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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唯一真正”的高能效混合工艺———苏尔寿

ＨＩ３ ＰＶＤ技术开创新一代高性能涂层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Ｓｕｌｚｅｒｓ ＨＩ３ ＰＶ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ｒｕ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Ｇ． Ｅｒｋｅｎｓ１， Ｊ． Ｖｅｔｔｅｒ１， Ｊ． Ｍüｌｌｅｒ１， 黄烈２

１
Ｓｕｌｚｅｒ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ＧｍｂＨ ［德］；

２
苏尔寿美科表面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引言

为了应对现在及将来的各种切削加工挑战，技

术与工艺专家们采用各种沉积和表面处理技术，为

刀具提供独特和量身定制的涂层解决方案。 本文介

绍一种能为刀具量身定制涂层方案的全新方法———

ＰＶＤ混合涂层工艺技术。 所谓 ＰＶＤ 混合涂层工艺

技术，就是将多种不同涂层工艺的膜层形成过程整

合在一台单一的涂层设备中实现。 苏尔寿独特的高

离化溅射技术———ＨＩＰＡＣ 技术（高离化等离子体辅

助涂层技术），是 ＡＥＧＤ 蚀刻和预离化以及 ＨｉＰＩＭＳ

（高能脉冲磁控溅射）技术的先进组合技术。 再将

ＨＩＰＡＣ与 ＡＰＡ － Ａｒｃ（先进的等离子辅助电弧）技术

组合在一起，形成苏尔寿独特的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

混合涂层技术，该技术将引领当今和未来高性能精

密工具的涂层发展潮流。

"　 苏尔寿创新的电弧技术引领未来

真空电弧蒸发以及高性能溅射这些 ＰＶＤ 沉积

方法，是苏尔寿美科主要用于沉积现代功能性和耐

磨性涂层的主要方法。 电弧技术已经并将继续担当

最适合沉积高性能膜层的角色。 因为电弧蒸发技术

提供了最高的效率和生产力。 特别是在对能源效率

不断追求的今天，电弧蒸发技术更是成为 ＰＶＤ沉积

技术的首选。

我们来看一个测试：在两维旋转的情况下，要获

得 ２μｍ ／ ｈ涂层沉积速度，采用 ６ 个磁控管的 ＤＣ ／

ＨｉＰＩＭＳ组合溅射工艺，需要的总平均功率为 ７２ｋＷ。

而在同样大小的炉腔内，采用电弧技术最多 １８ｋＷ

功率就已足够，且涂层性能更好。 考虑到电弧蒸发

器和工件之间的距离有 １４０ｍｍ，而溅射靶与工件间

的距离仅为 ６０ｍｍ，高效 ＡＰＡ － Ａｒｃ电弧蒸发技术在

这方面的优势则更加明显。 新一代电弧蒸发器有着

远高于其它 ＰＶＤ技术的沉积速率，通过该方式沉积

的涂层在先进切削和成型应用领域有着出众的膜基

结合力和膜层性能。

图 １　 ＨｉＰＩＭＳ、直流溅射和电弧技术与能耗相关的沉积速率

图 １ 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电弧技术的突

出优势。 现代电弧技术的高效率和良好的成本效

益，使其在工业化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 同样明显

的是，电弧技术的关键性能指标不仅仅是沉积效率，

还有能源效率。 随着客户对能源效率和能源成本控

制的不懈追求，将不会有任何其他技术能真正取代

电弧蒸发技术和基于电弧技术的混合 ＰＶＤ 技术。

苏尔寿的 ＡＰＡ － Ａｒｃ、ＨＩＰＡＣ 和 ＨＩ３ 技术将帮助我

们的合作伙伴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图 ２ 给出了当今世界范围内 ＰＶＤ 技术的应用

