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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材料被加工成制品时，必须考虑二大性能：使

用性能和工艺性能。同时还要考虑性价比。
（1） 使用性能 (service  performance)

力学、物理、化学等性能。
（2） 工艺性能 (process property)

加工工艺、连接工艺等性能。例如，
1） 金属的变形加工、热处理、焊接等；
2） 陶瓷的制粉、烧结、煅烧、粘接等；
3） 高分子的流变、注射、挤出、热熔合等。

这些性能不仅影响结构件的制造成本，而且影响
其使用的安全性。

8.1 材料性能 (property of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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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性能有时也称机械性能，是材料在载荷和环

境因素（温度、介质）作用下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

主要包括强度、刚度、硬度、韧度（韧性），以及塑

性、疲劳、断裂等性能。

实验室里通过模拟构件的使用条件，确定其承载

能力和失效机理。通过试验, 测定材料的力学性能，进

而确定性能指标。

力学性能指标 (mechancial performance index )是材

料在设计、选用、质量及安全评定时的重要依据。

8.2 金属材料的性能

8.2.1 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y)



材料的变形（deformation）和断裂（fracture）

与五种外力(F) 的作用方式有关，见图8-1。

图8-1 外力的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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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力学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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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如图8-2所示。

力学性能指标

弹性变形 静态强度 塑性 硬度 高温强度 动态强度 断裂韧性

弹性模量
E, G

刚度

强度
σs，σb

延伸率
δ

断面
收缩率

ψ

布氏硬度
HB

洛氏硬度
HR

维氏硬度
HV

显微硬度
HV0.05

蠕变
应力
σc

疲劳极限
σr ，σ-1

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
da/dN

冲击韧性
αk

含裂纹
断裂韧性
KⅠ，KⅡ，

KⅢ

δi, θi, φi



在拉伸试验图中，横坐标、纵坐标分别表示材料
的应力σ (stress）与应变ε (strain) 。拉伸曲线称为材
料的应力应变曲线，见图8-3。

（a）应力应变曲线 （b）拉伸试验装置
图8-3  碳钢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8.2.1.1 材料的拉伸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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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在外力(F)作用下发生形状尺寸的变化叫变形。
外力去处后能恢复的变形称为弹性变形。
外力去处后不能恢复的变形称为塑性变形。

。

● 如图8-4所示，拉伸曲线的特征线和特征点主要有：
OeA线: 弹性变形阶段
AC线:   屈服变形阶段
CB线:   塑性变形阶段
Bk线： 失稳断裂阶段
e点： 弹性应力点
A点： 屈服应力最大点
C点： 屈服变形结束点

B点： 最大应力点
k点:    断裂点

图8-4 拉伸曲线的特点
2018年9月



通过拉伸试验，可以获得材料的五种基本性能：

弹性模量:    E= σ/ε        （Young’s modulus/MPa）

ε = σ/E       （Hooke’s law/% ）

屈服强度:    σs=σ0.2 = F/A0（MPa）

抗拉强度： σb= F/A0 （MPa） (8-1)

延伸率： δ = ∆L/ L0     （%）（∆L=L-L0 ）

断面收缩率：ψ = ∆A/A0     （%） （∆A=A0-A）

其中, L0 、A0分别表示试样变形前的标距长度和横截面积；
L  、A  分别表示试样变形后的标距长度和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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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到剪力 (S)作用时，材料的剪应力τ (shear
stress)与剪应变γ(shear strain） 有如下关系：

τ = S/A （MPa）

γ = τ/ G （%）

= tanθ＝a/h        (8-2)

G＝E/2(1+ν) （MPa）

其中, G为剪切模量，θ为剪切角，
h为剪切高度，

ν为材料泊松系数 ν=∆d/∆L。 图8-5  材料的剪切变形

8.2.1.2 材料的剪切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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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应力应变曲线，见图8-6。

图8-6 不同材料的拉伸曲线

8.2.1.3 典型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2018年9月



1. 强度准则（strength criterion）

● 强度是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及断裂的能力。

当作用在构件上的应力小于或等于许用应力[σ] 时, 材
料的使用状态是安全的，否则是不安全的。

● 强度设计准则:    σ≤[σ]            (8-3)

σs /ns

[σ] ≤
σb/nb

其中， [σ] 是取二者中的最小者；ns、nb分别是设计时
材料的屈服强度σs和抗拉强度σb的安全系数；当材料是碳钢
时，它们一般取1.6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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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4 材料的安全设计准则



刚度准则的表达式是：

δi ≤ [δi ]

θi ≤ [θi]                            （8-4）

φi ≤[φi]

式中，i= x,  y,  z ；δi,  θi , φi分别是构件的挠度、转角和扭
角； [δi ]、[θi]、 [φi]分别是相应变量下除以各自的安全系数
下所允许的挠度、转角和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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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刚度准则（stiffness  criterion）
● 刚度是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刚度准则要求构件在外力作用下的弹性变形不超过允
许的最大变形，否则构件是不稳定的。



材料发生断裂时，其断口形貌与其表面变形有关，

通常分为二种： 脆性断裂和韧性断裂。

1.  脆性断裂（brittle fracture）

脆性断口是断裂前几乎没有塑性变形，宏观形貌上

是齐平式形貌，微观上是解理形态。

（a）宏观形态 （b） 解理形态

图8-7 脆性断口

8.2.1.5 断口（frac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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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韧性断裂（ductile fracture）

韧性断口有明显的塑性变形，断裂前有预兆，宏

观上呈现出杯锥形形貌，微观上是韧窝形态。

（a）宏观形态 （b） 微观韧窝形态

图8-8 韧性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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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度是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表面局部变形的能力。

硬度与材料的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及抗压强度有
一定的关联性，对材料加工和抗磨损性都有重要影响。

常用的硬度测试法有：压痕法、回跳法和刻痕法。

1. 布氏硬度HB（Brinell hardness）

布氏硬度是用一定载荷（P）将淬火钢球压头压入
被测的材料表面，保持一定时间后卸载，根据压入直径
d的压痕表面积A（图8-9）计算而得到。其公式为:

HB =P/A= 2P/πD(D -(D2-d2)1/2)  （MPa） (8-5)

8.2.1.6 硬度（har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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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主要用于退火状态下的钢铁、铸铁、有色金属
及一些特殊非金属材料，适用于HB<450MPa的金属
材料。

(a) 压头压痕 （b）布氏硬度仪

图8-9 布氏硬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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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氏硬度HB与不同材料的抗拉强度 b之间存在

以下经验估算式：

低碳钢:     b≈ 3.6 HB

高碳钢： b≈ 3.4 HB )            (8-6)

