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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光学显微镜 (OM) 、扫描电镜 (SEM) 、 X 射线衍射仪
(XRD) 、 X 射线波谱仪 (WDS) 和能谱仪 (EDAX) ，观察研究了 C 3 H fi 

CH 3 SiCI 3 -Ar 混合气体在石墨基体上化学气相沉积 (CVD) 的 C+SiC

涂层的显微组织、晶体结构、 SiC 含量及分布与制备工艺的关系，以
及氢离子 (H+) 化学溅射和高能电子束热冲击对 C+SiC 涂层微观结

构和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 1600C 下制备的 C+SiC 涂层，
具有良好的结合强度、抗化学溅射和抗热冲击性能.

A MICROSTRUCTURE STUDY OF C+SiC COATING
MATERIALS FOR FIRST WALL OF FUSION REACTOR
Pan Ving

Gao [A hua

Lu Huaichang

V.o Yiming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ABSTRACT
By means of OM. SEM. XRD. WDS and EDAX. a microstructure study
has been made of (1) the dependence of microstructure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C +SiC coating and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SiC in it on technological process. the coating was deposited on graphite substrate by chemical vapour deposition (CVO) with ClH S' CHJSiCI J and Ar mixture gases; (2) the influence of
che rr. ical sputting by hydrogen ions and thermal shock by electron beams with
h!gh energy on micro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a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SiC coating deposited at 1600C has good adherence and is
resistant to damage from chemical sputtering by hydrogen ions and resistant to
therralal shock by electron b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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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变罐中的第一璧材料障受能量为 14.1 MeV 的噩查中于蝠'外.还受到辈自.离子
体的高是负荷和带电植于撞的作用E··21. 第一璧树割的工作矗件撞为苛刻，因此章'含量的

第一量树割成为噩变罐盛癫'挠的间'之-.考虑到嗣B:蝠If与原子序Il Z'" 虞正比(I】，融

最用证 z 树$J(细Be、 C 、SiC 、 TiC .I.佳话性夏舍辅料》悻第一璧树蝇，可以赢少'离子
体瞌量的'失.费国 GATechnol唱ies 公司'嗣曲在百噩蓦体上撞 .C+ SiC(-l伽t"') 撞
层.具有抗化学雷财及集冲击性能良好的辖性EH1. 用 CVD 方法嗣备的 C+ SiC 撞层的结

构与幢幢，在高温气冷罐罐桐'植的包E撞层租生'工理方面研究辑多E扣'1 ，作为震舍罐第
一璧树羁的研究是比篝少的.本文研究了用 CJ H.-CH.5iCI J (MTS) -Ar 混合气体，以石噩
为基体.用 CVD 方法制备的 C+S记撞层工艺与世.结构和佳能之间的关豪，对能量为
I
kV 榈树 kV 氢离于 (H~ )化李霞射以及高能电子束热冲击对撞居世理结构的~响也进行

了研究.

1

实验方法
(I)来用 C)H，-CHJSiCIJ(MTS)-Ar 混合气体，在 lOX

lOX I. 5 mm J 的石墨片上，用高

，费 ~应细绝静态 CVD 方法嗣备 C+SiC 撞层.沉职温度为 1300-1600·C. 沉棋时间为 0.5

-2.0 h.
(2) 用 OM 现测拮层的表面形蝇、截面的酷现结构并测量真厚度.

(3) 用 SEM 、 WDS 和 EDAX 现测涂层的融现结构、表面形态和孔眼结构.测定涂层

的 SiC 含量且真分布.
(4)用 XRD 测量锥层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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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实验结果及分析
渝层的寝面影It
沉积温度为 1300-1600 "'C时. C+SiC 锥层的表面为近圆形瘤棋履植《固1>.随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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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C 馆展的鲁田形魏

图 2 沉积..tt'~t橡屠褒圃'状

"包直径的影响

3

瞿温度相时间的蜡画.圃彰'状'植的直径将蜡大{固幻，雄厚襄面从平整变得植..提
瞿温度为 13佣℃时.撞层的密度较筐，乱隙较多{回到.随着玩'电温度的开高，撞层的密

度'捆，乱幢幢少.

圄 3

C+ SiC

fa 层费丽的孔.结构
疵~..:

2.1

(SEM)

13ω ℃

漳层的髓理结构
沉积温度在 13∞-1600'C范围内. C+SiC tt 层的徽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z 即层

枕组织{囤 4川、细桂枕组织{囤 4b> 、粗大桂就{固 4c 租 4d> 、各向同性的植极组织{回
牡}和桂就加上各向同性的植状组织{固 4D. 真徽理分街结果列于襄 1. 随着玩J{温度的

升高和时间的增细，幢幢变得植大，掳层与基体之间存在过嚣层，固5 是扫描电镜下观察
到的橡层断口形貌.

圄4

沉4R..对自'属徽现编钩的'巨响 <a田〉

a-fit幌..13∞"C. b- 侃et..14S0"C，霍， d ， ...'--侃et..11ω'C，

a, b,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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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的断口影.

c-..

