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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

合陶瓷及其加工工艺，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组

分：镁粉、硅粉、碳粉、铝硅酸盐矿物和粘合剂；该

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混合料

的制备；预烧结料的制备；坯料的制备；素坯的制

备；将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

合陶瓷；该新型复合陶瓷中，镁粉与铝硅酸盐矿

物之间达到原子级别的混合，形成具有高度无序

的晶体结构，碳粉与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

其均匀分布在镁粉与铝硅酸盐矿物之间形成的

晶体结构中，解决了直接加入碳化硅晶须而容易

产生团聚，分布不均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复合

陶瓷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该新型复合陶瓷具

有很好的抗热冲击性能和抗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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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其特征在于，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

组分：镁粉20-40份、硅粉5-10份、碳粉5-10份、铝硅酸盐矿物60-80份和粘合剂3-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其特征在于，该复合陶瓷

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硅粉7份、碳粉7份、铝硅酸盐矿物70份和粘合剂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铝硅酸

盐矿物为长石、云母、高岭土、沸石或石榴石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

为巯基化合物三羟甲基丙烷三（3-巯基丙酸酯）、季戊四醇四（3-巯基丙酸酯）、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聚氨酯树脂或酚醛树脂中的任意一种。

5.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

（1）第一混合料的制备；

（2）预烧结料的制备；

（3）坯料的制备；

（4）素坯的制备；

（5）将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和铝硅酸盐矿物放入球磨罐中进行球磨，得第一混合料；

（2）将步骤（1）所得的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料；

（3）称取硅粉和碳粉，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进行干法球磨，得到第二混合

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粘合剂，继续干法球磨，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20-40份和铝硅酸盐矿物60-8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

质，对球磨罐进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18-24h，然后在60-80℃的烘箱中烘干1-3h，得第

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

（3）称取硅粉5-10份和碳粉5-10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6-12h，

得到第二混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粘合剂3-8份，继续干法球磨3-5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15-30MPa，先升温至1000-1200℃，保温1-3h，

然后再升温至1400-1500℃，保温2-3h。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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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步骤（4）中热等静压成型的条件为：温度为800-900℃，压强为90-120MPa。

10.根据权利要求7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

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放电等离子体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600-1800℃，压强为20-

50MPa，保温10-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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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及其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陶瓷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及其加

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

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又出现

了许多新的陶瓷品种，它们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粘土、长石、石英等传统陶瓷原料，而是使

用其他特殊原料，甚至扩大到非硅酸盐，非氧化物的范围，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美国

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文献已将“Ceramic”一词理解为各种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的通称，因此

陶瓷的含义实际上已远远超越过去狭窄的传统观念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陶瓷

材料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陶瓷材料不能满足现代要求，高性能陶瓷及陶瓷基复合

材料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

[0003] 如申请号为201010547748.5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碳化硼基陶瓷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1）将碳化硼粉末与粘结剂混合均匀，或将碳化硼混合粉体

与粘结剂混合均匀，再进行过筛，选取粒度在24-60目间的颗粒作为模压物料；（2）将模压物

料在50-300MPa的压力下模压成型，干燥后获得B4C-C素坯；（3）将B4C-C素坯作为骨架，采用

Si作为熔渗剂，进行真空熔渗，获得碳化硼陶瓷复合材料。

[0004] 如申请号为CN201810942697.2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氧化铝-碳化硅多孔复

合陶瓷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先将硅酸酯、异丙醇铝、醇类稀释剂、脂肪酸和表面活性剂搅拌

混合后，再加入纳米铁粉和氟化钠，得混合料；将混合料超声微波加热反应后，冷却，干燥，

得干燥料；将干燥料倒入模具中，于惰性气体保护状态下，缓慢升温至550～600℃，保温炭

化2～4h后，继续升温至1680～1800℃，高温烧结3～5h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出料，得烧结

料；将所得烧结料依次经酸洗、水洗后，干燥至恒重，即得氧化铝-碳化硅多孔复合陶瓷。

[0005] 但是由上述方法获得的复合陶瓷的脆性大，抗热震性能差，因此，如何制得性能更

加优异的复合陶瓷成为了本技术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及其加工工艺，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20-40