灰铸铁： b≈ 1.0 HB

或 b≈ 0.6 (HB-40)

比如，布氏硬度一般记为200HB10/1000/30。
它表示一个直径为10mm的钢球、在1000kgf作用下
压入表面后保持30s后测得的硬度为2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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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洛氏硬度 HR（Rockwell hardness）
洛氏硬度是用规定的压力将圆锥体金刚石压头压入

材料表面，通过测量压痕深度h并查表而换算求得 (图
8-10) ，一般规定每 0.002mm为一个单位洛氏硬度。

HR = h/0.002 (8-7)

(a) 压头压痕 （b）洛氏硬度仪

图8-10 洛氏硬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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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压头和载荷的大小，洛氏硬度分别有HRC、
HRB 、 HRA三种类型 (表8-1)。

洛氏硬度可以直读，操作方便，适用广泛，可测
量低硬度和高硬度的金属材料。但洛氏硬度载荷大，
标尺不统一，不适用于测定硬而脆的薄层。薄层材料
一般采用维氏硬度来测定。

K

0.2

0.26

0.2

表8-1 三种类型的洛氏硬度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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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氏硬度HV（Vickers hardness）
维氏硬度是用两个对面体夹角均为136°的四

面体菱形金刚石压头测定。它是通过测量压头压入
部分的对角线长度d(图8-11)来计算：

HV＝1.8544P/d2 （MPa） (8-8)

（a）压头压痕 （b）压痕形状 （c）维氏硬度仪

图8-11 维氏硬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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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洛氏、维氏三种硬度的测定法，压头载荷
大、面积大，适用于各种金属材料的硬度的测定。

由于压头载荷大、面积大，一般只能测定金属材
料的表面硬度，不适合测定局部区域的材料显微硬度，
比如薄模、偏析、微相、扩散深度等。

因此，需要一种可以精细测定小范围区域内材料
硬度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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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载荷显微硬度（small loading micro-hardness）

（1）显微硬度

显微硬度是一种特殊的维氏硬度。它是在微区上通
过施加小载荷测定表面硬度，主要测量陶瓷、合金钢中
某相的微区硬度， 如图8-12所示。

显微硬度的压头形状与维氏硬度一样，只是面积小、
载荷小，载荷小到几十克到几百克。例如，10g、50g、
100g、200g等。其压痕长度以微米表示，计算公式为：

HVP＝1854.4P/d2  （MPa） (8-9)

式中，P 是克(g)、d是微米(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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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显微硬度压痕 （b）显微硬度仪

图8-12  合金相的显微硬度测定

例如，HV50＝900表示外加力为50g的显微硬
度值为900MPa 或表示为900HV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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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显微硬度压痕小，故被测材料要做成金相
试样。它适用于金属、陶瓷的表面硬度测定。

常用陶瓷材料的显微硬度值如表8-2所示。

表 8-2 常见陶瓷材料的显微硬度与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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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努氏硬度（Knoop’s hardness）*

努氏硬度是从显微硬度发展而来。

它的压头形状是由金刚石材料制成的长棱形体，
两个长棱夹角为172.5°、 两个短棱夹角为130 °及
长短对角线长度之比为L/W为7.11倍。其计算为 :

HK＝1.451P/L2 （MPa） (8-10) 

式中，K为Knoop的缩写, L为压痕的对角线长度(μm) ，
P为载荷（N），其值在0.4903-19.61N之间。

努氏硬度精度高，适用于无机材料，尤其是先进
陶瓷材料，硬度测量比维氏硬度更为精确，样品的表
面光清洁度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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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氏硬度（Shore hardness）

使用硬度计，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用标准
弹簧压力将硬度计上的压针压入试样，用压入
的深度转换为硬度，通过硬度计直接读出邵氏
硬度值HS。

HS分为邵氏A和邵氏D。

邵氏A适合于软塑料。例如，对于橡胶、
泡沫塑料等；邵氏D则适合于硬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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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氏硬度（Shore  scleroscope hardness）*

肖氏硬度又叫回跳硬度，是动载试验法。

其原理是将一定重量的具有金刚石圆头或钢
球的标准冲头从一定高度h。自由落体到试件表面，
然后由于试件的弹性变形使冲头回跳到某一高度
h，用这两个高度的比值来计算肖氏硬度值KS。

肖氏硬度无量纲，冲头回跳高度越高，则试
样的硬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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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莫氏硬度 （Mohs hardness）

● 陶瓷及矿物材料常用划痕硬度来比较，即莫氏硬度。

莫氏硬度是从小到大排序，如1、2、3…，表示材
料之间的相对坚硬程度，数值大的可以划破数值小的。

莫氏硬度以前分为10级、1级最小，10级最硬。
相应的排序为：

1. 滑石，2. 石膏，3. 方解石，4. 萤石，5.磷灰石，
6. 正长石，7. 石英，8. 黄玉，9. 刚玉，10. 金刚石。

后来出现了一些人工合成的高硬度陶瓷材料，莫氏
硬度等级范围被扩大，现分为1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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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属构件是在动态载荷下工作，比如锻锤、

冲头等，故需要用冲击韧性评定材料抵抗冲击的能力。

而高分子材料在使用中会出现老化、性能变脆等现象，

需要用冲击韧性来评定。

● 冲击韧性是指材料在冲击力作用下吸收一定的能量
和形变而不被破坏的能力(J/m2 )。

冲击韧性αk是含缺口材料在冲击力作用下单位横
截面上吸收功的大小(J/m2 ) 。它是通过摆锤冲击试验
而获得，如图8-13所示。

金属材料的冲击韧性一般高于100kJ/m2。

8.2.1.7 冲击韧性(impact tough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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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Charpy冲击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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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冲击断口形貌

(a) 脆性断口 （b）韧性断口

材料是脆性还是韧性，从冲击断口形貌上可辨别，
如图8-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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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冲击试样的缺口形式有两种：夏氏试样（V
形，见图8-13）和梅氏试样（U形）。夏氏试样适
用于脆性材料，梅氏试样适用于韧性材料。

高分子材料是用伊佐德(Izod)冲击试样进行测试，
冲击试样是悬臂梁结构。

材料的αk值随温度下降而下降，在某一温度下
会发生急剧降低，由韧性断裂变成脆性断裂，这种现
象称为冷脆，此时的温度称为韧脆转变温度。

一般说来，体心立方结构金属材料或以其为主的
低强度钢，存在明显的温度效应，冷脆转变温度显著。
而高强度钢或面心立方结构的金属材料，如铝合金及
奥氏体合金钢等，基本上没有这种温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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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在疲劳载荷作用下在远低于屈服应力发生低
应力的脆性断裂，叫疲劳断裂。

