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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按其质点(原子、离子、分子、原子团)的排列
方 式 及 其 在 空 间 位 置 的 有 序 程 度 ， 即 形 态
（morphology），分为晶体(crystal) 和非晶体(non-
crystal)两大类。

● 晶体的特征是固体材料的原子或原子团在三维空间
中呈周期性的重复排列。非晶体不呈周期性排列，尽
管局部范围内原子排列短程有序。

● 晶体结构通常有离子晶体、共价晶体、金属晶体、
分子晶体及准晶体（LCP）等。固体材料的性质与晶
体结构的类型密切相关。

3.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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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均匀对称的、规则的几何外形，并有形成封闭的

凸几何多面体的特性；非晶体材料没有这种能力。

(2)性能上各向异性，如力学性能的弹性模量、强度等，

以及物理性能如密度、电导率、热导率、折光率等均

与方向性有关；非晶体材料呈现各向同性性质。

(3)熔化过程中熔点确定，有明显的折点；非晶体材料没

有固定的熔点。

(4) 能使X射线发生衍射；非晶体材料没有衍射现象；

(5) 在相同的热力学条件下内能最小；非晶体则不是。

● 晶体材料的主要特性有：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5

● 正是由于原子键合和排列方式的不同，晶体材料
才有不同的特性。比如，硅芯片为单晶体、金属为多
晶体、普通陶瓷为离子晶体，部分聚合物为共价晶体
但大多数为非晶体。

● 不同的晶体材料具有不同的微结构，其性能随微
结构而变化。设计和控制材料的微结构是材料研究的
核心内容，对新材料开发有重要意义。

● 因此，从晶体材料的发展历程来看，围绕晶体结
构的发现、测定、分析、发展及应用，至今已有13
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Nobel),   见表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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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 伦琴（德） X射线的发现 物理学奖

1914年 劳埃 （德） X射线衍射学 物理学奖

1915年 布拉格父子（英） X射线的晶体结构 物理学奖

1917年 巴拉克（英） 元素特征的X射线 物理学奖

1924年 西格巴恩（瑞） X射线光谱学 物理学奖

1936年 德拜（荷） X射线衍射法 化学奖

1937年 汤姆孙等2人（英） 电子衍射 物理学奖

1954年 鲍林 （美） 化学键的本质 化学奖

1962年 克里克等3人（英） DNA的测定 生理医学奖

1986年 鲁斯卡等3人（德） 观察晶体的TEM、STM 物理学奖

1994年
2010年
2011年

布罗克豪斯2人（加）
海姆师生2人 （荷）
谢赫特曼 （以）

中子衍射现象
二维晶体石墨烯
准晶体

物理学奖
物理学奖
化学奖

表 3-1  有关晶体结构研究的Nobel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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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体结构 (crystal structure)

晶体结构是指晶体材料的质点在三维空间作周期
性的、重复排列的对称结构。

2. 空间点阵 (space lattice)

在现实世界中，晶体材料因其质点性质与排列方
式各不相同，故有无限多种。

为了分析不同晶体材料的几何特征与性质，可以
用抽象的几何质点代替实际晶体材料的质点，把晶体
结构抽象成空间点阵，如图3-1a所示。

空间点阵是几何质点在三维空间作周期性的规则
排列方式，即三维阵列。

3.2 晶体结构与空间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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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空间点阵 （b） 晶格 （c）晶胞

图3-1 空间点阵与晶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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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点阵的几个参数

(1) 结点 (lattice point)

构成空间点阵的质点叫结点或阵点。

(2) 晶格 (lattice)

在假想的空间点阵中，用许多根相互平行的直线
把结点连接起来形成空间骨架，即晶格（图3-1b）。

(3) 晶胞 (cell)

从晶格中取出最具代表性的六面体晶胞（图3-
1c），该晶胞沿空间重复堆积，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
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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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同一空间点阵中，可以选取多种形状的平行
六面体作为晶胞，如图3-2所示。

图3-2  同一空间点阵中选取不同形状的晶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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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统一性和唯一性，晶胞选取必须满
足三个基本条件：

1）对称性；

2）尽可能直角；

3）体积最小。

根据上述三个原则，选取的晶胞必须能反映空
间点阵的对称性。此外，晶胞依据质点的分布，可
以分为简单晶胞和复杂晶胞。

1）简单晶胞：仅在六面体的八个角上有阵点；

2）复杂晶胞：除每个角的阵点外，在体心、面心或
底心等位置上也含有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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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阵参数（lattice parameter）

为描述晶胞的形状及大小，建立晶轴坐标系xyz。
以晶胞某一角点为坐标原点，三个棱长分别为a、 b、

c ，棱之间的夹角为 α、β、γ，如图3-3。

图3-3  晶胞、晶轴和点阵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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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晶胞棱长a、b、c 及夹角α、β、γ 这6个参数，
称为空间点阵参数或晶格常数 (lattice constant)。

该点阵参数长度以埃(A0, Angstrom) 为单位：

1埃 (A0)＝0.1 nm = 10－10 m

任选某个晶胞的阵点为原点，将三个矢量作平移，
就可确定空间阵点的任何位置r，即用u、v、w三个矢
量来确定:

r＝ua＋vb＋wc （3-1）

其中，a、b、 c 为点阵矢量，u、v、w为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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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法国晶体学家布拉菲(A. Bravais) 根据“每
个阵点周围环境相同”的要求，即重复性、对称性和唯
一性，用数学方法证明所有晶体材料都可用7种晶系描
述且只有14种空间点阵，即14种布拉菲点阵，见图3-4。

这些晶胞根据3个棱边是否相等、3个夹角是否相
等，以及夹角是否为直角的关系，分别称为立方、正方、
正交、六方、菱方、单斜和三斜。

这些晶系的晶格参数之间的关系见表3-2， 14种
布拉菲点阵的几何特性如图3-5所示。

3.3 晶系与布拉菲点阵

3.3.1  7种晶系和14种空间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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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14种布拉菲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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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7种晶系晶格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类型 轴晶 轴间夹角

立方
Cubic

a = b = c

正方
Tetragonal

a = b ≠ c

正交
Orthorhombic

a ≠ b ≠ c

六方
Hexagonal

a = b ≠ c

菱方
Rhombohedral

a = b = c

单斜
Monoclinic

a ≠ b ≠ c

三斜
Triclinic

a ≠ b ≠ c

090  

090  

090  

00 120  ,90  

090  

090  

00 0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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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方晶系：

(a) 简单立方 (b) 体心立方 (c) 面心立方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90    , ( 0 cb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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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方晶系：

（a） 简单正方 （b） 体心正方

)90    , ( 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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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正交晶系：

(a) 简单正交 (b) 底心正交 (c) 体心正交 (d)面心正交

)90    , ( 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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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六方晶系： )120  ,90    , ( 0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120°

a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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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菱方晶系： )90    , ( 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α

γ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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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斜晶系：

(a) 简单单斜 (b) 底心单斜

)90  ,90   , ( 0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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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斜晶系： )90    , ( 0 cba

图3-5  14种布拉菲点阵

a

b

c

α
β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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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菲点阵分类是基于质点的重复性和对称性。

在对称性前提下，晶体只有14种布拉菲空间点阵。
例如，图3-6所示的体心单斜点阵就不是一个新的点阵。
这是因为这个点阵的晶胞为ABCDEFGH，可以连成底
心单斜点阵ACDJEGHK。

图3-6 体心单斜点阵可连成底心单斜点阵

3.3.2 布拉菲空间点阵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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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常见晶体材料的晶系

金属是典型的多晶体材料。

最典型、最常见的晶体结构有三种: 体心立方晶胞、
面心立方晶胞和密排六方晶胞。

1. 体心立方晶胞 (bcc)

在体心立方晶胞中(图3-7a)，原子分布在立方晶
胞的八个顶角及体心位置。

属于这类晶体结构的金属元素有：α-Fe、Cr、V、
Mn、W、Nb、Mo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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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体心 (b) 面心 (c) 六方密堆

图3-7   金属晶体最常见的三种晶胞类型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27

2.   面心立方晶胞(fcc)

在面心立方晶胞中(图3-7b)，原子分布在立方晶
胞的八个顶角及六个侧面的中心。

具有这种晶体结构的金属元素有：γ-Fe 、 Al、
Cu、Ni等，约有20种。

3.  密排六方晶胞(hcp)

在密排六方晶胞中(图3-7c)，原子分布在六方晶
胞的十二个顶角、上下底面的中心及晶胞体内两底面
中间三个间隙处。

具有这种晶体结构的金属元素有Be、Mg、Zn、
Ti、 Cd等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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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属特别是合金，晶体中晶胞的质点并不是
简单地等同于点阵的阵点。