及各种 ＰＶＤ技术在切削刀具和零部件市场上的应

用份额。 在图的右侧，专家们也给出了未来各种

ＰＶＤ技术的市场应用趋势。 据分析，ＨｉＰＩＭＳ作为单

一的沉积技术，不会在未来的工具涂层领域发挥显

著作用。 从科学和经济的角度考虑，ＨｉＰＩＭＳ 结合

ＤＣ 溅射的方式受到了质疑，因为相对电弧和 ＨＩ３

技术而言，其膜层沉积成本将显著增加（单位能量

的沉积率低、靶材利用率低、维护成本高，等等）。

还有必须考虑到，实际上无论采用哪种 ＰＶＤ沉积技

术，在对高性能刀具进行涂层的工序中，都要对刀具

３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 卷 Ｎｏ． ５



进行涂前预处理和涂后的后处理。 为了保证刀具的

最佳性能，采用 ＨｉＰＩＭＳ 沉积技术不能省略任何必

要的工序，与其他 ＰＶＤ 沉积技术一样，也需要对涂

层后的刀具表面的涂层进行后处理。 当然，如果将

整个工艺过程控制在无尘室条件下，并使用一次性

的炉子生产，则省略可后处理，但这仅仅是理想

状态。

图 ２　 全球 ＰＶＤ技术使用状况（不包括装饰涂层）

从微观结构上来看，采用直流溅射、中频溅射

或 ＨｉＰＩＭＳ沉积的膜层其表面粗糙度一直优于电

弧沉积的膜层。 但在对涂层表面进行处理后（如

喷砂、抛光），溅射和电弧涂层的表面粗糙度并无

明显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 ＰＶＤ涂层生产中，随着

生产炉次的增加，也没有任何一种 ＰＶＤ 涂层技术

像溅射技术这样容易发生涂层的批次表面质量变

得越来越差的现象。 这是因为炉腔内的涂层缺

陷、寄生颗粒的增长、灰尘和老涂层的剥落等因素

对其影响更大。 为了尽可能获得光滑的表面质

量，炉腔、内部的装置、夹具、内部的附件和待涂的

工件的清洁至关重要。 对高性能加工应用而言，

当我们重点关注高性能刀具的抗磨损性能时，我

们会发现，提高电弧沉积膜层的表面粗糙度比改

善溅射沉积膜层的特性要容易实现得多。 而且，

与其他方法生成的涂层一样，ＨｉＰＩＭＳ 涂层同样无

法避免会在沉积的过程当中产生缺陷和液滴，并

且其表面粗糙度也同样能通过后处理得到提高。

在常规的涂层生产线上，希望采用 ＨｉＰＩＭＳ 工艺后

就可以不再对涂层表面进行后处理，只是一种美

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后处理总

是能够提高涂层的表面质量，并且也是影响涂层

刀具和零部件使用性能的一个关键因素。

特别强调：不在无尘室的条件下进行 ＰＶＤ 涂层

而又想获得无缺陷的膜层，这只是一个脱离了实际

生产环境的美好愿望而已。

３　 苏尔寿 ＡＰＡ（先进等离子辅助）电弧

技术标志着电弧蒸发涂层技术的发展趋势

不断改进的电弧蒸发技术是用于改善创新的高

精密刀具和零部件表面性能的最主要的 ＰＶＤ 技术。

据我们分析，８５％的 ＰＶＤ 涂层刀具都采用了电弧蒸

发技术（图 ２）。 相比之下，直流溅射技术在刀具涂层

中仅占据非常小的份额。 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直流

溅射涂层的特性很难与电弧涂层的优势竞争。 对传

统的直流溅射工艺来说，只要在靶上不产生电弧现

象，涂层内部就不会产生液滴。 尽管如此，这种优势

无法掩盖其低离化率的缺点。 涂层表面的粗糙度并

没有影响电弧技术的市场占有率，因为一定数量的液

滴对于大多数的应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一个令人

印象深刻的例子是 ＰＶＤ 装饰涂层的应用，除了膜层

的耐磨损性外，薄膜的外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电

弧蒸发技术始终是装饰涂层的首选，镀膜完成后可不

做任何的精整处理。 装饰涂层业务也一直是电弧低

温沉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特别强调：提高电弧涂层的表面质量远比改进

溅射涂层的性能简单得多。

传统的直流磁控溅射主要用于 ａ － Ｃ：Ｈ：Ｍｅ 涂

层的掺杂或用来生成此类涂层的过渡层。 考虑到各

种技术因素，将直流溅射和电弧混合在一起并不是

一个好主意，因为这并不能真正的改善涂层的性能

并使之变得更有竞争力。 在这种混合中，直流溅射

会损害电弧蒸发技术所有的优点和良好特性，就像

