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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采用新型高离化混合 ＰＶＤ工艺 ＨＩ３ 技术生成

的抗氧化性能最佳的新一代刀具涂层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ｏｌ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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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Ｅｒｋｅｎｓ， Ｊ． Ｖｅｔｔｅｒ， Ｊ． Ｍüｌｌｅｒ， Ｔｈ． Ｋｒｉｅｎｋｅ

Ｓｕｌｚｅｒ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ＧｍｂＨ

摘要： 为满足现在及将来切削加工领域的各种挑战，技术和工艺专家们采用不同的沉积和表面处理技术，为切

削刀具提供独特和量身定制的涂层方案。 混合 ＰＶＤ 工艺技术是一种为不同加工需求量身定制整体涂层解决方案

的创新方法。 “混合工艺”特指在同一台涂层装置中采用多种涂层工艺来生成层积颗粒。 ＨＩ３（三重高离化）混合技

术将 ＨＩＰＡＣ（高离化等离子体辅助涂层）技术与 ＡＰＡ － Ａｒｃ（先进等离子体辅助电弧）技术组合在一起。 该技术将引

领当今及未来高性能精密刀具及零件涂层的发展。 本文重点描述了该沉积技术以及采用该技术生成的新型微合金

混合涂层系列，如专利涂层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 （（Ａｌ，Ｔｉ）Ｎ ／ ＳｉＢＮＣ（Ｏ））。 为了展现该涂层在加工特殊材料时的卓越性能，在

高温条件下进行了抗氧化试验。 切削加工特殊材料要求涂层刀具具有极高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性，以及低的摩擦

力，因此，首次切削试验对上述性能进行了重点关注。

关键词： 沉积；混合工艺；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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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Ｖ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ｙｅｒ －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ＰＡＣ （Ｈｉｇｈ －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Ａ － Ａｒ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Ｉ３ （Ｈｉｇｈ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ｐｌ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ｄａｙ，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ｎｏｖｅｌ ｍｉｃｒｏ ａｌｌｏｙ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ｔｅｎｔｅｄ ＳＩ

ＢＯＮＩＣＡ （（Ａｌ，Ｔｉ）Ｎ ／ ＳｉＢＮＣ（Ｏ）） ．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ｏ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ｇｈ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ｒｅ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ｏａｔｉｎｇ

!　 引言

精密工具和零件市场的日益壮大和快速发展对

涂层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驱使着涂层开发者努

力寻找独特及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当前的加

工挑战。 通过材料合金化，尤其是微合金技术，可以

改善材料的特性，从而获得更好的抗氧化和抗腐蚀

性能，以及更高的强度和韧性。

随着人们对生产率的要求日益提高，在材料加

工过程中，尤其是加工特殊材料（如合成钛合金、奥

氏体钢或高温合金）时，切削刀具刃口部位所处的

环境越来越恶劣。 此时，切削刃口部位的温度轻易

就可上升到 １０００°Ｃ以上，且该区域附近的压力有可

能达到 ２ＧＰａ甚至更高。 例如，在铣削加工过程中，

刀具因受到热冲击力而出现热裂纹，这在后刀面尤

为明显。 摩擦化学磨损会导致前刀面出现月牙洼磨

损，而振动可使刀具产生疲劳。 所以，需要用量身定

制的涂层解决方案来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本文阐

述一种创新的高温刀具涂层工艺成套解决方案。

"　 全新的 ,-$ .-/01-23涂层

"#!　 问题的提出

不断增加的切削加工应用对量身定制的刀具涂

层成套解决方案提出了新的需求，而选择合适的刀

具基体，并为其设计完美匹配的外形及微观尺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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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必须考虑的要素包括：符合加工需求的表面和刃口