事实上，许多金属件是在交变载荷作用下使用的。
但疲劳断裂与静态断裂有明显不同。它没有明显的塑性
变形，其断裂是突发性的，危害性较大 (图8-15）。

图8-15 Cr12Ni2WMoV钢的疲劳断口和条纹

8.2.1. 8  疲劳应力( fatigue stress)

(a) 疲劳断口 （b）疲劳断口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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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劳裂纹的断口特征（图8-16）：

(1) 有裂纹源、裂纹扩展区、断裂区三个部分；

(2) 裂纹扩展区断面较光滑， 即 “海滩条带”形貌。

(3) 裂纹起裂在高应力应力区或材料缺陷处相比，没有
明显的塑性变形。

图8-16  钢板疲劳裂纹断口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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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劳极限（fatigue limit）

材料在规定次数（钢铁材料取107次，有色金属及
其合金取108次）的交变载荷作用下，不引起断裂的最
大应力称“疲劳极限”(σr), 单位为MPa。

通常采用拉伸或弯曲的试验方法测定疲劳极限(σ-1)。
试验时常用多组的试样，在不同的交变应力σ下测定试
样发生断裂的疲劳次数N, 绘制出σ-N曲线(图8-17）。

● 对于金属材料，当应力降到某一值后， σ-N曲线趋
于水平直线，此直线对应的应力即疲劳极限。

● 陶瓷材料和高分子材料没有疲劳极限，这是因为
它们本质上是脆性材料,故不能承受疲劳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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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 疲劳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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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在长期的恒温、恒应力作用下发生缓慢塑性
变形的现象叫蠕变 (图8-18)。

金属材料和陶瓷材料在高温下(0.4~0.5Tm, Tm为
熔点) 会发生蠕变，高分子材料在室温下会发生蠕变。

材料的蠕变过程可用蠕变曲线描述。典型的蠕变
曲线如图8-19所示。图中AB段为第一阶段，称减速蠕
变阶段，这一阶段开始蠕变速率增大，随着时间的延
长，蠕变速率逐渐减小；BC段为第二阶段，称为恒速
蠕变阶段，这一阶段蠕变速率几乎保持不变；通常蠕
变速率是以这一阶段的变形速率来表示；CD段是第三
阶段，称为加速蠕变阶段，至D点时产生蠕变断裂。

8.2.1.9 蠕变应力（creep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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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角晶界处空洞起裂 (b) 沿晶界空洞连体 (c)空洞相互连体

图8-18  蠕变断裂过程的空洞连体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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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高温蠕变试验

（a）高温蠕变试验曲线 （b ） 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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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裂韧性是含裂纹材料抵抗快速失稳断裂的能力。

大型转动件、高压容器、船舶、桥梁等构件，有
时在远低于屈服应力下发生低应力脆断。大量失效案
例分析后证明，其破坏是与零部件存在裂纹和裂纹疲
劳扩展密切相关，典型断口形貌如图8-20所示。

一般而言，零部件材料本身有时难于避免因冶金、
加工、焊接等过程带来的缺陷、甚至微裂纹。在外加
载荷尤其疲劳载荷作用下，微裂纹在使用中发生疲劳
扩展，变成宏观裂纹。一旦裂纹尺寸达到材料固有的
临界尺寸时，便失稳扩展，发生低应力脆性断裂。

8.2.1.10 断裂韧性（fracture t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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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齐平断口 （b）解理断口

图8-20   脆性断裂的断口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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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晶体材料的理论断裂强度可以用图
8-21所示的原子键合力进行估算。

图8-21 原子间作用力与位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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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拉断是晶体材料在拉应力作用下沿与拉应
力相垂直的原子面被拉开的过程。

在这一断裂过程中，外力作的功消耗在断口上，
即断口的表面能。

设想一块完整的晶体材料从解理面处被分成两
半，其解理面的晶面间距为a0, 沿拉力方向发生相
对位移x。当位移较大时，位移和应力的关系不是线
性关系。

原子之间的作用应力是随位移x的增大而增大，
但达到峰值σm后就逐渐下降，见图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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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近似地求出图8-21下的面积，用正弦函数来
描述应力的变化，其关系式为:

(8-12)

式中λ为正弦曲线的波长，x为原子间距， σm是原子断
开时的最大应力，即晶体的理论断裂应力。

当断裂发生时，应力在单位面积上作的功可近似
表达为：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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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体拉断后产生了两个新表面

令单位面积的表面能用 γs表示。在拉断过程中，
应力作的功（8－13）等于表面能 2γs，则有:

(8-14)

再设曲线开始部分近似为直线并服从虎克定律，
即有：

(8-15)

式中，a0为平衡状态时的原子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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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8-12）式、（8-15）式，得：

（8-16）

结合关系式（8－13）式、（8－16）式，可求得：

（8-17）

把物性常数E、γs 、 a0分别代入（8-17）式中,  
即可求得材料的理论断裂强度（断裂应力）。

0

2

a

Em 




0a

E s
m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比如碳钢，E＝2105 MPa,  a0＝2.510-10 m, 
γs＝2 J/m2

则 σm＝4.0104 MPa。

若用E表示, 则σm∽ E/5, 通常 σm～ E/10。

碳钢的抗拉强度约为480MPa，故实际断裂应力
大约是理论断裂应力σm的1/10～1/100，陶瓷材料
和高分子材料则更低。二者为什么会相差如此之多？

其实，早在1921年，英国Griffith就发现材料的
实际强度远低于理论强度，原因在于材料内部存在固
有的微缺陷。他研究了陶瓷、玻璃等脆性断裂的机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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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假定有一块单位厚度的薄板，两端在远处被固
定并作用均匀拉伸应力σ。如果板内有一个长为2a的穿
透裂纹，裂纹扩展的驱动力来自薄板内部存储的弹性能
的释放, 如图8－22所示。若裂纹扩展，则裂纹面积增
加，增加的单位面积所需的能量就是表面能 γs 。

图8-22  Griffith裂纹的能量平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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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裂纹2a时所释放的弹性应变能为：

（8－18）

形成裂纹所需的表面能为：

Us＝2γs2a=4aγs （8－19）

两项能量的变化见图8-22b，薄板系统总能量的

变化为：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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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则有 （8－22)

即弹性应变能释放率G若大于或等于表面能，系
统总能量下降，裂纹自动扩展，对应此值的尺寸是
临界裂纹尺寸2ac；小于此值，裂纹不会扩展。

由式（8-20）式、（8-21）式,  断裂应力与裂
纹尺寸存在这样的关系：

（8－23)