直流溅射与 ＨｉＰＩＭＳ混合时一样。

电弧技术在过去 ２５ 年中不断改进，并且正在进

一步得到发展（如 ＡＰＡ［先进等离子辅助］电弧技

术，改进的磁场系统，ＨＰＰＡｒｃ［高能脉冲电弧］等）。

ＡＰＡ － Ａｒｃ技术标志着电弧蒸发技术的发展趋势，

其优点是电弧运动速度更快、蒸发的粒子尺寸更小、

液滴更少、蒸发效率更高、靶材利用率更高、进一步

提高了附着力和涂层性能、涂层表面更光滑。

目前，依据电离的种类，使用 ＨｉＰＩＭＳ（高能脉冲

磁控溅射）的溅射技术已达到了电弧技术 ２５ 年前

的水平。 声称 ＨＩＰＩＭＳ沉积不可能产生液滴是非常

大胆的结论，因为遗憾的是，在靶材表面放电的风险

会随着 ＨｉＰＩＭＳ过程的进行而加大。 需要采取更有

力的灭弧和强大的电弧控制措施。 在有些情况下，

ＨｉＰＩＭＳ 可能成为电弧技术补充，在某些领域，它将

取代传统的直流磁控溅射技术。

４ 工 具 技 术



图 ３　 创新的 ＡＰＡ电弧蒸发技术

　 　 　 　 　 图 ４　 利用磁力区域扩大 ＡＰＡ蒸发器

生成的硬涂层沉积表面

特别强调：不考虑占空比，ＨｉＰＩＭＳ 产生液滴的

风险要远高于 ＤＣ ／ ＭＦ 溅射，这是由于在峰值电流

时靶材上产生放电的风险更高。

４　 苏尔寿 ＨＩ３ （三重高离化） ＰＶＤ 技

术，唯一真正的混合涂层技术

ＨＩＰＡＣ（高离化等离子体辅助涂层）技术是苏

尔寿在 ＨｉＰＩＭＳ 技术基础上开发的涂层新技术，特

别适宜工业化应用。 在低频率（ ＜ １ 千赫）和低占空

比（ ＜ １０％ ）情况下通过给靶材施加脉冲电压，利用

ＨＩＰＡＣ溅射金属和其化合物。 “极短的”脉冲使磁

控管产生了相当高（兆瓦级）的脉冲能量，同时保持

了低平均功率，其结果是在等离子状态下产生了高

密度的电荷（电子和离子）。 在等离子体中，金属的

离化程度能达到与电弧工艺相同的值。 离化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溅射的材料以及工艺是否运行在

金属的或电抗性的模式中。 溅射离化率的提高可以

更好地控制沉积工艺过程。 通过设置正确的参数，

ＨＩＰＡＣ为沉积形态致密的涂层提供了巨大潜力。

如有需要，ＨＩＰＡＣ也可与 ＭＦ（中频）技术进行组合。

作为新的行业标准，创新的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

混合技术体现了独特的组合方法：

（１）ＡＥＧＤ（电弧增强辉光放电技术）：等离子刻

蚀工艺保证了优异的涂层结合力；

（２）ＨＩＰＡＣ （高离化等离子体辅助涂层技术）：

高离化溅射工艺；

（３）ＡＰＡ － Ａｒｃ （先进的等离子辅助电弧技术）：

高离化电弧工艺。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技术可以制备过去无法实现

的、特定的复杂膜层结构。 到目前为止，通过电弧工

艺只能沉积部分合金。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技术的一

个明显优势是极大地拓展了可作为蒸发靶材的材料

范围，如硼化硅（ＳｉＢ），碳化硼（Ｂ４Ｃ）和其它材料。

在这方面，该工艺能够开拓一个完整的全新应用领

域。

随着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技术的应用，未来已经

开始迈入了可针对应用环境精细定制多种涂层结

构、可蒸发更大范围组合材料的高能效涂层新时代。

５　 配备了 ＨＩ３ 技术的、一流的苏尔寿多

米诺 ＰＶＤ涂层设备

苏尔寿的多米诺平台（图 ５）配置了多种引领技

术潮流的高性能涂层工艺技术，包括 ＡＰＡ － Ａｒｃ、

ＨＩＰＡＣ、ＨＩ３ 和其它组合技术（如 ＡＥＧＤ 离子软氮

化，ＰＡＣＶＤ）。 该平台是一个模块化的系统，可根据

工艺需要采用不同的模块配置。

（ａ）苏尔寿多米诺 Ｓ，Ｌ涂层设备

（ｂ）苏尔寿多米诺迷你涂层设备

图 ５　 模块化的苏尔寿多米诺平台

多米诺平台的模块化、柔性化设计代表了涂层

设备领域最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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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使系统的进一步扩展