预处理、专门设计的先进涂层，以及涂层后的精整处

理。

涂层薄膜应能保护刀具，使其免受热降解、磨料

磨损、化学磨损及摩擦 －化学磨损等损伤。 因此，基

体与涂层之间必须具有最佳的结合力、适当的应力

值，同时涂层与被加工工件之间的粘结倾向较低。

加工特殊材料时，涂层材料的热稳定性对其加工效

率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要求涂层具有最佳的抗高温

特性。 而正是“获得最佳抗高温性能”这一目的促

使涂层专家们开始寻找和探究最具潜力的涂层工艺

技术，从而开发新型涂层和设计涂层结构。 在经过

大量研发试验后，苏尔寿公司成功开发出了 ＳｉＢＣＮ

基涂层体系。

"#"　 选择 .4/21基涂层的依据

据科学文献记载，ＳｉＢＣＮ 是切削加工领域具有

最佳抗氧化性能的涂层系统。 Ｊ． Ｊ． Ｇｅｎｇｌｅｒ 等
［１］
、Ｊ．

Ｖｌｃｅｋ 等
［２］
、Ｌａｌａｓ等

［４］
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相关论

文中，均对该涂层在温度达到 １４００°Ｃ甚至更高情况

下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及抗氧化性能进行了报道。 在

某些特定条件及环境下，抗氧化温度甚至可高达

１７００°Ｃ
［３，５］
。 Ｚｅｍａｎ

［５］
在其文章中列举的涂层成分

为 Ｓｉ３２ － ３３Ｂ １０Ｃ２Ｎ５０ － ５１，Ｎ ／ （Ｓｉ ＋ Ｂ ＋ Ｃ） ＝ １． １ － １． ２。

该膜层在温度升高至 １６００°Ｃ 时仍能保持其固有的

非晶态结构，无任何形变且未观察到质量变化。 当

温度继续升高时，膜层开始出现轻微结晶。 ＳｉＢＣＮ

膜层具有较低的热膨胀系数及热传导性（ ＜ ２ Ｗｍ
－ １

Ｋ
－ １
）
［１］
，同时残余应力值小，且硬度在 ２７ＧＰａ

［４］
左

右，而弹性复原率却相当高（７２％ － ８８％
［１，２，４］

）。

Ｇｅｎｇｌｅｒ等人
［１］
认为，该膜层在高温状态下仍能保持

稳定的非晶态，热传导性较低，因此非常适合对涂层

热屏障作用要求较高的加工场合，例如在切削刀具

上沉积非氧化陶瓷涂层。

试验发现，当温度升高至 １３００°Ｃ
［４］
时，膜层质

量没有任何改变。 图 １ａ 为膜层质量变化与退火温

度关系曲线。 一些报道显示，有时抗氧化温度甚至

可高达 １，７００°Ｃ
［３］
（取决于不同的涂层组分设计）。

在切削过程中，涂层表面会迅速生成一层稳定的非

晶态氧化膜，从而保护基体免受氧化腐蚀（图 １ｂ）。

在高温条件下， Ｂ２Ｏ３ 可能起到了润滑作用，并且生

成了其它合成氧化物。

（ａ）ＳｉＢＣＮ涂层（Ｎ ／ （Ｓｉ ＋ Ｂ ＋ Ｃ） ＝ １． １６）的质量变化

（反映其抗氧化稳定性）与退火温度关系曲线
［４］

（ｂ）ＳＥＭ图像显示，经过优化设计的涂层结构的顶层

非晶态薄膜在退火试验后仍然存在抗氧化保护作用
［１］

图 １　 ＳｉＢＣＮ涂层抗氧化温度曲线和 ＳＥＭ图像

因此，整体上非常好的科学数据促使我们决定

在工业型 ＤＯＭＩＮＯ 涂层设备上进行 ＳｉＢＣＮ 基高性

能涂层的开发。

　 　 ３ 　 选择开发平台及沉积技术———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ＰＶＤ涂层装置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模块式技术平台（图 ２）

配置了 ＡＰＡ 电弧、ＨＩＰＡＣ（Ｓｕｌｚｅｒｓ ＨｉＰＩＭＳ）、ＨＩ３ 或

其它混合组合技术（如 ＡＥＧＤ 软氮化，ＰＡＣＶＤ），可

根据工艺需要选用不同的模块，因此是开发生产代

表涂层发展潮流的高性能涂层的最佳平台。

整个开发工作在同一台标准涂层炉（型号为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Ｓ）上进行。 事实证明，模块式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技术平台的柔性化设计和顶