实际例子有： Zn、 Mg、 Cd、α-Ti、α-Zr等
金属。它们是简单六方点阵，其原子不仅分布在晶胞
顶角上，还分布在晶胞内部，如图3-8a所示。图3-
8b是该原子在底面上的投影。

可以看出，晶胞顶角上的a原子和内部b原子的
周围环境是不相同的，a、b原子并不是等同点,其原
子集合不能构成布拉菲点阵，而是一种称为密排六方
晶胞（hcp）。

3.4 布拉菲复式点阵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29

图3-8 六方晶胞金属的点阵和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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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α-U。它是底心斜方点阵，在每一点阵的
的周围，按一定方位和距离分布一对铀原子，见图3-
9。图中黑点代表U原子，圆圈点代表点阵的结点。

显然，布拉菲点阵中的结点反映了晶体中的原子
团的分布规律，而结点并不仅代表是单个原子。

图3-9 α-U的点阵和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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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复式点阵是由二个布拉菲点阵穿插而成。
密排六方可以看成是由两个简单六方点阵偏差一定距
离穿插而成的复式点阵。

事实上，晶体结构和空间点阵既相互关联，又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

晶体结构是指组成晶体的质点在空间中有序排列，
因质点的性质及其堆积排列方式不同，实际的晶体材
料有无限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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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点阵是描述晶体中质点有序排列规律性的
几何抽象，是用于分析晶体的对称性和周期性。

由于要求各点阵的周围环境相同，空间点阵只
能有14种。它们的结点可以是一个质点、两个质点
或多个质点，组合和排列可以是不同的形式。

图3-10(a、b)表示二种不同的晶体结构，实际
上可用图3-10c所示的一种典型的布拉菲空间点阵
来表示。

例如，图3-11表示的三种材料的晶体结构，
却属于同一种空间点阵，即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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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晶体结构1    (b) 晶体结构2    (c) 晶体结构3 

图3－10 晶体结构与空间点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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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具有相同点阵的不同晶体

（a)  晶体1              (b)  晶体2               (c)  晶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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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体心立方结构相似但点阵不同

反之，晶体结构相似但由于质点不同，就属于
不同的点阵，如图3-12所示的体心立方结构。

（a)  晶体1             (b)  晶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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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科学中，讨论有关晶体的生长、变形、
断裂、性能及相变时，常常涉及晶体的某些晶向和
晶面。

3.5.1 晶向指数

空间点阵中各阵点列的方向代表晶体中原子排
列的方向，即晶向。

● 晶向是指晶体中原子沿空间某一方向的排列。

晶向指数是指某一晶面的不同晶向，通常用

密勒 (Miller) 晶向指数表示晶向指数。

3.5 晶向指数和晶面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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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晶向指数是描述晶向的简写符号，确定步
骤如下：

(1) 建立右旋坐标系，定出该方向上两个点的坐标；

(2) 从末点坐标减去始点坐标，得到沿该坐标系各轴
方向移动的点阵参数的数目；

(3) 去掉分数，将相减后的结果约成最少整数；

(4) 将三个坐标值用方括号括起 [u v w ]，若有负号
则在数字上面加一横线，即为该族结点直线的密勒

晶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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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试定出图3-13 中B、C 二个方向的

密勒晶向指数。

方向B

(1) 两点是 0，0，0 和1, 1, 1 ；

(2) 相减后得 1，1，1, 没有分数；

(3) 加方括号为密勒晶向指数：[1 1 1 ]。

图3-13 结晶方向及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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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C

(1) 两点是 1/2，1，0和 0, 0, 1

(2) 相减后得 － 1/2， － 1，1

(3) 去掉分数得 －1，－2，2

(4) 加括号为密勒晶向指数：

密勒指数使用时应注意几个问题：

(1) 正方向和负方向是不同的, [111] 不等于

它们代表同一条线，但方向相反；

(2) 方向指数与其倍数是同向的, [100] 和 [200]

方向相同, 只是后者没有约成最小数；

(3) 有些方向是等价的，只是构成坐标的方式不同。

1


]2  2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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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图3-14所示的立方晶胞，若对其坐标系
进行重新规定，则 [10 0] 方向就是 [010] 方向。

因此，晶体中原子排列情况相同但空间位向不
同的一组晶向称为晶向族，用尖括号 < >表示这种集
合。

图3-14 结晶学方向表达的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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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立方晶系中，

八个晶向是立方体中四个对角线的方向，它们的
原子排列完全相同，属同一晶向族，故用
表示。

如果不是立方晶系，改变晶向指数的顺序，其晶
向含义会不同，如正交晶系中晶格常数a、b、c并不
一一相等，则 三个晶向不
是等同晶向。

、、、、 ]1  1  1 [ ] 1 1 1 [ ] 1  1  1[ ]1  1  1[

、、、、 ]1 1 1 [ ] 1 1 1 [ ] 1 1  1[ ]1 1 1[

 1  1  1

] 1 0 0 [ ] 0 1 0[ 、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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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晶面指数

晶体中有些原子晶面非常重要。例如，金属材料
一般是沿最密排的原子晶面上发生塑性变形和断裂。
材料的许多性质如物理性能、变形、相变、X射线衍
射等特性，都与晶面和晶向密切相关。

因此，需要用简单的方法反映晶面的特性。

● 晶面是指穿过晶体的某一原子平面。不同的晶面
有不同的原子排列和取向。

晶面指数是指晶体中某一点阵平面的指数，它由
晶面与三个坐标轴的截距值所决定，密勒晶面指数的

简化符号为晶面做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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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勒晶面指数确定步骤如下：

(1) 在待标晶面上建立直角坐标系，且坐标原点不在晶面上；

(2) 找出待标晶面在三个坐标轴上的截距 x、y、z。

若该晶面与某坐标轴平行，其截距为 ∞；若晶面在坐标

轴方向的截距为负值，则在相应指数的上方加一横线；

(3) 取截距的倒数：1/x，1/y, 1/z；

(4) 将三个数值化为比值相同的最小整数, 

h: k :l=1/x:1/y:1/z =h/e:k/e:l/e,e为公倍数；

(5) 将h, k, l 置于圆括号内，写成(h, k, l), 则(h, k, l)就是待标

晶面的Miller晶面指数。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44

例2  确定图3-15中坐标为1/2a、1/2b、2/3c晶面

的密勒晶面指数，其中a=b=c。

(1) 建立坐标系x，y，z，如图 3-15所示;

(2) 求待标晶面的截距分别为 1/2a, 1/2b, 2/3c;

(3) 取倒数后得到 2, 2, 3/2;

(4) 化成互质整数, 得到 4，4，3 三个数;

(5) 该晶面密勒指数为 (4，4，3)。

图3-15坐标下的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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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晶面指数，需作如下说明：

(1) 晶面指数（h k l）不是仅指一个晶面, 还可以代表

一组相互平行的晶面；

(2)平行晶面的晶面指数是相同的, 数字相同但可以正
负号相反;

(3)晶体中具有等同条件（原子排列和晶面间距完全相
同),只是空间位向不同的各组晶面称为晶面族，用
花括号 {h k l} 表示。晶面族中所有晶面性质是相
同的，如立方晶系：

{10 0}＝

(4)在立方晶系中，具有相同指数的晶向和晶面必定相
互垂直，即[100] 垂直于（100）。

)100()01(000)1()001()010()100(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46

图3-16 立方晶系的几个晶面示意图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47

3.5.3 六方晶系的晶向指数和晶面指数

六方晶系具有独特的对称性。为反映其对称
性，六方晶系的晶面和晶面指数通常用Miller-

Bravais指数表示,见图3-17。

图3-17 六方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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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采用四个轴，即采用a1、a2、a3 和c 四个坐

标轴，其中a1、a2、a3位于同一底面互成1200, c轴与

底面垂直，晶面指数的标定方法与三轴坐标系相同，

但用(h k i l)表示。

必须指出，位于同一平面的 h、k、i 三个坐标

中必定有一个不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下列关系：

i＝－(h+k) (3-2)

例如，密排六方晶胞顶上基面在四个轴上的截距

为: a1＝∞、a2＝∞、a3 ＝∞、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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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倒数后可求得该面的晶面指数为(0001)。

用同样的方法可确定其他面的晶面指数。

同样，在四坐标系中晶向指数的确定方法也和三
轴坐标系相同。但需要用[uvtw]四个数表示，且u,v,t
中也只能有两个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下列关系：

t＝-(u+v） (3-3)

三坐标系的晶向指数[UVW]与四轴坐标系的晶向
指数[u v t w]之间可按下列关系互换：

U = u – t

V = v – t (3-4)

W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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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三轴坐标系求四轴变量：

u = 1/3(2 U –V)

v =1/3(2 V –U ) (3-5)

w = W

t = - (u + v )

在图3-17b中，列出了六方晶系的一些晶面指数

及其晶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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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带