摩梭. .键就..大

(SEN>

.-.唱It (UOOCh b-一幢唱It <ISω'C)，

UIOO 'C h

d-. 幢垒*箱... (慌'方向，省7方Jl~止，儿

1. 3 it鹰的晶体结构和徽晶尺寸
X 射缉俯射囊嚼，沉飘植度为 13∞-1600 'C， C+~iC 橡层中的醺化硅'为立方结构的
jl- SiC ，真晶幡帘It为 0.4359 om. 饵积植度低于 IS00 'C， C 和SiC 的结晶'不完整，晶植

细小，栅射缉崎宽化并漫融，强度 tt< 国 68) ， C 和 SiC 的徽晶尺寸分别约为 30m 和 30

50 om. 沉辄温度在 15∞℃及其以上温度，街射缉峰明显变幌，强度增大(团
徽晶尺寸可遭到几百 nm 到约 111 m • 随着沉现温度的升高，

6b) ， SiC 的

C 租 SiC 的结晶也越宽肇.

1. 4 ..喧嚣氯舍量
沉砚'度为 13∞-1600 'C时，惊愿中挺有捕'离 Si 存在.如果存在由离Si，将影响 C+
SiC.属的抗锦冲击幢幢. EDAX 发现，沉飘温度为 1300-1450 'C时， C+SiC 橡厦内啻布
少量的氯 t 回1>.氯的存在将对雄厚的使用佳能产生不利的影响.随着沉理R.度升寓，橡

圈内的.含量畸少.当沉飘.厦追到 1500 'C时，惊厦内的氯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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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iC猿层的 XRD.

a-一沉...I300'C. b-一沉飘..15ω'C. o - 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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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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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沉积的 C+SiC 橡展中的氯含量

制备'件对旗屠镰现结构的影响

鸟 5.1

饵辆温鹰

在气体班量和沉棋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沉但温度对雄居的沉辄遭事有明显的影响，对
檐层的生艇和瞰观结构也菁影响.当沉租时间为

1 h , CJH. 用量为 20-50 ml/min , MTS 为

1-16 ml/h 时，沉辄温度与沉枫董事{用橡圈厚度费示}和惊踵的平均
SiC 舍量的关霸"
6

回 8 租田，所示.当 DURo温度.于 ISω℃时，事E棋董事筐，厦幢之间句空穴来.檀蔚 .a

E内部租费匾'下了孔..当tJ[棋量度为 13ω℃时，雄居囊丽的乱幢大小约为 1- 3，am.踵
'自t.a.升高，扩吨矗度和生挺董事蠕大..植间的空穴组快撞攫平，当配.a.为 ISω
-16ω℃时.撞层的孔'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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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E幌.厦.t:

tit模S度对雄厚厚度的影响

圃'沉事Rail对SiC售量的，嘀

在气体班量和沉棋时间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沉..度的提高.反应童度和沉辄蠢事蠕
捆，推层的平均 SiC 含量精大，推层中SiC 的分布也逐渐变得不均匀.用 WDS 和 EDAX 分
析襄嚼，当沉但温度在 13∞℃时，雄居中的SiC 分布均匀 s 在 1450-15ω'C， SiC 的分布

比徙均匀 f 回 l Oa);在 16∞'C， SiC 的分布不均匀《田 l Ob).证事电温度在 1450-16∞'C，

'醺基体处的 SiC 含量偏低，推层与基体之间存在虞分南变的过擅层.-.说来，幢幢上的
SiC 含量徙筐. si 含量'革时 (-I Owt"i ，雄厚的徽辑结构费缸于纯艘， SiC.幢 (-20
Rln) 分布在疆生民罐的中心 l Si含量较高时Cl 6-34wt") ， SiC 在囔中的分布不均匀，醺
生民罐囊'的区峨不含有SiC ，在疆中存在大约 1μm 左右的SiC Ii{罐t·:.

回 10

C+SC.属中SiC"分布 (51(.)

.--饵Ill..为 J450C I ←-慌'民..为 IIOO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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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iX顿时嗣
民:..度为 J5ω 'C. Clf也 JJ

ZO mJ/m;n.

MTS 为 J5 mJIb.扼畏时间和雄厚厚重的关

系细田 II 厨示.踵'榄坝时间槽iI.撞层曲厚度'大，这膏利于.高撞踵的筑化学lUI租

'岛'击幢幢.
2-5- J .罩'应
榄坝噩噩为 14回'C.IJt.时间为山. CIH.为 20

ml/min. MTS 为 I 5mIIb.撞恩厚度

.SiC含量的关系细回12 厨示.圃'撞层厚度蜻iI.SiC含量蜻大.接近撞踵囊画翩翩:含
量高..基体娃的SiC啻量筐(-1伽t">. 幢晨与基体之嗣存在一个缉捕相虞卦.变崎过

擅踵，膏利于提高雄居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噩度，也膏稠于.高雄层的镜佳字'耐'镜
A IIIr
击幢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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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JtSiC舍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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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4 MTS 撞量
沉幌a度为 15∞'C .M棋时间为 1

h,

CIH. 为 20ml/min 时， MTS.量与赣鹰的平均

SiC 舍量的关矗细固 13 所示.圃.MTS 篝量精大，悻思中的 SiC啻量增细. NTS 麓量过

大时.推属中舍出现'离 Sit 对撞层的抗鹉冲击幢幢产生不利影响 fa基体娃的SiC舍量

过高，横眉与基体之间不存在结构和成分南寰的过霞层，因而推层与基体的结合噩厦~低.