尖技术代表了涂层装置的最高水准。

模块化设计为未来的升级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

间。 从配置基本模块开始，用户便拥有了根据自身

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持续开发和升级的能力。

在同一台设备上使用 ＡＰＡ（先进等离子体辅

助）电弧和溅射技术（直流、中频、ＨＩＰＡＣ、射频）模

块，为沉积各种不同的膜层创造了无尽的可能，甚至

还可以配置 ＤＬＣ 涂层模块和组合处理模块，实现氮

化和 ＰＶＤ（或 ＰＡＣＶＤ）的组合等。 最新的 ＨＩＰＡＣ及

ＨＩ３ 技术模块在工业生产型设备应用中获得了一致

好评。

９１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 卷 Ｎｏ． ９



（ａ）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Ｓ， Ｌ

（ｂ）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ＭＩＮＩ

图 ２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ＰＶＤ涂层装置

所有的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涂层装置均配置

有高效等离子清洗工艺 ＡＥＧＤ （电弧增强辉光放

电）。 这种额外的清洗工艺确保了涂层优异的结合

力。 同时，ＡＥＧＤ 工艺为 ＨＩＰＡＣ 和 ＨＩ３ 技术的高离

化率做出了极大贡献。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涂层装置具备的技术特

点使其能快速、稳定、全自动地在金属、陶瓷和塑料

表面沉积各种量身定制的个性化膜层，以满足不同

的加工需求。 第一个在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平台

上开发出的里程碑式涂层系列是微合金涂层

（ＭＡＣ）。

模块式装置可以组合各种不同的模块和技术来

实现混合涂层工艺。 当把两种现有的高离化工艺

ＨＩＰＡＣ和 ＡＰＡ － Ａｒｃ电弧工艺组合成混合工艺并满

足工业化生产标准时，便产生了 ＨＩ３。

研发环节的下一个步骤是，为选定的 ＤＯＭＩＮＯ

平台配置用于沉积新型 ＳｉＢＣＮ 基薄膜的相应模块。

为了实现理想的涂层设计方案，必须选用最合适的

沉积技术。

　 　 ４　 利用选定的模块来获得 ＳｉＢＣＮ 基高

性能涂层

　 　 进行高性能 ＳｉＢＣＮ 基刀具涂层具体方案的设

计时，希望将 ＡｌＴｉＮ或 ＴｉＳｉＸＮ膜层作为连接基体的

硬质膜底层，然后是具有梯度纳米结构的 ＡｌＴｉＮ ／

ＳｉＢＣＮ或 ＴｉＳｉＸＮ ／ ＳｉＢＣＮ混合区域作为过渡层，最后

沉积非晶态 ＳｉＢＣＮ 膜层作为顶层。 图 ３ 为基本设

计方案示意图。

图 ３　 理想的涂层设计方案

对最佳技术的评判指标包括：可行性、操作效率

及能效、可靠性、可重复生产性、柔性、低维护成本、

蒸发材料离化率高等。 因此，下一步要根据上述指

标对不同的模块或这些模块的组合工艺进行评估。

涂层装置配有 ４ 块法兰板。 通常，法兰板上只

能单独安装电弧蒸发器或溅射电磁管（或二者的任

意组合）。 考虑到上文提到的考核指标，特别是为

了将离化率保持在最高水平，必须确保所选用的技

术或技术组合能最好地满足对技术可靠性、生产率

和质量的要求。 图 ４ 列出了经过评估的不同设计方

案。

图 ４　 沉积 ＳｉＢＣＮ基涂层可能的技术和技术组合方案

表格最下面一栏列出了沉积底层硬质膜时，用

于材料靶（例如 ＡｌＴｉ靶）蒸发的可选技术；最上面一

栏是沉积 ＳｉＢＣＮ 顶部涂层时，用于 ＳｉＢＣ 靶蒸发所

采用的技术。 而在沉积梯度过渡区域混合膜层时，

则同时进行上述两种靶材的蒸发。

通过对整个评估过程中各种不同方案实验数据

和测试结果的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

是，在考虑最高离化率、效率和生产率时，电弧技术

始终占据着刀具涂层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

方案 １：淘汰。 原因：无法满足考核指标及我们

的期望，生产率低。

·通常情况下，溅射在刀具涂层领域仅仅占有

很少的份额

·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很低

·能量特定沉积速率低

·工艺效率低

·维护成本高

·很难对涂层特性进行微调

·只有配置中频 ／射频技术才能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方案 ２：单纯的电弧技术不能入选。 原因：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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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是刀具涂层领域的主流技术