晶带是指空间点阵中平行于某一轴向直线的所有
晶面的组合。

晶带面的交线互相平行，通过坐标原点的那条平
行直线称为晶带轴。

在同一晶带中包括有各种不同晶面族的晶面，因
为对同晶带的唯一要求就是它们的交线平行于晶带轴。

例如，图3-18中画出了晶向指数为[0 0 1]晶带中
所包括的晶面有(1 0 0 )，（0 1 0），(1 1 0) (1 2 
0 ) ….等。

3.6 晶带及晶面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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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属于晶向指数[001]晶带的某些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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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晶带的定义, 同一晶带中所有晶面的
法线都与晶带轴相互垂直。

所以，凡是属于[u v w]晶带的晶面，它的
晶面指数(h k l)都必须符合下式：

hu + kv + lw = 0                  (3-6)

通常把这个关系式称为晶带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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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晶面间距

晶面间距是指相邻两个平行晶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用d表示或用晶面指数dhkl 表示。

晶面族{hkl}指数的不同，其晶面间距也不同；低
指数的晶面间距较大，原子在该面上的排列愈密集，
而高指数的晶面间距则较小，原子排列较疏松。

图3-19 所示的简单立方点阵中不同晶面间距的
平面示意图，其中（100）面的间距最大，而（320）
面的间距最小。

晶面间距dhkl和晶面指数的相互关系可用倒易矩
阵求得。常见的几种晶胞的晶面间距 dhkl和晶面指数
(h k l) 及点阵常数(a, b, c) 如方程式（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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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简单立方点阵中不同晶面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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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立方晶系：

b. 正方晶系：

c. 正交晶系：

d. 六方晶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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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计算金中两个相邻的晶面(1 1 1)之间的面间距,
金的点阵参数为 4.0786A0 。

解：金的原子点阵排列方式为立方晶系，

由(3-7a)式, 得:

d11l = 4.0786A0/ [12 + 12 + 12]1/2

= 2.355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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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晶面间距（原子排列）分析法

晶面间距可用X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方
法测定。

利用X射线和晶体中原子晶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测定材料的点阵参数, 从而鉴定未知材料是否为晶体。

一般而言，原子尺寸极微小，仅一埃(Ao)左右。
光学显微镜（OM）的分辨率为200nm (0.2um)，
通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分辨率为nm尺度。但
这二种方法不能清晰地观察晶体内部的晶面间距及
原子排列情况，故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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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X射线的波长在0.05~0.4nm之间, 其尺寸
与原子间距基本相当且粒子能量大。当原子规则排
列时，原子质点就像是一种光栅结构，对入射的X
射线粒子会发生衍射，在某些方向上发生叠加, 而
某些方向上发生抵消, 形成了电子衍射花样。

因此，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的电子束成
像法，就可观察到原子排列的格子相形态，再通过
X射线衍射法(XRD)，确定晶面间距和晶格常数。

正如所知，X射线是由德国伦琴 (W. C. 
Rontgen) 于1895年11月发现的，并由德国劳厄
(M.Von. Laue)发现了X射线衍射的几何规律, 再由
英国威廉.布拉格父子(W. Bragg ,W. L. Bragg)建
立了晶体结构电子衍射的普适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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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首先对三维晶体的衍射作了简化处
理。如图3-20所示，他把晶体分解成一系列在
空间有不同方位的原子平面，出现了一系列二
维原子面的衍射线。

当X 射线以波长为λ 、入射角 θ ，照射到
间隔为 d 的原子面 AA、BB…的P点、 Q点时，
在对称的反射角θ位置上，X射线在通过二个邻
近的原子面之间的光程差应等于（SQ＋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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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X射线在原子面AA、BB上的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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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光程差正好等于波长的整数倍n λ时，这些衍
射线彼此增强，其数学表达式为：

SQ＋QT＝2PQsinθ＝nλ 

即

2dhklsinθ＝nλ            （3-8）

这就是著名的布拉格定律 ，可以得到衍射峰和衍
射角的分布图，进而获得原子的晶面间距，确定晶体
结构的类型。

图3-21是常用的XRD分析仪及衍射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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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射线衍射 （b） 晶态SiO2与非晶态SiO2

图3-21 X射线衍射分析及衍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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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衍射定律是测定原子晶面间距最有用的简
单分析法。

只要将已知波长的X射线照射到晶态粉末样品上，
按 (3-8)式就可得到与入射束呈一特定衍射角(2θ)的
X射线衍射束。一旦波长固定，任一特定晶面上的原
子会使X射线按一定角度发生衍射，从而得到晶面间
距d。图3-22显示晶态Al粉末的X射线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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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Al 粉的XRD 衍射峰与衍射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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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已知 Cu (fcc)的点阵常数 a=3.615A0，

X射线衍射角为43.40，衍射图表明铜的这个衍射线
是d111 的一级(n=1)衍射线，试求X射线的波长是
多少？

解： 由于 2θ＝43.40 ，

由式(3-8),可得：

λ= 2[3.615Ao/[12+12+12]1/2]sin21.70

= 1.543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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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性能与晶体结构密切相关。材料的晶体结
构虽然相同，但因晶胞的晶格参数不同，其性能也不
同。因此，了解一些晶胞的特征参数，对于改善材料
性能是重要的。

3.7.1 晶胞原子数

晶胞原子数是指一个晶胞内包含的原子数。

体心立方晶胞中，每个顶角上的原子与相邻的8个
晶胞共有，每个晶胞实际上只占其1/8，而立方晶胞中
心结点上的原子为晶胞所独有。

3.7 晶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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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典型晶胞的原子数

所以，体心立方晶胞中实际所含的原子数为2，如
图3-23a所示， 面心立方晶胞中的原子数为4（图3-
23b)，密排六方晶胞中的原子数为6  (图3-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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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晶胞的原子数 N 可由（3-9）式计算: 

N＝ Ni +Nf/2 +Nc/8                             (3-9)

其中，Ni 、Nf、Nc 分别为晶胞内、晶胞面及晶
胞顶角上的结点数。

(1) 简单立方晶系:

N＝ Ni +Nf/2 +Nc/8 = 0+0+8/8=1

(2) 体心立方晶系:

N＝Ni+Nf/2+Nc/8 = 1+0+8/8 = 2 （3-10）

(3) 面心立方晶系:

N＝ Ni +Nf/2 +Nc/8 = 0+6/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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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原子半径

原子半径r是指晶胞中沿原子密度最大方向上相
邻的两个原子间的平衡距离的一半。

晶格常数a与r存在的相互关系如图3-24所示。

在体心立方晶胞中(图3-24a)，体对角线晶向上
的原子彼此相切且 a=b=c, 其原子半径为：

即 ,                               （3-11）

在面心立方晶胞中(图3-24b)，面对角线晶向上
的原子彼此相切，其原子半径为：

， （3-12）

ar
4

3ar 34 

ar
4

2a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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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典型晶胞中晶格常数与原子半径 的关系

在密排六方晶胞中(图3-24c)，上下底面的中心原
子与周围六个顶角上的原子相切，其原子半径为:

arar
2
1        ,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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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铁原子半径为1.24A0，试计算简单立方、
面心立方和体心立方的铁的点阵参数。

解：铁原子在简单立方结构中，其原子分布在
立方体的8个顶角上，原子沿着立方体的边相切，

故 a＝2r＝2×1.24 A0＝2.48A0

在面心立方结构中，原子沿着立方体的面对角
线相切，面对角线长度为 a, 由（3－12）式，

得：a＝4r/    ＝ 4× 1.24A0/   ＝3.51A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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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心立方结构中，原子沿着体对角线相切，体
对角线的长度 a,中心原子为2个原子半径，体对角
线上每个角原子有一个原子半径，由式（3-11）：

a  =  4r/

=  4× 1.24A0/   = 2.86A0

显然，三者中面心立方结构的晶格常数属最大。

3

3

3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74

3.7.3 配位数（Coordination number）

配位数是指晶体结构中任一原子周围最邻近
的原子数。

显然，晶体结构中每个原子的配位数愈大，
晶体中的原子排列就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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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体心立方晶胞 （b） 原子配位数

图3-25 体心立方结构的晶胞及原子配位数

1. 体心立方（BCC）

体心立方结构中每个原子相邻的原子数有8个(图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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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面心立方晶胞 （b） 原子配位数
图3-26  面心立方结构的晶胞及其原子配位数

2. 面心立方（FCC）

面心立方结构中每个原子相邻的原子数有12个(图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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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密排六方晶胞 （b）原子配位数

图3-27 密排六方结构的晶胞及其原子配位数 (c/a=1.633)

3. 密排六方（HCP）

密排六方结构中每个原子相邻的原子数共有12个
(图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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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心立方晶胞和密排六方晶胞的配位数之所以
相同，是因为它们的原子排列都是密堆积的，但堆
积方式两者是不相同的，如图3-28、图3-29所示。

