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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制备与性能研究 

 

 摘  要  

复合化是实现金属材料更高力学性能与功能特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在金属基

体中加入具有特定性能或优异综合性能的第二相形成金属基复合材料(Metal 

Matrix Composites)，以弥补金属基体的某些性能短板、实现综合性能的提升。

以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增强相为代表的新一代增强体成为近年来在复合材料

领域的研究重点。相比于传统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陶瓷脆性增强相，纳米增强相

(以石墨烯为例)具有更高的综合性能，表现在高弹性模量(1 TPa)、高抗拉强度

(130 GPa)、高拉伸塑性(> 10%)等力学性能以及高导电率(200，000 cm
2
V

-1
s

-1)、

高热导率(5000 Wm
-1

K
-1)等功能特性上，使得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

的增强、增模效率，缺陷容忍度，拉伸塑性，导电、导热等特性与传统金属基复

合材料相比有较大提升的可能，代表着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

与传统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发展瓶颈相似，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存在强度-塑(韧)性倒置关系，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强/高模金属基复合材料的

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反观自然生物材料，如贝壳、竹子、木材等经长期进化选择

了有序的层状复合构型，通过在不同尺度下(纳米尺度至毫米尺度)的结构韧化作

用，自然结构材料具备既强又韧的力学性能，突破了人造复合材料体系存在的强

度-塑(韧)性倒置关系瓶颈。启迪于自然材料的结构韧化机制与优势，本论文以

石墨烯/铝复合体系作为纳米增强相/金属复合材料代表，通过具有仿生构型的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制备，探究仿生复合化对实现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性能匹配的

可能性并研究结构-力学性能内在关联。力图对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与探

讨： 

(1)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2)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力学行为及特点； 

(3)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强韧化机理； 

(4)仿生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进一步发展潜力与制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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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通过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系统化研究，阐明了仿生复合

构型对铝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实现的重要作用。同时，利用仿生复合化工

艺在微观至宏观尺度的普适性及可控性方面的优势，探究了制备具有不同增强相

与基体相类型、不同基体尺度、更复杂多级结构的仿生构型纳米增强相/金属基

复合材料块体样品的可行性。旨在通过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体系在制

备、表征、分析等方面的系统化研究，为具有高强、高韧力学性能的仿生构型金

属基复合材料体系提供研究思路与技术途径。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探索和确立了石墨烯在铝基体中的有效分散方法。利用湿磨法制备具有层

厚可控的铝片状粉末，并依托于静电力吸附机制可实现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

组装模块的可控、高效制备。利用 AFM，SEM，TEM 等手段表征了铝片由微观

至宏观的组织特征。并通过对比实验以及 Raman, XPS 表征手段分别定性、定量

证明了静电作用的吸附机理。吸附过程中铝片的化学还原作用结合后期复合粉末

的热还原效果，制备了具有高质量石墨烯的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为后续仿

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2.采用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工艺手段制备具有高致密化、仿生

构型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研究表明仿生复合构型的结构实现与致密化工

艺密切相关，精细的致密化工艺与参数选择是仿生构型保持与获得关键。通过对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不同尺度下的微观组织表征表明了复合材料界面的

石墨烯分布与形貌、增强相微米尺度连续等结构特点以及铝基体内部的位错组态、

层错/微孪晶等特殊缺陷形貌。此外，利用仿生复合化工艺的多级可控性可以实

现包括增强相/基体类型、层状结构尺度、复杂多级结构等具有多种因素可控的

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块体制备。 

3.表征复合材料拉伸性能，阐明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显著的强韧

化性能特点：含有 0%，0.75%与 1.5%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

材料(铝基体层厚~200 nm)杨氏模量分别为 72.2 GPa，78.3 GPa 和 87.1 GPa；抗

拉强度分别为 201 MPa，260 MPa 与 302 MPa，但拉伸总延伸率基本保持不变

(5.4%，5.8%与 5.3%)。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这种强韧性能匹配与仿生复合构型

密切相关：1.5%石墨烯体积分数的非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杨氏模量、抗

拉强度与拉伸延伸率仅为 73.2 GPa、225 MPa 与 3.2%。拉伸曲线表明，仿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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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构型对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屈服/抗拉强度、颈缩后延伸率/最大工程应力后

延伸率有显著提升作用。然而由于复合界面与位错的相互作用，使得仿生复合构

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加工硬化率及拉伸均匀延伸率随石墨烯含量的提高而降

低。 

4.潜在强化机制分析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存在石墨烯承载作

用与界面强化两种增强机制。借助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铜模型材料证明了复合界

面对基体界面位错提高的运动阻碍是提高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重要因素。通过结

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沿不同方向上的力学性能表征抽离了两种增强机

制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强化作用的定量贡献。利用显微组织分析研究

了不同拉伸应变下的位错密度演变，同时结合形变热激活参数测定探讨仿生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的复合界面对与基体位错的相互作用行为，表明了石墨烯/铝复合

界面对基体位错的吸收机制。最后，依托于原位实验揭示了形变过程中仿生构型

对裂纹阻碍作用的本征与外在韧化行为，并结合形变过程的有限元模拟表明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韧化机制。系统、综合地阐明了仿生复合构型在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强韧化机理。 

综上所述，本论文旨在以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体系为代表，通过对铝基复合

材料的仿生构型调控，探索改变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或金属基复合材料

体系)普遍存在的强韧性矛盾关系的可能性。对仿生构型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组织演变及表征、力学性能、界面-位错作用机制、仿生构型外在韧化作用、仿

生构型通用制备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索研究。着重探讨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

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匹配关系实现以及构型强韧化机制。力图为通过仿生

构型化实现金属基复合材料的高强、高韧力学性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用途径。 

 

关键词：金属基复合材料，石墨烯/铝，强韧化，仿生构型，仿生复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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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Fabrica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Al Composites with a Biomimetic Microstructure 

 

ABSTRACT 

Strength and toughenss are the two major properties for the materials used for 

structural applications. However, in most cases, the increment of strength is 

comprised by the loss of tough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strength and toughenss 

greatly inhabit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strength/stiffness materials, as the low 

toughness would lead to sudden failure of materials with little presage. Therefore, 

how to break the “strength-toughness inharmony relation” and realize the 

simultaneous increment of both strength and toughenss is the key development trend 

for artificial structural material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biological species evolve over 

time to acquir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o adapt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Constituted by materials available in nature that generally exhibit poor macro-sca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biological structural materials can achieve orders of magnitude 

increase in strength and toughness over their individual constituents.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optimization in biological materials is mainly to the result of its deliberate 

microstructural design. Nanolaminated structure is widely adopted by hard biological 

materials, such as bone, nacre and biosilica, which are composites basically 

comprised of brittle minerals, and a small fraction of soft organic constituents. 

Deriving the advantages from the intricate design of the lamellar structure, these 

materials possess the combination of superior strength and toughness, which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most manmade structural materials. The strategie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in dealing with the strength-toughness conflict by nanolaminated structures 

provide a potential solution for advanced artificial materials used for structural 

applications. However, in materials such as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MMCs), guided 

by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homogenous dispersion of reinforcements, few attemp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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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design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composites usually make a 

compromise between strength and toughness, which greatly hinders their broa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transportation, aerospace and military 

industries. 

 The advantage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have inspired studies on developing 

MMCs with a nanolaminated structure. Recentl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fabricate 

carbon nanotube (CNT)/metal composites with sandwiched structure. Li et al 

fabricated CNT/Cu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by rolling of alternating CNT films and 

Cu foils. Kang et al fabricated CNT/Cu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containing up to 

two CNT layers by selective dip-coating. Using powder metallurgy process, Jiang et 

al developed bulk CNT/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where flake-shaped Al powders 

absorbed with CNT on their surface were densified via ball milling and subsequent 

deformation processing. Although the above-mentioned studies adopted different 

fabrication approaches, they all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 of nanolaminated structure 

in strengthening and toughening the composites. While compared to the 

one-dimensional CNT, the two-dimensional geometry of graphene is intrinsically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planar laminated structure, and is thus considered an ideal 

reinforcement in nanolaminated MMCs. However, until now, most of the studies on 

graphene/metal composite emphasize the homogeneous dispersion of graphene and 

the suppression of its agglomeration, and limited attempts in careful microstructure 

design for graphene/metal composites have been done. Co-milling of metal powders 

(such as Al powders) with graphene is an effective and widely adopted way to 

disperse graphene uniformly in the metal matrix. However, the high energy milling 

process would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rgrity of graphene and promotes interfacial 

reactions, causing a marginal or even a negativ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graphene in 

the metal matrix. More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graphene in co-milled composites is 

usually random, which is unfavorable for fully realizing its strengthening capability 

due to the strong anisotropy, and also cause a poor match between strength and 

ductility in the as-fabricated composites. By alternately evaporating metal thin films 

and tranferring monolayer or bi-layer graphene onto the metal-deposited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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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et al fabricated graphene/Cu and graphene/Ni nanolaminated composite films 

and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graphene in nanolayered 

composites by dislocation blockade mechanism. Nevertheless, the method is 

time-consuming and only applicable for thin film-typed sample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y to synthesize bulk graphene/metal composites with 

bio-inspired nanolaminated structure is critical for further demonstrating its 

strengthening and toughening mechanisms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for large scale 

applications. 

In this study, flake powder metallurgy, a bottom-up assembly process of 

composite flake powders, was used to prepare bulk graphene/Al composite with 

biomimetic nanolaminated structure. Tensile test reveals that graphene in the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has remarkably higher strengthening and stiffening 

efficiencies than those of other reinforcements, and the composites maintain a similar 

or even slightly higher total elongation than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The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composites is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a competition 

between dislocation accumulation and dynamic recovery at the graphene/Al interfaces, 

and the large elongation after peak stress is reached of the composites is attributed to 

a toughening effect from the laminated structure, as revealed by in situ tensile tests in 

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This work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biomimetic structural control in the stiffening, strengthening and toughening of the 

composites, and sheds new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phene-reinforced MMC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large-scale application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thesis were 

summarized below: 

1. The graphene/Al composites with a biomimetic nanolaminated microstructure can 

be fabricated by a flake powder assembly process, which includes a formation of 

graphene/metal composite flake and the subsequent densification processes. Graphene 

oxide, a precursor of graphene, can be spontaneously and uniformly absorbed on the 

Al flakes through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which was well demonstrated by both 

control experiment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ore importantly, the uniform 

adsorption mechanisms by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can be applicable to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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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filler/metal matrix systems, making it possible to extend the research filed of this 

work (graphene/Al composite) to more general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systems. 

2. The conflict between strength and ductility/toughness of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can be well avoided in the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as revealed by the 

tensile test characterizations. By comparing the tensile behaviors between 

graphene/Al composites with biomimetic and regular (random) microstructure, we 

found that the biomimetic microstructure is vit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high 

strength/high ductil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toughening effect of biomimetic 

microstructure, spanning different length scales from nanometer to millimeter range,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by combing in-situ tensile/bending tests and finite element 

modelling (FEM) simulations. The crack bridging and deflection abilities of 

biomimetic microstructure, together with the large deformation zones in Al matrix 

ahead of the main crack, greatly delay or inhabit the initiation/propagation of the 

cracks in graphene/Al composites, leading to a comparable tensile elongation to 

failure for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compared with unreinforced Al 

matrix. 

3. The near nano-regime Al lamellar thickness (~200 nm) in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make the graphene/Al interface a relatively high volume fra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terface and dislocations propagated in Al matrix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tensile behavior of the composites. By tracking dislocation 

density evolvements during tensile deformation and measuring the thermal activation 

parameters (strain rate sensitively and activation volumes), we found that the 

dislocation kinetics/deformation mechanisms are different between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The graphene/Al interface can be 

act as a dislocation sink during deformation,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dislocation 

annihilating rate and cause a reduced uniform tensile elongation for the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and that is highly in accord with the tensile results.  

4.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aphene/metal interface and dislocations in matrix in our 

composite system inspires a very promising way of controlling and optimiz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by introducing heter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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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phase(s) (“nanofillers”) into the grain boundary regions to modulate 

dislocation activity and subsequently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mechanism. Importantly,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of flake powder assembly in this work emphasis its versatile 

and efficient characteristics to introduce nanofillers in metal matrix uniformly, 

providing a very promising future in this field from a technical prospect.   