·取决于不同材料，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高

·是非常有效的工艺

·能量特定 ＰＶＤ沉积速率最高

·维护成本低

·相对于溅射涂层而言，对电弧涂层特性的微

调要容易得多

·无法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方案 ３： 淘汰。 原因：无法满足考核指标及我们

的期望，中频 ／射频技术会损害电弧效率，从而造成

生产率低下。

·高离化及低离化工艺的组合

·中频 ／射频将明显降低电弧所产生等离子体

的正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

·可用于膜层生长的电弧离子数量减少，因为

有一部分离子参与中频 ／射频溅射

·这种状况可以接受，因为电弧技术拥有最高

的能量特定 ＰＶＤ沉积速率

·与方案 １ 相比，工艺效率更高

·维护成本较低（或中等）

·如果采用射频技术，需考虑屏蔽措施

·配置中频 ／射频技术，可实现 ＳｉＢＣ材料的蒸发

方案 ４： 淘汰。 原因：无法满足考核指标及设计

期望值，生产率很低，与其它先进技术相比无明显优

势。

·技术独特但成本昂贵

·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相对较高（取决于不同

的材料）

·作为单一配置，工艺效率较低

·能量特定沉积速率很低

·比电弧技术低 ２ － １０ 倍（取决于参数设定及

蒸发靶与基体之间的距离）

·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与刀具涂层领域的其它先进技术相比，没有

且不可能具有竞争优势

·可以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方案 ５： 淘汰。 原因：无法满足考核指标及设计

期望值，生产率低下。 通常情况下，与直流溅射技术

组合将使获取高离化率的努力大打折扣

·是两种低效率工艺的组合

·直流将显著降低 ＨｉＰＩＭＳ 所产生等离子体的

正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

·可用于膜层生长的 ＨｉＰＩＭＳ 离化金属数量减

少，因为有一部分离子将参与直流溅射

·因此会对离化率造成双重负面影响

·能量特定沉积速率低

·工艺效率低

·维护成本高

·ＨｉＰＩＭＳ技术可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方案 ６： 符合条件且满足期望的唯一选项。 Ａｒｃ

－ ＨｉＰＩＭＳ混合技术配置是唯一既能使蒸发材料的

离子对中性原子比率保持最高水平，同时又能蒸发

合成单一电弧技术做不到的材料组合。 ＨｉＰＩＭＳ 技

术是最受实验室青睐的先进技术，但当效率、生产力

及成本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时，就只能忍痛抛弃 ＨｉＰ

ＩＭＳ技术。 只有当也不选择电弧先进技术时，Ａｒｃ －

ＨｉＰＩＭＳ混合技术的利用价值才凸显出来。

·两种高离化工艺的组合

·电弧技术可以合成独特的材料成份。 这一益

处足以弥补 ＨｉＰＩＭＳ技术在效率上带来的次要损失

·电弧蒸发器所产生的高离子流对 ＨｉＰＩＭＳ 溅

射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种状况可以接受，因为电弧技术拥有最高

的能量特定 ＰＶＤ沉积速率

·高效的工艺

·维护成本低（或中等）

·ＨｉＰＩＭＳ 技术可以蒸发 ＳｉＢＣ材料

选择环节最终锁定 ６ 号方案，即 ＨＩ３ 技术———

ＡＰＡ电弧和 ＨＩＰＡＣ － ＨｉＰＩＭＳ 的组合技术。 用于研

发工作的生产性涂层设备为 ＤＯＭＩＮＯ 混合装置，炉

腔内壁配置有 ４ 个法兰板，用于安装电弧蒸发器和 ／

或溅射电磁管。 其中 ２ 块法兰板用于安装新型 ＡＰＡ

电弧蒸发器；另外 ２ 块位于炉腔内相对的位置，用于

安装扁平溅射电磁管。 ＳｉＢＣ 靶安装在溅射电磁管

上，ＡＰＡ电弧蒸发器用于安装底层硬质膜材料蒸发

图 ５　 ＨＩ３ 混合技术在涂层设备 ＤＯＭＩＮＯ Ｌ 炉内的布置情

况：２ 块 ＡＰＡ电弧法兰板及 ２ 块扁平溅射电磁管。 第二块

溅射板位于图中开启的前门上。 未来还可考虑配置 ２ 块

ＡＰＡ电弧法兰板加 ２ 块 ＡＰＡ 溅射电磁管，以运行 ＨｉＰＩＭＳ

级联溅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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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 最先安装的是 ＡｌＴｉ。 其布局见图 ５。

