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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

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在室温‑600oC范围内使用

的零膨胀材料，以镁橄榄石、镁砂、二氧化硅，氧

化铝和碳酸锂为原料，首先将镁橄榄石在烧结，

得到镁橄榄石熟料，采用高温固态烧结法方法制

备的锂霞石，混合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之

后在预烧，得到锂霞石负膨胀材料；然后将合成

的镁橄榄石、镁砂混合，将镁橄榄石、镁砂的混合

粉体与和锂霞石粉料按比例进行配料，并将粉料

倒入球磨罐中球磨，出料烘干后，进行造粒、排

胶、烧结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该

方法制备的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材料在室温‑

600oC范围内材料膨胀系数为零，该方法过程简

单，成本低廉，适合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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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镁橄榄石在1510‑1600℃烧结6‑10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

（2）将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混合后在1100‑1300℃预烧8‑15h，得到锂霞石负膨胀

材料；

（3）将步骤（1）得到的镁橄榄石熟料和镁砂混合，得到混合粉体；将混合粉体与锂霞石

负膨胀材料混合后倒入球磨罐球磨，烘干后得到球磨料；

（4）向步骤（3）得到的球磨料中加入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中压

制成圆柱形块体，对圆柱形块体进行排胶，之后在高温下烧结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

瓷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的质量比为（60‑63）：（72‑76）：（102‑1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镁橄榄石熟料和镁砂的质量比为（85‑90）：（10‑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1‑7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有机粘合剂为质量分数为4‑7%的PVA溶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将造粒后的粉料在80‑150MPa下压成直径为13mm、高度为4‑5mm的圆柱形块

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圆柱形块体在450‑500℃条件下加热1‑3h排胶，随后在1100‑1350℃下烧结

3‑7h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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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功能材料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

石复合陶瓷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不同材料的膨胀速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同，膨胀系数和热胀冷缩失配产生热

冲击常会导致器件疲劳、性能大大降低、临时性或永久性失效甚至断裂，带来严重后果。为

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制备出材料具有零膨胀的特殊物理性能，这类可以减少高温材料

的内应力产生的影响，增加了材料的抗热冲击强度，彻底解决膨胀系数失配问题，提高器件

的稳定性（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可广泛应用于航天材料、发动机部件、集成线路

板和光学器件等精密仪器和极端条件下的器件中。

[0003] 热胀冷缩是自然界物体的一种基本热学性质。然而也有少数材料并不遵循这一基

本物理规则，存在着反常的热膨胀性质，即其体积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常缩小（或不变）。其

中，有一类材料的体积在一定温区内保持不变，称为零膨胀材料，在很多重要的科学工程领

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绝大多数材料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膨胀，即表现为正的热

膨胀系数。自然界几乎不存在零膨胀材料，为了得到零膨胀材料，目前采用的方法是：采用

负热膨胀（NTE）材料与一般的正热膨胀材料复合，从而使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可控，甚至

为零，成为可能。可目前制备的零膨胀材料的使用温度范围较窄，不适用在中高温区域使

用，同时生产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解决了现有不同

材料的膨胀速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不同，膨胀系数和热胀冷缩失配产生热冲击常会导致

器件疲劳、性能大大降低、临时性或永久性失效甚至断裂，带来严重后果。零膨胀材料可以

最大限度的减少高温材料的内应力，增加材料的抗热冲击强度，提高器件的稳定性（特别是

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

[0005] 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步

骤如下：

[0006] （1）将镁橄榄石在1510‑1600℃烧结6‑10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

[0007] （2）将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混合后在1100‑1300℃预烧8‑15h，得到锂霞石负

膨胀材料；

[0008] （3）将步骤（1）得到的镁橄榄石熟料和镁砂混合，得到混合粉体；将混合粉体与锂

霞石负膨胀材料混合后倒入球磨罐球磨，烘干后得到球磨料；

[0009] （4）向步骤（3）得到的球磨料中加入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

中压制成圆柱形块体，对圆柱形块体进行排胶，之后在高温下烧结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

合陶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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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步骤（2）中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的质量比为（60‑63）：（72‑76）：（102‑