 

Keywords: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Graphene/Al, strengthening and toughening, 

biomimetic microstructure, biomimetic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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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背景 

1.1.1 金属基复合材料优势及发展趋势 

金属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如强度，塑性，弹性模量，断裂韧性等以及

良好的功能特性，如导电率，导热率，热膨胀系数，耐腐蚀等而广泛地应用于基

础设施，交通运输，国防装备与空间探索等领域[1,2]。然而金属材料的进一步发

展与应用仍然存在困难与瓶颈。首先金属材料的某些性能参数是其本征属性，如

弹性模量等。这些物理参数很难通过金属的组织与结构调控进行改变。其次是金

属材料的性能具有“妥协”现象。即某些性能的提升通常以牺牲其他一些性能为代

价[3]。例如晶粒细化是提高纯金属强度的普适手段，但是在提高强度的同时，金

属材料的塑性(均匀延伸率，总延伸率)以及导电、导热等功能特性都可能有所损

失；合金化是提高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有效手段而被广泛应用，但是合金元素的

加入提高对电子、声子的散射率，降低了导电、导热等功能特性，同时金属的回

收率也会下降。基于以上困难与瓶颈，在金属基体中加入具有特定性能或优异综

合性能的第二相形成金属基复合材料(Metal Matrix Composites, MMCs)[4-6]，以弥

补金属基体的某些性能短板、改善金属基体的性能“妥协”现象，实现金属材料综

合性能的提升。 

传统的金属基复合材料通常以陶瓷作为增强相，如氧化铝、碳化硅、碳化硼

等[4]。陶瓷增强体具有高弹性模量与硬度，低热膨胀系数等优异特性，使得制备

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高模量、低热膨胀系数、抗辐照性强等优点，扩

展了金属材料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然而，传统的陶瓷增强体却有其固有缺点。首

先陶瓷是脆性材料，通常陶瓷增强相的尺寸在微米量级，在这个尺寸范围内陶瓷

的拉伸塑性很低（<2%），在金属基复合材料形变初期陶瓷相可能就会断裂而萌

生裂纹使复合材料快速失效，因而陶瓷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塑性相比于金属基

体显著降低[5,6]。其次，陶瓷的某些功能特性，如导电、导热性能较差，使得复

合后材料的某些功能特性下降，限制了在对材料的综合性能较高要求条件下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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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应用。因此，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发展似乎仍然存在性能的“妥协”现象，

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增强相的性能限制，故探寻具有更高综合性能的增强相是推动

金属基复合材料，乃至复合材料大体系的发展关键。 

以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增强相为代表的新一代增强体成为近年来在复合

材料领域的研究重点[7,8]。相比于传统的微米尺度增强相，纳米增强相(以石墨烯

为例)具有更高的综合性能，表现在高弹性模量(1 TPa)、高抗拉强度(130 GPa)、

高拉伸塑性(> 10%)等力学性能与高导电率(200，000 cm
2
V

-1
s

-1)、高热导率(5000 

Wm
-1

K
-1)等功能特性上。相比于传统增强体，纳米增强相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

(~1000 m
2
/g vs ~10

-3
 m

2
/g)[9]，因此纳米增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与传统金属基复

合材料的显著不同是复合材料中增强相/基体的界面的比例得到很大提高，使得

界面更加成为纳米增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核心问题。传统增强体由于尺寸与

体积分数的限制，使得复合材料的增强机制大部分归于增强相的承载效果。然而，

随着界面体积分数在纳米增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提高，增强相对金属基体本

征变形机制的影响逐步突出甚至主导，即纳米增强相的增强作用不仅仅依托于承

载机制。众所周知，晶界是典型的二维界面，大角度晶界对位错的运动有着较强

的阻碍作用[10]，借助于位错在晶界处堆积而产生的应力集中，位错可以通过交

滑移(cross-slip)实现在晶界处的穿越[11]。材料屈服强度与晶粒大小的关系可用普

遍接受的霍尔-佩奇关系(Hall-Petch relation, σy = σo+kd
-1/2)表示[10,12]。对于纳米增

强相/金属基体界面，由于纳米增强相具有高弹性模量与强度，更多的能量需补

充位错穿越时产生的纳米增强相的形变能，因此与大角度晶界相似，相界面会对

位错的运动产生阻碍而提高金属基体的屈服强度。上述示例表明纳米增强相在金

属基复合材料中的特点是增强相可以改变金属基体的形变行为，而不仅是简单的

承载作用，这是纳米增强相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重要特点。按照格里菲斯

(Griffith)断裂理论，材料对既有裂纹扩展的容忍度与裂纹大小相关(σf∝a
-1/2

, σf

为断裂强度，a 为裂纹尺寸) [13]。材料的断裂强度随着增强相尺寸的减小而提高，

当尺寸减小至临界值 aC 时，σf 可以达到材料的理论强度[14]。因此，与传统尺度

增强相相比，纳米增强相的强度与塑性得到很大提升，有利于提升复合材料的整

体力学性能。其次，由于增强相与基体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传统微米增强相/金

属基复合在热加工后增强相/基体界面处会形成几何必须位错(Geomet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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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dislocations, GNDs)[15],在形变时产生局部应力集中，加之增强相的形貌

存在一些本身容易造成应力集中的尖端，因此在形变中复合材料的增强相/基体

界面处容易失效。反观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有研究表明热失配产生的

GNDs 不存在或很少而减缓了界面的应力集中现象[16],使得复合材料在形变过程

中应力分布更均匀，进而避免材料的初期断裂，亦有利于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特

性。纳米增强体(如石墨烯，碳纳米管等)对提高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功能特性亦有

独特优势。提高的增强相/基体界面体积分数提供了电子、声子的更多的传输通

道，进而提高了复合材料的导电性，导热性等功能性能，使金属基复合材料综合

性能的提升成为可能。综上所述，与传统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相比，纳米增

强相在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功能特性等综合性能的提升上有独特优势，

代表着未来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可能发展方向。 

1.1.2 纳米增强相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途径 

强韧化是以力学性能为重要指标的材料体系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所谓金属强

韧化性能的具体力学行为是高的屈服强度与大的加工硬化率。金属拉伸过程中会

存在应变集中/颈缩现象，根据材料颈缩的 Hart 判断准则[17,18]： 

1

𝜎
(
𝜕𝜎

𝜕𝜖
)
�̇�
+𝑚 − 1 = 0                                                (1) 

其中𝜎、𝜖、𝜖̇分别为真应力、真应变与应变速率，m 为应变速率敏感因子，较小

的屈服后加工硬化率(
𝜕𝜎

𝜕𝜖
)
�̇�
提高了金属拉伸过程中的颈缩倾向进而减小拉伸均匀

延伸率。均匀延伸率为衡量金属材料拉伸塑性的重要指标，与总延伸率与拉伸样

品尺寸的相关性不同，均匀延伸率与样品尺寸无明显关联，可以反映金属样品本

征可变形行为[18]。金属体系中通常强韧化手段均需要以提高屈服强度的同时增

加或保持金属加工硬化能力为基本要求。也是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

目标的最基本、最初始的考虑方向。众所周知，金属基体强化最重要的手段为[19]: 

1.晶粒细化。大角度晶界对位错的界面穿越有较强阻碍作用，位错的屈服强度对

应于位错的长程运动，这需要通过界面位错的交滑移或临近晶内位错形核实现，

晶粒细化减小了这两种位错运动机制所依赖的界面应力集中，进而提高金属屈服

强度。2.沉淀硬化。晶粒内部存在的与金属基体共格/非共格第二相对位错的滑

移存在阻碍作用，位错通过 Orowan 机制(常对应于非共格第二相)或第二相剪切

作用(常对应于共格/半共格第二相)实现长程运动，克服阻碍所需要提供的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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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提高了金属的屈服强度。3.固溶强化。通过固溶原子(间隙型或置换型)

与晶内位错应变场的相互作用，实现在溶质原子处位错的钉扎效果，位错需要更

多的能量/应力需要克服钉扎作用力，进而提升金属屈服强度。4.加工硬化。按

照流变应力 σ 与位错密度 ρ 的 Talyor 关系(σ∝ρ
1/2)[20]，提高的总位错密度增加

了位错运动所需克服的临近位错对其的阻碍力，因而实现强度提高。以下从纳米

增强相在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分布情况分别探讨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强

韧化实现的潜在机理与可能性： 

 

图 1-1. 纳米增强相金属基体内部分布 

Fig.1-1 Nanofiller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grain interior of metal matrix 

(1)纳米增强相位于金属基体晶粒内部，如图 1-1 所示。纳米增强相的这种分布

情况使其具有较好的增强作用。通过位错运动的 Orowan 阻碍机制，基体屈服强

度提高程度与沉淀相/纳米增强相间距的倒数(d
-1)呈正比[21]。由于纳米增强相具

有很高的比表面积，在基体中理想均匀分布情况时增强相平均间距可以达到 100 

nm 以下，使得纳米增强体沉淀硬化机制可能成为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主要贡献。

此外纳米增强相具有较高的强度，屈服后塑性形变过程中增强相很可能会保持形

状完整性而不存在被位错切割穿越的现象，使得增强相处的塑性形变为零或很小，

而远离增强相处的基体具有较大的塑性形变。因此为保证纳米增强相/基体相界

面处的应变连续性，在界面附近基体中会存在有应变失配所形成的几何必须位错

[22]。该位错形成机制是不同于基体形变过程中为适应宏观塑性而产生的晶内存

储位错，为提高形变过程中的加工硬化率与流变应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上述

通过晶内纳米增强相分布对屈服强度与加工硬化率可能贡献的基本原理分析，阐

明了通过增强相晶内分布实现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性能目标的可

能性。 

(2)纳米增强相位于金属基体晶界处。(图 1-2)。虽然分布于晶界处的纳米增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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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沉淀硬化、固溶强化与加工硬化的强化机制并不相关或存在微弱关联，但晶界 

 

图 1-2. 纳米增强相分布于金属基体晶界处 

Fig. 1-2 Nanofillers are distributed at the grain boundaries (GBs) of metal matrix  

处增强相的引入会对晶界位错的穿越形成更强的阻碍作用[23],使得界面处位错

长程运动所需要克服的临界切应力值提高，增大霍尔-佩奇关系中的 k 数值，进

而提高复合材料屈服强度。引起界面临界切应力提高的可能原因为:1.位错交滑

移伴随的晶界形变能在纳米增强相引入后，位错穿越产生的增强相剪切形变需要

额外能量；2.纳米增强相界面引入降低了晶界能量，使得界面在临近晶内发射位

错而引起复合材料宏观形变的行为更加困难；3.纳米增强相具有一定的尺寸，减

小了临近晶粒内部的应力集中现象，进而减弱了临近晶粒内部位错形核可能性。

界面处纳米增强相对位错长程运动提高的阻碍能力加之其有效承载作用，使得复 

合材料屈服强度相比于基体可能存在较高提升。对加工硬化提高方面，根据增强

体形变过程中几何必须位错密度与应变关系：ρG = 2γ/Db
[19]，其中 γ、D 分别为

剪切应变与增强体间距，当界面纳米增强相平均间距较小时，在复合材料形变时

可能产生可观密度的几何必须位错。然而复合界面对形变过程增强相/基体间应

变失配的调节不一定通过几何必须位错的形成来实现，晶界转动或滑移亦可能是

调整该应变失配的重要机制[24]。此外重要的是，金属的形变方式随晶粒尺度的

减小逐渐由晶内位错形核/运动的形变主导方式转化为超细晶/纳米晶尺度的位错

-界面作用主导的位错行为或晶界滑移/空位扩散的晶界主导形变行为[25-27]，即随

着晶粒尺寸由微米粗晶尺度至超细晶/纳米晶尺度转换过程中，金属形变方式逐

渐由界面主导。因此在纳米晶/超细晶晶粒(尤其是纳米晶 d<100 nm)尺度的金属

基体中，金属形变方式对纳米增强相/金属复合界面的组成、成分、界面能等可

能存在较强的相互关联。纳米晶/超细晶尺度下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界面的引

入可能降低晶界能量进而对位错产生于孪晶作用相似的储存作用[28,29]，进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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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基体形变过程中加工硬化率与拉伸均匀延伸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

明纳米晶/超细晶金属形变过程中界面的形变主导行为在纳米晶尺度尤其是小于

50 nm 的晶粒尺度下才会有显著作用[24]，在通常超细晶尺度下(100 nm<d<1 μm)

界面的金属基体形变主导行为并不明显，而金属大塑性变形工艺制备的块体其晶

粒大小很难达到界面行为主导变形机制的<50 nm 尺寸范围[30]，因此期待通过界

面处纳米增强相的引入改变的界面特征(组分、成分、界面能等)来改变基体形变

机制，进而实现基体加工硬化率提高在现阶段制备的具有纳米晶/超细晶晶粒尺

寸的块体中可能很难实现。此外，多晶金属临近晶粒取向的不同使得在形变过程

中在晶界处造成应力集中现象[31]，尤其是晶界处纳米增强相的引入很可能加剧

了这种应力集中，使复合材料在形变初期相界面处即产生微裂纹，使得后续形变

过程是由裂纹扩展主导的断裂过程，进而无法反映或充分发挥金属内部可能存在

的较强加工硬化本征韧化机制，反而会减小复合材料拉伸塑性(图 1-3 所示)。所

以纳米增强相位于金属基复合材料基体晶界上时，通过本身承载作用以及复合界

面对界面堆积位错提高的阻碍效果，存在对复合材料的屈服强度的增强行为。然

而对拉伸过程中加工硬化能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朗。相反地，界面处纳米增强相

的引入可能在形变过程中在界面处产生更严重的应力集中现象，使得复合材料力

学性能由裂纹扩展行为决定，有可能降低复合材料拉伸塑性。 

 

图 1-3 纳米增强相分布于基体晶界时加剧的应力集中引起复合材料拉伸塑性降低 

Fig. 1-3 The incorporation of nanofillers in GB could intensify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near the 