ＨＩ３———三重离化技术是苏尔寿独特混合技术

的代表。 该技术是指三种高离化工艺在同一台

ＰＶＤ涂层装置上的组合应用

ＡＰＡ

Ａｒｃ ＋ ＨＩＰＡＣ


（ＨＩＰＩＭＳ ＋ ＡＥＧＤ


） ＝ ＨＩ３

其中 ———先进等离子辅助工艺

———电弧增强辉光放电工艺

———高离化等离子体辅助涂层工艺

在正式涂层之前，常常采用 ＡＥＧＤ（电弧增强辉

光放电）工艺对工件进行强效离子清洗。 工艺过程

中，将会产生极其致密的惰性气体等离子体（通常

是氩气），同时对工件施加负偏压，工件表面因为受

到离子轰击而变得清洁。 在相关技术文献中，将这

种离子刻蚀形象地描述为“原子级别微喷砂”
［６］
。

在与 ＨｉＰＩＭＳ的组合工艺中，ＡＥＧＤ反应气体的预离

化最大程度地抑制了膜层沉积阶段可能出现的靶中

毒现象。 原则上，ＡＥＧＤ 工艺还可用于膜层生长期

间的电子加热，方法是施加正的或双极脉冲偏压。

Ａｌ５５Ｔｉ４５ 靶材采用 ＡＰＡ 电弧工艺蒸发，ＳｉＢＣ

靶材在反应氮气保护气氛中采用 ＨｉＰＩＭＳ 工艺蒸

发。 ＨｉＰＩＭＳ的初始参数设置见图 ６。 这些参数是

根据高性能刀具切削加工特殊材料的要求而特别设

计的。 用户可在很大范围内对 ＨｉＰＩＭＳ 工艺参数进

行设定，以便满足各种加工需求。

图 ６　 采用 ＨＩ３ 混合技术沉积第一款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时的 ＨｉＰＩＭＳ 初始参数设定