105）。

[0011] 所述步骤（3）中镁橄榄石熟料和镁砂的质量比为（85‑90）：（10‑15）。

[0012] 所述步骤（3）中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1‑7h。

[0013] 所述步骤（4）中有机粘合剂为质量分数为4‑7%的PVA溶液。

[0014] 所述步骤（4）中将造粒后的粉料在80‑150MPa下压成直径为13mm、高度为4‑5mm的

圆柱形块体。

[0015] 所述步骤（4）中圆柱形块体在450‑500℃条件下加热1‑3h排胶，随后在1100‑1350

℃下烧结3‑7h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

瓷材料，在室温到600℃该类材料的膨胀系数为零，同时该方法具有简单易行、成本低、方便

快速等优点，可规模化生产，与目前制备的零膨胀材料相比温度范围较宽，适用在中高温区

域使用，同时生产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和2制备得到的近零膨胀系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

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1

[0021] 以河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镁砂、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为原料，首先将河

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在1510℃烧结10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采用高温固态烧结法方法制

备的锂霞石，首先按质量比为60：72：102称量并混合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之后在

1100℃预烧15小时，得到锂霞石负膨胀材料。然后将合成的镁橄榄石、镁砂按照90：10的比

例进行混合，将镁橄榄石、镁砂的混合粉体和锂霞石负膨胀材料按照质量比85:15的比例进

行配料，并将粉料倒入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7小时，出料烘干后，加

入7  wt%的PVA溶液作为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中，在150MPa的压

力下压成边长为13mm，高度为5mm的圆柱形块体。这些块体在500℃条件下加热1h排胶，随后

在1350℃下烧结3小时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0022] 实施例2

[0023] 以河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镁砂、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为原料，首先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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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在1600℃烧结6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采用高温固态烧结法方法制

备的锂霞石，首先按质量比为62：75：104称量并混合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之后在

1300℃预烧8小时，得到锂霞石负膨胀材料。然后将合成的镁橄榄石、镁砂按照85：15的比例

进行混合，将镁橄榄石、镁砂的混合粉体和锂霞石负膨胀材料按照质量比95：5的比例进行

配料，并将粉料倒入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1小时，出料烘干后，加入4 

wt%的PVA溶液作为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中，在80MPa的压力下压

成边长为13mm，高度为4mm的圆柱形块体。这些块体在450℃条件下加热3h排胶，随后在1100

℃下烧结7小时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0024] 图1为实施例1、2制备得到的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室温到60℃的膨胀系

数图。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的线膨胀系数随温度的变化很小，实施例1、2制备得

到的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属于近零膨胀材料。

[0025] 实施例3

[0026] 以河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镁砂、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为原料，首先将河

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在1550℃烧结8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采用高温固态烧结法方法制

备的锂霞石，首先按质量比为63：76：105称量并混合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之后在

1200℃预烧12小时，得到锂霞石负膨胀材料。然后将合成的镁橄榄石、镁砂按照87：13的比

例进行混合，将镁橄榄石、镁砂的混合粉体和锂霞石负膨胀材料按照质量比90：10的比例进

行配料，并将粉料倒入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4小时，出料烘干后，加

入5  wt%的PVA溶液作为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中，在100MPa的压

力下压成边长为13mm，高度为5mm的圆柱形块体。这些块体在470℃条件下加热2h排胶，随后

在1200℃下烧结5小时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0027] 实施例4

[0028] 以河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镁砂、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为原料，首先将河

南南阳西峡的镁橄榄石在1520℃烧结9h，得到镁橄榄石熟料，采用高温固态烧结法方法制

备的锂霞石，首先按质量比为61：73：103称量并混合二氧化硅，氧化铝和碳酸锂，之后在

1300℃预烧9小时，得到锂霞石负膨胀材料。然后将合成的镁橄榄石、镁砂按照90：10的比例

进行混合，将镁橄榄石、镁砂的混合粉体和锂霞石负膨胀材料按照质量比88：12的比例进行

配料，并将粉料倒入球磨罐中以氧化锆球和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6小时，出料烘干后，加入6 

wt%的PVA溶液作为有机粘合剂进行造粒，将造粒后的粉料倒入模具中，在80‑150MPa的压力

下压成边长为13mm，高度为4mm的圆柱形块体。这些块体在480℃条件下加热2.5h排胶，随后

在1200℃下烧结6小时得到镁橄榄石‑锂霞石复合陶瓷材料。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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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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