和升级成为可能，从当初的基本功能开始，用户完全

可以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使之能够适应自己未

来的需要。

ＡＰＡ（先进等离子辅助）电弧和溅射技术（ＤＣ，

ＭＦ，ＨＩＰＡＣ，ＲＦ）模块在同一套设备中工作的理念

为制备不同的涂层提供了手段。 此外，ＤＬＣ 涂层

模块和组合处理模块 （离子软氮化 ＋ ＰＶＤ 或

ＰＡＣＶＤ的组合）也成为现实。 最新的 ＨＩＰＡＣ 和

ＨＩ３ 技术模块已经极好地展示了其适合工业生产

需求的能力。

所有苏尔寿多米诺系统都配备了苏尔寿独家拥

有专利的高效等离子蚀刻工艺（ＡＥＧＤ）。 这种额外

的精细清洗可保证极其优异的涂层附着力。 ＡＥＧＤ

预离化工艺产生的高离化率工艺气体也为 ＨＩＰＡＣ

和 ＨＩ３ 技术的高离化率做出极大贡献。

为了适应不同的应用，苏尔寿多米诺系统本身

的技术特点是能快速地、可靠地和全自动化地在金

属、陶瓷和塑料表面上生成种类繁多的个性化涂层。

在苏尔寿多米诺平台上最早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涂层是微合金涂层（ＭＡＣ）。 如：Ｍ． ＰＯＷＥＲ、Ｍ．

ＦＯＲＣＥ、Ｍ． ＦＬＥＸ、Ｆ． ＦＵＳＩＯＮ 等。 这些涂层在全球

市场被公认为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 微合金涂层不

同的内部结构（图 ６）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工业加工需

求而定制的，具有个性化的特性和厚度。 据客户反

馈，纳米结构的 Ｍ． ＰＯＷＥＲ 涂层非常适合杆状类刀

具和刀片；而测试结果表明，多层结构的 Ｍ． ＰＯＷＥＲ

在对成形加工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新颖的

ＨＩ３ 涂层（如基于 ＡＰＡ 电弧技术的微合金涂层 Ｍ．

ＰＯＷＥＲ， Ｍ． ＦＯＲＣＥ， Ｍ． ＦＬＥＸ， Ｆ． ＦＵＳＩＯＮ 或其他

混合膜层）呈现了独特的特性。 通过显微成像可以

清晰看到混合相的完美结构（图 ７）。

模块化的设备可以实现由不同技术模块组成的

混合工艺技术。 两种有效的高离化工艺 ＨＩＰＡＣ 和

ＡＰＡ － Ａｒｃ可以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混合工艺

并达到工业化生产标准，即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混合

工艺技术。

目前，通过模块化配置，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混合

技术已经可以在苏尔寿的多米诺系列设备中实现。

基于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混合技术平台开发的首款涂

层在切削加工钛合金、不锈钢和其它难加工材料时

表现出卓越的性能。 例如最新的混合涂层 ＳｉＢＸ 基

的涂层，极大的提高了涂层的抗氧化性能（图 ７），同

时，最新的钒基涂层的膜层在温度升高时摩擦系数

　 　