这就是著名的Griffith公式，也是现代断裂力学
理论的基础公式，表明断裂应力是与裂纹尺寸的平
方根成反比。

   
)2()2(
c

s

c

E

ad

dU

ad

dU


a 

4E
 




 s

0
)2(

   


c
ad

Ud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若把该式系数近似取 则 ，这与理论
断裂强度式（8－17）完全一样。把裂纹尺寸a用晶格常
数替换，取a＝104b ，则断裂强度是理论值的1/100。

这是因为在裂纹尖端附近处，各应力分量存在奇异
性(singularity)，如图8-23及式（8-24）所示。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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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3  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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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4 裂纹尖端应力场

1957年，美国Irwin在Griffith理论的基础上，推

导出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各个分量（图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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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称为I型应力强度因子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r, θ 为裂纹尖端附近的极径和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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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8－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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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进一步指出：当材料有裂纹时，裂纹尖端

附近存在应力奇异场，材料的断裂不是由应力控制的，

而是由裂纹尖端附近称之为应力强度因子KI控制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高强度金属构件在外加应

力远低于抗拉强度下发生脆性断裂的原因，从而开创

了断裂力学(fracture mechanics)新学科。

当 θ ＝0，正好处在裂纹线上， 其应力分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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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与a、σ 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式：

（8－26）

其中， KI的量纲是N/m3/2 ；Y是几何形状系数，
与试样尺寸有关，σθ 、 f（θ）分别是裂纹尖端
附近的环向应力和角分布函数。

(8-24)式、(8-26)式构成现代断裂力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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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8-26）式可见，随外加应力σ的增加，KI随之
增大，当达到材料固有的断裂韧性KIC时，裂纹发生失
稳扩展，即满足以下关系式：

KI ＝ KIC                      （8-27）

其中，KIC为材料的断裂韧性，量纲为N/m3/2 。

KIC 是材料的断裂韧性值，可以通过含裂纹三点

弯曲试样进行断裂试验而测得。

2018年9月



● KI与KIC和应力σ与σb的关系相似性

对于无裂纹材料，当 σ＝σb时，材料因塑性变形
而发生断裂。 σ 是一个由外力作用产生的应力, σb是材
料的固有强度，是一个不变量，即材料性能常数。

同样，对于含裂纹材料， 当 KI＝KIC，材料发生
脆性断裂， KI是一个随外力变化的应力强度因子值，
KIC是材料的断裂韧性，是一个固有的材料性能常数。

因此， σb 是材料的强度性能指标，KIC是材料抵
抗I型载荷裂纹失稳扩展的断裂性能指标，是脆性材料
发生断裂时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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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应力作用方式的不同（图8－25），材料的
应力强度因子分为张开型KI、滑开型KII、撕开型KIII 三
种类型。

通过三种类型的加载方式，可测得材料的断裂韧性：
KIC、KIIC、KIIIC, 这些性能指标是材料防脆性断裂的设
计判据。

裂纹扩展的基本形式

图8-25 不同加载方式的应力强度因子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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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物理性能是指材料固有的基本特性，以及
承受热、电、磁等作用所反映的能力。

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主要包括密度、熔点、热膨
胀性、导热性、导电性及磁性等。

这些性能是衡量材料的物理性质，即材料的功能
性。

8.2.2 物理性能 (phys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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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 ρ是指单位体积含有的物质质量（m/V），

量纲是(g/cm3)。

● 密度直接影响了产品的重量。

不同材料的相对密度各不相同。普通碳钢为7.9。

密度小于5的金属称为轻金属，如Mg、Al、Ti等。密
度大于5的金属称为重金属，如Fe、Pb、W等。

● 普通陶瓷的密度为2.2-2.5、金属陶瓷3.9以上；高
分子材料在0.9-1.9之间。

复合材料则用比模量、比强度表示，即弹性模量E
与密度ρ之比(E/ρ) 和抗拉强度与密度ρ之比（σ/ρ）。

1. 相对密度 (relative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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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从固态转变成液态时的温度称为熔点。如纯铁
的熔点是15380C。

● 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都是晶体，有固定的熔点。
熔点高的金属称为难熔金属，如W、Mo、Cr等元

素，主要用来制造耐高温零件，如导弹、火箭、燃气
轮机、喷气飞机等。熔点低的金属称为易熔金属，如
Sn、Pb等元素，用作保险丝、安全阀等。

● 陶瓷材料的熔点明显高于金属材料的熔点。例如，
氧化铝陶瓷Al2O3是20400C、ZrO2是26770C。

相对而言，高分子材料由于不是完整的晶体材料，
熔点不确定，只有晶态高分子材料，才有确定的熔点。
例如，尼龙6的熔点是2200C、尼龙66为2600C 。

2. 熔点 Tm ( melting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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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随温度变化而膨胀或收缩的特性叫热膨胀性。
材料的热膨胀是用热膨胀系数（CTE） α表示

(m/m.0 C), 其表达式为：
α＝(L2-L1)/ ∆ tL1 (8-28)

式中L1 、L2分别为材料膨胀前后的长度，∆t为温差。

对于精密仪器或机器部件，热膨胀系数是一个很
重要的性能指标，选用时热膨胀系数尽量要小。

在异种金属材料焊接时，由于材料热膨胀性不匹
配，焊件会发生翘曲变形、有时甚至发生开裂。

● 陶瓷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最小，金属材料次之，高分
子材料最高。例如, α-Al2O3为8ppm, 碳钢为12ppm，
聚乙稀（PE）为100 ppm以上。

3. 热膨胀系数(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63

● 磁性是指材料被磁铁磁化或吸引的能力。

● 衡量磁性材料的磁化难易程度的性能指标是磁道率
或导磁系数，用符号 μ表示。

μ=B/H (8-29)

式中，B、H分别为材料的磁感应强度(T、斯拉)和磁场
强度(A/m)。

● 金属材料按磁性强弱分为三种：

(1) 铁磁性材料

在外磁场中，能强烈地被磁化，如Fe、Co、Ni等。

4．磁性（magnetic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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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磁性材料
在外磁场中，只有微弱地被磁化，如Mn、Cr、

Mo等。超声波探伤不适用。
(3) 抗磁性材料

能够抗拒或减弱外加磁场磁化作用的材料，如Cu、
Au、Ag、Pb、Zn、Ti等。

● 铁磁材料又可分为软磁性材料和硬磁性材料,一般
用导磁系数μ表示，如（8-29）式。

（1）软磁性材料
软磁性材料易被磁化，导磁性良好，但外磁场去

掉后磁性基本消失, 如电工用纯铁、硅钢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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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磁性材料

