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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ialon 是 Si3N4- Al2O3 系统中的一大类固溶体的总称，由

Al2O3 中的 Al 原子和 O 原子部分置换 Si3N4 中的 Si 原子和 N
原子而形成。与其它三种 Si3N4 为基体的材料相比，采用自韧化

技术制备的α- Sialon 陶瓷更具有优异的常温和高温力学性

能、化学稳定性、很强的耐磨性、良好的热稳定性以及不高的密

度，有广泛的应用前景[1]。

2 陶瓷透光性研究
光在陶瓷材料中传播时，入射光的强度是逐渐衰减的。除

了在材料的表面产生反射外，当光强进入陶瓷材料内部会发生

散射和吸收。设有一块厚度为 L的陶瓷材料，入射光的强度为

I0，通过材料以后光的强度为 I，则光的透过率可以用 Lam-
bert- Beer 定律来表示：

I= （I- R）
2

1- Re xp - 2（α+S）! "L I0 exp（-α+S）! "L （1）

式中：β———有效吸收系数；α———本身吸收系数；R———
材料表面的反射率；S———散射系数。

其中α与组成陶瓷材料的原子晶体结构有关，是材料本

身固有的吸收系数。S 是由析出物，残余气孔，晶界等晶体的宏

观结构的不完整性、组成的不均匀性和光学各向异性造成引起

的散射系数。
多数陶瓷材料属于电介质多晶体，多晶体一般有两个重要

的共振区产生吸收光谱带。一个是束缚电子跃迁的本征吸收

带，即紫外截止波段，另一个是共振吸收带，即光学晶体振动

带。因此陶瓷材料的透光波段就被限定在紫外截止波段和晶体

振动带之间[2]。

3 S i a l o n 光学性能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论是采用热压烧结，还是无压烧结

方法制备的 Sialon 陶瓷都表现出较好的透光性，当试样厚度降

低到 0.5~1.0mm 时就能够清晰的将置于下面的文字反映上

来；添加不同的类型的稀土元素的 Sialon 陶瓷呈现出五彩缤纷

的颜色；而且当受 X射线或紫外线照射时，还会产生荧光、闪烁

效果。这些有趣的光学现象无疑显示了 Sialon 陶瓷除作为高性

能结构陶瓷应用以外，在光学领域的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

近年来人们己经就烧结气氛和工艺、掺杂的不同稀土元素

等对α- Sialon 陶瓷的颜色和透光的影响等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如按 75wt%的α-（m=1.5，n=0.75）和 25wt%的β- 进行

配料并以 Yb2O3 为稳定剂，将制成的粉料分别在 1750℃热压

和无压烧结后发现，无压烧结形成黄色 Sialon；热压烧结则形

成典型的黑 / 灰色 Sialon 陶瓷。黄色样品具有相对较高的光学

透明性；而黑色陶瓷不透明，为典型的传统 Si3N4 基陶瓷。热压

烧结过程中石墨模具的存在导致 CO 的形成。在前面的基础

上，利用不密封（capsul- free）热等静压烧结制得了具有更宽颜

色和透光率范围的α- Sialon 陶瓷。烧后热处理（1450℃，保温

168h） 能进一步提高透明性且材料的透光特性能保持 到

1200℃的温度[3]。
Karunratne[4]报道了通过控制烧结气氛以及添加合适的稀

土元素能够制备出呈现不同颜色的α- Sialon 陶瓷，并且这种

材料还具有很高的透光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添加的

稀土元素的化学价发生转变，以前关于α- Sialon 陶瓷的研究

都认为，稀土稳定离子都以单一的三价态存在。而实际上 Yb3+，

Sm3+、Eu3+ 等稀土离子在许多材料中会发生三价到二价的转

变。三价离子的自由电子跃迁能量转变发生在紫外光谱区；而

二价离子的自由电子能量转变在可见光谱区。所以添加 Yb3+，

Sm3+、Eu3+ 等稀土离子α- Sialon 陶瓷能呈现宽范围的颜色。
Mandal 等 [5]采用 capsule- free 烧结方法，制备 Nd2O3 和

Yb2O3 稳定的α- Sialon 陶瓷，具有很好的透光性，但是并没有

定量的讨论其透光率的大小。Mandal 等认为通过仔细设计原

料的成分，烧结后的材料晶界间几乎不存在玻璃相，才能制备

具有很好透光性的陶瓷材料。
Jones 等[6]在研究了α/β- Sialon 陶瓷透光性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了热压烧结 Lu-α- Sialon 陶瓷材料在可见光波段的