GB, which will lead to pre-mature failure of the nanofiller/metal composites 

综上通过对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不同分布状态对金属基复合材料可能

强韧化机制的分别讨论，得出在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中实现力学性能强

韧化目标两个方向：(1)使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内部均匀分散，且尽量减小增

强相间平均间距。使得增强相尺度与增强相间距均处于纳米尺度范围。(2)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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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于晶界处时，应在保持增强相最大承载作用的同时提高复合界面对界面堆积

位错长程运动的阻力，增大霍尔-佩奇关系中的常数 k 数值。与此同时，减小增

强相界面引入可能形成的加剧的界面应力集中现象，进而避免因应力集中产生形

变初期界面裂纹的萌生。若界面应力集中现象在纳米增强相引入后加剧，应通过

相应手段调控形变过程中裂纹扩展行为，使复合材料具有较强的裂纹扩展阻碍能

力。 

1.1.3 纳米增强相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现状与瓶颈 

纳米增强相不仅具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而且表面性质与金属并不相容。较

大的纳米增强相/基体表面能会促使纳米增强相在形变或热处理过程中自发倾向

于在晶界位置处堆积以降低体系总能量。通过特殊分散工艺或增强体/基体表面

改性可能实现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内部分散，然而这种纳米增强相的分散方法

与效果鲜见报道，可以说是阻碍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最近，通过碳化硅(SiC)纳米增强与熔融金属的共超声工艺实现了 SiC 纳米颗粒

在镁基体中的均匀分散[32]，利用纳米尺度间距 SiC 增强体对位错 Orowan 机制阻

碍作用以及激活镁基体内更多滑移系所引起的提高的加工硬化能力，实现了纳米

SiC 增强镁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目标。以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增强相

为代表的新一代增强体成为近年来在复合材料领域的研究重点[33,34]。然而，相比

于陶瓷增强相，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碳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因此更难在金

属基体内部实现均匀分散。至今仍鲜有在金属基体内部均匀分散纳米碳的可靠相

关报道。然而已有相关纳米碳(碳纳米管、石墨烯等)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

力学性能仍存在强韧性倒置关系矛盾[33,34]，即纳米增强相提高了复合材料的屈服

强度却降低了复合材料拉伸塑/韧性(图 1-4)。这种强度-塑(韧)性不匹配关系成

为制约轻质高强金属基体系发展的瓶颈。 

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拉伸塑性降低的本质是基体晶界处引入的纳米

增强相增大了形变过程中界面处的应力集中，进而使复合材料在形变过程中界面

处容易产生裂纹并在后续形变中对裂纹扩展未存在显著阻碍作用，使得裂纹迅速

扩展而使复合材料快速断裂，故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整体塑性由裂纹萌

生点所决定。纳米增强相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现存强韧化性能矛盾与广泛应用

潜力激发了通过相关方法达到 1.1.2 节所提出的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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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化实现的两种可能途径。鉴于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内部均匀分散的原理困难 

 

图 1-4 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瓶颈-强度与塑/韧性倒置关系 

Fig.1-4 The bottle-nec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nofiller reinforced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trength and ductility/toughness 

与工艺复杂性，因而主要考虑在晶界处分散的纳米增强相实现金属基复合材料的

强韧化力学性能的可能。具体地，应使得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设计符合

以下原则: (1)实现增强相最大承载作用，并在致密化工艺允许条件下尽可能提高

增强相体积分数以提高增强相承载效果。(2)提高增强体本征力学性能及增强体/

基体界面体积分数以提高界面堆积位错长程运动所需的界面临界剪切应力，进而

提高霍尔-佩奇关系中 k 数值以提高屈服强度。(3)通过复合界面处应变失配产生

的几何必须位错以及相界面对位错可能存在的存储作用提高形变过程中的加工

硬化率，进而提高复合材料的均匀延伸率。(4)降低复合界面形变过程中存在的

界面应力集中现象以及提高裂纹产生后扩展过程中的阻碍作用。然而迄今关于纳

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普遍存在的强韧化倒置关系暗示复合材料形

变过程中存在较强界面应力集中，表明界面处纳米增强相的引入对界面应力集中

减弱的可能性较小。故需通过相关方法提高复合材料裂纹传播过程中的阻碍作用，

以提高复合材料裂纹产生后后续形变过程延伸率。 

1.1.4 自然材料的构型强韧化特点与优势 

自然界结构材料具有典型的强韧化性能优势，突破了人造复合材料普遍存在

的强韧化倒置关系瓶颈。这激发了通过探究自然界结构材料强韧化机制克服人造

复合材料强度与韧塑性的不和谐关系。45 亿年的演化以及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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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造就了自然界这位材料的制备大师。无论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或者体型庞大

的生命体自然界均为它们量身打造了几乎完美的性能。自然界材料都是复合材料。

通过对结构的精细调控，自然界使得具有简单组分的复合体具备优异的性能，这

尤其体现在自然界结构材料方面(图 1-5)。树木[35]、竹子[36]等的由外层至内层逐

层变软的硬度分布使其具有良好的抗弯曲能力；鱿鱼嘴[37,38]、鱼鳞[39,40]等生物外

壳具备的特殊梯度结构使其最大程度地抵御天敌攻击。层状结构为自然结构材料

最基本、最广泛的组成结构，通过分级调控与逐级优化，自然材料具有优异的力

学性能，强度与韧性相比于其自身组成成分高出几个数量级，显示出非常独特的

强韧化匹配优势。 

 

图 1-5 自然界结构材料代表:(a)树木外壳；(b)竹子；(c)鱼鳞；(d)虾钳。 

经过精细的结构进化获得优异的强韧力学性能 

Fig. 1-5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tructural biological materials: (a)trees; (b)bamboo; (c)fish scale 

and (d) shrimp pincers. Through thousands years of evolution, they have achieved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due to the delicately designed microstructure. 

珍珠母和骨密质是自然界结构材料的典型，至它们的特殊结构被发现起，已

经经历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41-43]。珍珠母不仅具有生物界普遍采用的层状结构，

而且还具有“砖砌式”的叠层结构。该种结构是由含有的 95%体积分数的矿物质

与 5%体积分数的有机物通过自组装生长方式形成。高体积分数的硬脆特性矿物

质提供了珍珠母足够的强度，但却带来了低塑(韧)性可能，自然界通过在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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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粘合类似“黏土层”的有机物形成叠层结构。这种结构使得珍珠母具备了很

强的对裂纹的形成与扩展阻碍能力(图 1-6 a)。通过在不同尺度下(纳米尺度至毫

米尺度)对裂纹偏转、钝化、桥接等各种韧化机制的协调作用，珍珠母充分发挥

了韧化效果，其韧性较之组成成分提高了两个数量级，最终实现了强度与韧性的

同时提升。相比于珍珠母，骨密质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图 1-6 b)[44-46]。从微观

纳米尺度至宏观毫米尺度的范围上，骨密质由具有自相似结构特点的七级叠层结

构组成，精细的结构调控使得每一级结构的尺度和组成成分得到最佳优化，这种

逐级优化产生了良好的外在韧化的效果，使得在骨密质失效时伴随多级结构的同

时失效，最大限度地发挥已有材料的性能[44]。裂纹在扩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偏

转、钝化、桥接等过程，表现为上升的裂纹扩展阻力与稳态裂纹扩展量关系曲线

(R 曲线)上,最终实现了骨密质强度与韧性的“1＋1>2”效果。 

 

图 1-6 自然典型结构材料(a)珍珠母(b)骨密质纳米叠层微观组织形貌及其对 

裂纹扩展韧化行为 

Fig.1-6 Two representatives of structural biological materials (a) nacre and (b) bone, which show 

their brick and mortar microstructure and the extrinsic toughening mechanisms 

通过对简单组分的精细结构调控，自然界结构材料的强度与韧性实现了完美

匹配。这阐明可以利用结构调控的方式，改变强度韧性的倒置关系。启迪于自然，

可以将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强韧化方法应用于复合材料体系中。力图利用构型设

计改善复合材料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强度与韧性的不和谐关系，实现强度与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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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统一。自然界结构材料优异的结构是经过亿万年努力进化的结果，学习自然、

仿造自然结构成为实现复合材料强韧化目标的重要途径。 

1.1.5 启迪于自然-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强韧化 

自然界结构材料的强韧化优势激发了利用仿生构型实现人造材料强韧化的

思想。虽然对于自然结构材料的力学行为研究仅刚起步，但借助于先进的研究手

段，已经阐释了少量生物体系的结构性能间的关系，尤其对珍珠母的研究较为透

彻[47]。自上世纪 70 年代发现珍珠母的“砖砌式”叠层结构起，人们对这种结构

简单、性能优异的生物体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逐渐揭示了

珍珠母的强韧化机理，即叠层结构的强烈的裂纹扩展韧化作用[47]。自然材料的

结构韧化作用首先启发了通过构型设计实现与自然结构材料组分相似的陶瓷基

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实现途径。陶瓷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耐高温等优异性能，

但本征的低韧性很大地阻碍了其大规模应用。通过更好的人工组分替换，利用逐

层 沉 积 (layer-by-layer deposition)[48-52] 、 电 泳 沉 积 (Electrophoretic 

deposition)[53-57] 、机械组装(Mechanical assembly)[58-62]、化学自组装(Chemical 

self-assembly)[63-67]等方法获得了具有仿贝壳层状构型结构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取

得了较好的强韧化性能匹配。在陶瓷/有机物体系仿生结构材料制备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冷冻铸造方法(图 1-7)[68-71]。陶瓷颗粒(如微米级 SiC 颗粒)在水中形成

均匀分散的悬浮液，利用冰定向凝固形成陶瓷层状模版(图 1-7 a)，并在此模版

基础上形成具有微米尺度的叠层结构仿生陶瓷基复合材料(图 1-7 b)。该复合材

料展示了与珍珠母相似的外在韧化效果，包括裂纹偏转、桥接、钝化等众多韧化

机制，最终的断裂韧性较之组分实现了数量级别的提高(图 1-7 c, d)[69]，阐明了

仿生构型在陶瓷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的方面的优势，然而受制于制备工艺

的自身限制，所制备的仿生叠层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层厚在微米尺度量级，这与自

然结构的微纳尺度的基体厚度仍存在较大差异。 

依托于仿珍珠母层状结构，利用结构调控实现陶瓷基复合材料强韧化的力学

性能已经获得了较多的研究与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工作基本限制在与生物体组分

相近的陶瓷/有机物体系，而鲜有对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强韧化方向的

研究。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相比于陶瓷-有机物复合材料体系，仿生构型金属基

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更加困难。然而仿生层状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较强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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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化性能潜力与研究必要性，具体表现在：(1)金属体系的形变行为一般由位错 

 

图 1-7 冷冻铸造法制备仿生构型 Al2O3/PMMA 复合材料的原理、结构与性能：(a)制备工艺

原理图，陶瓷颗粒在水中形成均匀分散的悬浮液并依托于冰定向凝固形成陶瓷层状模版；(b)

具有微米尺度层厚仿生构型 Al2O3/PMMA 复合材料微观组织 SEM 图片。(c)仿生复合材料与

自然结构材料珍珠母三点弯曲实验应力-应变曲线比较；(d)仿生构型 Al2O3/PMMA 复合材料

裂纹扩展阻力与稳态裂纹扩展量关系曲线，显示出相比于非仿生结构复合材料与自然结构材

料珍珠母更为优异的裂纹扩展阻碍作用；(e),(f)为仿生构型 Al2O3/PMMA 复合材料裂纹桥接

与偏转韧化作用 SEM 图片
[69]

。 

Fig. 1-7 The principl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iomimetic Al2O3/PMMA 

composites fabricated by freeze-casting method.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b) The SEM image of biomimetic Al2O3/PMMA composites with Al2O3 layer thickness 

of micrometer scales. (c) Th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artificial biomimetic Al2O3/PMMA 

composites and nacre, showing a large inelastic deformation after peak stress. (d) The R curve of 

biomimetic Al2O3/PMMA composites characterized by 3-point bending test. The improved crack 

propagation hindrance by the biomimetic structure can be clearly demonstrated by the raising KJ 

values. (e), (f) are the SEM images of toughening effect of crack bridging and crack deflection in     

the deforming biomimetic Al2O3/PMMA composites, respectively
 [69]

. 

