6 是 970 ℃和 2000 ℃制得的氮化硼纤维

的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的比较。

图 5 　温度对纤维拉伸强度的影响

图 6 　温度对纤维弹性模量的影响

由图 5、图 6 可以看出经高温氮化后的氮化硼纤

维的拉伸强度和弹性模量比预氮化的纤维有明显的提

高。这是因为预氮化时温度较低 ,低温氮化的氮化硼

纤维是无序堆积、结晶度很低 (如图 9 所示) 。低温氮

化中 ,纤维不断生成环状络合物 ,由于 B2O3 玻璃无规

则结构 ,生成的氮化硼环也是无规则的。高温氮化使

生成的氮化硼环沿平行于轴向排列 ,在纤维层间排列

和晶粒长大的过程中 ,使晶粒定向排列发展 ,大大提高

了纤维的力学性能。

2. 5 　纤维直径与拉伸强度的关系

图 7 　纤维直径与拉伸强度的关系

图 7 是纤维直径与拉伸强度的关系图。从图 7 可

以看到随着纤维直径的减小 ,纤维的拉伸强度大幅度

提高。这是因为细直径纤维减少了纤维的表面缺陷 ,

同时在拉制细直径纤维时 ,在高速牵引下 ,引入了更多

的张应力 ,使原子及基团之间相对滑移 ,可以促使纤维

轴向不规则网络具有一定的趋向性 ,并减少了 B2O3 玻

璃结构中的空隙。因此细直径纤维是提高纤维拉伸强

度的途径之一。但直径过细在拉制时具有较高难度 ,

如果控制不当在制备过程中会造成机械损伤等。

2. 6 　纤维的 SEM 图像和 SAD 花样

图 8 和图 9 是氮化硼纤维的 SEM 图和 SAD 花样。

由图 8 (c)中可以看出制得的氮化硼纤维直径在 6

μm左右且比较均匀。图 8 (a) 中的纤维出现分层现

象 ,其原因是氮化过程中氮化速率较快 ,预氮化初期在

纤维形成一层致密的氮化硼保护膜 ,使氮化反应难以

向纤维内部进行 ,出现芯层氮化不完全 ,而形成了皮芯

结构。当存在皮芯结构的纤维在受到外力作用时 ,表

层和芯层部分因承受负荷能力的差别 ,从而导致纤维

的强度大幅降低。

图 9 (a)是 970 ℃氮化硼纤维的 SEM 图像 ,图中纤

维表面高低不平 ,存在着缺陷。图 9 (b) 是经高温处理

的纤维表面的 SEM 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纤维表面

比图 9 (a) 光滑。高温氮化使纤维在层间排列和晶粒

长大 ,使晶粒定向有序排列 ,表面的缺陷和气孔大大减

少。从图 9 (c) 低温氮化硼纤维的 SAD 照片花样可以

看出有3个衍射环 ,其中002环宽度较高温处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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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8 　氮化硼纤维的 SEM图

(a) 970 ℃　　　　　　　　　　　　　　　　　　　　　(b) 2 000 ℃

(c)低温氮化氮化硼纤维的 SAD 花样 　　　　　　　　　　　　　　　　　　(d)高温氮化硼纤维的 SAD 花样

图 9 　氮化硼纤维的 SEM图像和 SAD 花样

图 10 　氮化硼纤维的 X射线衍射谱

窄且强度较强。但组成纤维的晶粒取向性较差 ,处于

无序状态。3 个衍射环对应的晶面间距值为 2. 17ÜA、1.

26ÜA 及 3. 55ÜA ,分别与 d100 (2. 17ÜA) 、d110 (1. 25ÜA) 完全一

致 ,但 3. 55ÜA 与六方相的 d002 (3. 33ÜA) 有较大差距。从

图 9 (d) 高温氮化硼纤维 SAD 花样照片看有 5 个清晰

的衍射环 ,其分别是 112、110、004、10Π100 及 002 面。

002 面强度明显增强 ,各衍射环产生了明显的取向 ,d002

值减小到 3. 50ÜA。这充分证明组成纤维的晶粒处于有

序定向的取向状态。

图 10 是经高温处理后的氮化硼纤维的 X 射线衍

射图。从图可见峰值增强 ,取向更明显 ,可以大大提高

纤维的拉伸强度与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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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研究了以 B2O3 为原料用化学转化法制备氮化硼

纤维 ,基本摸清了氧化硼纤维在预氮化与高温氮化中 ,

温度和保温时间对纤维氮含量和抗拉强度、弹性模量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

1) B2O3 纤维预氮化时 ,于 280 ℃开始与氨气发生

反应。预氮化的最佳温度为 970 ℃,保温时间为 1 h。

3)氮化硼纤维通过 2 000 ℃高温氮化后纤维晶粒

有序地定向取向 ,可以大幅度提高纤维的拉伸强度和

弹性模量。其拉伸强度为 1 400 MPa ,弹性模量为 120

GPa ,可以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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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大大高于无支承结构 ,螺旋轴强度、刚度有显著

提高 ,掺混物料时运转平稳 ,振动小。由于铰座支承需

配有轴承 ,或采用磨擦副的旋转结构 ,且该铰座又被埋

在物料里运转 ,所以常有故障发生 ,而且此处是一个泄

油点 ,容易污染产品 ,因此必须有可靠的密封来予以保

证。

图 13 　喷液系统

图 11 为径向定位器 ,因无轴承 ,故不会产生因轴

承内进粉末而导致故障。在混合小颗粒状物料时也不

会发生底部胀裂的现象。图 12 为悬臂安装的螺旋 ,底

部无任何支承。螺旋运转时靠物料定心 ,运转较为平

稳可靠 ,一般不会因有底支承出现故障。

6)喷液系统。因行星锥形混合设备有时需作添加

少量液体的混合操作 ,故在该设备上要增设如图 13 所

示的喷液系统。喷液的喷嘴通常安装在转臂的下方 ,

并随螺旋一起公转。有喷液系统的行星锥形混合设备

须选用蜗轮蜗杆减速器 ,以便让喷液管从减速器的空

心主轴内穿过 ,使整体结构显得比较紧凑、合理。喷液

管外部的顶端有旋转接头 ,该接头可方便地与供液系

统的管路相连。经喷嘴喷出的液滴要求比较细 ,且较

均匀。喷液量一般小于 8 %。

综上所述 ,行星锥形混合设备除在陶瓷行业应用

外 ,在化工、冶金、食品、医疗等行业也广泛应用 ,所以 ,

只有真正了解其工作原理及结构性能 ,才能更好地设

计和选型 ,达到较佳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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