硬磁性材料去磁后保持磁场，磁性不易消失，如
淬火的钴钢、稀土钴等。

铁磁性材料可制造变压器、电动机、测量仪表等。

抗磁性材料用于要求避免电磁场干扰的零件，如
航海罗盘等。

当温度升高到一定数值时，铁磁性材料的磁畴被
破坏，变为顺磁体。这个转变温度称居里点，如铁的
居里温度为7700C。

一般而言，许多金属如铁、镍、钴等均具有较强
的磁性。但也有一些金属, 如铝、铜、铅等是无磁性的。
● 陶瓷材料和高分子材料通常无磁性行为。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66

● 导热性是指材料传导热能的能力, 用热导率（λ）
表示，单位为（W/m.K）。

● 热导率越高，导热性越好。 金属导热性最好的是
Ag ，Cu、Al次之。合金导热性比纯金属差一些。

材料导热性差，零件在加热或冷却时，因表面和
内部产生温差和热膨胀系数不同会产生破裂。

导热性好的金属散热好，在制造热交换器、散热
器、活塞等传热设备的零部件时要优先选用。

● 非金属材料一般是绝热的

但是，部分金属陶瓷如MoSi2、TiB2等有一定的
导热性。高分子材料本质上是绝热的。

5．导热性（thermal con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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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传导电流的能力叫导电性。

如一根长为L、截面积为S的圆形导线材料，其电阻
R和电阻率可分别表示为：

（8-30）

其中，R的单位是欧姆（ ）， 的单位是欧姆.米（ . m）。

● 材料的导电性用电导率σ表示，单位是西门子/米
(S/m)，它是电阻率的倒数，即：

（8-31）

6．导电性（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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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及合金具有良好的导电性。Ag导电性最好, Cu、
Au、Al次之, 合金低一些。

● 电阻率小的金属（Ag、Cu、Al）适于制造导电零件和
电线。电阻率大的金属（W、Mo、Cr）适于做电热元
件。但金属的电阻率是随温度上升而增加.

● 高分子是绝缘体。如主链上有共轭结构时，如聚乙炔
（PAc）、聚苯胺（PAn）、聚对苯撑乙烯（PPV）、
聚吡咯（PPy）、聚噻吩（PTh）等有一定的导电性。

● 陶瓷材料也是绝缘体，但含有某些特殊元素的陶瓷具
有一定的导电性， 比如MoSi2、TiB2等，以及掺杂的
半导体材料Si、Ge、GaAs、InP等。

一些常见的金属材料的相关物理性能见表8-3。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69

表 8-3 一些常见金属的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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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材料在外加电场作用下的实际极化率叫介电
常数，也叫诱导率。它是反映绝缘材料介电性能的物
理量，单位是（F/M）。

虽然绝缘材料不传导电荷，但在外加电场作用下
会感应电荷，从而削弱电场，电容器就是如此。

真空下的介电常数为

（8-32）

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ε与真空介电常数ε0之比，则
称为该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ε r（ ε / ε0 ）。

mF /1085.8 12

0



7. 介电常数（dielectric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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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使用温度下抵抗氧气和腐蚀介
质侵蚀的能力。化学性能包括耐腐蚀性、抗氧化性和化
学稳定性。

1．耐腐蚀性

腐蚀分为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和物理腐蚀三种。
耐腐蚀性是指材料抵抗各种介质侵蚀的能力。

● 化学腐蚀是金属与非电解质直接发生化学反应但不
产生电流的破坏过程。

例如，金属在干燥气体中的腐蚀（飞机发动机燃烧
室内壁、火焰筒的腐蚀）、金属在有机物液体酒精、石
油中的腐蚀、铝在乙醇中的腐蚀，以及镁、钛在甲醇中
的腐蚀。

8.2.3 化学性能 (chem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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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化学腐蚀是指金属表面与电解质溶液发生电化学
反应引起的破坏过程。这是常见的腐蚀过程。

其腐蚀过程必须有电极反应产生电流，即有阴极反
应和阳极反应。

金属在大气、海水、土壤、介质中的腐蚀均属电化
学腐蚀，这是最普遍的腐蚀形式。例如，钢铁生锈、铜
生铜绿等。

● 物理腐蚀是指由单纯的物理溶胀溶解而引起的腐蚀。
例如，钢铁在液态锌中的溶解等。

材料耐蚀性可用每年的腐蚀深度来评定耐蚀等级.
非金属材料由于没有自由电子或自由电子很少，基

本上没有腐蚀问题，但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性能的老化、
劣化、退化、脆化、降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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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在高温条件下抵抗氧化作用的能力，称为抗氧
化性。

金属在加热条件下，氧化作用会加速。

现代工业中许多在高温下工作的机器与设备，因
此首先必须具有抗氧化性。抗氧化性并不是指高温下
完全不被氧化，而是指材料在氧化后，能在表面形成
一层连续致密并与基体结合牢固的薄膜，从而阻止进
一步氧化。

高分子材料也存在氧化问题，但氧化温度较低。

陶瓷材料也会发生氧化，主要是高温氧化。

2.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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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稳定性是指材料的耐蚀性和抗氧化性的总称。

一般的合金钢如钛钢、不锈钢等耐蚀性较好。例
如，铁素体不锈钢（Cr17、Cr25）、奥氏体不锈钢
（ 18-8 （ 0Cr18Ni9/304 ） ） 和 马 氏 体 不 锈 钢
(2Cr13、1Cr13)的耐蚀性较好（盐酸例外），双相
不锈钢则更好些。

金属材料在高温下的化学稳定性称为热稳定性。
Super 304H、X20CrMOV121(F12)、P91/T91、

P92/T92及镍基合金等属于高温耐热钢 。

陶瓷材料的化学稳定性最佳，高分子材料良好。

3.化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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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工艺性直接影响制造零部件的加工方法、
质量和成本。因此，选材时必须充分考虑。

就金属而言，工艺性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铸造性（casting）

液态金属浇注在复杂形状模具中并获得优质铸件
的能力叫铸造性能。

流动性好、收缩率小、偏析倾向小是铸造性能好
的衡量指标。

一些工程塑料在成型时，也要求流动性好，如较

大的熔融指数（MI）大和较小的尺寸收缩率。

8.2.4 工艺性能 (processing property)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76

2. 锻造性 (forging)