运动主导，对金属强韧化的讨论具体基本局限于对位错运动行为上。然而随着晶

粒尺度的减小，金属基体中的位错有粗晶中的形核/运动机制逐渐受到限制，位

错与界面的相互作用可能成为金属变形过程的主要变形机制，或更小尺度上金属

的形变依赖于晶界滑移或空位扩散(Coble creep)，金属塑性形变可能不再依赖或  

较小依赖于位错行为，可能造成纳米晶/超细晶塑/韧性降低[24]。此外，较强的屈



第一章 绪论 

13 
 

服应力增大了临近晶粒的形变不协调性，提高了界面处的应力集中，使得高强度

金属的失效行为可能由界面微裂纹扩展行为主导，进一步降低了高强金属塑/韧

性[31]。金属依赖于位错运动所提供塑性形变的本征韧化机制可能在高强金属中

受到限制或消失，使得高强金属拉伸行为可能与陶瓷基体类似。因此，仿生构型

微观组织提高的裂纹扩展阻碍能力逐渐成为形变过程的主要韧化机制，有利于提

高高强金属的拉伸塑性。(2)纳米增强相的引入可能加剧了界面处的应力集中，

使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拉伸塑性与基体相比更低，显示出复合材料塑

性对基体位错形变本征强韧化机制减弱的依赖性以及对界面微裂纹扩展韧化机

制提高的相关性。仿生构型结构产生的裂纹扩展韧化作用对复合材料拉伸塑性的

贡献可能占据较大比重。(3)仿生层状结构金属基复合材料增强体的二维层状分

布有利于提高增强体的承载效果。尤其是对具有准二维结构的增强相，当拉伸/

受力方向与层状方向平行时增强体有最大的承载能力，这对提高复合材料屈服强

度非常有利[72-75]。(4)自然生物结构中基体尺寸的纳米晶/亚微米尺度(如珍珠母

中矿物质层间距~500 nm)是自然结构材料强韧化特性的重要因素[76]。这要求仿

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中金属基体层厚需具有纳米晶/超细晶尺度。金属基体与

自然生物材料陶瓷基体的显著不同是在该尺度下金属基体具有通过位错主导形

变的能力，界面处引入的高体积分数纳米增强相可能改变复合材料中基体中的位

错形变行为，使金属基体在该晶粒尺度下被抑制或受限的位错运动行为重新激活

或主导，抑或通过界面性质的改变提高晶界主导形变行为如晶界滑移、晶界扩散

等，改变复合材料屈服过程后的加工硬化率，可能提高仿生构型复合材料拉伸过

程中的均匀延伸率数值。以上分析表明仿生构型化对于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

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的重要作用，启迪通过仿生复合创制出具有高强高韧性能的

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 

 

1.2 石墨烯作为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增强相的优势 

    无缺陷石墨烯是具有 sp
2 键合的单原子层碳，不仅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包括

高杨氏模量(~1 TPa)，高抗拉强度(~130 GPa)以及较高理论拉伸延伸率(>10%)，

而且具有良好的功能特性，包括高热导率(5000 W m
-1

K
-1)、高电导率(200,000 

cm
2
V

-1
s)等(图 1-8)[8,77-80]。无缺陷石墨烯优异的综合性能使其成为复合材料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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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增强相，提供了具有高强、高韧力学性质且拥有结构功能一体化性能优势的复

合材料制备潜力。

 

图 1-8 石墨烯力学性能和功能特性与常用材料对比 

Fig.1-8 Mechanical and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 compared with common materials 

相比于其他高性能纳米增强体，如碳纳米管、纳米 SiC 颗粒，石墨烯作为复

合材料增强相在以下方面更具优势：1.石墨烯自身很大比表面积以及二维平面结

构提高了增强体/基体界面体积分数，这不仅有益于提高增强相承载能力而且可

能增加由界面引起的基体本征性能改变区域比例，如有机物基体临近增强体/基

体界面处晶化区域或界面对金属基体中位错穿越/长程运动行为的提高阻碍作用，

使得石墨烯作为增强体具有更高的增强潜力。2.石墨烯的制备方法非常广泛。化

学气相沉积[81-83]、机械剥离法[84,85]、氧化还原法[86-88]、热膨胀法[89]等石墨烯制备

方法使其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备优势，降低了石墨烯增强复合材料的研究门槛

并提供了复合材料规模化应用可能。3.石墨烯表面性质有较强的可设计性，如通

过表面羧基化或氟化可以进行表面修饰，使石墨烯获得亲水性、宽带隙等特定物

理或化学性质[90-92]。大大扩展了石墨烯作为增强体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与应用。4.

在本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体系中，二维平面结构石墨烯与仿

生层状复合构型有很好的形貌兼容性，使得复合材料沿层状方向形变时石墨烯发

挥最大承载作用，而且与自然结构材料较高程度的结构相似性可能使复合材料具

有与自然结构材料类似的裂纹扩展韧化效果，提高复合材料塑/韧性。 

 

1.3 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现状与瓶颈 

1.3.1 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现状与强韧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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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相比于其他纳米增强相的以上优势激发了在复合材料体系中的广泛

研究，使其成为近年来复合材料中研究最多、体系最广的增强相之一。图 1-9 a

为 2004 年至 2016 年不同石墨烯增强复合材料体系(有机物基、陶瓷基、金属基

复合材料)年发表文章统计。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体系中逐步增长的关注度与影响

力表现为逐年提高的发表文章总数。在石墨烯增强复合材料中有机物基占有大部

分比例，这是由于石墨烯表面性质的较强调控能力使其与有机物的官能团较好相

容[92]，解决了石墨烯在基体中的分散与界面结合问题。且有机物基复合材料致

密化较为容易，不需要或很少依托于高温、高压手段，减小了对致密化设备的依

赖性。尽管在石墨烯均匀分散以及致密化手段上存在诸多瓶颈，但石墨烯作为增

强体对金属基复合材料尤其是轻质金属基体的高强、高韧力学特性获得以及结构

功能一体化性能实现方面的良好潜力促进了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初步

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图 1-9 b)。 

 

图 1-9 (a)近年来石墨烯增强不同体系复合材料年发表文章数目统计。(b)石墨烯增强金属基

复合材料体系年发表文章统计。统计源：Scopus.com。 

Fig. 1-9 (a)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raphene reinforced 

composites. (b)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hat published in each year for graphene reinforced 

metal composites. Source: Scopus. com 

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体系多集中于轻质基体如铝，镁等。这是由

于金属基复合材料多以应用为导向，轻质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比模量、

比强度而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和研究。表 1-1 所示为具有代表性的石墨烯增强不

同金属基体力学性能汇总[93-114]。表中清楚地表明石墨烯对金属基体存在增强作

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极少数文献报道外,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与基

体相比拉伸延伸率均有不同程度减小，表明经由通常方法制备的石墨烯/金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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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仍然存在强韧化性能矛盾。这种强度-塑性不匹配关系验证了上文分析

中提出的纳米增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中存在的对强韧化性能不利的因素：  

表 1-1：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raphene reinforced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体系 石墨烯含

量(vol) 

杨氏模量 

提升 

硬度 

提升 

压缩强度

提升 

屈服强度

提升 

抗拉强度

提升 

拉伸总延

伸率提升 

参考文献 

石墨烯/铝 0.13 % - -14.2% - - -24.0% -55.0% [93] 

石墨烯/铝 3.82 % - +66.6% +20.6% - - - [94] 

石墨烯/铝 0.39% - - - - +62.0% -51.0% [95] 

石墨烯/铝 6.34% - +34.0% +22.0% - - - [96] 

石墨烯/铝 - - - - - -12.0% +50.5% [97] 

石墨烯/铝 0.39% - +11.8% -7.80% +14.7% +11.1% -28.8% [98] 

石墨烯/铝 1.28% - +138% - - - - [99] 

石墨烯/铝 0.70% - - - +75.0% - - [100] 

石墨烯/铝 1.28% - - - +55.2% +68.0% -52.0% [101] 

石墨烯/铜 8.00% +37.0% - - +114% - - [102] 

石墨烯/铜 7.98% - +48.0% - - - - [103] 

石墨烯/铜 1.00% - - - +14.7% +10.7% -34.6% [104] 

石墨烯/铜 0.80% - - - - +42.8% -70.0% [105] 

石墨烯/铜 2.50% +30.0% - - +80.0% - -64.0% [106] 

石墨烯/铜 1.00% +61.0% - - +94.0% +39.0% -63.0% [107] 

石墨烯/镁 0.25% +10.6% +19.3% - +5.00% +8.00% -10.0% [108] 

石墨烯/镁 0.15% - - - +29.2% +14.0% -34.7% [109] 

石墨烯/镁 0.50% +34.3% +26.0% +8.00% +31.6% +31.1% -42.0% [110] 

石墨烯/镁 0.45% +89.0% +41.8% +59.0% +117% +58.5% -29.2% [111] 

石墨烯/镁 0.30% +131% +34.0% - +50.0% - +74.2% [112] 

石墨烯/镁 2.00% - +34.0% -8.60% - - - [113] 

石墨烯/镁 1.20% - +78.0% - - - - [114] 

基体晶界处引入的石墨烯提高了形变过程中界面处的应力集中现象，进而使复合

材料容易产生裂纹并在后续形变中未对裂纹扩展有显著阻碍作用，造成裂纹迅速

扩展而使得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失效行为由裂纹萌生点决定，降低了复合

材料的拉伸塑性。值得一提的是，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存在复合材料拉伸塑

性提高的相关报道(文献[97])，原因很有可能是通过复合过程中(搅拌摩擦焊，

Friction Stir Processing, FSP)产生的高剪切应力造成基体晶粒长大进而使得复合

材料拉伸塑性得以提高，这种可能的铝晶粒长大现象可以通过复合材料抗拉强度

的减小表面。综上所述，已有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现状为虽然石墨烯

增强相具有优异力学性能，但复合材料体系力学性能仍然存在的强韧化倒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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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这种强度-塑(韧)性力学性能矛盾制约了高强、多功能化金属基复合材料

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通过调节石墨烯构型、分布以产生对金属基体形变方式优

化的可能本征强韧化作用，或形成对形变应力集中产生界面裂纹的扩展阻碍作用

的可能外在韧化机制，是实现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性能匹配

的关键。因此，本研究通过仿生构型设计实现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具

有很强的迫切性与现实需要。探究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及其强韧化机制对推动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基础研究及规模化应用

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3.2 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研究现状 

虽然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研究日益高涨，但相关研究基本集中

于石墨烯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以及提高加工过程致密化等工艺瓶颈上，而鲜

有石墨烯在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中实现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的相关机理与

潜在可能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地，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由于石墨烯均匀

分散以及有序排布的要求使复合材料的制备具有相当难度，阻碍了相关领域石墨

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材料制备及强韧化性能研究。尽管如此，通过精细的制备

过程控制，仍然有对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相关初期研究。 

Kim 等利用石墨烯与纳米尺度层厚金属膜的逐次叠加方法实现了具有层状

结构微米级厚度的石墨烯/铜或镍基复合材料薄膜的制备与力学行为表征[23]。具

体地，包括以下三个步骤：1.在铜箔上利用 CVD 方法生长单层、高质量石墨烯

并通过 PMMA 实现所生长石墨烯的剥离与转移。2.将石墨烯平铺于事先真空蒸

镀方法制备的纳米尺度层厚金属(铜或镍)基板上并经由多次石墨烯制备、转移、

金属真空蒸镀的循环过程制备具有微米层厚的层状结构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

薄膜。3.通过纳米压痕下的微柱压缩实验表征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相关的实验步

骤示意图如图 1-10 所示。研究结果表明石墨烯对金属基体有很强的增强作用：

铜、镍基体层厚分别为 70 nm与 100 nm时，复合材料压缩屈服强度分别为 1.5 GPa

与 4.0 GPa,远高于未石墨烯增强相同层厚金属基体压缩屈服强度 (~0.89 

GPa)(图 1-11 a-d)。复合材料压缩屈服强度与金属基体层厚近似满足霍尔-佩奇

关系(图 1-11 e, f)。考虑到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金属基体相同的制备工艺，基体内

部组织结构(位错密度，织构等)应区别不大，意味着复合材料与基体相似的 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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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提高的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原因为霍尔-佩奇中增大的 k 数值，表明石墨

烯/金属界面对位错穿越的更大阻碍作用。事实上，通过变形后界面处位错组态

的 TEM 观察以及分子动力学模拟，Kim 等证明了石墨烯的界面引入对位错提高

的阻碍能力是层状构型石墨烯/铜或镍基复合材料强度增强的主要原因[23]。以上

实验过程与结果是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构型调控的首次尝试，阐明了石墨烯

在金属基体中巨大的增强潜力。 

 

图 1-10 纳米层状结构石墨烯/铜或镍基复合材料制备过程示意图。利用 CVD 生长石墨烯并

利用 PMMA 将石墨烯转移至电子束真空蒸镀法制备的纳米尺度层厚金属基体上。多次石墨

烯制备、转移至金属表面、金属真空蒸镀的循环过程可实现具有微米尺度厚度的纳米层状石

墨烯/铜或镍基复合材料薄膜的制备，利用微柱压缩实验表征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23]

。 

Fig. 1-10 Schematic of metal-graphene multilayer system synthesis. Graphene is first grown using 

CVD and transferred onto the evaporated metal thin film on an oxidized Si substrate. The PMMA 

layer is then removed, and the next metal thin film layer is evaporated. By repeating the metal 

deposition and graphene transfer process, Cu-graphene and Ni-graphene nanolayered composites 

were fabricate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as-fabricated nanocomposi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compression test of nanofillers milled by FIB
[23]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报道阐明了石墨烯在层状金属中的增强效果，但仍存

在一些重要结果或问题: 1.石墨烯/铜或镍压缩曲线表明随基体层厚的减小，复合

材料加工硬化率不降反升，这种趋势在基体层厚小于(或等于)100 nm 是更趋明

显(图 1-11 c,d)。提高的加工硬化率与通常发现或认为的超细晶/纳米晶金属基体

随晶粒尺寸减小加工硬化率降低的趋势相反，暗示复合界面处石墨烯的引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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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体的形变行为。而且相似尺度/结构的石墨烯/铜与石墨烯/镍层状复合材料随

基体层厚表现出的相似加工硬化率演变趋势表明石墨烯对基体形变机制的影响 

 

图 1-11 石墨烯/铜与石墨烯/镍纳米层状复合材料微柱压缩实验力学性能。(a), (b)为具有

125 nm 基体层间距的石墨烯/铜微柱压缩前与压缩后 SEM 形貌。标尺: 200 nm。(c), (d)分

别为不同层间距镍基与铜基纳米层状复合材料微柱压缩实验真应力-真应变曲线。(e), (f)分

别为镍基与铜基纳米层状复合材料压缩屈服强度与层间距关系曲线。表明近似的霍尔-佩奇 

关系
[23]

。 

Fig. 1-11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anolayered graphene/metal composites characterized by 

nanopillar compression test. (a), (b) are SEM images of graphene/Cu nanopillar with 125-nm layer 

spacing before and after compression test, respectively. Scale bar: 200 nm. (c) and (d) are 

compressive tru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graphene/Ni and graphene/Cu nanolayered composites of 

various repeated metal layer spacing, respectively. The yield strength versus repeated layer 

spacing plots for (e) graphene/Ni and (f) graphene/Cu nanolayered composites
[23]

. 