　 　 ５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面向现在和未来的

高性能刀具涂层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是采用 ＨＩ３ 技术开发的首批涂层之

一。 图 ７ 为该涂层的断口图像。 图像显示，涂层结

构致密，且顶层为非晶态组织。

从 ＦＩＢ聚焦离子束横截面图（图 ７ａ）可以更直

观地看到其显微结构。 自下而上：底层为精细柱状

结构，紧接着的混合区域采用ＨＩ３ 混合技术生成，该

过渡层类似纳米组分区域，顶部则是直接采用

ＨＩＰＡＣ技术沉积的非晶态 ＳｉＢＣＮ 膜层。 每种膜层

的特性见如下描述：

（ａ）ＦＩＢ聚焦离子束横截面图像

（ｂ）断口横截面图像

图 ７　 采用 ＨＩ３ 技术设计的引领潮流的高温

抗氧化涂层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

ＨＩＰＡＣ ＳｉＢＣＮ： 显微硬度 ２０ＧＰａ； 弹性模量

２５０ＧＰａ；弹性回复率 ７２％ ；非晶态

ＨＩ３ 混合过渡区域 Ａｌ５５Ｔｉ４５ ／ ＳｉＢＮＣ：显微硬度

２８ＧＰａ；弹性模量 ３５０ＧＰａ；弹性回复率 ６８％ ；纳米结

构，精细柱状结构

ＡＰＡ 电弧底层膜层 Ａｌ５ ５Ｔｉ４５： 显微硬度

２７ＧＰａ；弹性模量 ３００ＧＰａ；弹性回复率 ６５％ ；精细柱

状结构

有趣的是该涂层的高弹性回复率，即非晶态膜

层已知变形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弹性。 涂层厚度大约

在 ３μｍ左右，为刀具涂层的典型厚度。 在硬质合金

刀片上对膜基结合力进行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 Ｃ 压痕测试，结

果为最佳的 ＨＦ１。 因此，将上述涂层的工艺参数确

定为后续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的基础参数。 经过几次

优化后，开始在镍基材料上进行抗氧化试验。 从断

口 ＴＥＭ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中（图 ８），可以再次清

楚地看到具有不同结构的三个区域，放大后还可以

辨别出纳米结构的特点。

仔细观察界面，可以发现各不同膜层之间粘合

得也非常好。 图 ９ 的左图显示顶部涂层仍然是非晶

态结构，可观察到细微的生长缺陷；过渡区域为混合

相，然后是具有致密精细柱状结构的底层膜层。 底

层直到混合区域（即图中标出的涂层 ｃ 区至 ｂ 区）

膜层晶粒细化状况明显受到 Ｓｉ 的影响。 设计的底

层膜层晶粒尺寸在几百纳米，而混合区晶粒尺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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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１０ｎｍ 左右。 混合区域还可看到纳米层积结构，

这是我们在沉积该区域膜层时同时采用 ＨｉＰＩＭＳ 技

术蒸发 ＳｉＢＣ靶材和 ＡＰＡ电弧技术蒸发 ＡｌＴｉ靶材并

特别设定旋转速度的结果。 在沉积顶部非晶态膜层

之前，还生成了一个以 ＳｉＢＣＮ 为主体的 ＳｉＢＣＮ ／ Ａｌ

ＴｉＮ纳米组分区域。 这是因为在开始完全进行 ＳｉＢ

ＣＮ材料蒸发沉积顶部膜层之前，并非一次性彻底停

止 ＡｌＴｉ材料的电弧蒸发，而是逐步减少直至完全停

止。 底层具有致密精细柱状结构的 ＡｌＴｉＮ膜层与工

件基体之间的粘结也很好（详见图 ９ 的右图）。

图 ８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断口 ＴＥＭ图像

图 ９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各层界面断口 ＴＥＭ图像

首轮退火试验选择了具有上述同样膜层设计的

涂层。 将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的镍基样片在温度为 ９５０℃

的空气中放置 ３ 小时。 样片表面很快生成一层厚度

约为 １００ ｎｍ、稳定的保护性氧化膜。 该反应膜对下

面的涂层起到了很好的抗氧化保护作用。 图 １０ａ 为

该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在退火试验后的横截面图像。

图 １０ｂ是 Ｔｉ８０Ｓｉ２０Ｎ涂层样片在温度为 ９５０°Ｃ

的空气中放置 ３ 小时后的涂层横截面图像。 图片显

示涂层部分氧化，氧化部分深度为 １２００ｎｍ。 基体部

分仍然处于受保护状态。 通过对 ＴｉＳｉＮ 基涂层（如

Ｍ． ＰＯＷＥＲ———一种微合金 ＴｉＳｉＸＮ 涂层）的组分及

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可进一步提高其抗氧化能力。

再将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 ３ 小时退火试验的温度提

高到了 １２００°Ｃ。 在顶部 ＳｉＢＣＮ 膜层区域快速生成

了一层氧化膜（见图 １１）。 与图 １０ 的结果相比，此

次氧化层的厚度增加到了 ２００ｎｍ。

（ａ）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经过 ３ 小时 ９５０°Ｃ

退火试验后的断口横截面显微图像

（ｂ）Ｔｉ８０Ｓｉ２０Ｎ涂层经过 ３ 小时 ９５０°Ｃ退火试验后

出现氧化部分的断口横截面显微图像

图 １０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退火试验后的横截面图像

图 １１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经过 ３ 小时 １２００°Ｃ

退火试验后的断口横截面显微图像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膜层还表现出优异的热性能。 如文

献［３］所言，保护性氧化膜可能由 Ｓｉ 和 Ｏ 组成。 初

次分析证实了这一推断。 而在高温下是否会生成润

滑性能较好的氧化硼目前尚不明确，但似乎有很大

的可能性。 在第 １８ 届 Ｐｌａｎｓ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会议上，

Ｐｅｒｅｐｅｚｋｏ［７］在其所作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对

ＭｏＳｉＢ基材料进行退火试验，当温度高于 １０００° Ｃ

时，可发现其表面生成了 Ｂ２Ｏ３ 和 ＳｉＯ２，以及含 Ｂ 和

Ｓｉ的混合物氧化膜。

（１）首轮测试结果

涂层的整体性能应在首次切削实验中加以验

证。 所用样品是带有 ３μｍ厚 ＡｌＴｉＮ基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

层的硬质合金刀片。 选择了不同的材料进行车削加

工，将所得数据与规定参照值进行对比。 图 １２ 记录

了分别对 Ｔｉ６Ａｌ４Ｖ、硬化钢及镍基材料进行车削加

工的试验结果。 在加工这些特殊材料时，该涂层刀

具的性能至少提高了 ５０％ 。 该结果证实了 ＳＩＢＯＮＩ

ＣＡ涂层成为下一代高性能刀具涂层引领者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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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图 １２　 ＡｌＴｉＮ 基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刀片切削试验结果