图3-28面心立方晶胞沿 方向上的原子堆积方式
（ABCABC）

]1 11[

（a） 面心立方 （b）原子堆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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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密排六方晶胞的原子堆积方式 (ABAB)

（a） 密排六方 （b）原子堆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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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堆积因子(致密度) （Packing factor）

堆积因子是指晶胞体内原子占据晶胞空间的分数。

采用致密度对晶体原子排列的紧密程度进行定量
比较。堆积因子K是晶胞中含有的全部原子的总体积
与该晶胞的体积之比，即

( 3-14 )

式中， n-晶胞中的原子数；

v -单个原子的体积；

V-晶胞的体积。

V

nv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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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常见晶系晶胞的致密度计算

（1）面心立方晶胞的致密度

由于 a=( 4/  )r， n＝4，由（3-14）式，

得 K＝n v / V＝4×（4/3）πr3/a3

＝ π/6＝0.74

（2）体心立方晶胞的致密度

a＝( 4/   )r，n＝2

K＝2×（4/3）πr3/a3 ＝ π/8＝0.68

（3）密排六方晶胞的致密度

a＝2r，n＝6，c/a=1.633（理想情况）

K＝6×(4/3)πr3/[3    / 2a2c]＝ π/6＝0.74

2

2

3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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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面心立方晶格的金属晶体的堆积因子
为 0.74, 堆积密度达到最大；体心立方晶格为0.68；
简单立方晶格为0.52。

这表明，体心立方晶格的金属晶体，其间隙体积
占32%。这些间隙的存在，对金属的性能、合金的相
结构、扩散及其相变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材料性能的改性，通常用原子半径更小
的非金属元素或原子半径较大的一些金属元素，引入
到晶体晶格的间隙中以改善某些性能。

常见的耐高温合金材料就是通过掺杂一些N 、
Nb、V、W 等合金元素制备的，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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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C Cr Mo Ni Mn W V Nb B N Al S P Si

12Cr1MoV
0.1

1.11 0.27 0.51 0.22
0.02

0.02
0..2

10CrMo910

0.1 2.5
0.035

X20CrMoV

12.1

0.17

-

0.20

10-

12.5

0.8-

1.2

0.3-

0.8
<1.0 -

0.25-

0.35
- - - - <0.03 <0.5

T91/P91 0.08

-

0.12

8.0-

9.5

0.85-

1.05
<0.4

0.-8

1.2
-

0.18-

0.25

0.0

6-

0.1

-
0.03-

0.07
<0.04

<

0.01
<0.02

0.2-

0.5

T92/P92 0.07

-

0.13

8.5-

9.5

0.3-

0.6
<0.4

0.8-

1.2

1.5-

2.0

0.15-

0.25

0.0

4-

0.0

9

0.001

-

0.006

0.03-

0.07
<0.04

<

0.01
<0.02

<0.0

5

0.5
0.50

表3-3 主蒸汽管道耐热钢材料的主要成分

0.03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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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原子体密度

原子体密度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3-15)

其中，m为晶胞内所有原子的质量，

V为晶胞的体积。

V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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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铜是面心立方结构，原子半径为0.1278nm, 摩尔质量为
63.54g/mol, 阿伏加得罗常数是：
试计算铜的原子体密度。

解：对于面心立方结构的铜，其原子半径为：
晶格常数为：

体积为：

铜晶胞内共有4个原子，单位晶胞内的质量为：

因此，铜的体密度为：

4/2ar 

nma nmr 361.0
2

1278.04

2

4  

  32333 1070.43611.0 cmnmaV 

gmolmolgm 2223 1022.4)/10022.6/(/54.634 

3

1070.4

1022.4
/98.8323

22

cmg
V

m
cm

g

v  







moln /1002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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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晶体结构中的间隙可以容纳尺寸较小的非金属
元素，形成间隙固溶体，即使是间隙化合物，非金属原
子也是位于密堆结构的间隙中，从而形成性能不同的合
金材料。

密堆结构有两种间隙：四面体间隙和八面体间隙。

（1） 4个原子组成的面内间隙称之为四面体间隙，

（2） 6个原子组成的面内间隙称之为八面体间隙。

3.8 密堆结构的间隙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87

（a）八面体间隙 (4个)    （b）四面体间隙（8个）

图3-30 面心立方晶格的八面体间隙

1. 八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该间隙位于晶胞体的中心, 由8个面上6个原子
组成的八面体中心, 间隙数有4个(图3-30)。

3.8.1 面心立方晶格间隙和间隙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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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心立方晶格的八面体间隙的间隙半径 rB

及其它与原子半径rA的比值rB/rA分别为：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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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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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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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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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面心立方晶格的八面体间隙半径比较大，
为材料改性提供了适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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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面心立方晶格中的四面体间隙

2. 四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间隙位于晶胞体对角线上1个顶角与邻近3个面
上的原子相结合的中心（图3-31或图3-30b ）, 即
由4个原子组成的四面体中心, 间隙数为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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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面体间隙的间隙半径 rB及rB/rA的比值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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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心立方晶格的四面体间隙半径相对于八面体
间隙半径而言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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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间隙位于晶胞八面体的中心，即由6个原子(4个顶

角和2个体心上的原子)组成的八面体(图3-32a)，间

隙数为6个。

其八面体间隙的间隙半径 rB及rB/rA的比值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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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体心立方晶格中的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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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八面体间隙(6个) （b）四面体间隙(12个) 
图3-32  体心立方晶格中的间隙位置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93

2. 四面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体心立方结构的四面体间隙的间隙半径 rB及
其rB/rA的比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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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体心立方结构的八面体间隙小于四面体的
间隙尺寸。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94

1.  八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间隙位于密排六方晶胞八面体轮廓的间隙中心，其
三坐标系坐标位置为 2/3a,  -1/3a，3/4c，间隙数为
6个， (图3-33a)。

其八面体间隙的间隙半径 rB及rB/rA的比值分别为：

 
a

r

r

ar

a

aa

A

B

aa
B

414.0

207.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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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2

2
1

2

2








密排六方晶胞与面心立方晶胞的 rB/rA 比值相同。

3.8.3  密排六方结构的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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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八面体间隙(6个)  （b）四面体间隙(12个) 
图3－33 密排六方结构中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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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面体间隙及其间隙半径

该间隙位于密排六方晶胞四面体轮廓的间隙中心，
其三坐标系坐标位置为1/3a, 2/3b, 7/8 c(图3-
33b)，间隙数为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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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典型晶体结构的间隙半径rB、原子半径rA、
rB/rA比值及间隙数分列在表3-4中。

显然，FCC和HCP均是密排结构，八面体间
隙半径大于四面体间隙，故金属中的间隙原子是
处于八面体间隙中；BCC是开放结构，间隙较多，
通常间隙原子处于四面体间隙中。

表3-4  3种典型晶体结构中的间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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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素周期表中，大约有40多种元素具有
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晶体结构 。

当外界温度和压力改变时，元素的晶体结构
发生转变，这种性质称多晶型性或同素异构转
变。转变时材料的体积和性能发生变化。

如图3-34所示，铁在9120C以下为BCC结
构，称为α-Fe；在9120C~13940C之间为FCC
结构，称为γ-Fe；当温度超过13940C时，又变
为BCC结构，称为δ-Fe；在高压下铁还可以变
为密排立方结构，称为ε-Fe。其它如碳、锡、
钛等均有相似的晶型转变。

3.8.4 多晶型性（同素异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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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纯铁加热时多晶型转变时的
体积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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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金属的力学性能比较低。为了提高力学性能，
常需要添加其他元素进行合金化处理。

● 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元素或金属元素与
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质。

例如,黄铜是Cu、Zn合金；碳钢是Fe、C合金；
合金钢是Fe、C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合金。

组成合金的元素间相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的物相
结构。

● 相是指合金中具有相同化学成分、相同原子排列、

相同原子聚集状态并以相界面分开的均匀组成部分。

3.9 合金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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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纯金属通常是一种相，合金有多种相。由于
形成条件不同，各相以不同的数量、形状、大小的组
合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不同的显微组织。

铁碳金属的显微组织主要有：铁素体相、珠光体
相、奥氏体相、渗碳体相等，见图3-35。

固态合金的相可分成两大类：固溶体和金属化合物.