（ａ）双层结构 ＴｉＡｌＮ和微合金化的 ＭｅＳｉＸＮ

（ｂ）多层结构

（ｃ）纳米多层结构

图 ６　 根据不同应用，Ｍ． ＰＯＷＥＲ有三种不同的膜层设计

却可以降低。

混合技术是表面技术中最具创新性的发明，这

也为那些在电弧和溅射两种技术领域均具有丰富经

验的专家开启了一扇崭新的涂层设计大门。 工艺和

材料的组合多样性使我们能够开发出用于加工、成

形领域的诸多创新性高性能涂层。 据专家分析，涂

层市场将来会被不断创新的电弧技术所主导，尤其

在高端应用领域，混合涂层技术的重要性将不断提

升。 ＰＶＤ电弧技术的局限性已被苏尔寿 ＨＩＰＡＣ 技

术突破。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混合技术创造了新的涂

层材料，而这些材料比如 ＴｉＢ２ 或 Ｓｉ 以前无法通过

单纯的电弧技术来沉积。 现在，根据相应的应用可

以通过微合金、掺杂、结构设计等工艺手段来设计涂

层。 首批开发的ＨＩ３ 涂层为未来不同的应用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前景。

６ 工 具 技 术



（ａ）ＦＩＢ（聚焦离子束）制备的横截面

（ｂ）断裂截面

　 　 　 图 ７　 通过 ＨＩ３ 技术设计的表面使 ＳｉＢ微合金

涂层有着更好的高温抗氧化性能

特别强调： ＨｉＰＩＭＳ 技术的真正价值是与先进

的电弧技术相结合，形成苏尔寿多米诺 ＨＩ３ 技术。

采用多米诺混合涂层设备系统，客户就能及时

跟上并引领技术发展潮流，模块化设备的开发设计

理念已经为未来的涂层需求和应用升级留下了充分

的准备空间。

表 １　 各涂层技术评估

（ ＋表示适用， －表示不适用）

应用：高性能

精密工具

ＡＰＡ

Ａｒｃ

ＤＣ

溅射

ＨｉＰＩＭＳ

ＨＩ３⑤（ＡＰＡ

Ａｒｃ ＋ ＨＩＰＡＣ）

ｈｙｂｒｉｄ

高耐磨性 ＋ ＋ ＋ － － ＋ ＋ ＋ ＋ ＋

优异的附着力 ＋ ＋ ＋ － － ＋ ＋ ＋ ＋ ＋

应力可调 ＋ ＋ ＋ ＋ ＋ ＋ ＋ ＋

高硬度 ＋ ＋ ＋ － ＋ ＋ ＋ ＋ ＋

较低的表面粗糙度 － － ／ － ② ＋ ＋ ① ＋ ＋ ① ＋

缺陷少 － ／ ＋ ＋ ／ ＋ ＋ ① ＋ ／ ＋ ＋ ① ＋ ＋

电离材料丰富 ＋ ＋ ＋ － － － ＋ ＋ ＋ ＋ ＋ ＋

单位能源的沉

积速率（μｍ ／ ｋＷｈ）
＋ ＋ ＋ － － － － － ＋ ＋

掺杂潜力 ＋ ＋ ＋ ＋ ＋ ＋ ＋ ＋ ＋ ＋ ＋

低成本 ＋ ＋ ＋ － － － － ＋ ＋

适用的工具 ＋ ＋ ＋ － － ③ － － ③ ＋ ＋ ＋

需要后处理 ＋ ＋ ＋ ④ ＋ ④ ＋ ④ ＋ ④

　 　 ①取决于不同的材料和设备未进行维护的批次数，随着

批次的增加，介于直流溅射、ＨｉＰＩＭＳ 和 ＡＰＡ 之间的差异会

下降；

②取决于材料；

③因为成本高和沉积能量利用率低，单一的 ＨｉＰＩＭＳ 在

刀具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到目前为止直流溅射也是如此。

直流溅射和独立的 ＨｉＰＩＭＳ以前没有在刀具涂层市场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将来也不会；

④高性能的工具需要后处理来达到一个综合的性能，这

一标准要求已经在切削加工和成型加工中被认可；

⑤ＨＩ３ 是唯一合理的混合技术，它充分利用了高离化溅

射技术的潜力和高性能薄膜的掺杂特性。

#　 结语

苏尔寿 ＨＩ３ 技术和模块化的多米诺平台以最有

效和有益的、可用于生产和节能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综合了 ＨＩＰＡＣ 、ＡＰＡ和 ＡＥＧＤ三者的优点。

ＨＩ３ 是唯一真正的三重高电离混合技术。 这种

创新的混合技术建立了新的行业标准，打开了全新

的应用领域之门：

（１）高能效的工艺；

（２）精细多样的涂层结构；

（３）范围广泛的蒸发材料；

（４）可根据应用需要量身定制的高性能涂层。

第一作者 ／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ｅｏｒｇ Ｅｒｋｅｎｓ，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ｅａ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Ｒ＆Ｄ， Ｓｕｌｚｅｒ Ｍｅｔａ

ｐｌａｓ ＧｍｂＨ， ５１４２７ Ｂｅｒｇｉｓｃｈ Ｇｌａｄｂａ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

（中文翻译：黄烈，冯浩，周步春）

“十二五”时期是金属切削机床的发展契机

　 　 行业的供应和需求都将从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

受益。 “十二五”规划特别将机床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ＳＥＩｓ之一，其将获得政府支持并推动自主创新。

高端装备制造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将重点培育

发展。 先进的机床制造是高端装备制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行业能够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获得补贴从而进行研究

和开发。 销售高端机床也能从关税政策中受益，从而提高本

土产品的销售额。

机床在中国的主要市场有工业机械与设备、交通运输设

备、初级金属制品和电气电子设备。 其中，由于工业机械广

泛应用于各工业领域，因而成为机床的最大市场。 由于中国

汽车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在过去 １０ 年一

直是机床的第二大市场。

金属切削机床是最大的产品门类，其规模 ３ 倍于金属成

形机床。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机床附件市场的需求增速将达到

１６ １％ ，快于金属切削机床和成型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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