是与基体尺度相关的共性行为，而非仅限于特殊体系(如低/高层错能金属体系)。

2.报道中分子动力学模拟描述的为石墨烯在 FCC 金属基体晶粒内部时的复合材

料形变行为，这与该实验或通常情况下石墨烯的界面分布不一致，模拟结果可能

并不能真实反映复合界面/位错相互作用机理。3.实验得出的复合界面对界面位

错提高的阻碍作用可提高霍尔-佩奇关系中 k 值的结论仅为石墨烯增强效果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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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释，缺乏对 k 值提高幅度的定量、直接测定。以上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

基复合材料的初期研究得出的重要结果以及仍存的基础问题加强了构型石墨烯/

金属基复合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动力。然而，受限于制备工艺，微米尺度薄膜复合

材料样品不利于对应变速率敏感因子测量以及激活体积等有关形变机制的深入

研究，且不易表征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拉伸力学性能及相关强韧化

机理探究。 

最近，Yang 等人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具有仿生层状构型的石墨烯/镍

基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与韧化机制[115]。首先在纳米基体层厚仿生石墨烯/镍复合

材料模型边缘处引入与层状方向垂直的狭长初期裂纹(图 1-12 a)，探究在拉伸形

变过程中(拉伸方向平行于层状方向)裂纹扩展行为以及与复合材料应力-应变曲

线的动态对应关系。研究表明，含有初期裂纹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镍复合材料的

拉伸延伸率高达 90.4%，显著高于未石墨烯增强边缘含有初期裂纹的镍单晶延伸

率(5.3%)(图 1-12 b)。仿生构型石墨烯/镍复合材料失效过程的模拟结果如图

1-13 所示:复合材料屈服点对应于复合界面处的不全位错发射，后续的塑性形变

过程伴随着初期边缘裂纹在石墨烯/镍界面处钝化、偏转以及与复合界面形成的 

 

图 1-12 (a)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分子动力学模拟模型示意图，复合材料边缘处

刻意引入一条与层状方向垂直初期裂纹。(b)具有边缘初始裂纹且基体层厚为 5.28 nm 的仿生

构型石墨烯/镍基复合材料分子动力学模拟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具有边缘初始裂纹的镍基体

模拟拉伸结果为黑色曲线所示
[115]

。 

Fig. 1-12 (a) Schematic of the MD model of the bio-inspired nanocomposites with an initial crack 

at the edge. (b) A typical stress-strain curve obtained from the MD simulation is illustrated for the 

bio-inspired graphene/Ni nanocomposites with Ni layer thickness of 5.28 nm. For comparison, the 

stress-strain response for the single crystalline Ni matrix with an initial crack of the same size was 

shown by black curve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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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裂纹的合并，裂纹最终贯穿复合材料导致断裂失效。模拟结果表明仿生构型对

裂纹扩展的阻碍作用是实现复合材料较高拉伸延伸率的关键，这与自然结构材料

借助于精细结构调控实现裂纹外在韧化效果有很好的相似性。与之对比，未石墨

烯增强镍单晶在外加应力作用下裂纹尖端形成的较强应力集中会使初期裂纹迅

速扩展而使基体快速断裂，造成镍基体仅有很低的拉伸延伸率。 

上述对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镍基复合材料断裂过程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清楚

地阐明了仿生构型对裂纹扩展的外在韧化行为，表明了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

构型设计对提高复合材料拉伸延伸率进而实现强韧化力学性能的重要作用。然而，

分子动力学模拟有其固有局限性，较小的基体层间距(d~5 nm)以及模拟过程中非

常大的应变速率(>10
6 

s
-1)可能使得模拟过程并未能反映或全部反映仿生构型石

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块体的真实形变行为，相关模拟结论需要通过进一步实验

证明。因此综上对既有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发展现状与讨论表明仿生

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可控、尺度块体制备是实现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基

础研究以及强韧化力学性能探索的关键。 

 

图 1-13 (a)-(g)为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中不同应变对应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镍基复合材料组织

形貌,对应于复合材料界面微裂纹形成与复合材料失效过程。(h)为仿生构型复合材料失效过

程裂纹传播路径示意图
[115]

。 

Fig. 1-13 (a)-(g) are the MD results of the microstructure of biomimetic graphene/Ni 

nanocomposites at various strain levels, showing the microvoids formation at graphene/Ni 

interface (d) and crack deflection (e)-(g) during the failure of the composites. (h) is the schematic 

of the crack propagation route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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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题意义及研究内容 

纳米增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代表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趋势，然而对既有纳

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力学性能研究表明普遍存在的强塑(韧)性倒置

关系现象。这种强韧化性能矛盾的本质是基体晶界处引入的纳米增强相加剧了形

变过程中界面处的应力集中现象，进而使复合材料容易产生裂纹，并在后续形变

中裂纹扩展并未受到显著阻碍作用，最终造成复合材料快速断裂。本论文以金属

基复合材料中最常见、应用最为广泛之一的铝基复合材料体系为研究对象，探索

在铝基复合材料中实现强韧化性能匹配的可能性，为其他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

强韧化性能实现提供研究思路与技术路径。该论文的学术思想是：启迪于自然材

料的结构韧化作用，利用仿生构型实现铝基复合材料中对裂纹扩展过程的外在韧

化效果，并研究复合界面对铝基体本征形变机制-位错运动行为的影响作用，试

图从金属本征强韧化原理与裂纹扩展阻碍的外在韧化两个方向探究仿生复合构

型可能强韧化机制，最终实现仿生构型铝基复合材料强度塑(韧)性匹配关系，改

善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既存的强韧(塑)性倒置关系矛盾(图 1-14)。  

 

图 1-14 本论文铝基复合材料仿生构型强韧化学术思想 

Fig. 1-14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thesis 

石墨烯具有优异力学性能与二维平面结构，是仿生层状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

最合适增强体之一。分析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研究现状表明虽然石墨



第一章 绪论 

23 
 

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发展较为迅速，但“点状”的研究模式与缺乏对该复

合材料体系所需最终强韧化目标的顶层设计思想不利于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

的深入、可持续发展，进而不利于以石墨烯增强相为代表的先进纳米增强相/金

属基复合材料的基础问题研究与规模化应用。本论文基于片状复合粉末自组装过

程，即首先通过石墨烯在球磨铝片表面均匀吸附形成片状组装模块，再经由后期

扩散与形变协同作用的致密化过程制备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实现

包括力学性能、强韧化机理、界面强度及稳定性、复合界面对基体形变机制影响

等基础问题研究以及石墨烯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致密化工艺、制备方法普适

性等工艺问题研究，论文研究思路如图 1-15 所示。旨在通过仿生构型石墨烯/铝 

 

图 1-15 本论文研究路线 

Fig. 1-15 The contents and study procedures of the thesis 

复合材料的系统化研究，阐明仿生构型对铝基复合材料的强韧化力学性能的重要

作用，并依托于本研究中仿生复合化工艺在微观至宏观尺度的通用性及可控性方

面的优势，探讨具有不同增强相与基体相、不同层状结构尺度、更复杂多级结构

的仿生构型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块体样品的制备可能，为仿生构型金属

基复合材料大体系的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提供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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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利用球磨法制备具有层厚可控的铝片状粉末并对铝片进行微观至宏观尺

度组织表征，并通过超声法制备单层氧化石墨烯作为石墨烯前驱体，依托于静电

力吸附机制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上的自发、均匀、可控吸附。通过对比实

验以及定量表征方法分别定性、定量地探究吸附机理，并利用后期热还原实现石

墨烯/铝纳米片状复合粉末制备，探讨分散方法对高质量还原氧化石墨烯获得的

重要影响。依托于静电吸附工艺实现多种纳米碳，如单/多壁碳纳米管及混杂结

构增强相在多种常用金属(铝、镁、钛、铁、铜)片状粉末中的均匀分散，阐明本

研究中片状复合粉末制备方法良好的普适性。 

2.采用真空热压-锻造-轧制的工艺手段实现具有高致密化、仿生层状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探讨纳米片状复合粉末致密化工艺难点以及仿生

构型结构保持与致密化工艺的依赖作用，研究致密化步骤过程中复合材料组织演

变以及复合界面的热稳定性与形变稳定性。通过 EBSD, SEM, TEM 等手段表征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由纳米至微米不同尺度下的微观组织，揭示仿生构

型复合材料的结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机制。探究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

料块体制备方法对获得其他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通用性、可控性方面的优

势。 

3.通过拉伸实验表征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力学性能，阐明仿生构型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特点。通过仿生/非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对比表明强韧化性能与复合构型依赖关系。分析仿生构型石墨烯增

强铝基复合材料拉伸性能，研究仿生复合构型对复合材料杨氏模量、屈服强度、

颈缩后延伸率/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的有利强韧化行为，同时分析仿生构型对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形变过程中的加工硬化率以及均匀延伸率的不利影响，

阐明复合界面与位错的相互作用行为。 

4.分析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潜在强化机制被利用模型材料

验证可能存在的强化机理，从而证明复合界面对金属界面堆积位错提高的长程运

动阻碍作用是提高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重要机制。结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

材料沿不同方向上的力学性能结果，探究各增强机制的强化定量贡献。通过拉伸

应变下位错密度演变趋势以及形变热激活参数测定探讨仿生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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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界面对与金属基体位错的相互作用机制。依托于 SEM,TEM 下的原位三点

弯曲与拉伸实验揭示形变过程中仿生构型在微观至宏观尺度上对裂纹形成与扩

展的阻碍作用，并结合形变过程的有限元分析结果揭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

材料的韧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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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墨烯/铝片状粉末的复合制备 

 

2.1 引言 

以碳纳米管，石墨烯等纳米增强相为代表的新一代增强体成为近年来在复合

材料领域的研究重点[1,2]。与传统微米尺度增强相相比，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功能特性提升上有独特优势，代表着未来金属基复合材料的

可能发展方向。然而，受限于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以下制备难点与瓶

颈，该复合材料体系在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潜力方面仍存在较多困难。 

限制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纳米增强相的大规模制

备。以石墨烯增强相为例，已有制备石墨烯的方法主要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

与自上而下(top-down)两种。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

是前者的典型并且主要代表[3,4]。利用气相(甲烷等)[3,5]、液相(苯等)[6,7]或固相(聚

乙烯醇等)[7,8]作为碳源，在一定温度、压力的条件下，碳原子通过表面形核长大

或固溶-析出机制沉积于铜，镍等催化剂表面上而形成高质量、少缺陷的单层或

少层(<10 层)石墨烯[9-11]。现有 CVD 制备石墨烯方法的研究重点与发展趋势是：

探索高效、低成本地生长具有大晶粒尺寸、高质量、大面积的石墨烯的方法与原

理，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在电子、能源、生物等领域的应用与基础研究的迫切需要。

已有 CVD 方法制备石墨烯的主要瓶颈或问题是:1.制备工艺复杂，效率较低；2.