材料采用锻压加工方法是否易于压力加工的能力
叫锻造性。可锻性以材料塑性及抗变形能力来衡量。

铸铁及陶瓷材料不能进行压力加工。但热塑性塑
料可以挤压和模塑成型。

3. 可焊性 (weldability，braizing，solderability)

材料对焊接加工工艺的适应性叫可焊性。

材料可焊性一般是用焊接处出现缺陷的倾向来衡
量。低碳钢具有优良的可焊性，但高碳钢可焊性较差。

● 热塑性塑料具有自熔焊的特性，陶瓷材料一般是

用粘接剂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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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切削加工性 (cuttablity)

材料是否易于切削加工的性能叫切削加工性。

它与材料的种类、成分、硬度、韧性、导热性及内
部组织状态等许多因素有关。

有利切削的硬度为HB160-230。切削加工性好的
材料，切削容易，刀具磨损小，加工表面光洁。

5. 热处理工艺性 （heat treatment process）

钢的热处理工艺性主要考虑其淬透性，即钢接受淬
火的能力。含Mn、Cr、Ni等合金元素的合金钢淬透性
比较好，碳钢的淬透性就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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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分子材料的力学状态

（1）线性非晶态高分子材料的三种力学状态

线性非晶态高分子材料在不同温度下表现出
三种力学状态：玻璃态、高弹态和粘流态。

在载荷作用下，线性非晶态高分子的变形-温
度曲线如图8-26所示，图中Tb为脆化温度、Tg为
玻璃化温度、Tf为粘流温度、Td为分解温度。

8.3 高分子材料的性能(polymeric material property)

8.3.1 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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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6 线性非晶态高分子的变形与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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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玻璃态

当T<Tg时，变形曲线基本上是水平的，弹性模量
较大，材料的变形符合胡克定律，应力与应变呈线性
关系,  斜率为直线。由于温度低、分子动能小，整个
分子链不能运动，分子处于冻结状态，只有比链段更
小的结构部分（链节、侧基、特殊链段）在其平衡位
置附近作小范围的振动，其运动状态见图8-27a。

2）高弹态

当T >Tg时，变形量很大，弹性模量显著降低，但
外力去除后变形仍可回复，弹性是可逆的，见图8-
27b。高分子材料表现为柔软性而富有弹性，具有橡
胶特性，处于高弹态或橡胶态。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81

（a） 弹性形变T<Tg;  （b） 高弹形变 T>Tg；
（c） 流动变形 T>Tf

图 8-27  高分子材料的形变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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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Tg时，分子动能增大，足以使分子链段运
动，但仍不能使分子链运动。此时，分子链的柔性大
为增加，卷曲状态的分子链可沿外力方向逐渐伸展，
变形量可达100~1000％，处于高弹变形状态，见图
8-27b。这是高分子材料独有的力学状态。

3）粘流态

当T>Tf时，变形迅速扩展，高分子材料发生粘性
流动，处于粘流态，此时变形不可逆。

由于分子动能的增强，高分子材料不仅链段发生
运动，整个分子链也能运动，产生很大的不可逆的流
动变形，出现高分子的粘性流动, 见图8-27c。

所以，粘流态主要是与大分子链的运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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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性晶态高分子的力学状态

1）分子量一般的晶态高分子

这类高分子和普通晶体一样有明确的熔点。当

T<Tm时是晶态、T>Tm时是液体，即进入粘流态，这

时 Tm＝Tf，故随温度有晶态和粘流态二种状态的变化。

2）分子量较大的晶态高分子

这类高分子也有确定的熔点。当T>Tm时，它先

转变成无规型排列，但因分子链太长，受力时还不能进

行大分子滑动，出现了高弹态；当T > Tf 时，整个

分子链在外力作用下可以流动，进入了粘流态。因此，

它随温度有晶态、高弹态和粘流态三种状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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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完全晶态的高分子

这类高分子含有相当部分的无定形区部分，无定形

区存在链段运动的可能。

所以，它与线性非晶态高分子一样，存在玻璃态、

高弹态和粘流态。

对于晶区部分，随分子量的大小不同有可能出现

高弹态或不出现高弹态。

因此，非完全晶态高分子的力学状态是随分子量的

不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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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型高分子的力学状态

1） 交联度小的体型高分子

交联度小时，体型高分子的大量链段仍然可以热运

动，所以有玻璃态和高弹态，但由于交联束搏了大分

子链, 使其不能发生滑动，故没有粘流态。

2） 交联度大的体型高分子

若交联点密度大，交联点距离则变短，链段阻力增

大，玻璃态温度提高，高弹区缩小;当交联密度足够大

时，链段运动消失，此时体型高分子只有玻璃态一种

状态，这和低分子物质没差别。因此，交联度高的体

型高分子没有力学状态变化，意味着其耐热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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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度低

高分子材料的平均强度为100MPa，比金属低得
多，但密度小（0.9-1.9）, 故比强度仍较高。某些工
程塑料的比强度要比金属高，如PEEK、PAI等，经纤
维增强后，其比强度则更高。

高分子材料的强度是由分子链的化学组成、化学
键和分子链相互作用所构成，理论强度值近似为
1/10E, 该值比实际强度高100～1000倍。这是由高
分子材料内部的缺陷引起的。

对于粘弹性高分子材料，其强度十分依赖于温度，
见图8-28, 又依赖于变形速度。加载速度快时，

分子链段来不及变形，材料变脆，如图8-29所示。

2、 高分子力学性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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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8高聚物强度与 图8-29 高分子在不同加载
温度的依赖性 速度下的变形

(a) T<Tb, (b) Tb-Tg, (c)略高于Tg,                      
（W1>W2>W3）

(d) 比Tg高得多,  (e) 接近于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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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性高、弹性模量低

高分子材料的弹性变形量大，可达100％～
1000％；金属材料一般为 5%～30%。

高分子的弹性模量低，通常在1～20GPa；金属
材料的弹性模量在200GPa以上。

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高分子材料的高弹性。

高分子材料的高弹性：一是与分子链的柔顺性有
关；二是与其本身相对分子量及分子间交联密度有关。
高分子材料的相对分子量愈大，弹性区范围就愈宽。
因此，适度的交联可以防止分子链间的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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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粘弹性行为
大多数材料的高弹性是平衡高弹性，即应力与应

变同步发生。但是，有些高分子材料如橡胶，特别在
老化和低温状态下表现出与时间的依赖性，即应变与
应力不同步，有滞后现象（图8-30）。

粘弹性是指高分子材料的应变与时间有关，它不
仅取决于应力，也取决于加载速率，即应力依赖于应
变和应变速率。

粘弹性产生的原因是分子链段的运动遇到困难，
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调整构象以适应外力的要求。