份、硅粉5-10份、碳粉5-10份、铝硅酸盐矿物60-80份和粘合剂3-8份。

[0008] 镁粉与铝硅酸盐矿物之间达到原子级别的混合，形成具有高度无序的晶体结构，

碳粉与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其均匀分布在镁粉与铝硅酸盐矿物之间形成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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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决了直接加入碳化硅晶须而容易产生团聚，分布不均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复合陶瓷

的性能。

[0009] 作为优化，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

组分：镁粉30份、硅粉7份、碳粉7份、铝硅酸盐矿物70份和粘合剂5份。

[0010] 作为优化，铝硅酸盐矿物为长石（K2O·Al2O3·6SiO2）、云母（K2O·2Al2O3·6SiO2·

2H2O）、高岭土（Al2O3·2SiO2·22H2O）、沸石（Na2O·Al2O3·3SiO2·22H2O）或石榴石（3CaO·

Al2O3·3SiO2）中的任意一种。

[0011] 作为优化，粘结剂为巯基化合物三羟甲基丙烷三（3-巯基丙酸酯）、季戊四醇四（3-

巯基丙酸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氨酯树脂或酚醛树脂中的任意一种。

[0012]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

（1）第一混合料的制备；

（2）预烧结料的制备；

（3）坯料的制备；

（4）素坯的制备；

（5）将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

[0013] 作为优化，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和铝硅酸盐矿物放入球磨罐中进行球磨，得第一混合料；

（2）将步骤（1）所得的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料；

（3）称取硅粉和碳粉，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进行干法球磨，得到第二混合

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粘合剂，继续干法球磨，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

[0014] 作为优化，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20-40份和铝硅酸盐矿物60-8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

质，对球磨罐进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18-24h，然后在60-80℃的烘箱中烘干1-3h，得第

一混合料；镁粉和铝硅酸盐在湿法球磨处理过程中，由于机械冲击作用，镁粉和铝硅酸盐发

生细化、变形，产生结构缺陷，从而缩短了原子扩散路径，长期下去，镁粉中的镁原子会被迫

挤压到铝硅酸盐晶格内部，从而使镁粉与铝硅酸盐相互之间达到了原子级别的混合，第一

混合料具有高度无序的晶体结构，有利于后续烧结致密化，降低烧结温度；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在预烧结处理过程中，第一混合料更有利于形成晶间-晶内复合结构；

（3）称取硅粉5-10份和碳粉5-10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6-12h，

得到第二混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粘合剂3-8份，继续干法球磨3-5h，得到坯料；利

用干法球磨处理，制备出坯料，硅粉、碳粉与预烧结料不仅是简单的混合，而是达到原子尺

寸的复合，增加分子扩散的通道，减小分子扩散路径，有利于烧结致密化进行；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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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在放电等离子

体烧结过程中，碳粉和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其可以均匀分布在镁-铝硅酸盐晶粒之

间，从而有效的解决了直接加入的碳化硅晶须，容易团聚，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极大地提高

了复合陶瓷的性能。

[0015] 作为优化，步骤（2）中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15-30MPa，先升温至1000-1200

℃，保温1-3h，然后再升温至1400-1500℃，保温2-3h。

[0016] 作为优化，步骤（4）中热等静压成型的条件为：温度为800-900℃，压强为90-

120MPa。

[0017] 作为优化，步骤（5）中放电等离子体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600-1800℃，压强为20-

50MPa，保温10-30min。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一是本发明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镁粉与铝硅酸盐矿物之间达到原子级

别的混合，形成具有高度无序的晶体结构，碳粉与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其均匀分布在

镁粉与铝硅酸盐矿物之间形成的晶体结构中，解决了直接加入碳化硅晶须而容易产生团

聚，分布不均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复合陶瓷的性能；

二是本发明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镁粉和铝硅酸盐在湿法球

磨处理过程中，由于机械冲击作用，镁粉和铝硅酸盐发生细化、变形，产生结构缺陷，从而缩

短了原子扩散路径，长期下去，镁粉中的镁原子会被迫挤压到铝硅酸盐晶格内部，从而使镁

粉与铝硅酸盐相互之间达到了原子级别的混合，第一混合料具有高度无序的晶体结构，有

利于后续烧结致密化，降低烧结温度；在预烧结处理过程中，第一混合料更有利于形成晶

间-晶内复合结构；

三是本发明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利用干法球磨处理，制备

出坯料，硅粉、碳粉与预烧结料不仅是简单的混合，而是达到原子尺寸的复合，增加分子扩

散的通道，减小分子扩散路径，有利于烧结致密化进行；在放电等离子体烧结过程中，碳粉

和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其可以均匀分布在镁-铝硅酸盐晶粒之间，从而有效的解决了