石墨烯只能生长于具有特定催化作用的基体上(如铜，镍),而更广泛的应用需要

将石墨烯从基体上转移[11]。步骤不仅复杂、成本高，而且转移过程中可能造成石

墨烯的表面褶皱与形变，进而产生层内缺陷，降低石墨烯质量与本征力学、功能

特性[12,13]；3.CVD 制备的石墨烯缺陷与尺寸的影响因素较多。如催化剂衬底的

纯度、形貌与大小，CVD 设备尺寸，石墨烯生长温度、时间以及冷却速率等[10,11]。

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石墨烯制备过程的精确控制要求很高，因此至今石墨

烯的 CVD 制备工艺还未形成科学化的指南。 

石墨烯制备的 top-down 方法是通过对石墨片的后期处理获得单层或少层石

墨烯。主要包括：1.机械剥离法[14-16]。由于石墨层间是具有较弱剪切强度的 π-π

键合，因此在受力作用下(机械搅拌，超声振荡，粘力分离等)，可以实现石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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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间剥离。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工艺简单并利于大规模生产、石墨烯缺陷少质量

高。而不足之处是单层或少层石墨烯的产量低，尺寸较小且不宜控。2.氧化还原

法[17-19]。通过对石墨片前期的氧化处理形成氧化石墨，石墨层间由于氧化作用而

插入的氧，氢原子扩大了石墨层间距，当氧化石墨迅速受热时，层间分解的二氧

化碳、水等气体的快速膨胀使石墨层间分离，形成单层或少层石墨烯。除热膨胀

方法外，亦可通过超声作用解理氧化石墨而形成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 GO)，

氧化石墨烯表面亲水官能团(如羧基、羰基等)使其容易分散于大多数溶剂中[20]，

因而为石墨烯后期处理或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性。通过对氧化石墨烯的

化学或高温退火还原，可以实现具有较高质量的少层或者单层石墨烯的制备，因

此氧化还原方法是制备单层石墨烯(还原氧化石墨烯)的简单、高效手段。尽管经

氧化-还原方法制备的石墨烯表面可能仍存在较多缺陷，如残余官能团、空位缺

陷、大量晶界等，降低了石墨烯的力学性能(约降低一个数量级)[21]与功能特性

(降低几个数量级)[22]，但石墨烯表面缺陷却提供了其他某些领域有利条件，如

锂离子电池中石墨烯表面缺陷对锂离子的钉扎作用[23]、表面缺陷对负载颗粒的

形核调控[24]等有利行为。氧化还原制备石墨烯的方法由于其简单高效、可控性

强、单层制备等特点成为现在石墨烯相关研究领域中石墨烯的主要制备方法与研

究重点。本研究亦利用氧化石墨烯作为石墨烯的先驱体，经由氧化石墨烯在纳米

金属片上的分散与热还原形成石墨烯/金属纳米片状复合粉末，并最终实现仿生

构型石墨烯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 

限制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的原因之二是纳米增强相的在金属基

体中的均匀分散瓶颈。纳米增强相的大比表面积是一把“双刃剑”。纳米增强相

具有提高复合材料力学性能与功能特性的更大潜力与优势，但其相互间的较强范

德瓦尔斯作用使得增强相间易相互团聚[11]。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

瓶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纳米增强相的自身均匀分散困难。以石墨烯为例，无

缺陷石墨烯由于表面缺少官能团，因而很难均匀分散于大部分溶剂。即使在少量

特定溶剂,如 N-甲基吡咯烷酮(NMP)中的分散度亦很小(< 1 mg/ml)[25,26]。这不仅

降低了石墨烯的分散效率，而且由于石墨烯分散介质的可能影响，限制了其在某

些体系中的研究与应用。目前已有解决石墨烯自身分散瓶颈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氧

化、氟化等方式在石墨烯表面引入官能团，利用表面官能团的中介作用实现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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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在多数溶剂中的均匀分散[27-29]。石墨烯的表面官能团改性已经成为石墨烯的重

要研究领域与分支，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

散困难的第二个原因体现在石墨烯与金属表面可能的不兼容会使得已均匀分散

的纳米增强相在金属表面上再团聚。增强相与金属基体的不兼容是由于两者缺乏

有效的相互作用力，在外力作用下纳米增强相倾向于在基体表面的某些位置(如

金属片边缘，表面凹处)团聚[30,31]。解决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的关

键是提高增强相与基体间相互作用力，通过对纳米增强相与金属基体的表面改性

可以建立两者间较强键合作用进而实现纳米增强相的均匀分散的目标。本课题组

开创的羧基化碳纳米管在聚乙烯醇(PVA)改性亚微米层厚铝片上的分散就是依

托于羧基与 PVA 上的羟基官能团形成的氢键作用力实现碳纳米管在铝基体表面

的均匀吸附[30]，这是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均匀分散的初期尝试与成功典型。 

    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的团聚会降低复合材料整体性能。首先，团聚的纳

米增强相的尺寸大大增加，减小了增强相/基体界面的体积分数进而削弱了纳米

增强相对基体本征形变机制的影响，例如位错的 Orowan 形变机制、相界面对位

错的阻碍作用等。与此同时，按照增强相承载机制的剪滞模型(shear-lag 

model)[32,33],由基体通过相界面传载至增强相的应力值正比于增强相的长厚比

(L/d，其中 L，d 分别为增强相长度与宽度)，团聚减小了增强相的长厚比数值进

而减弱了增强相的承载作用。其次，团聚可能会造成增强相本征性能减弱。以石

墨烯增强体为例，团聚发生时，石墨烯层间的较弱剪切力(<10 MPa)使得在形变

时石墨烯层间滑移很容易发生[34]。不仅不利于完全发挥石墨烯的本征性能，而

且滑移产生的维裂纹可能造成复合材料提前失效。最后，对于通过变形或熔融-

冷却过程形成的最终致密化复合材料块体，由于纳米增强相与金属基体间的较差

润湿性，基体金属很难完全贯穿于团聚的纳米增强相中，进而在复合材料中的增

强相内部或附近存在较多纳米/微米孔洞。形变过程中容易在孔洞处产生应力集

中现象而萌生初期裂纹，可能造成复合材料提前失效，进而大大降低复合材料拉

伸塑性。综上所述，纳米增强相的团聚会对复合材料的力学、功能特性产生不利

影响，增强相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是发挥纳米增强相本征性能优势，提高复合材

料整体性能的关键。 

近年来对纳米增强相，尤其是碳纳米管、石墨烯等高性能增强体在金属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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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散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石墨烯为例，在金属基体中分

散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1.球磨法[35,36]。球磨法是制备非平衡合金与纳米晶的

重要方法，高应变速率、大塑性变形是球磨过程的主要形变特点。通过高能球磨

产生的剪切变形可将团聚石墨烯分散至基体中，形成均匀分散的石墨烯/金属复

合粉末。球磨法分散纳米增强相的优点是简单高效、通用性强。然而大塑性形变

会造成增强相在分散过程中的断裂、破坏或引入表面缺陷，抑或在分散过程中增

强相与基体在高能作用下可能相互反应而生成脆性相(如石墨烯和铝基体球磨分

散过程中可能会生成 Al4C3 反应相)，不利于充分发挥增强相性能[35]。2.分子尺

度混合(molecular-level mixing)[37,38]。金属盐在溶液中电离形成的金属离子在改

性石墨烯表面的官能团处钉扎，通过后期的氧化还原处理使金属颗粒均匀负载于

石墨烯上。分子尺度混合方法是研究较多、应用广泛的分散方法。优点是分散效

果较好，而且是可以实现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的少有方法之一。

然而该分散方法受制于金属离子还原过程，仅适用于具有弱还原性金属基体，如

铜、金等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通用性不强。3.金属表面原位生长[39]。利用 CVD

方法在具有催化作用的金属粉体表面(如铜、镍)直接生长石墨烯。该方法有着独

特优势，尤其是生长的石墨烯质量高、缺陷少、在基体表面分散均匀。该分散方

法的核心在于 CVD 生长石墨烯，因此在生长过程中的较多影响因素、不易控、

工艺复杂等缺点是该分散方法的主要瓶颈。然而高质量的石墨烯的获得与良好的

增强体/基体界面结合使金属基体表面的原位生长分散方法具有很大吸引力与发

展潜力。4.电化学共沉积[39-41]。利用金属盐溶液与改性石墨烯溶液的电化学共沉

积实现薄膜状复合材料的一次性制备。该分散方法优势为分散效果好、效率高。

缺点是难以制备块状样品且通用性不强。5.CVD 石墨烯与层状金属累积叠加[42]。

Kim 等通过 CVD 生长的单层石墨烯与亚微米尺度铜或镍的相互叠加制备具有纳

米层状结构的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42]，实现了单层、高质量石墨烯在金属基

体中的均匀分散。通过微观力学表征(微柱压缩)阐明了石墨烯对金属基体良好的

增强效果并探索了其增强机理。这种通过石墨烯与基体的累积叠加的分散方法制

备效率较低，而且石墨烯需经过生长-转移-叠加过程，最初的无缺陷表面可能在

处理过程中产生缺陷或表面污染(如转移介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的残留)

而影响石墨烯本征性能。然而该分散方法通用性强，另外适合作为模型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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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界面、增强机制、尺度效应等基础性问题。6.模板

化生长[43]。利用自然界结构为模板(木材中的层状构型)形成仿生金属精细构型，

通过后续改性石墨烯在金属表面上的均匀吸附实现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并

依托于自然材料构型实现具有仿生结构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43]。然受制

于生物模板与复制金属的限制，该分散方法通用性较差、工艺较复杂，并且较难

实现块体复合材料的制备。综上所述，具有分散效果好、简单高效、通用性强、

易于块体制备的石墨烯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方法仍未实现，一种普适高效、可控

性强、适于制备块体材料的石墨烯均匀分散方法是推动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

体系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表 2-1 石墨烯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方法及特点 

Tab. 2-1 Methods for dispersing of graphene in metal matrix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分散方法 效果 分散效率 通用性 其他原料 质量分数 块体制备 

球磨[35,36] 一般 较高 很好 不需要 达到>1% 可以 

分子尺度混合[37] 较好 一般 一般 不一定 达到>1% 较难 

原位生长[39] 较好 一般 较差 需要 达到>1% 可以 

模板化生长[43] 一般 较低 一般 不需要 <1% 较难 

电化学沉积[40,41] 较好 较高 一般 不需要 达到>1% 很难 

CVD 叠加[42] 很好 很低 很好 需要 <1% 很难 

静电吸附 很好 很好 很好 不一定 达到>1% 可以 

为获得石墨烯增强相均匀分布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本研究启发于自

然结构材料自下而上的自组装生长方式，首先制备石墨烯均匀分散的石墨烯/铝

复合粉末片状模块，并通过在后期的模块组装过程中保持片状复合粉末的有序堆

垛，最终创制具有仿生构型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这种依托于片状复合粉

末组装的仿生复合化制备思路具有可控性，普适性，块体制备等重要优势。本章

主要研究利用静电力吸附机制实现石墨烯在铝片表面上的均匀分散，并定性、定

量证明其分散机理。石墨烯在铝片表面的均匀分散原理及过程是：利用氧化石墨

烯作为石墨烯的前驱体[27]，表面较多的含氧亲水官能团使其在超声处理后在水

溶液中易单层分散且表面具有负电荷，铝片在水中自发电离会使其表面带有正电。

因此两者混合时，氧化石墨烯可经由静电吸引作用会自发、均匀地吸附于铝片表

面。后期热退火过程将氧化石墨烯充分还原，得到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本

章除研究石墨烯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散外，亦探究了利用静电吸附工艺，实现多

种纳米碳，包括单/多壁碳纳米管在常用金属(铝、镁、钛、铁、铜)基体中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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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可行性。本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氧化石墨烯与微纳米尺度铝片的制备与表

征，静电机制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可控分散，静电吸附机制的定性

与定量证明以及多种纳米碳在常用金属基体均匀分散的可能性探索。 

 

2.2 均匀分散机理-静电吸附 

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均匀、稳定分散的原因是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如羧基

(-COOH)等在水溶液中自发电离而使氧化石墨烯表面带负电，层间的相互排斥

力促使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形成均匀分散的胶体并实现长达数月的分散稳定

性。铝作为活泼金属，具有负的电化学势因而在水溶液中倾向于自发电离水解(Al 

= Al
3+

 + 3e
-
, △G=-1.68 eV)，生成氢氧化合物。在水溶液中，当表面带有负电的

氧化石墨烯与具有正电的铝表面接触时，氧化石墨烯倾向于经由静电吸引力吸附

于铝表面上，因而实现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散[44]。图 2-1 所示为氧化石墨烯在铝

片上的静电吸附机制。氧化石墨烯通过静电力的吸附行为具有如下优点： 

 

图 2-1 氧化石墨烯在纳米铝片上的静电吸附机理  

Fig. 2-1 Schematic of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GO on Al nanoflakes via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1)均匀高效性。铝片及氧化石墨烯表面在水溶液中自发、均匀的电离行为保持

了氧化石墨烯所受静电吸引力的力场均匀性，避免了局部引力过大(过小)所引起

的氧化石墨烯团聚，而这种现象在氧化石墨烯分散在聚乙烯醇改性铝片时可能存

在。铝片及氧化石墨烯表面电离过程的瞬时性使得氧化石墨烯在铝片上的吸附只

决定于氧化石墨烯与铝片接触的概率，即与搅拌速率、溶液体积、铝片/氧化石

墨烯质量比等参数有关，使得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分散的时间在分钟级别。

相比于通过高能球磨或聚乙烯醇改性铝片的分散手段，氧化石墨烯分散效率得到

很大提高。 

(2)可控性。氧化石墨烯与铝片在水溶液中形成的长程静电吸引力提供了氧化石

墨烯多层堆叠吸附的可能性，进而实现大质量分数氧化石墨烯(>5 wt.%)在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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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均匀分散。这是至今据作者已知仅有可行的实现大质量分数石墨烯(石墨