3.9.1 固溶体（ Solid  solution）

● 溶质原子溶于固态溶剂中并保持溶剂元素的晶格类
型不变, 这种合金相称为固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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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铁碳合金常见的显微组织

(a) 铁素体 (b) 奥氏体

(c) 珠光体 (d)渗碳体（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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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溶体通常用α、β、γ、ε相来表示。

与金属晶体结构相同的元素称为溶剂，其他元素
称为溶质。

根据溶质原子在溶剂中的位置，可将其分为置换
固溶体与间隙固溶体。

1. 置换固溶体（Substitutional solid solution）

● 溶质原子占据溶剂晶格某些结点位置而形成的固
溶体叫置换固溶体（图3-36a）。

金属元素之间通常会形成置换固溶体。若置换固
溶体中溶质原子的分布是任意的，这叫无序固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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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置换固溶体 （b）间隙固溶体
图3-36固溶体的两种类型示意图

在一定条件下，若置换固溶体中溶质原子形成
规则排列，则叫有序固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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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隙固溶体（Interstitial solid  solution）

一些原子半径小于0.1nm的非金属元素如H、O、
C、N、B等作为溶质原子时，通常处于溶剂晶格的某
些间隙位置而形成间隙固溶体(图3-36b)。

3. 固溶体的结构 （Structure of solid  solution）

虽然固溶体仍保持溶剂的晶格类型，但与纯溶剂
组元相比，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晶格畸变

由于溶质与溶剂的原子半径不同，因而在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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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7 固溶体中大小溶质原子
引起的晶格崎变

原子附近的局部范围内形成一弹性应力场，造成晶
格畸变(图3-37)。晶格畸变程度可通过溶剂晶格常
数的变化反映出来(图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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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奥氏体晶格常数与含碳量关系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108

(2) 溶质原子偏聚与短程有序

当同种原子间的结合力较大时，溶质原子倾向于
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偏聚区；当异种原子间的结
合力较大时，溶质原子在固溶体中的分布呈现短程有
序(图3-39)。

图3-39 固溶体中溶质原子分布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109

(3) 溶质原子长程有序

某些具有短程有序的固溶体，当其成分接近一
定原子比如1 : 1时，可在低于某一临界温度时转变
为长程有序结构。这样的固溶体称为有序固溶体。

对于CuAu有序固溶体, Cu原子和Au原子按层
排列于（001）晶面上。由于Cu原子比Au原子小，
故原来的面心立方晶格畸变为正方晶格(图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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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 有序固溶体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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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溶体的性能

由于溶质原子与溶剂原子大小不同，形成的固溶
体必然会产生晶格崎变。

随着溶质含量的增加，固溶体的强度、硬度会增
大，但塑性、韧性则下降。

(5) 固溶体的溶解度

溶质原子溶入固溶体中的数量称为固溶体的浓度，
在一定条件下的极限浓度叫溶解度，如图3-38所示的
奥氏体晶格常数与含碳量关系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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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固溶体的溶解度不可能是100％，有一定
的限度。这种固溶体称为有限固溶体。

若某些元素之间可按任意比例形成固溶体，不存
在极限浓度的限制，称为无限固溶体。

很明显，只有置换固溶体才能形成无限固溶体，
而且晶格类型必须相同。

影响溶解度的因素主要有：

1）原子大小；

2）晶格类型；

3）电化学性质；

4）电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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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中间相（Intermediate  phase）

两组元A和B组成合金时，除形成固溶体外，若溶
质含量超过其溶解度时，还会形成新相，其成分处于A
在B中和B在A中的最大溶解度之间，称为中间相。

中间相可以是化合物，也可以是以化合物为基的
固溶体，其晶体结构不同于其它任一组元，结合键中
通常包含金属键。

因此，中间相具有一定的金属特性，常称为金属
间化合物。

金属间化合物具有较高的熔点、硬度和脆性，通
常作为合金的强化相，但量太多时会成为脆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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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属间化合物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能，可
用作为功能材料或耐热材料。

金属间化合物种类很多，主要分三类。

1. 正常价化合物

正常价化合物是指符合化合物原子价规律的金属
间化合物。它们具有严格的化合比，成分固定不变, 其
结构与相应分子式的离子化合物晶体结构相同，分子
式具有AB型的正常价化合物，如CrFe，其晶体结构像
NaCl型那样(图3-41)。

这类金属间化合物属正常价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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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AB型（NaCl）正常价化合物
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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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化合物

电子化合物是指按照一定价电子浓度的比值组成
一定晶格类型的化合物。

电子浓度是指化合物中每个原子平均所占有的价
电子数（e/a）表示。

当价电子浓度为3/2时，电子化合物具有体心立
方晶格；价电子浓度达到7/4时，电子化合物具有密
排六方晶格。

常见的电子化合物有：Fe-Al、Ni-Al等。

电子化合物的熔点和硬度都很高，但塑性较差，

一般是有色金属的强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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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尺寸因素化合物
(1) 间隙相

当非金属原子半径rn与金属原子半径rm之比
rn/rm<0.59 时，将形成简单结构的金属间化合物，如
面心立方结构、密排六方结构，少数为体心立方结构
和简单立方结构，称之为间隙相。在间隙相中，金属
原子位于晶格结点位置，非金属原子则位于晶格的间
隙处。

间隙相具有极高的熔点和硬度，脆性也很大，是
高合金钢和硬质合金中的重要强化相。

通过化学热处理，在钢表面形成一薄层致密的间
隙相，可以提高钢的耐磨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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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隙化合物

当 rn/rm> 0.59时，将形成复杂晶体结构的金属
间化合物，称为间隙化合物。

例如，Fe3C是铁碳合金中重要的组成相(渗碳
体），具有复杂的正交晶系，晶胞中有16个原子：12
个铁原子和4个碳原子(图3-42）。

在间隙化合物中，部分金属原子被另一种或几种
金属原子所置换，形成以间隙化合物为基的固溶体。
例如，Fe3C中的Fe原子可以部分地被其它金属原子
（Mn、Cr、Mo、W）所置换，形成(Fe、Mn)3C等，
称为合金渗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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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渗碳体间隙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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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化合物中原子间的结合键是共价键和金属
键，故熔点和硬度很高，但脆性也较大，一般是钢
铁材料中重要的强化相之一。与间隙相相比，间隙
化合物的熔点、硬度及化学稳定性相对要低一些。

表3-2中列出的耐热合金钢如12Cr1MoV，
10CrMo910、P91钢等中，均有复杂正交晶胞的间
隙化合物： Fe3C（M3C）、Cr7C3（M7 C3）、
Fe4 W2C（M6C）等。

这些间隙化合物中，M并不总是Fe原子，常被
其它金属原子或组合原子所置换。

例如，M3C:   (Fe, Mn)3C、 (W, Mo)3C；

M7C3:   (Cr, Fe)7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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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扑密堆相

拓扑密堆相是由两种大小不同的金属原子所构成

的一类中间相。其中大小原子通过适当配合构成利用

率和配位数都很高的复杂结构，简称为（topological 
close－packed phase）。

如图3-43所示，TCP结构的特征主要有：

(1) 由配位数大于12的配位多面体堆积而成；

(2) 配位多面体是由简单三角形面组成；

(3) 每个配位多面体的面是凸形的；

(4) 每个面的连接点至少连接5个以上的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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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 拓扑密排相中的配位多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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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陶瓷的显微组织是由晶体相、玻璃相和气孔所
组成，微结构比较复杂。常见的硅酸盐材料因成分变化
较大，其微结构变化也较大。

一般而言，先进结构陶瓷是一类人工合成的陶瓷，
大致分为五类: 氧化物(Al2O3)、碳化物(SiC)、氮化物
(Si3N4)、硼化物 (TiB2) 、硅化物(MoSi2)等。还包括若
干种先进功能陶瓷, 如氟化物（CaF2）、硫化物(ZnS)、
碲化物（CdTe）、砷化物（GaAs）、磷化物（InP）、
硒化物（ZnSe）等。

先进陶瓷的晶体一般是共价晶体和离子晶体，是由
离子键、共价键或混合键所组成。大多数陶瓷是由两种

不同的元素所组成，故比纯金属晶体结构要复杂些。

3.10 陶瓷的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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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子晶体的特点

离子晶体可以看成是由带电的离子所构成。它由
正负离子通过离子键按一定的方式堆积而成。

由于离子键结合力大，离子晶体通常硬度高、强
度大、熔点高和沸点高，但热膨胀系数小，脆性大。

另外，离子键中很难产生可以自由运动的电子，
故离子晶体是良好的绝缘体，而且可见光的能量不足
以使其外层电子激发，故离子晶体不吸收可见光，基
本上是无色透明的，如NaCl等。

3.10.1 离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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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离子半径、配位数和离子堆积

(1) 离子半径

离子半径是指原子核中心到其最外层电子的平均
距离。它是原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和排斥的平均结果。

离子晶体的半径是两个离子之间的接触半径，也就
是相邻的正负离子中心间的距离，即正负离子半径R＋ 、
R－之和：

R0＝ R＋＋R－ （3－16）

离子半径主要由外层电子的分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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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位数

离子晶体中，与某一离子相邻的异号离子的数目
叫配位数。

离子晶体的正负离子必须相互接触，并保持电中
性，这样才使结构保持稳定。

(3) 离子堆积

在离子晶体中，由于正负离子的外层电子形成闭合
的壳层，故离子可看成是具有一定半径的刚性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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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4 所示，正离子的半径通常小于负离子的
半径，即