直接加入的碳化硅晶须，容易团聚，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复合陶瓷的性能；

四是本发明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该加工工艺简单，原料易

得，成本低，烧成温度低，有利于实现工业化生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有利于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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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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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20份、

硅粉5份、碳粉5份、长石60份和巯基化合物三羟甲基丙烷三（3-巯基丙酸酯）3份。

[0021]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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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称取镁粉20份和长石6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行

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18h，然后在60℃的烘箱中烘干1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15MPa，先升温至1000℃，保温1h，然后再升温至1400℃，保

温2h；

（3）称取硅粉5份和碳粉5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6h，得到第二混

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巯基化合物三羟甲基丙烷三（3-巯基丙酸酯）3份，继续干法

球磨3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00℃，压强为90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600℃，压强为20MPa，保温10min。

[0022] 实施例2：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25份、

硅粉6份、碳粉6份、云母65份和季戊四醇四（3-巯基丙酸酯）4份。

[0023]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25份和云母65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行

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19h，然后在65℃的烘箱中烘干1.5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0MPa，先升温至1050℃，保温1.5h，然后再升温至1420℃，

保温2h；

（3）称取硅粉6份和碳粉6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7h，得到第二混

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季戊四醇四（3-巯基丙酸酯）4份，继续干法球磨3.5h，得到

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20℃，压强为9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650℃，压强为25MPa，保温15min。

[0024] 实施例3：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

硅粉7份、碳粉7份、高岭土70份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

[0025]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0份和高岭土7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

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1h，然后在70℃的烘箱中烘干2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2MPa，先升温至1100℃，保温2h，然后再升温至1450℃，保

温2.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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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称取硅粉7份和碳粉7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9h，得到第二混

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继续干法球磨4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50℃，压强为10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00℃，压强为35MPa，保温20min。

[0026] 实施例4：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5份、

硅粉9份、碳粉9份、沸石75份和聚氨酯树脂7份。

[0027]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5份和沸石9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行

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2h，然后在75℃的烘箱中烘干2.5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8MPa，先升温至1180℃，保温2.5h，然后再升温至1480℃，

保温2h；

（3）称取硅粉9份和碳粉9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11h，得到第二

混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氨酯树脂7份，继续干法球磨4.5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80℃，压强为11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50℃，压强为45MPa，保温25min。

[0028] 实施例5：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40份、

硅粉10份、碳粉10份、石榴石80份和酚醛树脂8份。

[0029]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40份和石榴石8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

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4h，然后在80℃的烘箱中烘干3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30MPa，先升温至1200℃，保温3h，然后再升温至1500℃，保

温3h；

（3）称取硅粉10份和碳粉10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12h，得到第

二混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酚醛树脂8份，继续干法球磨5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900℃，压强为120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800℃，压强为50MPa，保温30min。

[0030] 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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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

硅粉7份、高岭土70份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

[0031]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0份和高岭土7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

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1h，然后在70℃的烘箱中烘干2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2MPa，先升温至1100℃，保温2h，然后再升温至1450℃，保

温2.5h；

（3）称取硅粉7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9h，得到第二混合料，然后

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继续干法球磨4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50℃，压强为10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00℃，压强为35MPa，保温20min。

[0032] 对比例1与实施例3所不同的是原料中未使用碳粉，制备方法与实施例3相同。

[0033] 对比例2：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

碳粉7份、高岭土70份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

[0034]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0份和高岭土7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

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1h，然后在70℃的烘箱中烘干2h，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2MPa，先升温至1100℃，保温2h，然后再升温至1450℃，保

温2.5h；

（3）称取碳粉7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9h，得到第二混合料，然后

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继续干法球磨4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50℃，压强为10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00℃，压强为35MPa，保温20min。

[0035] 对比例2与实施例3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使用硅粉，制备方法与实施例3相同。