（２）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验证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 膜层优异的热性

能，随后将涂层工件退火试验的温度提高到 １２００°Ｃ

以及更高。 其目标很明确：进一步提高涂层的抗氧

化能力及相稳定性。 为了达到该目的，可将 ＳｉＢＣ材

料在氮气 ／氧气气氛下蒸发，以获得 ＳｉＢＣＮ（Ｏ）薄

膜；还可在 ＳｉＢＣＮ 基涂层中添加少量其它元素（如

Ｙ、Ｈｆ、Ｃｅ或稀土金属等有助于提高热稳定性的元

素）。 而底层膜层和混合区域稳定性的改善可通过

将 ＳｉＢＣＮ与例如 ＡｌＣｒＸＮ、ＣｒＳｉＸＮ、ＴｉＳｉＸＮ 或其它硬

质涂层成份进行组合的方式来实现。 采用电弧技术

与 ＨＩＰＡＣ技术组合生成的 ＴｉＳｉＸＮ和 ＳｉＢＣＮ混合膜

层在初步测试中效果非常理想。

下面分别列出每一种膜层的特性，涂层设计参

见图 １３ 的球痕试验图片。

ＳｉＢＮＣ：显微硬度 ２０ＧＰａ；弹性模量 ２５０ＧＰａ；非

晶态

Ａｌ５５Ｔｉ４５ ／ ＴｉＳｉＸＮ ／ ＳｉＢＮＣ：显微硬度 ２６ＧＰａ；弹

性模量 ３２０ＧＰａ；纳米结构，精细柱状结构

Ａｌ５５Ｔｉ４５ ／ ＴｉＳｉＸＮ：显微硬度 ３０ＧＰａ；弹性模量

３６０ＧＰａ；纳米结构，精细柱状结构

Ａｌ５５Ｔｉ４５：显微硬度 ２７ＧＰａ；弹性模量 ３００ＧＰａ；

精细柱状结构

图 １３　 ＴｉＳｉＸＮ基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涂层球痕试验显微图片

其次是进行过渡区膜层的设计。 该区域的设计

方向应该更趋向于纳米组分。 具体而言，应以非晶

态 ＳｉＢＮＣ 或 ＳｉＢＣＮ（Ｏ）成份为主，并减小底部厚度，

从而增大纳米组分过渡区域。

&　 结语

苏尔寿 ＨＩ３ 技术和模块化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

ＮＯ平台集 ＨｉＰＩＭＳ技术、新型 ＡＰＡ电弧技术和 ＡＥ

ＧＤ三种技术优势于一身，具有效率高、盈利性好、

生产率高、能效高等特点。 从上个世纪开始直到现

在，新型电弧技术一直是最好的 ＰＶＤ技术。 随着电

弧蒸发技术的持续进步，在今后的几十年里，电弧技

术仍将引领高性能涂层的发展潮流。 因此，ＨｉＰＩＭＳ

技术与电弧技术的组合是填补 ＨｉＰＩＭＳ 不足的唯一

机会。

ＨＩ３ 三重高离化技术是目前唯一真正的混合技

术，该技术具有下列优点：

（１）高能效的工艺；

（２）复杂多样的膜层结构；

（３）选择范围广泛的可蒸发材料；

（４）满足应用需求的高性能涂层。

氧化试验和初期的切削加工测试结果良好，其

开发成果在实际加工中通过了检验。 ＳＩＢＯＮＩＣＡ 涂

层将成为下一代高性能刀具涂层的先导，ＭＥＴＡ

ＰＬＡＳ． ＤＯＭＩＮＯ 技术平台为用户建立涂层工业标准

设计奠定了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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