R＋/ R－ <  1                           （3-17）

其中，R＋ 、 R－ 分别为正、负离子的半径。

因此，负离子是组成晶格的骨架，正离子在其间
隙位置，形成以负离子堆积的配位多面体。

为了降低晶体的总能量，正负离子尽可能以密堆
方式堆积，即一个正离子与尽可能多的负离子为邻，
达到最大的配位数。但是，配位数的大小是与正负离
子的比值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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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rc ＝R＋ 、rA＝ R－

表3-4   一些正、负离子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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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5 表示离子晶体稳定或不稳定的配位体图
形，图中（a）、（c）为不稳定的配位体。只有R＋ /
R－大于某一临界值后晶体才趋于稳定。

因此，R＋ / R－之比的不同，正离子选取的配位
数也不同，配位体形状也不同（表3-5）。

图3-45 离子晶体中稳定与不稳定配位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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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离子半径比、配位数与配位多面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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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计算NaCl和CsCl 离子晶体的配位数

由 表3-4可知，
NaCl：R＋ / R－＝0.95/1.81=0.53
故配位数为 6，属于NaCl型离子晶体,
（参见图3-46a）

CsCl：R＋ / R－＝1.69/1.81=0.94
故配位数为 8，属于CsCl型离子晶体，
（参见图3-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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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子晶体的结构规则
鲍林(L. Pauling)应用离子键理论，依据离子半径

大小，归纳出离子晶体结构的三个规则：

(1）鲍林第一规则：负离子配位多面体规则
在离子晶体中，正离子周围形成一个负离子配位多

面体，正负离子间的平衡距离取决于离子半径之和，正
离子的配位数与正负离子的半径比有关。

为了降低晶体的总能量，正负离子尽可能以密堆方
式堆积，即一个正离子与尽可能多的负离子为邻，达到
最大的配位数。

“负离子通常堆积成骨架，正离子居于负离子空隙
位中，形成负离子配位多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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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林第二规则：电价规则
“在组成配位多面体的离子晶格中，每个负离子的

电价Z－等于或接近于与之邻接的各正离子静电强度S的
总和。”

这表明一个负离子同时被一定数量的负离子配位多
面体所共有。即在具有大的正电位的地方，放置带有大
负电荷的负离子，以使离子的晶体结构趋于稳定。

为其配位数。离子的电荷

为正个正离子静电键强度，为第式中，

n ,

Z i S

18)-(3                                    

i 


  










iii

i
n

Z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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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gO为NaCl晶型，Mg2＋的配位数为6，故
Si＝Z+/n=2/6=1/3,  每个O2－为6个氧八面体所共有，

每个 O2－是6个镁氧八面体的公共顶点,故
等于负离子O2－的电价，见图3-44。

图3-44 MgO晶格中配位多面体的连接方式

2)
3

1
(6 

i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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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鲍林第三规则：负离子多面体的共用顶、棱、面
的规则

电价规则指出共用同一顶点的多面体数，但没有
指出两个多面体间共用的顶点数。

“在一配位结构中，共用棱特别是共用面的存在，
会降低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对于电价高、配位数低的
正离子，这个效应更显著。”

例如，2个四面体中心间的距离在共用一个顶点
时若设为1，则共用棱和共用面时分别为0.58和0.33;
在八面体的情况下，则分别为1、0.71和0.58。

这种距离上的缩短，必然导致正离子间库仑斥力
的增加，使结构稳定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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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盐类、碱类（金属氢氧化物）及金属氧化物
都能形成离子晶体。

离子晶体的结构及堆积形式多种多样。

1. 二元离子晶体

对于二元离子晶体，按不等径刚性球密堆积模型，
可归纳为六种基本类型：

NaCl型、CsCl型、立方ZnS型、六方ZnS型、
CaF2型和金红石（TiO2）型，如图3-46所示的离子
晶体的结构类型。

3.10.2 典型离子晶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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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l 型 (b)CsCl型 (c) 立方ZnS
(d) 六方ZnS     (e)CaF2型 (f)  TiO2型

图3-46  典型二元离子晶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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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Cl晶型(AB型)

NaCl型属于AB型离子晶体结构、面心立方点阵，
如图3-46a所示。

负离子Cl－构成面心立方点阵，正离子Na＋占据其
全部八面体间隙，故是立方晶系、面心立方结构。正
负离子的配位数均为6。

在陶瓷中，MgO、CaO、BaO、MnO、FeO、
NiO、TiN、CrN、ZrN等均属此类晶系。

(2) CsCl晶型(AB型)

如图3-46b所示，CsCl离子晶体中的负离子Cl－构
成简单立方点阵，正离子Cs＋占据其立方间隙，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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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晶系、简单立方点阵。正负离子的配位数均为8。
CsBr、CsI等属此种晶型。

(3) 立方ZnS晶型（闪锌矿型，AB型）

如图3-46c所示，在ZnS离子晶体中，负离子S2－

构成面心立方点阵，正离子Zn2＋交叉分布在一半的四
面体间隙中。

正负离子的配位数为4。III－V族半导体化合物，
如GaAs、AlP、InSb等属此种晶型。

(4) 六方ZnS晶型（纤锌矿型， (AB型) ）

如图3-46d所示，在六方ZnS离子晶体中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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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S2－和正离子Zn2＋各自形成的密排六方点阵穿插
而成，一个点阵相对于另一个点阵沿C轴位移了三分
之一。它属于六方晶系，正离子占据一半的四面体间
隙。正负离子的配位数均为4。BeO、ZnO、AlN、
AgI等属此种晶型。

(5) CaF2晶型（AB2型）

在CaF2的点阵结构中，如图3-46e所示，正离
子Ca2＋构成面心立方点阵，而8个负离子F－位于晶
胞内8个四面体间隙的中心位置。

它属于立方晶系、面心立方点阵。正负离子的配
位数为8、4。ZrO2陶瓷等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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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iO2晶型（AB2型）

如图3-46f所示，在TiO2陶瓷中,负离子O2－构成
稍有变形的密排立方点阵中，正离子Ti4＋位于八面体
间隙中的一半中。它属四方晶系、体心正方点阵。正
负离子的配位数为6、3。

如图3-47所示的晶胞，每个晶胞有2个Ti4＋离子
和4个O2－离子，即六个离子。每个O2－同时与3个Ti4
＋链合，即每3个[TiO6]八面体共用一个O2－。Ti4＋位
于晶胞的顶角和中心。

属于 这 类结 构 的化 合 物有 ： SnO2 、 PbO2 、
MnO2、NbO2、MoO2、VO2、NbO2、MnF2、CoF2、
FeF2、MgF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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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7 金红石（TiO2）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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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203型结构(刚玉型）

以α-Al2O3为代表的单晶体刚玉结构。其结构属
六方晶系，如图3-48所示。

刚玉的正负离子的配位数为6：4， 负离子O2－

近似作密排六方堆积，正离子Al3＋位于八面体间隙
中，但只填满空隙的2/3。

正离子Al3＋的排列使它们之间距离最大，因此每
三个相邻的八面体空隙，就有一个是有规则地空着，
这样六层构成一个完整周期。

属于这类结构的化合物有：α－Fe2O3、Ti2O3、
Cr2O3、V2O3等。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144

图3-48 α－Al2O3刚玉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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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O3型结构

CaTiO3为钛钙矿型结构，理想情况下为立方晶
系，在低温转变为斜方晶系。

图3-49为理想钛钙矿型结构的立方晶胞。正离
子Ca2＋和负离子O2－构成fcc结构。Ca2＋在立方体的
顶角、O2－在6个面心上，而较小的Ti4＋填于由6个
O2－构成的八面体[TiO6]空隙中，八面体群相互以顶
点相接，Ca2＋则填于八面体群的空隙中，并被12个
O2－所包围。

因此，Ca2＋的配位数为12，Ti4＋的配位数为6
(图3-49b)。属于这类结构的有：BaTiO3、SrTiO3、
PbTiO3、CaZrO3、PbZrO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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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晶胞结构 (b)配位多面体连接和Ca＋配位数为12        
图3-49 钛钙矿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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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一 种 属 于 ABO3 型 结 构 的 是 方 解 石 型
（CaCO3）结构，是一种三方晶系，如图3-50所示。

在每个晶胞中有4个Ca2＋和4个[CO3]
2－络合离

子。每个Ca2＋被6个[CO3]
2－所包围， Ca2＋离子配

位数为6；络合离子[CO3]
2－中3个O2－离子作等边三

角形排列，C4＋离子在三角形的中心位置，C－O间
是共价键结合；而Ca2＋与[CO3]

2－结合是离子键。
[CO3]

2－在结构中的排布均垂直于三次轴。

属于方解石结构的，还有MgCO3（菱镁矿和白
云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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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0 方解石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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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B2O4型结构