所以，应力作用速度愈快，链段愈来不及作出反
应，粘弹性愈显著。

● 粘弹性的表现主要有蠕变、应力松弛和内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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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0  高聚物的应力、应变与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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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变是在应力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应变随时间而
增加的现象，见图8-31。

高分子材料的蠕变比金属材料严重得多。它在
室温和外力作用下即可发生塑性变形，除非采用热
处理方法进行恢复。它是分子链在外力持续作用下
逐渐产生构象的变化和位移。例如，电线用的PVC
等一些套管。

● PPO、PC、PSF有较好的抗蠕变性能。

1） 蠕变(cr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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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  蠕变前后分子构象变化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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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力松弛 (stress relaxation)

高分子材料受力变形后产生的应力随时间而逐渐
衰减的现象叫应力松弛。

例如，法兰密封垫圈经长时间使用后有时会发生
渗漏现象。

与蠕变一样，应力松弛也是大分子链在外力作用
下逐渐改变构象并发生了位移，如图8-32所示。

高分子材料的应力松弛与分子链的结构有关。线
性高分子材料随时间的增长，可依次产生普弹、高弹
和流动变形，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应变衰减为零。

对于交联高分子材料，应力则衰减到一定的值。



2018年9月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94

图 8-32  应力松弛过程中分子构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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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受周期载荷作用时会产生拉伸和压缩
的循环应变（图8-33），如橡胶轮胎、减震器等。

高分子受载拉伸时，应力与应变沿ACB线变化，
卸载回缩时沿BDA变化，应变落后于应力，出现滞后
现象。应变对应力的滞后，在重复加载时就出现上一
次变形还没有回复或分子链构象跟不上改变时，又施
加了下一次载荷，造成分子间的内摩擦，产生所谓的
内耗，变形储存的弹性能转变为热能。储存的能量等
于滞后回线ACBDA所包围的面积。

内耗会引起高分子温度的升高，加速老化，但内
耗能吸收震动波，有利于高分子材料的减震性能。

3）滞后与内耗（hysteresis & internal f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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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3  橡胶在一个周期循环后的应力与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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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韧性 ( toughness)
线性高分子材料的韧性较好，断裂前能吸收一定

的能量， 体型高分子材料韧性就很差。

热塑性塑料的冲击韧性一般在2-15kJ/m2；热
固性塑料则为0.5-5kJ/m2。其数值比金属材料低得
多。由于冲击韧性低和拉伸强度低，纯树脂的塑料一
般不能作为结构材料使用。

为了提高塑料的韧性和强度，可以通过纤维增强
方式来提高，即制成高分子基复合材料。

例如，不饱和聚酯树脂用纤维增强后成为玻璃钢，
其强度由40-80MPa，提高到200-340MPa，冲击
韧性由1-2.16kJ/m2, 提高到27-162kJ/ m2, 而断
裂伸长量仍不很高（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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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磨性 (wear  resistance)

摩擦是接触表面间的机械粘接和分子粘着引起的。

大多数塑料对金属和塑料的摩擦系数值在0.2-0.4
之间。有些则更低。例如，PTFE对PTFE的摩擦系数
仅是0.04, 这是工程材料中最低的摩擦系数。

PTFE摩擦系数低是由于分子链长且键强高，碳原
子被周围的氟原子有效地屏蔽，分子间的实际粘着力
变得很低，表面上的分子佷容易相互滑动，并产生转
移膜；另一方面，分子间的机械连锁提高了材料的硬
度和抗剪强度，使摩擦抗力大为提高。

塑料的另一优点是自润滑性好，能吸震和消音，
在无润滑和少润滑的条件下，其耐磨性和减摩性是金
属材料难于比拟的。例如，PEEK 、PA 、PO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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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绝缘体（insulator）

高分子材料分子内的化学键是共价键，不能电离，
没有自由电子和可移动离子，因而是良好的绝缘体。

高分子材料的绝缘性与陶瓷相当。由于高分子材料
的分子细长、卷曲，在受热、受声之后振动困难，所以
对热、声也有良好的绝缘性。

例如，塑料的导热性只有金属的1％不到。

2. 耐热性 （heat resistance）

高分子材料的耐热性是指温度升高时抵抗机械性能
下降的能力。耐热性一般用高分子材料开始软化或变形
达到一定量时的温度来表示。

8.3.2 物理与化学性能 (physical & chem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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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线性非晶态高分子材料，其力学性能是与玻

璃化转变温度Tg有关，其使用温度必须低于Tg 。

就晶态高分子材料而言，其力学性能与熔点Tm有
关，一般与Tg 无关，因而可以在低于Tm下使用。

橡胶弹性体的使用温度必须高于Tg使用。

● 高分子材料的Tg 、Tm温度，可用示差扫描量热仪
（DSC）和差热分析（DTA）来测定。

● 高分子材料的耐热性可用马丁耐热仪测定。试样
为悬臂粱结构，尺寸120mm×15mm×10 mm，在末
端施加一定的力后，介质缓慢升温，当末端挠度达到
6mm时，此值对应的温度称为马丁耐热温度，表示材
料的耐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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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材料作为结构件使用时，可用热变形（畸
变）温度THDT(1.8MPa) 确定其最高服役温度。采用三
点弯曲简支梁试样，在试样中心截面上作用外加应力
1.8MPa，介质缓慢升温，当试样挠度达到0.21mm
时，所对应的温度即为热变形温度。

● 高分子材料的耐温性比金属要低很多。例如：

通用塑料的使用温度一般在800C以下；

高性能工程塑料(PEEK、PES) 在1000C~2000C
之间使用，PI的使用温度能达到 2500C；

热固性酚醛塑料在1000C~1500C使用；

有机硅塑料可在2000C-3000C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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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蚀性 (corrosion resistance)

耐蚀性好是塑料的最大优点。高分子材料的化学
稳定性很高，能耐水、耐酸、耐碱和无机试剂。塑料
王PTFE几乎耐所有的介质，但耐极性溶剂较差。

4. 老化(ageing)

老化是指高分子在长期使用中，由于环境因素的
作用，性能随时间不断劣化，逐渐丧失其使用价值的
过程。这是高分子的主要缺点。

高分子的老化一般分为物理老化和化学老化。

化学老化是一种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其表现为橡
胶变脆、龟裂、发粘、退色和开裂等。这些现象是不
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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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老化是高分子链的结构发生降解和交联。

降解是高分子化学键受到光、热、机械作用力等
因素的影响，分子链发生断链或裂解，分子量降低，
强度、模量、熔点、溶解度、粘度等下降。

交联是指断裂了的自由基再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交
联结构，使材料变脆、变硬及延伸率下降的现象。

