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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环表面渗陶工艺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左雄, 孙奉娄, 樊英
( 中南民族大学等离子体研究所, 武汉 430074)
摘摇 要: 目的摇 根据当前活塞环陶瓷膜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对渗陶电源进行改进,使处理的活塞环达到
工业应用要求的同时提高处理效率。 方法摇 分析用 PECVD 方法制备陶瓷膜工艺中影响成膜的主要因
素,以这些因素为依据,通过改变渗陶电源放电的各种参数,比较在不同参数下处理的效果。 结果摇 在最
佳组合的放电参数下,这种改进后电源在活塞环表面的成膜效果与传统电源相当,同时,处理的效率得到
了提高。 结论摇 非对称脉冲式电源可以代替传统高功耗的射频电源使活塞环表面陶瓷化。
关键词: 等离子体; PECVD; 陶瓷膜; A2 K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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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Piston Ring Surface Infiltration Pottery Craft and Improving Measures
ZUO Xiong, SUN Feng鄄lou, FAN Ying
( Colle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鄄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iston ring ceramic membrane process, this paper proposed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infiltration pottery power supply, to help the processing of piston ring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nd meanwhile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Method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rface of piston ring in
the preparation of ceramic membrane process were discussed by PECVD. Based on these factors, the effects of processing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for infiltration pottery power supply discharging were compared. Results Under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dis鄄

charge parameters, the processing effect by this kind of improved power supply was as good as the traditional power supply, and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was also improved. Conclusion Asymmetric pulse power supply can replace traditional power supply with high
power consumption for making the piston ring surface cer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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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技术 ( PECVD) 是在 20

气缸、活塞环摩擦表面生成 BN鄄SiN 陶瓷薄膜。 这种

低真空的条件下,利用含有薄膜组成原子的气体通过

硬度,而且高温耐磨性、抗氧化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

射频电场,使气体产生辉光放电形成等离子体,以增

提高,同时还具有氧化催化的功能,可大幅度减少发

强化学反应从而降低沉积温度,在基片上沉积薄膜的

动机尾气污染物的排放 [1] 。 目前这种工艺在实际中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膜技术,它是在

一种方法。 在低真空条件下,氮气、硅烷、硼烷的混合
气体通过射频电场形成等离子体环境,从而在发动机

复合薄膜应用于发动机活塞环,不仅提高了活塞环的

还存在以下问题。

1) 传统的渗陶电源中都是使用电子管,不仅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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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率低,而且当前这种大功率电子管已经停产。

2) 工件在渗陶炉中进行处理时,存在上下成膜不

· 115·

1. 1. 2摇 电参数对成膜的影响
薄膜沉积发生的热分解与表面反应都是分子与

均匀的问题,需要对工件进行上下翻转重新处理,这

粒子碰撞传递能量的结果,等离子体环境能高效地实

使得处理的时间也增加了一倍。

现这种能量传递。 这一方面要求放电电源能产生合

针对这些问题,文中分析了影响成膜的主要因

适微观参数的等离子体,而且要想在工件表面形成陶

素,并设计制作了多种不同输出的大功率脉冲电源。

瓷膜,等离子体要使氮化硅、氮化硼达到足够高的浓

在已有的工艺参数条件下,用这些电源进行试验,最

度,并需要创造利于双向扩散的条件。 另一方面,由

终制作的 A2 K 电源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可以替代传
统的射频电源。

1摇 实验
1. 1摇 理论依据
1. 1. 1摇 影响成膜的主要因素

1) 薄膜的元素组分。 这种陶瓷膜的主要成分是

氮化硼和氮化硅,它们由硅元素、硼元素在氮离子的
氛围下生成。 因为硅元素和硼元素的氢化物可以以
气态存在,且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在工件附近空间
发生热分解,并反应生成氮化硅、氮化硼,所以在实际
的 PECVD 工艺中,选择纯氮气作为载体按一定的比
例通入硅烷和硼烷的混合气体。

2) 温度。 SiH4 在 120 ~ 180 益 时会发生热分解,

并反应生成多晶硅和非晶硅 [2—3] ,与 N 元素结合形成
氮化硅。 B2 H6 在大约 300 益 会发生热分解,并与 N

元素结合形成氮化硼或立方氮化硼。 为了防止工件
在高温下发生形变, 放电炉内的衬底温 度 低 于 300

于陶瓷膜导电性差,在形成一定厚度的膜层后,若膜
上发生电荷积累,会造成弧光放电,破坏膜层。 这样
处理后的活塞环表面将有很多烧蚀的黑点,使其成为
废环,在电源的设计中能够避免打弧是很关键的一个
指标。 因此,对产生等离子体的放电电源必须兼顾既
要满足热分解及表面反应的条件,又要避免打弧。 一
般的放电电源难以满足这种要求。 从提供足够浓度
活性粒子所需的等离子体环境来看,仅需提供直流负
电压即可,毫无疑问,这样会存在峰值电流 I p 的要求
与热积累造成工件变形损坏的矛盾 [6] ,同时无法避免
打弧现象的发生。 采用直流脉冲电源放电,能解决热
积累带来的变形,但电压的高低、脉冲的宽窄仍受到
打弧条件的限制。

