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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

法，包括：(1)准备原料：氮化硅粉、氧化镁、氧化

铝、氧化钇；(2)将原料加入到无水乙醇中，混匀，

得到氮化硅复合粉料浆；(3)对氮化硅复合粉料

浆进行真空干燥，然后过80目筛，得到干燥粉；

(4)将胶加入至干燥粉中混合，然后过60目筛，得

到氮化硅造粒粉；(5)将氮化硅造粒粉模压成型

制得氮化硅环坯体；(6)将氮化硅环坯体装入石

墨坩埚，并埋入混合粉，然后于氮气气氛、1680～

1740℃条件下保温1～3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

封环。本发明制得的氮化硅密封环相对密度≥

98％，强度>650MPa，硬度(HRA)为90～92，断裂韧

性为4～6MPa·m1/2，很好地满足了氮化硅材料在

密封环市场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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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下列重量比准备原料：氮化硅粉85～93%、氧化镁0.5～3%、氧化铝3～7%、氧化钇3

～8%；

（2）将原料加入到作为粉体分散介质的无水乙醇中，然后混匀，配制成固相含量在50～

65%的氮化硅复合粉料浆；

（3）对氮化硅复合粉料浆进行真空干燥，然后过80目筛，得到干燥粉；

（4）将预先配好的胶加入至过筛后的干燥粉中混合，然后均匀过60目筛，得到氮化硅造

粒粉；所述的胶由粘结剂和无水乙醇组成，其中，粘结剂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4%，无水乙

醇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2～20%；

（5）将氮化硅造粒粉倒入密封环模具，然后于100～170MPa的压力下模压成型，制得氮

化硅环坯体；

（6）将氮化硅环坯体装入石墨坩埚，并埋入由添加剂、BN和氮化硅组成的混合粉，然后

在常压烧结炉中，于氮气气氛、1680～1740℃条件下保温1～3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封

环；所述的添加剂、BN、氮化硅分别占混合粉重量的5～12%、40～60%和28～55%；

所述粘结剂为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羧丁醛中任意的一种或两种；

所述添加剂由重量比为1～3∶2～5∶2～4的氧化镁、氧化铝和氧化钇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采用球磨的方式将原料与无水乙醇混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磨时的

球、料比2～3∶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将氮化硅复合粉料浆放入真空干燥箱中，并于85℃以上的温度进行真空干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4）中，胶的制备过程为：将粘结剂倒入无水乙醇中，并于90℃的水浴条件下，加热至粘

结剂与无水乙醇完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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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氮化硅陶瓷由于其良好的力学性能和优异的自润滑性被作为密封件使用。目前，

国内氮化硅材料主要由反应烧结、热压和热等静压烧结工艺制备。反应烧结制得的制品含

有较多气孔，相对密度不到85％，且力学性能低下、强度较低，仅为150～350MPa。而热压、热

等静压烧结不仅需要昂贵的烧结设备及辅助耗材(如包套等)，而且烧结成本高(高温高压

所需的水、电、气等)，导致产品制造成本高，严重遏制了氮化硅材料在密封环市场上的应

用。

[0003] 并且，氮化硅材料自扩散系数低，本身烧结困难，且在高温下极其容易分解，往往

需要高高压才能烧结致密。

[0004] 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低气压下即可完成氮化硅材料高致密化烧结的新工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其只需在0.1MPa(大气压

压力)、N2的气氛下即可完成氮化硅材料的高致密化烧结。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氮化硅密封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按下列重量比准备原料：氮化硅粉85～93％、氧化镁0.5～3％、氧化铝3～7％、

氧化钇3～8％；

[0009] (2)将原料加入到作为粉体分散介质的无水乙醇中，然后混匀，配制成固相含量在

50～65％的氮化硅复合粉料浆；

[0010] (3)对氮化硅复合粉料浆进行真空干燥，然后过80目筛，得到干燥粉；

[0011] (4)将预先配好的胶加入至过筛后的干燥粉中混合，然后均匀过60目筛，得到氮化

硅造粒粉；所述的胶由粘结剂和无水乙醇组成，其中，粘结剂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4％，

无水乙醇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2～20％；

[0012] (5)将氮化硅造粒粉倒入密封环模具，然后于100～170MPa的压力下模压成型，制

得氮化硅环坯体；

[0013] (6)将氮化硅环坯体装入石墨坩埚，并埋入由添加剂、BN和氮化硅组成的混合粉，

然后在常压烧结炉中，于氮气气氛、1680～1740℃条件下保温1～3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