MgAl2O4尖晶石化合物是AB2O4型结构的代表，
如图3-51所示。它属于立方晶系、面心立方点阵。

晶胞内有8个MgAl2O4分子，其中32个O2－、16
个Al3＋和8个Mg2＋，共有56个离子。若沿三个轴向
的a/2处将该晶胞均分为8个小立方体，如图3-51b
所示，该结构可看成是由8个立方亚晶胞所组成。

AB2O4型三元化合物多达100多种，其中A可以
是Mg2＋、Mn2＋、Fe2＋、Cd2＋、Co2＋、Ni2＋等，B

可以是Al3＋、Cr3＋、Ga3＋、Co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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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位晶胞 (b) 小单元
图3-51  MgAl2O4尖晶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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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价晶体的特点

共价晶体是由同种元素的原子或异种元素的原子
以共价键方式形成的无限大分子。

共价晶体的共价键具有强烈的方向性和饱和性，
其配位数比离子晶体和金属晶体要小。

共价晶体和离子晶体一样，强度高、硬度高、脆
性大、熔点高、沸点高和挥发性低，结构较稳定。由
于相邻原子共有的电子不能自由运动，因而共价晶体

一般不导电。

3.10.2 共价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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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共价晶体的结构

典型共价晶体有金刚石（单质AA型）、ZnS
（AB型）和SiO2（AB2型）三种。

(1) 金刚石型

金刚石是最典型的共价晶体，见图3-52。其特
点是配位数服从8-N法则，N为原子的价电子数，因
而配位数为4。

金刚石由单质碳原子组成。每个碳贡献出四个价
电子与周围四个碳原子共有，形成四个共价键。构成
的正四面体是一个碳原子在中心，与它共价的四个碳
原子则在四个顶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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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金刚石结构

金刚石属于立方晶系、面心立方点阵，点阵参数
a＝0.3599nm,致密度为0.34。在立方体内，还有占
一半四面体间隙的四个原子，故晶胞中共有8个原子。

Si、Ge、α-Sn 均为金刚石型共价晶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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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nS型

AB型共价晶体结构主要是立方ZnS型和六方
ZnS型两种。

它们的正负离子配位数均为4，其结构如图3-
46c、d所示，结合键中为共价键而非离子键。其它
如金刚石砂 (SiC)、AgI和铜的卤化物等也是这类共价
晶体结构。

事实上，立方ZnS与金刚石的晶体结构完全一样，
只是fcc中的所有碳原子用S原子替换、一半四面体间
隙的四个碳原子用Zn原子替换；而在SiC中，四面体

间隙的四个碳原子则用Si原子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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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O2型

白硅石 (SiO2)是典型的AB2型共价晶体，如图3-
53所示。

在白硅石中，硅原子与金刚石的碳原子排布方式
一样，只是在每两个相邻的Si原子中间有一个氧原子。

硅的配位数为4，氧为2。

图3-53 白硅石 (SiO2)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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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结构

普通陶瓷是以Si、O原子为主，以不同堆积方式
形成的硅酸盐结构。粘土、长石、云母等是典型的硅
酸盐材料。

硅酸盐的基本结构单元是硅酸根SiO4
4－ 四面体，

如图3-54所示。在这个结构单元中，四个氧离子包
围四面体中心的硅离子，每个氧离子有一个电子可以
与其它离子进行键合。

在SiO4
4－ 结构中，Si-O键中共价键和离子键各

占一半。四面体的配位方式满足了共价键方向性的要
求和离子键半径比值之要求。

3.10.3 硅酸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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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二氧化硅四面体的岛状结构

由于Si4＋离子尺寸小、 Si-O键的半径比仅为
0.29、且带电荷多，故在SiO4

4－四面体内产生强键力，
各个SiO4

4－单元之间通常只在顶角之间以不同方式连
接，很少在棱边之间连接。

连接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多种硅酸盐结构，如岛状
(图3-54) 、环状(图3-55) 、链状(图3-56)和层状(图
3-5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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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二氧化硅四面体的环状结构

图3-56 二氧化硅四面体的链状结构（辉石）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159

图3-57  二氧化硅四面体的层状结构

（注:粘土矿、云母矿、滑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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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玻璃相

普通陶瓷中存在一定量的玻璃相。它是在陶瓷

烧结成型时形成的一种非晶态物质，其结构是由离

子多面体（如硅氧四面体）构成的无规则排列的空

间网络，如非晶态石英结构。

玻璃相热稳定性差，在较低温度下就发生软化。

但一定数量的玻璃相存在对陶瓷性能的改善还是有

用的。

玻璃相的作用是粘结和分散晶体相，降低烧结

成型温度，并抑制晶体相的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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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相

气相是普通陶瓷制品中残留的气孔。

它是在陶瓷制备和烧结过程中形成并被保留下

来，对陶瓷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气孔的存在降低了陶瓷材料的密度，降低陶瓷

的导热系数，使陶瓷的强度下降，介电损耗增大以及

绝缘性降低等。

但是，气孔的存在也使陶瓷能吸收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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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是由许多相同结构单元以共价键方式重复连
接的一种链状高聚物。

例如，乙烯基高分子可用式(3-19)表示：

－[CH2－CH]n－ （3-19）

l

R

其中，n平均聚合度(重复结构单元数),方括号内为
重复结构单元, 称为链节，R为取代基。

加聚反应是单体间通过相互间加成连接而成的高分
子；缩聚反应是单体官能团间通过逐步缩合和结构单元
的逐步增长而形成的高分子，同时会析出小分子。

3.11 高分子的晶态结构

3.11.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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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常见的高分子结构单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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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分子链结构

高分子结构是指高分子链结构（分子内结构）和高
分子链聚集态结构（分子间结构)。

高分子链结构包括近程结构和远程结构。

近程结构是一级结构，是指结构单元的化学组成、
空间排列方式、键接方式及其支化度，属于化学结构。

远程结构是二级结构，是指高分子链的大小与形态、
链的柔顺性和链在不同环境中采取的构象，如图3-58a
所示。

简言之，高分子链结构主要涉及构造、构型和构
象，即3C。

3.11.2  高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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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单个高分子链的形态（b）高分子链间的聚集态

图3-58  高分子凝聚态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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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造（construction）

指链中的原子种类和排列、取代基和端基的种

类，单体单元的排列顺序，支链的类型和长度等。

（2）构型（configuration）

指单体单元中的原子或取代基在空间的相对位置

(立体异构（旋光异构)）和原子键接方式( 构造异构和

几何异构）。

（3）构象（conformation）

指大分子链的柔顺性、几何形态及取向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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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子链近程结构（一级结构）

（1）结构单元的化学组成

1）碳链高分子

其主链是由相同的碳原子以共价键方式连接而成：

-C-C-C-C- 或 -C-C=C-C-

侧基可以是氢、甲基、有机基团或其它取代基等。
通用塑料聚烯烃（PE、PP、PVC、PS）、聚二烯烃
（PB）等属此类，它们通过加聚反应而得到，材料的
塑性、韧性较好。

2）杂链高分子

其主链是由两种以上的原子所构成，除碳原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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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O、N、S、F、Cl、P等原子。

例如：-C-C-O-C-C- 或-C-C-S-C-C-

工程塑料和高性能塑料，比如PA、POM、PC、
PPO、PET、PSF、PES、PEEK等属此类。这类高分
子通过缩聚或开环聚合而得到，强度和耐热性等较高。

3）元素有机高分子

主链由无机元素 Si、O 等原子和侧基为有机元素
原子所组成，如 -O-Si-O-Si-O-Si-。

侧基为有机基团如有机硅树脂和有机硅橡胶属此类。
侧基为无机基团时称元素无机高分子。这类材料具有耐
热性、韧性和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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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单元的键接方式和构型

1) 键接方式

单一化学结构单元聚合成高分子（聚合物）时，
有头-尾连接、头-头连接和尾-尾连接三种。

二种以上的单体进行共聚成为共聚物时，连接方
式更多，分无规共聚、交替共聚、嵌段共聚和接枝共
聚等，其形态如图3-59所示。

2) 空间构型

高分子链中结构单元的原子基团在空间的排布及
其结构单元的键接次序，称为高分子链的构型。

高分子链的构型，简称立体异构。立体异构又可
分旋光异构和顺反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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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规 (b) 交替 (c)  嵌段 (d) 接枝

图3-59  共聚物链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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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乙烯类PP高分子链，若用R表示取代基，
旋光异构有三种立体构型，见图3-60。

(a) 全同立构：取代基R全部位于主链的一侧(图3-60a)。

(b) 无规立构：取代基R在主链两侧作无规分布

(图3-60b)。

(c) 间同立构：取代基R相间分布在主链两侧(图3-60c)。

顺反异构是因原子键接次序不同而产生。例如，
双烯类PB单体1,4加成产物，由于基团原子在双键两侧
排列不同，形成了顺式异构和反式异构两种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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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同立构 (b) 无规立构 (c) 间同立构