XE--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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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T!.量"SiC禽量的，响

8

在‘氢凰予优攀潭It
用嗜夫曼 (Korffman) 离子嚣《捆遭电IE:

I kV) 相高 liJ. 遭 aEF电子《捆童电Ji 60

kV). 对撞踵遭行了氢离子化学霞If宴撞.宴量结果囊明.黯蜻后的撞踵囊画壶'竟亮《圄
Ita). 圃..就甸回固的商撞捆嚣《固 1 4c).怪量事E模的撞晨，由于冀鲁度... SiC舍量

也怪.田面徨事电产生霞If量应面使醺襄发.对于榄坝温度.于 15佣℃帽'曲雄厚，用"
kV 氢离子.射雄厚寝画后. ..寝画出现了囊.、气化和世襄itc 固 1 日.但撞踵瞿膏JA

二i.基体上割藩，真原因是撞踵与基体之间存在有-个II分蜻变绚适量踵，使撞晨与基体

之间的棍'民酣精力'噩.对于扭扭..为 15ω 'Cli!l:.备的雄厚，经 60kV 氢离子.耐后，

世膏出现'债.高疆民模的撞厦'度 filS汇合量'较高，除了..与基体之间存在虞分勘查
的追..外，撞层曲SiC含量高膏'于篝氢离于化学费时.因此，合适的撞层结楠、配合
量及分布、厚度霉，对提高.层的佳能起重要停用.

回 14

.离子疆Ita后的褒菌.. (况~..13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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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v. 离子'射后........

.--饵'自 ...JOOC. ~饵 ....4S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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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电子禀热冲击

电子束热冲击实验用的电子束流直径为2 mm ，电子束的加速电压为24 kV ，功率密度
为 40 、 Be 、 160、 256 MWjm'， 电子束与样品作用时间约为0.07 ， 0.3 相 0.55 ，撞冲击的
试样是在 1300-1600-c制备的.用 OM 和 SEM 观事热冲击后的楼层表面形貌和植面结构
{见图 16). 沉棋温度为 13问-1500-c制备的涂层，经电子束热冲击后均出现不同噩度的损

伤，但未剥落的撩层与基体之间挺有出现裂就.对于沉飘温度为
1600t;制备的推层，经电
子束击是冲击后没有出现损伤{固1&). 这是囱于此涂层具有圆形瘤状的租槌表面，抗热冲
击性能优于平整和光滑的表面$涂层的密度和
SiC 含量段高，且SiC 分布不均匀，雄层与基

体之间存在成分渐变的过渡层，以及低SiC 区峨密度偏低，这些都有利于减轻剧烈鹅负荷产
生的热应力，使橡层不剥膏、损面.沉积温度为
1600'C制备的推层，再用40 MW/m'、 0.3
s 、 20 次循环电子束热冲击后，未出现任何损伤.此锥层用于现行的
Tokamak 装置的第一
壁材料是很与希望的，

图 16

电子艰热冲击后涂层的徽观结构

8-一饵4R.度 1306C J b 一-l1tfR.皮 1450C ， ~一-l1tfR ..1600C ，
d-b 圈中 A 位置.菌 J e--b 圈中 B 位置.

3

结论
(1)用 CJH.-CHJSiC/J-Ar )，民统静态 CVD 方法，在否墨基体上况相的 C+SiC 掳层，磺

化硅为立方结构的jl- SiC.
(2) 撩层的结构可分为五种类型，即层状、细桂状、粗大桂状、各向同性的植状组织和
柱状加上各向同性的植状组织.

(3) 况相温度对横层的表团形舰、孔隙结构、厚厦、 SiC 含量和分布等苟较大影响.随
着沉积温度升高，橡层的表面变得幢幢、厚度增加、孔隙减少、 C 和 SiC 的结晶更完整、惊
层的 SiC 含量增加，tiL积温度为 1600'C 下制备的徐层， SiC 的分布不均句.

(4) 延长沉积时间和提高 MTS 的浓度，撩层的厚度和 SiC 含量将增加.

10

(5) 沉职温度为 1300-1500'C 范围制备的涂层，经氢离子溅射和电子束热冲击后，产

生燕发、气化、起泡、微裂纹和局部剥落.沉积温度为 1600'C 下制备的涂层.具有良好的

结合强度、抗化学溅射和抗鹅冲击性能，用于现行的 Tokamak 装置是育希望的。为了进一
步考验涂层材料的性能，还应在 fokamak 装置中进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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