封环；所述的添加剂、BN、淡化硅分别占混合粉重量的5～12％、40～60％和28～55％。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采用球磨的方式将原料与无水乙醇混匀。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球磨时的球、料比2～3∶1。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粘结剂为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羧丁醛中任意的一种或两种。

[0017]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将氮化硅复合粉料浆放入真空干燥箱中，并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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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温度进行真空干燥。

[0018] 具体地说，所述添加剂由重量比为1～3∶2～5∶2～4的氧化镁、氧化铝和氧化钇组

成。

[0019] 更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胶的制备过程为：将粘结剂倒入无水乙醇中，并于90

℃的水浴条件下，加热至粘结剂与无水乙醇完全溶解。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通过添加助烧剂(氧化镁、氧化铝及稀土氧化物)对氮化硅烧结的助烧作

用，有效降低了氮化硅致密化的烧结温度，同时通过埋粉工艺调节烧结的气氛，有效抑制氮

化硅在高温下的分解，使得整个氮化硅材料在常压炉下即可完成致密化烧结。实践表明，本

发明制备的氮化硅密封环，不仅性能指标远高于反应烧结(制得的氮化硅密封环相对密度

大于或等于98％，强度大于650MPa，HRA硬度可达到90～92，断裂韧性可达到4.5～6MPa·m1

/2)，而且由于参数条件较为常规，因而制备成本也远低于热压、热等静压烧结工艺。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实施

例。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氮化硅密封环制备工艺，其以氮化硅粉为原料，并辅以

氧化镁、氧化铝和氧化钇作为助烧剂，实现氮化硅材料的高致密化烧结。

[0024] 本发明的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0025] (1)按重量比准备原料：氮化硅粉85～93％、氧化镁0.5～3％、氧化铝3～7％、氧化

钇3～8％；

[0026] (2)将原料加入到作为粉体分散介质的无水乙醇中，然后混匀，配制成固相含量在

50～65％的氮化硅复合粉料浆；本实施例采用球磨的方式将原料与无水乙醇混匀，且球、料

比2～3∶1；

[0027] (3)将氮化硅复合粉料浆放入真空干燥箱中，于85℃以上的条件下进行真空干燥，

然后过80目筛，得到干燥粉；

[0028] (4)将预先配好的胶加入至过筛后的干燥粉中混合，然后均匀过60目筛，得到氮化

硅造粒粉；所述的胶由粘结剂(聚乙二醇、聚乙烯醇羧丁醛中任意的一种或两种)和无水乙

醇组成，其中，粘结剂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4％，无水乙醇含量为干燥粉重量的12～

20％；

[0029] (5)将氮化硅造粒粉倒入密封环模具，然后于100～170MPa的压力下模压成型，制

得氮化硅环坯体；

[0030] (6)将氮化硅环坯体装入石墨坩埚，并埋入由添加剂(由重量比为1～3∶2～5∶2～4

的氧化镁、氧化铝和氧化钇组成)、BN和氮化硅组成的混合粉，然后在常压烧结炉中，于氮气

气氛、1680～1740℃条件下保温1～3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封环；所述的添加剂、BN、氮化

硅分别占混合粉重量的5～12％、40～60％和28～55％。

[0031] 本发明制备得到的氮化硅密封环相对密度大于或等于98％，强度大于650MPa，HRA

硬度可达到90～92，断裂韧性可达到4.5～6MPa·m1/2。下面以几个实例对本发明的效果进

行阐述。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495703 B

4



[0032] 实例1

[0033] 氮化硅粉、氧化镁、氧化铝、氧化钇的重量比分别为93％、3.5％、0.5％和3％，将四

者组成混合粉，然后按照混合粉∶磨球∶无水乙醇＝1∶2.5∶0.6的重量比配置磨球和无水乙

醇，并将上述混合粉末、磨球和无水乙醇倒入球磨罐中，球磨48小时，得到氮化硅复合粉浆

料。

[0034] 而后，将氮化硅复合粉浆料在真空烘箱中，于90℃的条件下烘干，并过80目筛。接

着，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1％称量PVB，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16％称量无水乙