[0036] 对比例3：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

硅粉7份、碳粉7份、高岭土70份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

[0037]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0份和高岭土70份放入球磨罐中，以无水乙醇作为球磨介质，对球磨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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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真空后充入氩气，球磨21h，然后在70℃的烘箱中烘干2h，得第一混合料；

（2）称取硅粉7份和碳粉7份，加入步骤（1）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9h，得到第二混

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继续干法球磨4h，得到坯料；

（3）将步骤（2）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50℃，压强为105MPa；

（4）将步骤（3）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00℃，压强为35MPa，保温20min。

[0038] 对比例3与实施例3所不同的是第一混合料未经过预烧结处理。

[0039] 对比例4：

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镁粉30份、

硅粉7份、碳粉7份、高岭土70份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

[0040] 采用上述原料加工一种抗热震性能高的新型复合陶瓷，该复合陶瓷的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1）称取镁粉30份和高岭土70份加入研钵中进行研磨混合，得第一混合料；

（2）将第一混合料投入热压烧结炉中，在氮气的氛围下进行预烧结处理，得到预烧结

料，预烧结处理的条件为：压强为22MPa，先升温至1100℃，保温2h，然后再升温至1450℃，保

温2.5h；

（3）称取硅粉7份和碳粉7份，加入步骤（2）所得的预烧结料中，干法球磨9h，得到第二混

合料，然后向第二混合料中加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继续干法球磨4h，得到坯料；

（4）将步骤（3）所得的坯料放入模具中进行热等静压成型，得到素坯，热等静压成型的

条件为：温度为850℃，压强为105MPa；

（5）将步骤（4）所得的素坯进行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得到新型复合陶瓷，放电等离子体

烧结条件为：温度为1700℃，压强为35MPa，保温20min。

[0041] 对比例4与实施例3所不同之处为将镁粉和高岭土在研钵中进行研磨混合。

[0042] 效果例：

（1）实验样品：本发明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和对比例1至4所制得的新型

陶瓷。

[0043] （2）实验方法：抗热冲击：先将实验样品加热至1500℃，保温30min，然后置于空气

中淬冷，如此反复，直至实验样品产生裂纹，记录次数，测试结果见表1；抗弯强度：使用由济

南科盛试验机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UTM5105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来测试实验样品的三

点抗弯强度，实验样品的尺寸为60mm×15mm×15mm，加载速率为0.5mm/min，加载方向垂直

于实验样品成型加压方向，支点跨距为40mm，经表面抛光和棱角倒角后在万能试验机上进

行实验，测试结果见表1。

[0044] 表1 各个实验样品的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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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的抗热冲

击次数均在181次及以上，抗弯强度均在3.1MPa及以上，而对比例1至4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

瓷的抗热冲击次数均在121次及以下，抗弯强度均在1.4MPa及以下，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

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具有很好的抗热冲击性能和抗弯强度。

[0045] 本发明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与对比例1和对比例2所制得的新型复

合陶瓷相比，由于原料中同时使用了硅粉和碳粉，硅粉、碳粉与预烧结料达到原子尺寸的复

合，增加分子扩散的通道，减小分子扩散路径，有利于烧结致密化进行；在放电等离子体烧

结过程中，碳粉和硅粉原位生成碳化硅晶须，其可以均匀分布在镁-铝硅酸盐晶粒之间，从

而有效的解决了直接加入的碳化硅晶须，容易团聚，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复合

陶瓷的性能。

[0046] 本发明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与对比例3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相

比，由于对第一混合料进行了预烧结处理，使第一混合料更有利于形成晶间-晶内复合结

构，为后续硅粉、碳粉与预烧结料达到原子尺寸的复合做准备，更有利于新型复合陶瓷性能

的提升。

[0047] 本发明实施例1至5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与对比例4所制得的新型复合陶瓷相

比，由于将镁粉和铝硅酸盐进行湿法球磨处理，镁粉和铝硅酸盐在湿法球磨处理过程中，由

于机械冲击作用，镁粉和铝硅酸盐发生细化、变形，产生结构缺陷，从而缩短了原子扩散路

径，长期下去，镁粉中的镁原子会被迫挤压到铝硅酸盐晶格内部，从而使镁粉与铝硅酸盐相

互之间达到了原子级别的混合，比将镁粉和铝硅酸盐用研钵进行研磨更有利于新型复合陶

瓷性能的提升。

[004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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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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