透光率。当入射波长达到 600nm 以上时，材料的透光率大于

70%。他们认为产生这种高透光性α- Sialon 陶瓷的原因是：

烧结的材料是没有气孔、完全致密的；材料内部的晶粒大小是

比较均一的，没有异常长大；晶粒间很少甚至不存在晶界玻璃

相。另外他们在研究α/β- Sialon 陶瓷发现，虽然具有长棒状

形 貌 的 β- Sialon 陶 瓷 使 材 料 的 强 度 和 断 裂 韧 性 比

Lu-α- Sialon 陶瓷高很多，但是这种复相 Sialon 陶瓷的透光

率最高只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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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Jun Xie 等[7]主要研究了以 Ca-α- Sialon 为基质，添

加不同稀土元素（Ce、Eu、Tb、Pr、Yb 等）的复相 Sialon 陶瓷的

发光性能。他们系统讨论了在紫外光激发下不同稀土元素在

Ca-α- Sialon 基质中的各种发光系数，并通过对稀土元素的

电子能谱的分析解释了这种 Sialon 陶瓷的发光波段。
目前国内关于α- Sialon 陶瓷光学性能研究工作还很少，

主要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苏新禄博士[8]在其博士论文工作期间

的讨论了热压和等离子烧结α- Sialon 陶瓷的透光性，以及不

同稀土元素（Y、Eu、Dy、Yb 等）对 α- Sialon 陶瓷透光性的影

响。在他的工作中，结果比较好的是在红外波段 Dy-α- Sialon
陶瓷的透光率达到约 65%左右。另外他还对α- Sialon 陶瓷的

发光及闪烁性能作了初步研究。
由于α- Sialon 陶瓷具备良好的力学和热学性能，可以使

用 在 各 种 高 温 和 极 端 条 件 下 ， 因 此 具 有 光 学 功 能 性 的

α- Sialon 陶瓷在不但能用作常温下的高压灯管以及红外和紫

外窗口材料，还能在空间飞行器的红外窗口材料方面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
α- Sialon 陶瓷还可以和 GaN 激光器配合使用，作为一种

显示材料通过调整α- Sialon 陶瓷不同的组分和稀土元素，是

其 能 显 示 不 同 颜 色 ， 特 别 是 以 Yb2O3 为 添 加 剂 的

Ca-α- Sialon 能发出绿光，并且具有很好的色品特征，是一种

新型荧光体转换的白光二极管[9]。

4 影响陶瓷透光强度的因素
影响陶瓷材料透光性能的主要是散射系数，主要包括杂

质、气孔晶界，微裂纹等缺陷产生的散射。这些散射系数和陶瓷

材料本身制备工艺、材料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
4.1 原料

原料的纯度，粒度，分散性，烧结性能都是影响陶瓷材料透

波性能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制备透明陶瓷材料中需要具有较细

的粒度、分散性好、较高的活性的高品位原料才能不形成散射

中心，不降低材料的透波性能。
4.2 成型烧成工艺

要保证陶瓷材料的均匀性，生产透明陶瓷的成型工艺一般

选择压制成型，特别是等静压成型，减少材料在成型过程中由

于压力分布产生的层密度。烧结透波陶瓷时需要根据原料的烧

结性能和坯体的性质选择较高的烧成温度，充分排出陶瓷材料

的内部气孔。在烧成过程中还需要控制烧成制度，确保坯体的

均匀性，控制晶粒生长，消除内部热应力，减少缺陷产生。最常

用的烧结方法是常压气氛烧结。

4.3 材料组织结构

陶瓷材料内部的晶体的组织结构对透明陶瓷的透光率也

有较大的影响。由多晶材料组成的陶瓷材料中，晶粒间的取向

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要想制备透光性较好的陶瓷材料就要尽量

减小晶界玻璃相的折射率与主晶相的折射率。
控制晶粒异常长大也是提高陶瓷材料透光性能的重要因

素。一般认为随着晶粒大小的增加，透光性也变强。因为晶粒变

大是单位厚度的样品所含的晶粒的数量减少，因此晶粒间的界

面相也应减少，所以入射光强损失也变小，材料的透光率提高。

5 结语
（1）Sialon 陶瓷不仅具备良好的力学和热学性能，还具有

良好的光学性能，特别是透光性能，在红外窗口材料方面具有

一定的应用前景。
（2）制备透明的陶瓷，需要选择合适原料，产品具有较高

致密度、晶粒大小均匀且晶粒无光学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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