图3-60 乙烯类PP构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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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分子链的几何形状（二级结构）

由于聚合反应的复杂性和单体官能度的大小，
高分子链呈现出不同的几何形态。

常见的形态有三种：

(1) 线型分子链

线型分子链是由许多相同结构单元连接而成的
大分子链，通常呈卷曲线团状（图3-61a）。

具有这种结构的高分子如PE、PP、PB等热塑
性聚合物。它们弹性高、塑性好、硬度低，加热熔
融，冷却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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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性高分子链 （b）支化高分子链 （c）交联高分子链

图3-61 高分子链的各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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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链型分子链

在主链上带有支链型结构如星形、梯形和支化型
形态(图3-61(b))。这类结构的高分子有接枝聚合物、
交替聚合物、嵌段聚合物等，如ABS、EPDM等。它
们与线型高分子相似，但强度更高些。聚合物共聚时
为了提高强度和刚度，可以通过反应加工制造出这类
支链型聚合物。

(3)  体型分子链

在大分子链之间许多链节有交联点，彼此被键接
在一起(图3-61(c))。这类结构的高分子有EP、 UP、
PF等热固性聚合物。它们不熔不溶，弹性、塑性低, 
脆性大, 硬度较高，性能主要取决于交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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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分子链的构象及柔顺性

1）高分子链的构象

通用高分子材料的主链是由C－C单键组成的。由
于热运动，它们像其它物质分子一样在不停地运动。
高分子链中两个原子在保持键角、键长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作相对旋转，单键作旋转，称为内旋转, 如图3-
62。

图中的C1、C2、C3、C4为碳链中的一段，它们在
保持键角( 109028’)和键长(0.154nm)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以单键的顶点作圆锥面的旋转，构成许多空间形
象。由单链内旋转产生的高分子链的空间形象叫高分
子链的构象。



2017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177

图3-62 高分子链内旋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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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分子链的柔顺性

高分子链构象多，变化频繁。既可伸长, 也可收
缩，呈无规线团状, 对外力有很大的适应性，表现出
高度的柔顺性, 如图3-63所示。因而，末端距h越短，
柔顺性越好。

图3-63 柔顺性高分子链末端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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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分子链柔顺性的影响因素

（a）主链结构

主链由单键组成，柔顺性最好。在常见的三大高
分子链中：Si－O 最好，C－O次之，C－C最差。

（b） 取代基性质

极性分子内旋受阻，柔顺性下降；

CH3、－Cl、－CN ，柔顺性依次下降。

（c） 侧基体积大，柔顺性下降

PS比PE柔顺性小得多，主要是侧基有刚性苯环。

（d） 分子间键合方式、侧基沿分子链的分布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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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三级结构）

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是指大分子链间的几何排

列和堆积方式，也称超分子结构，属于三级结构。

聚集态结构是高分子的三级结构，这是指许多

高分子链堆积后的组织形态，即聚集态，如图3-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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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4  高分子织态的显微组织

在高分子基体的基础上，适量加入各种助剂和填

充剂，所形成的高分子显微组织是高分子的四级结构，

如图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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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子链在空间排列的规整性和对称性，高分
子形态可分为结晶型、部分结晶型和非晶型三类(图3-
65)。

通常，线型高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晶态或
部分晶态，而体型高分子为非晶态。

图3-65 高分子的聚集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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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陶瓷的结晶是原子或离子的结晶，速度快、

粘度小，故结晶度高、分子量小，单个晶胞也小。

但是，高分子是大分子链，粘度大，结晶时是分

子间的结晶，因而结晶速度极其慢，故结晶不完整，

而且晶内存在大量的缺陷。一个大分子可以贯穿若干

个晶胞，甚至可从结晶区跨越到非结晶区，再穿过结

晶区，因而形成的高分子晶态结构远比小分子结构复

杂得多。

3.11.3  高分子的晶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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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分子的晶体形态

高分子的晶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单晶、片晶、
球晶、树枝状晶、孪晶、纤维状晶及串晶等。

(1) 高分子单晶

可以在特殊条件下得到高分子的单晶。

例如，PE单晶可在浓度为0.01％以下的极稀溶
液中缓慢结晶，得到具有规则外形的簿片状晶体(图
3-66a)。透射电镜下观察到它们的厚度在10nm左右，
分子链长度在几个至几十微米。同样，也可看到
POM的单晶(图3-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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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片状PE单晶 (b) 六方型POM单晶
图3-66 聚合物的单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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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分子球晶

球晶是高分子多晶体的一种主要形式，可在浓溶
液或熔体中冷却结晶时获得。其直径通常在0.5-
100um之间，大的甚至可达到cm级，在偏光显微镜
（POM）下就能观察到。

当它的生长不受阻碍时，其外形呈球形。图3-
67是典型的PS球晶形态。这种球晶成核时是多层片
晶，然后逐渐向外张开生长，不断分叉长成束状，最
后形成球晶。

球晶结构形成的示意图见图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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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7 聚苯乙烯的球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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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8 球晶结构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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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分子树枝状晶

当结晶温度较低或溶液浓度较大或相对分子量较
大时，高分子从溶液析出结晶时不再形成单晶，会产
生较复杂的结晶形态。这时，分子扩散成为结晶生长
的控制因素，从而长成树枝状晶，见图3-69所示。

（4）高分子串晶

高分子溶液在边搅拌边结晶中能形成串晶,如图3-
7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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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9 树枝状晶形态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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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0 高分子的串晶形态与结构模型

例如，聚合物熔体如PE在外加应力作用下冷却
时，会形成这种串晶。在熔融纺丝的纤维中、挤出薄
膜中和注射成型塑料制品的表皮层中，也可以观察到
这种串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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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伸直链晶体

高分子在高温、高压下结晶时，可以获得完全伸
展的高分子链平行规则排列而成的伸直链片晶，片晶
厚度可与分子链的长度相当。

例如，PE在温度高于2000C，压力大于
405MPa下进行结晶时，就能得到伸直链片晶，结晶
度可达97％ ，密度超过0.99g/cm3, 片晶厚度达
103~104nm，基本上等于伸直链的长度，而且不随
热处理条件而变化，如图3-71所示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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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1  伸直链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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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子半晶态和晶态模型

(1）缨状微束结构模型(图3-72)

(2）折叠链结构模型(图3-73)

(3）伸直链模型(图3-71)；

(4）串晶模型（图3-70）；

(5）球晶模型（图3-68）；

(6）Hosemann模型（图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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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2 半结晶高分子缨状微束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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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3  折叠链结构模型
注：UHMWPE在T＝2000C、P＝405MPa下可

得到伸直链片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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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4 Hosemann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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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分子晶体的晶胞结构

高分子晶胞中，沿着大分子链的方向和垂直大分
子链方向的原子间距是不同的，故高分子不能形成立
方晶系。

一般取大分子链的方向为晶胞的c轴。图3-75是
PE晶胞结构,是体心正交晶系，其晶格参数为：
a=0.741nm、b=0.494nm、c=0.255nm，每个晶
胞包含三个分子链，也包含两个链节。

高分子晶胞的结构及其参数一般与大分子链的化
学结构、构象及结晶条件密切相关。例如，PE的稳定
晶型是正交晶系，但拉伸时则形成三斜或单斜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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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聚乙烯晶胞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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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序结构模型（图3-76a）

2. 局部有序结构模型（图3-76b）

（a）无序结构模型 （b）局部有序结构模型

图3-76  非晶态高分子结构模型

3.11.4 非晶态高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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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起来，高分子聚集态结构与低分子物质聚
集态结构的差别主要是：

(1) 晶态高分子始终包含一定量的非晶相；

(2) 高分子的结晶除与化学结构有关外，还强

烈地依赖于外界条件，如温度、压力等；

(3) 一个高分子链可以贯穿若干个晶胞，甚至

可从结晶区到非晶区再穿过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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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心立方镍的原子半径是1.243A0, 试计算 (a) 镍的
点阵参数，(b)镍的密度。

2.体心立方钼的点阵参数是3.1468A0，试计算钼的原
子半径。

3. 铬的点阵参数是2.8844A0，密度是7.19g/cm3,试
通过适当计算 确定铬是简单立方、体心立方，还是
面心立方结构。

第三章 固体材料结构的基础知识

第三章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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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立方系中绘出{1 1 0}、 {1 1 1}晶面族所包括的
晶面以及（1 1 2）、（1 2 0）的晶面。

5.试比较间隙固溶体、间隙相和间隙化合物的结构和
性能特点。

6. 简述陶瓷材料的相组成及常见的相结构。

7. 简述高分子的结晶特点，举例说明几种常见的高分
子结晶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