1. 2摇 实验参数
实验中采用已有的工艺参数,这些参数经过了大
量的生产验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放电炉
内的平均温度设定在 180 益 左右,压强一般设定在 40

Pa。 根据反应的化学平衡,按照 1 颐 3. 25 颐 7. 5 的比

益 。 在低温等离子体环境下,带电粒子从电场中获得

例通入硅烷、硼烷、氮气的混合气体,具体的通入量要

在高能粒子,且电子温度远高于气体温度,因而可以

h,这之间冷却时间为 0. 5 h [7—8] 。 实验工件是硬度在

能量,通过碰撞将能量传给中性粒子。 由于环境中存
满足气体的分解等反应所需要的能量条件。 此外工
艺过程中,对比表面大的工件还必须考虑温度及温差
带来的形变等问题 [4] 。

3) 压强。 压强的高低决定了分子间自由程的长

短,它既影响微观反应过程,又影响平衡温度。 合适
的自由程能够保证气体离化率,提高反应性气体的利
用率。 自由程影响离子的动能, 为了形成梯度功能
膜,工件表面吸附原子后要向内层扩散。 这种吸附原
子的迁移需要热激活,这需要靠离子的轰击来实现,
离子的轰击可增强表面几层的扩散。 因为轰击时动
量的交换可产生热,形成缺陷和高能态弛豫能促进扩
散 [5] ,渗陶炉中要抽取真空, 压强一般设 定 在 10 ~

100 Pa。

根据真空泵的抽气能力,来维持炉内压强稳定。 处理
的时间一般为 8 h,不翻转单次处理的时间一般为 4
700HV 左右没有渗陶的活塞环。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常规脉冲电源的处理效果与结果分析
摇 摇 为了选择合适的电源,采用输出电压波形为如图

1 所示的脉冲电源,脉冲电压的幅值 V、占空比 D、放
电频率 F 都可以调节。 在炉内温度 180 益 、压强 40

Pa 的条件下放电,按渗陶工艺要求的比例通入氮气、
硅烷、硼烷的混合气体,通过改变电参数,观察炉内的
反应情况及处理后的活塞环效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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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且在阴极附近法拉第暗区可出现电荷粒子数
反转区 [9] ,这对离子富集是有利的。 若使用交流放
电,这一作用的平均效果将弱于直流放电,因为当工
件作为电源的阳极时,如果此时的脉冲与前一个脉冲
等幅、等宽,工件附近的带正电硅离子、 硼离子将变
少,不利于生成其氮化物。 用这样的电源虽然在一定

图 1摇 直流脉冲输出的电压波形

Fig. 1 Voltage waveform of DC pulse output
表 1摇 直流脉冲电源各种电参数组合及放电处理结果
Tab. 1 Various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Dc pluse source
combinations and results after discharging
F / kHz D / %
1

1

20

10

1

1

40

10

V min / V 处理时间 / h 炉内现象
550

4

580

4

570

4

750

4

处理结果

打弧

无膜层

打弧

无膜层

打弧

无膜层

轻微打弧 成膜、蚀点多

条件下可以避免打弧现象发生,但成膜的效果不好。

通过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成膜必须要达

到一定的电压幅度,即 750 V 以上较好。 这是因为在
给定的压强下,电压幅值的高低决定了气体分子的离
化率以及氮化物的扩散系数。 气体放电理论公式 [9] :
B ö÷
琢
= Aexp æç E
p
è / pø

(1)

式中:琢 称为汤生第一系数,也称 琢 系数;p 为压
强;E 为电场强度;A,B 都为常数。

琢 / p 与 E / p 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由表 1 可知,处理效果不好。 在同样的工艺参数

条件下,采用高频交流脉冲电源放电时,输出波形如
图 2 所示,通过调节不同的电参数,观察现象并记录
处理结果,见表 2。

图 3摇 琢 / p 与 E / p 的关系

Fig. 3 Relation schema of 琢 / p and E / p

由图 3 可知,当 E / p 较小时,琢 / p 随 E / p 的增大

急速增加;当 E / p 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它的增加率减
小,并接近饱和。 由此可知,在压强一定的条件下,当
图 2摇 高频交流脉冲输出的电压波形