物理老化是指玻璃态高分子通过小区域链段的微
布朗运动，使其凝聚态结构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过
渡。它使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发生变化，材料的
密度、模量、抗拉强度增加，断裂延伸率和冲击韧
性下降，材料由韧性变为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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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度

刚度由弹性模量来衡量，反映结合键的强度。

陶瓷的化学键合是强大的离子键或离子键与共价
键的混合键，具有很高的弹性模量，是各类材料中属
最高的（表8-4）。

陶瓷的弹性模量比金属高若干倍，比高分子高2-
4各数量级。几种典型陶瓷的弹性模量见表8-5。

像金属材料一样，陶瓷的弹性模量对组织不敏感，
但受气孔率影响较大，随温度的提高而下降。

8.4 陶瓷的性能 ( ceramic property)

8.4.1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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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常见材料的弹性模量和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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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几种典型陶瓷的弹性模量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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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度

与刚度一样，硬度主要取决于化学键的强度，
所以陶瓷也是各类材料中硬度最高。这是陶瓷材料
的最大优点。

例如，大多数陶瓷的显微硬度Hv在1000～
5000之间，淬火钢仅为500～800，而高分子材料
硬度低，一般不超过20。

陶瓷的硬度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但高温下仍
有较高的保留值，如图8-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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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4  几种陶瓷化合物的硬度与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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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度

陶瓷材料的强度很高，是弹性模量的1/10～
1/15, 但实际强度则是弹性模量的1/100～1/1000, 
甚至更低。例如, 窗玻璃的强度约70MPa；高铝瓷
（99瓷）350MPa，比其弹性模量低3个数量级。表
8-4给出了一些典型数据。

陶瓷的理论强度低的原因是组织结构和形态，如
图8-35所示。第一，陶瓷晶界中存在晶粒间的局部分
离或空隙现象；第二，晶界上的原子键间被拉长，键
强度被削弱；第三，相同电荷离子的靠近产生的斥力，
可以产生裂缝。

陶瓷的实际强度受致密度、杂质及缺陷的影响较
大。解决办法是改善晶界、消除缺陷和提高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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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5 陶瓷晶界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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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塑性

陶瓷在室温下几乎没有塑性变形。

材料的塑性变形是在剪切应力作用下由位错运动
引起的密排原子面之间的滑移变形。而陶瓷晶体由于
滑移系很少，难于变形。另外，共价键有明显的方向
性和饱和性。离子键的同号离子接近斥力。所以，离
子晶体和共价晶体构成的陶瓷塑性差。

陶瓷材料在高温时，因原子的扩散促进陶瓷中一
些位错运动和晶界原子的迁移。因此，陶瓷材料在高
温下表现出一定的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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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韧性和脆性

陶瓷是典型的脆性材料，受外力作用时没有塑性
变形即发生低应力断裂，韧性极低。它们的冲击韧性
在10kJ/m2以下，比金属材料低一个数量级。

由于陶瓷属脆性材料，它对表面状态极其敏感。
表面划伤和界面等固有缺陷，类同微裂纹，常会成为
应力集中源和开裂点。一旦受力，由于材料没有塑性
变形能力，微裂纹会迅速扩展。

脆性也是陶瓷作为结构材料使用时的最大障碍。
改善陶瓷材料的脆性，其方法主要有：

1）预防表面出现缺陷；

2）表面施加压应力；

3）用纤维或颗粒增强进行增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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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膨胀性

热膨胀是温度升高时物质原子振动振幅增大，原
子间距增大导致的体积增大的现象。

热膨胀系数的大小与晶体结构和结合键强度密切
相关。键强高的材料，其热膨胀系数低。所以，陶瓷
的热膨胀系数比金属和高分子小很多。

2. 导热性

导热性是在一定温度梯度作用下热量在固体中的
导热速率。陶瓷的热传导主要依靠原子的热振动，由
于没有自由电子的传热作用，陶瓷属于绝热材料，其
导热性比金属小得多。一般在10-2～10-5 W/(m.K)。

8.4. 2  物理与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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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稳定性

热稳度性是陶瓷在不同温度范围波动时的寿命，
一般用急冷到水中不破裂承受的最高温度来评定。

例如，日用陶瓷的热稳定性为2200C，它与线膨
胀系数和导热系数有关。线膨胀系数小和导热性低，
陶瓷的热稳定性也低。所以，陶瓷的热稳定性比金属
低很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缺点。

4. 化学稳定性

陶瓷的化学结构相当稳定。以离子晶体为主的陶
瓷中，金属原子被氧原子包围，屏蔽在其紧密排列的
间歇中，很难再同氧发生反应，甚至在千度以上的高
温也是如此，因而是很好的耐火材料和耐蚀材料。陶
瓷可耐各种酸和溶剂（但氢氟酸、碱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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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电性

陶瓷材料的导电性主要取决于化学组成。

大多数陶瓷缺乏电子导电机制，是良好的绝缘体。
但有些陶瓷是离子晶体，具有一定的电子导电性。许
多氧化物陶瓷如 ZnO，NiO，Fe2O3等也是重要的半
导体材料。

归纳起来，陶瓷的性能特点主要有：

1）具有不可燃烧性和高耐热性；

2）高化学稳定性和抗老化性；

3）高硬度和良好的抗压能力。

陶瓷的缺点是脆性大、抗震性温度急变抗力低和
抗拉、抗弯性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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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件设计时，选取σ0.2（或σs）还是选取σb，应
以什么情况为依据？

2. δ与ψ这两个塑性指标，哪个能更准确地表达材料
的塑性？为什么？

3. 有一碳钢制支架刚性不足，有人要用热处理强化方
法，有人要另选合金钢，有人要改变零件的截面
形状来解决。哪种方法合理些？为什么？

4. KI和KIC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什么情况下， KI ＝
KIC？

5.   结合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试各举一例在实际

使用结构件时应考虑的性能指标。

第八章 固体材料的基本性能

第八章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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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述硬度的各种测定方法？举例说明如何测定金
属材料、陶瓷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硬度。

7. 什么叫材料的I型断裂？裂纹尖端的应力场为什么
是奇异性的？

8. 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和物理腐蚀有哪些区别？
各举一例说明。

9. 试述非晶态线性高分子材料、晶态线性高分子材
料和体型高分子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力学状态。

10. 什么是高分子材料的粘弹性？蠕变、应力松弛和
滞后内耗的含义是什么？

11. 陶瓷材料的力学性能有何特点并作简要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