烯前驱体)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方法。铝片厚度的可调节性为氧化石墨烯的

吸附提供了更多可控因素。当氧化石墨烯含量一定时，在铝片表面所吸附的氧化

石墨烯层厚与铝片厚度呈正比；在表面吸附氧化石墨烯层厚一定时，所需氧化石

墨烯质量与铝片层厚呈反比。氧化石墨烯的较大程度吸附能力与铝片层厚的可调

节性使得所制备的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尺度与组成有很强的可控性，

为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性能优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实验基础。 

(3)普适性。静电吸附机制原理与实验方法同样适用于非自发电离增强相/金属基

体体系中。通过对片状金属基体与纳米增强相的分别的阳离子(改性剂：十二烷

基苯磺酸溴化铵，DTAB)与阴离子(改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表面改

性，使改性金属基体与改性纳米增强相在水溶液中表面电离分别产生正、负电荷，

进而通过静电吸引作用实现纳米增强相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如图 2-2 所

示)[45]。此外，静电吸附机制提供了制备具有复杂增强相构型(如增强相双相互

联网状结构)/金属片状复合粉末的可行性 [46]，为实现新型增强相结构的仿生金

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以及构型增强相对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与机理相关研

究奠定基础。 

 

图 2-2 纳米碳在纳米金属片上的静电吸附机理  

Fig. 2-2 Schematic of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nanocarbons on metal nanoflakes via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2.3 实验方法 

石墨烯(还原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制备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1)超声法制备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氧化石墨(南京先丰纳米)加入去离子水中

并在循环乙醇冷却条件下超声 2 h。超声后得到氧化石墨烯分散液。溶液呈棕

色，氧化石墨烯均匀、稳定地分散于溶液中。所得水溶液中经长时间放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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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月)溶液底部未见沉淀物，表明超声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的强稳定性。

所制备分散液中氧化石墨烯浓度为 1 mg ml
-1。 

(2)湿磨法制备铝片。亚微米/纳米尺度层厚的铝片拥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因而有利

于高体积分数石墨烯均匀分散。高纯球形铝粉(平均直径 10 μm，纯度 99.99%)

在乙醇介质中通过搅拌球磨机球磨不同时间得到具有不同层厚铝片。球磨采

用搅拌式球磨仪机且磨球为直径 3 mm 的不锈钢球。球磨速率为 352 rpm,球

料质量比为 20:1。球磨后铝片抽滤、放置但不完全干燥。在球磨过程中球磨

罐始终由流动的冷却水冷却。 

(3)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吸附。球磨所得片状铝粉(20 g)转移至含有 500 ml 乙

醇的烧杯中。为得到具有不同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的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

粉末，将相应体积的氧化石墨烯超声分散液直接倾倒于乙醇/铝片溶液中并搅

拌混合，搅拌速率为 400 rpm。待氧化石墨烯完全吸附于铝片表面后(判断方

式为搅拌停止后，待铝片沉于烧杯底部时上层液体无色透明)将烧杯中混合料

浆抽滤、乙醇冲洗并真空干燥(60 
o
C, 24 h)。 

(4)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制备。氧化石墨烯表面含氧官能团等大量缺陷可通过

热退火得到较大程度去除。干燥后的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在 H2-Ar

混合气氛(5 vol.% H2)中 500 
o
C 温度下退火 2 h，混合气流速 40 ml min

-1 直至

复合粉末随炉降至室温。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AFM, Nanonavi E-Sweep, SⅡ)表征超声分散氧化石墨烯

与铝片表面形貌。配备有能量色散光谱 (EDS)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Quanta250, FEI)表征复合粉末表面的氧化石墨烯/石墨烯吸附状态。采用氩离子

激光波长 532 nm 的拉曼光谱(Raman, Senterra R200-L, Bruker Optics) 以及 Al Kα 

X 射线源激发的光电子能谱(XPS, AXIS Ultra DLD, Kratos)证明氧化石墨烯在铝

片表面的自发吸附机制并定量表征石墨烯/铝复合粉末中石墨烯的缺陷类型及构

成比例。 

 

2.4 研究内容 

2.4.1 氧化石墨烯与微纳米铝片制备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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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氧化石墨烯表征  

氧化作用引入的层间含氧官能团扩大了氧化石墨层间距。氧化石墨粉的

XRD 衍射图像表明在 2θ=10.12
o时满足布拉格衍射条件，由此计算出的基面层间

距为 0.89 nm,远大于无缺陷石墨的层间距(0.34 nm)。层间距的扩大以及层间亲

水含氧官能团的引入使氧化石墨在水介质中容易超声分散。图 2-3 a 是超声分散

氧化石墨烯的 AFM 图片，沿白色直线的样品高度起伏显示超声氧化石墨烯的厚

度在 1 nm 左右。氧化石墨烯片的直径分布不均匀，平面尺寸范围在 200 nm 至 1 

μm 之间。AFM 形貌分析表明氧化石墨在超声过程实现了单层分散且在超声过程

中存在破碎。超声后的氧化石墨烯分散液非常稳定，静置两个月后底部未见沉淀。

Zeta 势测试表明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的 Zeta 势为-32.3±1.5 eV，意味着在水溶液

中氧化石墨烯表面含氧官能团的电离作用使其带负电，并且氧化石墨烯层间的静

电排斥力是实现氧化石墨烯分散液稳定的原因[25]。图 2-3 b 为超声分散单层氧化

石墨烯 TEM 图片，很薄的层厚使得片层容易产生弯曲(尤其在边缘处)，通过边

缘翘起的层厚或高分辨 TEM(HRTEM)观察可以确定氧化石墨烯层数。图 2-3 c

为 b 图所示氧化石墨烯的选区电子衍射 (SAED) 花样且已经通过 Miller 指数进

行花样标定。六次对称的 SAED 花样表明氧化石墨烯的晶格结构六角对称且仅

有的一套衍射斑点暗示单层至少在选区光阑面积范围内(d~0.6 μm)超声氧化石

墨烯的类似单晶特点。研究表明在类石墨烯 A-B 堆垛结构中， 2110（ ）晶面族与

1100（ ）晶面族衍射斑点的相对强度可以判断二维类石墨烯结构的堆垛层数[47]。图

2-3 c 表明由黄圈突出的 1100（ ）晶面族衍射斑点强度高于由红圈突出的 2110（ ）晶

面族衍射斑点强度，这说明晶体非多层结构，超声氧化石墨烯为单层分散，上述

TEM 的分析结果与 AFM 形貌表征的结论相一致。Raman 光谱是定量表征石墨

烯缺陷程度的有效表征手段[48-50]，由石墨烯层内缺陷如键长、键角扰动、空位或

边缘缺陷引起的在波长 1350 cm
-1 附近处的激发(D band)及由于 E2g 模式的一阶

散射所引起的在波长 1570 cm
-1 附近处的激发 (G band)以及边界声子

(zone-boundary phonons)的二阶散射(激发波长~2700 cm
-1，2D band)是表征和判

断石墨烯缺陷与层数最重要的三个激发峰[50]。图 2-3(d)为超声分散氧化石墨烯的

Raman 光谱(激发波长 532 nm)，由图可见超生氧化石墨烯的的 Raman 光谱相比

于石墨/无缺陷石墨烯存在显著不同：1.缺陷峰(D峰)的强度显著提高(ID/IG=0.87，

ID，IG分别为 D，G 峰强)；2.G 峰宽化且部分与 D 峰耦合；3.2D 峰在 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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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中并不明显且有明显宽化现象。上述现象均表明超声氧化石墨烯中含有较多

缺陷。 

 

图 2-3 氧化石墨烯的超声制备与表征: (a) AFM 表征图片，表明超声后的氧化石墨烯的厚度

为~1 nm，插入图为超声前后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的分散对比照片; (b) 氧化石墨烯 TEM

图片，氧化石墨烯的层数可有边缘处观察确定; (c) 氧化石墨烯在 TEM中的选取电子衍射

(SAED)图像，图中的晶面指数由 Miller-Bravais hkil 四指数方法标定；(d) 氧化石墨烯 Raman

光谱，由波长为 532 nm 的氩离子激光激发；(e) 氧化石墨烯 XPS C1s 高分辨能谱的拟合以

及不同缺陷(sp
3
C, C-O, -C=O, -COO-)与 sp

2
C 本征峰的相对强度。 

Fig.2-3 Characterization of ultrasonciated GO. (a)AFM image of GO deposited onto a mica 

substrate. The superimposed height profile along the white line indicates a sheet thickness of 

about 1 nm. Inset shows the images of the dispersion ability of graphite oxide in water before and 

after sonication. (b) TEM image of GO on a lacey carbon support, by which the number of stacked 

layer can be identified by checking the edge area. (c) SAED of the region shown in (b) and the 

diffraction spots were labeled with Miller-Bravais indices. (d) Raman spectrum of GO. (e) XPS 

C1s high resolution spectrum of GO and the peak was fitted with various defects peaks, including 

sp
3
C, C-O, -C=O and -COO-. The peak intensities of defect peaks relative to sp

2
C peak were also 

shown. 

为进一步定量确定缺陷种类与含量，对超声氧化石墨烯进行 XPS 分析。图

2-3 e 为氧化石墨烯 XPS C1s 高分辨能谱的缺陷拟合曲线以及不同缺陷与 sp
2
C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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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峰的相对强度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超声氧化石墨烯中含有大量含氧官能团

(C-O, -C=O, -COO-)并包含 sp
3
C 杂化缺陷。缺陷的相对峰强定量分析表明 C-O  

为主要含氧官能团缺陷(Ic-o/Isp2=1.82，Ic-o, Isp2 分别为 C-O 官能团，C-C 本征键的

XPS 峰峰强)，且 C-C 本征键(sp
2
C)峰强仅占键合总峰强的 18.7%。值得指出的

是，氧化石墨烯中 sp
2
C 区域的平均晶粒尺寸(La)与拉曼光谱 ID/IG以及激光能量

λ 存在以下关系[51]：La (nm) = (2.4×10
-10

)λ
4
(ID/IG)

-1，计算表明超声氧化石墨烯的

La 数值为 15.1±2.4 nm，较小的平均晶粒尺寸结果似乎与 TEM 中得出的在微米

尺度上选取电子衍射区域所得到的单晶衍射斑点不一致。事实上，氧化石墨烯中

sp
3
C 以及含氧官能团等缺陷可能并不影响 sp

2
C 的长程周期性，缺陷自身以及晶

体/无定形区或缺陷处界面会引起 Raman 光谱中 D 峰强度提高，La 是与晶体的

有序结构被切割或打断程度的相关参数，而与有序结构的尺度并无密切相关性。 

综上，通过 AFM，TEM 对超声氧化石墨烯的形貌、结构进行分析，并结合

Raman, XPS 手段实现对缺陷种类与含量的定量表征，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可通过超声法实现氧化石墨烯在水溶液中的单层、稳定分散且超声后氧化石

墨烯平面尺寸小于 1 μm； 

(2)分散氧化石墨烯含有大量 sp
3
C 以及含氧官能团。Sp

2
C 本征键合峰强仅占总

键合峰强的 18.7%； 

(3)在微米尺度内氧化石墨烯仍具有长程周期性，并未随高浓度缺陷的引入而非

晶化。 

2.4.1.2 微纳米铝片表征  

纳米增强相与金属基体的结构相容性是实现增强相均匀分散的重要要求。具

有片状形貌的铝粉在结构上与二维石墨烯有更好的相容性，有利于石墨烯在铝基

体中的均匀分散。球磨过程中控制球磨时间可以调节所得铝片层厚，但从复合材

料力学性能与基础研究意义上考虑，铝片的厚度应尽量薄，这其中的原因为：1.