Fig. 2 Voltage waveform of high frequency AC pulse output
表 2摇 交流脉冲电源各种电参数组合及放电处理结果
Tab. 2 Various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high鄄frequency
AC pulse source combinations and results after
discharging
F
/ kHz

D
/%

V min

100

/V

处理
时间 / h

炉内
现象

处理结果

10

650

4

打弧

成膜薄,有蚀点、上下
不均匀

50

10

750

4

轻微
打弧

膜层薄,少许蚀点,上
下不均匀

100

5

800

4

不打弧 膜层薄,上下不均匀

对表 2 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只有在工件作为电

源阴极时,反应物粒子才在活塞环表面附近达到较高

电压幅值高到一定值时,就可给成膜创造必要条件。
在一定范围内,电压的高低决定了电离率,当脉冲电
压的幅值提高时,峰值电流 I p 增加,这样导致离化率
增大,氮化物的扩散增加,但相对电场强度超过拐点

时增速 将 减 慢 [10] 。 占 空 比 大 时 可 以 提 高 成 膜 速
度 [11] ,但当放电频率较低、占空比较大时会打弧。 原
因是在施加电压气体被击穿期间,由于带电粒子向工
件表面迁移,落入绝缘膜层表面的数量与时间成正
比,而膜层薄,电荷稍有积累就使得场强很高,超过一
定限度后会击穿膜层,形成弧光放电。

2. 2摇 A2 K 电源方案及其取得效果
通过多次试验和分析,研制了一款 A2 K 脉冲电

源 [12] ,该电源的输出是非对称双向脉冲,双向脉冲的
幅值和宽度都可调,波形如图 4 所示。 主脉冲 V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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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和宽度满足气体的离化率及氮化物的扩散系数
要求。 通过提高主脉冲的电压和加大占空比,可以使
带电粒子在电源的作用下获得能量,产生更多高能尾
部粒子,促进气体分子的分解、化合、激发和电离,将
工作气体电离成离子,分解成游离基,在活塞环的表
面生成氮化硼、立方氮化硼、氮化硅,并且形核成膜。
这样可以提高成膜速率 [13—14] 。 反向脉冲的主要目的
是抑制打弧,换向比参数设置得当,可以消除电荷积
累进而避免弧光的产生。 使用 A2 K 电源,经过多次
试验最终确定了一组最佳电参数,实际运行处理工
件,可以看到真空炉内均匀、稳定、明亮的辉光,如图

5 所示。 处理 4 h 后,抽取 3 个位置的活塞环样品,经
检验表面没有蚀点,测试硬度为 980HV,达到了实用
标准,而且膜层的厚度均匀、颜色美观,处理后的活塞
环如图 6 所示。 事实证明,A2 K 电源放电是一种较理
想的方案。

图 6摇 电源改进后得到的活塞环成品

Fig. 6 Piston ring end product with the improved source supply
working

越低。 工厂现有等离子体电源采用的是电子管式高
频放电,这种放电在工件表面附近产生的反应物平均
浓度较低,并且通过底部极盘辅助加热来维持炉内的
温度。 在炉内压强较低,环片叠放不易发生热传导的
情况下,活塞环的上下层会存在较大的温差,这种情
况必然会导致热泳现象 [15—16] 。 由于上部温度低于下
部,造成反应粒子向上部聚集,因而出现底部环片处
理的效果差,膜很薄、硬度不达标的情况,需要重新翻
转再渗的过程。

采用 A2 K 电源只要将换向电压及其占空比设置

图 4摇 A2 K 交流脉冲脉冲输出的电压波形

Fig. 4 Voltage waveform of A2 K AC pulse output

得合适,主脉冲可以在高电压、大占空比时仍不使炉
内产生弧光放电,并且此时的平均功率及活性粒子的
浓度都有所增加。 平均功率的增加使得一叠环上面
部分附近的平均温度也升高,这样一叠环的上、下部
的温差缩小,热泳现象减轻。 这使得在相同的时间
内,处理的活塞环达标率比原来增加。

3摇 结语
由以上对 PECVD 陶瓷薄膜实际生产中问题的讨

论可知,电参数对成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使用
A2 K 电源可以替代电子管式射频电源,处理结果与原
图 5摇 A2 K 电源工作时炉内的辉光

Fig. 5 Glow inside the oven when the A2 K power was on supply
working

来相比,薄膜厚度、硬度都相当,但 A2 K 电源解决了
一叠环的上、下部成膜不均匀的问题,处理活塞环的
效率得到了提高。

2. 3摇 工件处理效果不均匀的问题分析
等离子体室有辅助加热装置,该装置置于阴极盘
下方,工件放置于阴极盘上,在未改进前,处理的结果
是每一叠环从上到下薄膜的厚度越来越薄,硬度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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