醇，并将称量好的PVB倒入无水乙醇中，于90℃水浴条件下加热至PVB与无水乙醇完全溶解，

制得溶胶。

[0035] 将胶倒入烘干过筛的混合粉中，手动混合均匀后过60目筛，得到氮化硅造粒粉，然

后倒入密封环模具，于170MPa模压成型制得氮化硅密封环坯体。

[0036] 最后，将上述氮化硅密封环坯体装入坩埚，并填入埋粉(埋粉组成为重量比为1％

的氧化镁+2％的氧化铝+2％的氧化钇+40％的BN+55％的Si3N4混合粉)，然后在1735℃、常

压、N2气氛条件下，保温2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封环。

[0037] 本实例制得的氮化硅密封环，其相对密度为98.6％，强度为700MPa，硬度(HRA)为

92，断裂韧性为5.4MPa·m1/2。

[0038] 实例2

[0039] 氮化硅粉、氧化镁、氧化铝、氧化钇的重量比分别为90％、5.5％、1％和3.5％，将四

者组成混合粉，然后按照混合粉∶磨球∶无水乙醇＝1∶3∶0.9的重量比配置磨球和无水乙醇，

并将上述混合粉末、磨球和无水乙醇倒入球磨罐中，球磨56小时，得到氮化硅复合粉浆料。

[0040] 而后，将氮化硅复合粉浆料在真空烘箱中，于90℃的条件下烘干，并过80目筛。接

着，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1％分别称量PVB、PEG，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16％称

量无水乙醇，并将称量好的PVB、PEG倒入无水乙醇中，于90℃水浴条件下加热至PVB、PEG与

无水乙醇完全溶解，制得溶胶。

[0041] 将胶倒入烘干过筛的混合粉中，手动混合均匀后过60目筛，得到氮化硅造粒粉，然

后倒入密封环模具，于150MPa模压成型制得氮化硅密封环坯体。

[0042] 最后，将上述氮化硅密封环坯体装入坩埚，并填入埋粉(埋粉组成为重量比为2％

的氧化镁+4％的氧化铝+4％的氧化钇+50％的BN+40％的Si3N4混合粉)，然后在1720℃、常

压、N2气氛条件下，保温3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封环。

[0043] 本实例制得的氮化硅密封环，其相对密度为98.6％，强度为740MPa，硬度(HRA)为

91，断裂韧性为6.0MPa·m1/2。

[0044] 实例3

[0045] 氮化硅粉、氧化镁、氧化铝、氧化钇的重量比分别为85％、7.5％、2.5％和5％，将四

者组成混合粉，然后按照混合粉∶磨球∶无水乙醇＝1∶2∶1的重量比配置磨球和无水乙醇，并

将上述混合粉末、磨球和无水乙醇倒入球磨罐中，球磨90小时，得到氮化硅复合粉浆料。

[0046] 而后，将氮化硅复合粉浆料在真空烘箱中，于90℃的条件下烘干，并过80目筛。接

着，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3％称量PEG，按烘干过筛的混合粉重量比20％称量无水乙

醇，并将称量好的PEG倒入无水乙醇中，于90℃水浴条件下加热至PEG与无水乙醇完全溶解，

制得溶胶。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495703 B

5



[0047] 将胶倒入烘干过筛的混合粉中，手动混合均匀后过60目筛，得到氮化硅造粒粉，然

后倒入密封环模具，于120MPa模压成型制得氮化硅密封环坯体。

[0048] 最后，将上述氮化硅密封环坯体装入坩埚，并填入埋粉(埋粉组成为重量比为3％

的氧化镁+5％的氧化铝+4％的氧化钇+60％的BN+28％的Si3N4混合粉)，然后在1680℃、常

压、N2气氛条件下，保温1小时烧结，制得氮化硅密封环。

[0049] 本实例制得的氮化硅密封环，其相对密度为98.2％，强度为675MPa，硬度(HRA)为

91，断裂韧性为4.7MPa·m1/2。

[0050] 本发明相比现有工艺来说，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工艺流程简单、效率高，在0.1MPa

(大气压压力)、N2的气氛下即可完成氮化硅材料的高致密化烧结。本发明通过原料的合理

选用和配比，结合设计的烧结工艺，很好地解决了氮化硅材料难以实现高致密化烧结的问

题，充分发挥了其力学性能和自润滑的特性，极大地满足了氮化硅材料在密封环市场上的

应用。因此，本发明技术进步明显，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0051]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不应当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凡在本发明的主体设计思想和精神上作出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动或润色，其所解决的

技术问题仍然与本发明一致的，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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