晶粒细化是纯金属基体强化的主要手段。在晶粒减小至超细晶/纳米晶尺度时，

金属的形变机制由位错-位错交割行为逐渐转变为位错-晶界作用机制，晶界/相

界的类型与组成对金属力学性能影响逐步凸显并可能成为主导[52,53]。从基础研究

角度上，在超细晶/纳米晶尺度上界面由晶界至相界面的转变所引起的对金属本

征形变行为或力学性能的影响可能更加突出并更具吸引力。2.从工艺角度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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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含量一定时，在铝片表面所吸附的氧化石墨烯层厚与铝片厚度成正比。

减小的铝片厚度减小了在铝片表面堆垛的石墨烯层数，降低了石墨烯在受力时层

间滑动的几率，进而提高增强相承载能力。此外，通过球磨方法获得的片状铝粉

在球磨较短时间时(1 h 或 2 h)的铝片形状与层厚分散性较大(图 2-4b,d)，不仅不

利于冷压后层状结构的形成(图 2-4 b, d 表明冷压后的层状组织并无明显有序)，

而且层厚的不均匀性(图 2-4 a 处红色箭头处为球磨 1 h 后仍存在未变形球状铝粉，  

 

图 2-4 初始粒径为 10 μm 球状铝粉不同球磨时间后的形貌与尺寸。球磨时间(a)(b)-1h, 

(c)(d)-2h,(e)(f)-4h, (g)(h)-6h 对应的铝片厚度分别为 1.12 μm, 526 nm, 245 nm 与 95 nm。

(b)(d)(f)(h)为不同球磨时间铝片冷压端口纵截面 SEM 图片，可用来计算铝片层厚分布。不

同球磨时间铝片经统计(130 个层片每个球磨时间)并通过高斯拟合后的片厚尺寸分布列于

每栏底部。图中可见，不仅铝层厚度随球磨时间增加而减小，且层厚分布均匀度随球磨时间

增加而提高。 

Fig. 2-4 The morphology and thickness of Al flakes after ball-milling of spherical Al powders with 

different time. (a)(b)-1h, (c)(d)-2h, (e)(f)-4h and (g)(h)-6h. (b)(d)(f)(h) are the SEM images of the 

cross-section of compacted ball-milled Al flakes. 130 numbers of flake thickness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ball-milling time and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with Gauss function fitted curves were 

shown in the bottom of each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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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性较大)可能使得致密化的复合材料块体中存在晶粒的双峰分布

(biomodal)结构，这一增加的力学性能影响因素对单纯石墨烯强韧化作用与机制

的研究较为不利。尽管通过球磨工艺可以制备具有纳米尺度的片状铝粉(片厚

~100 nm, 图 2-4 g),但此厚度下的铝片已多处碎裂并在表面产生较多孔洞(如图

2-4 g 红色箭头所示)，在致密化过程中由于孔洞处被石墨烯覆盖，通过热扩散或

形变很难实现在此位置的致密化，因此所得复合材料块体中含有较多微米/纳米

尺度孔洞，使得复合材料整体塑性降低。因此综合考虑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基

础研究意义与工艺最优化，采用球磨 4 h 后厚度为~ 200 nm 的片状铝粉为制备仿

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主要基体原料。 

 

图 2-5 不同层厚铝片冷压块(d=10 mm)XRD θ-2θ 的扫描图谱以及织构分析。铝片层厚(a) ~1 

μm，(b) ~500 nm，(c) ~200 nm，(d) ~100 nm。θ-2θ 扫描模式下 XRD 图谱的的 I(200)/I(111)随球

磨时间增加逐渐提高，但 XRD 织构分析表明铝片在球磨过程中并未形成明显织构。 

Fig. 2-5 XRD spectrum and texture analysis of compacted Al flakes of different thickness. Al 

flake thickness of (a) ~ 1μm, (b) ~ 500 nm, (c) ~ 200 nm and (d) ~ 100 nm. The textur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no apparent texture for the ball-milled flakes, even for the obtained 

thinnest Al flake (t ~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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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磨过程中的大塑性形变可能在金属粉末中形成织构，进而对后期复合粉末

致密化过程与复合材料的基体形变行为均产生影响。为探讨铝粉形变织构随球磨

时间的演变关系，对不同层厚(球磨时间)铝片的冷压块体进行 XRD 织构分析。

图 2-5 表明，θ-2θ 扫描模式下 XRD 衍射图谱中(200)晶面与(111)晶面的衍射峰

强比(I(200)/I(111))在球磨时间为 1 h，2 h，4 h，6 h 分别为 0.47，0.53，1.35，1.63。

逐渐提高的(200)晶面衍射相对强度暗示在球磨过程中可能逐步形成晶面择优取

向(即织构)。然而精细的 XRD 织构分析表明，即使对于~100 nm 层厚(球磨 6 h)

的纳米铝片，反极图中投影点最大强度仅为 1.411(图 2-5 d)，证明在球磨过程并

未在片状铝粉中产生织构。这表明通过 θ-2θ 扫描模式下 XRD 图谱中衍射峰的相

对强度定性判断织构强弱的方法并不可靠。尽管在片状铝粉中未产生明显织构，

但 TEM 分析表明铝片内部晶粒非等轴晶。TEM 的高能量电子束可穿过厚度为~ 

200 nm 的铝片(球磨 4 h 铝片)，使得观察与统计铝片内部的平面内晶粒尺寸成为

可能(图 2-6 b)。统计表明平面内尺寸的平均值约为 540 nm，大于铝片层厚的~ 

200 nm，表明在球磨过程中片内晶粒沿层片方向拉长，形成长径比数值至少为 2

的拉长晶粒结构。湿磨法制备片状铝粉相比于干磨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小由球磨

助剂所造成的铝粉污染，而且可以降低在铝片制备过程中表面形成氧化铝的可能

性。 

图 2-6 a 为制备的层厚~ 200 nm 铝片的 SEM 图片以及选区 EDS 分析，光谱

分析未检测到氧元素的存在，表明在铝粉制备过程中乙醇球磨介质对铝粉很好的

保护性。球磨所得未氧化铝片在水溶液中倾向于自发电离使表面带正电，这种自

发电离趋势可通过测量铝粉在水介质中的 Zeta 势进行证明。图 2-6 d 表明球磨铝

片在水与乙醇混合介质中具有正 Zeta 势且数值随介质中水体积分数的提高而增

大(20%水体积分数Zeta势为+10.5 eV，80%水体积分数Zeta势提高至+31.6 eV)。

实验不仅直接证明了球磨铝粉的自发电离现象，而且说明了水介质对铝粉电离的

促进作用。 

与 Zeta 势-水体积分数关系曲线相似，球磨铝片表面润湿角随着水体积分数

的提高而增大(图 2-6 e)，这表明了铝粉表面的疏水特性。暗示在氧化石墨烯吸

附于铝片表面过程中，片状铝粉应处于水-乙醇混合介质中，同时乙醇体积分数

最好高于 50%以提高超生氧化石墨烯分散液在片状铝粉表面的润湿性，进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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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均匀度与吸附效率。 

 

图 2-6 球磨所得层厚约 200 nm 铝片结构与性能表征。(a) 铝片 SEM 图片以及所选区域的

EDS能谱分析。(b) 铝片 TEM 图片。电子束可穿过铝片厚度(~200 nm)，图片可用来统计铝

片内部平面内晶粒尺寸(Dp =537 nm)。(c) 铝片表面在氧化石墨烯尺寸范围内(~ 0.5 μm)的

AFM 图片，显示在该尺寸范围内铝片表面起伏小于 5 nm。(d) 铝片 Zeta 势与水-乙醇溶液

中水体积分数的关系。(e) 铝粉表面润湿角与水-乙醇混合溶液中水体积分数的关系。 

Fig. 2-6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 of as-fabricated Al flakes with thickness 

of ~ 200 nm. (a) SEM image. The inset shows EDS analysis of the selected area. (b) TEM image, 

by which the in-plane grain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l flake can be statistically calculated 

(inset figure). (c) AFM image of the Al flake. The scan area (500 nm x 500 nm) has the same scale 

with the in-plane size of GO.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ta potential of Al flakes with the 

volume percentage of water in the water-ethanol mixture media. (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tting angle of Al flakes with the volume percentage of water in the water-ethanol mixture 

media. 

综上，利用球磨工艺实现了具有不同层厚片状铝粉的制备并通过 XRD 表征

铝片内部织构。从基础研究与工艺优化考虑，选择~200 nm 层厚(球磨 4 h)铝片

作为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制备的主要基体原料,并依托于多种表征

手段实现该层厚铝片从微观至宏观尺度的表征(图 2-7)。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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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调控球磨时间可以实现不同层厚(100 nm 至微米级)铝片制备，层厚均

匀度随球磨时间增加而提高； 

(2) 通过 θ-2θ扫描模式下XRD图谱中衍射峰的相对强度定性判断织构强弱的方

法并不可靠。需通过系统地 XRD 织构测试定量分析织构强度； 

(3) 球磨铝片与超声氧化石墨烯在微观与宏观尺度上均有良好的形貌相容性。通

过调控水-乙醇介质中水体积分数可以改变铝片表面的电离程度与润湿性。 

 

图 2-7 厚度~200 nm 球磨铝片在纳米至毫米尺度上的结构特征。 

Fig. 2-7 A schematic presentation of multiple length scales uncovered in as-fabricated Al flakes 

with thickness of about 200 nm.  

2.4.2 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制备 

2.4.2.1 氧化石墨烯在微纳米铝片表面的吸附行为与机理分析 

超声氧化石墨烯分散液的负Zeta数值(-32.3 eV)以及球磨铝片在水溶液中的

表面带正电现象(Zeta 值：+28.4 eV 水-乙醇介质中水体积分数为 60%)表明通过

静电作用可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自发、均匀吸附的可行性。为验证上述吸

附机制，将球磨所得铝片(~ 200 nm 层厚)分散于水-乙醇混合介质中并与超声氧

化石墨烯水溶液搅拌混合，并观察对应于不同吸附时间的铝片表面的氧化石墨烯

吸附状态。图 2-8 a 为吸附前铝片表面 SEM 图片，铝片表面平整均匀。搅拌混合

10 min 后，铝粉表面有少量氧化石墨烯吸附且氧化石墨烯与铝片表面紧密贴合

(图 2-8 b)。随着搅拌时间增加，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上的吸附量逐渐增多并

在搅拌 50 min 后实现全部吸附，在铝片表面形成均匀分布、紧密贴合的氧化石

墨烯层(图 2-8 c, d)。研究表明氧化石墨烯在铝片上的吸附过程有以下特点：1.

铝片与氧化石墨烯较强静电吸引力以及铝片在水介质中的均匀电离使得后续的

氧化石墨烯倾向于在铝片的未吸附(干净)表面位置进行吸附，从而避免在已吸附

的氧化石墨烯片层上再次堆垛而产生团聚。这种“自调整”的吸附过程是氧化石

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分散及形成较连续吸附形貌的主要原因。2.氧化石墨烯与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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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结合作用很强，强超声作用(与氧化石墨超声分散工艺相同)亦未能改变氧化

石墨烯在铝片表面的吸附形貌。 

上述实验阐明了通过直接混合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分散的可能

性。为定性证明吸附过程是依托于静电力作用机制，设计了不同铝粉表面状态所

对应的吸附行为对比实验铝作为活泼金属，在表面很容易形成一层致密、稳定的

氧化铝(Al2O3)薄膜。表面致密的 Al2O3 层减弱了铝在水溶液中的电离速率，进

而降低了氧化石墨烯通过静电作用在铝片表面的吸附速率。实验表明在相同吸附

条件下(铝片质量、吸附介质、搅拌速率等)，表面生成 Al2O3 的铝片对氧化石墨 

 

图 2-8 片状铝粉与氧化石墨烯水溶液混合搅拌不同时间后铝片表面SEM图片。搅拌时间: (a) 

0 min，(b) 10 min，(c) 30 min，(d) 50 min。氧化石墨烯在具有不同水体积分数的水-乙醇吸

附介质中吸附于新鲜铝片表面以及表面已氧化铝片的吸附速率(10
-3

g/min)对比。 

Fig. 2-8 SEM images of Al flake surface after mixing with GO aqueous solution for (a) 0 min, (b) 

10min, (c) 30 min and (d) 50min. (e) shows the adsorption rate of GO under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for the fresh Al flakes and Al flakes with an Al2O3 layer on surface. 

烯的吸附速率相比于无氧化铝片显著降低，如图 2-8 e 所示。铝片表面状态对吸

附速率的影响以及介质中水体积分数提高对吸附过程的促进作用(图 2-8 e)定性

证明了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吸附的静电力作用机制。值得指出的是，在吸

附介质中水体积分数超过 60%时氧化石墨烯的吸附速率达到饱和(30 mg/min，对

应于吸附时间为 4 min),吸附介质中更多的水体积分数加速了铝片表面水解过程，

会对形成的氧化石墨烯/铝复合粉末表面的组成与形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吸附

介质中适当的水体积分数是实现氧化石墨烯均匀、高效、无副产物吸附的重要参

数。故综合考虑，此后实验吸附介质中水体积分数均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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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化 石 墨 烯 在 电 子 与 氢 离 子 的 作 用 下 会 发 生 还 原 反 应

(GO+H
+
+e

-
→RGO+H2O)[56]，吸附于铝片表面的氧化石墨烯会不断吸收由铝片电

离产生的电子而被还原，引起氧化石墨烯所含缺陷含量与相对比例的改变。这种

铝片吸附后氧化石墨烯缺陷变化的行为可以通过 Raman, XPS 等表征手段敏锐探

测，成为定量证明静电吸附机制的有效途径。图 2-9 a 为氧化石墨烯以及不同石

墨烯/铝复合粉末的 Raman 图谱(GO/Al 为氧化石墨烯/未氧化铝片复合粉末，

GO/Al@Al2O3 为氧化石墨烯/表面已生成氧化铝铝片复合粉末)。如前所述，位

于~1350 cm
-1 处的特征峰(D 峰)与位于~1570 cm

-1
 处的特征峰(G 峰)的峰强比

(ID/IG)可以定性判断氧化石墨烯中的缺陷程度 [56] 。相比于氧化石墨烯

(ID/IG=0.87)，GO/Al@Al2O3 与 GO/Al 复合粉末的 ID/IG分别增大至 0.93, 1.19，

同时 GO/Al 复合粉末 D, G 峰相对分离且半峰宽(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显著减小，显示出很好的还原效果。铝片表面吸附的氧化石墨烯提高的

D 峰相对强度与现有文献报道的通过化学方法或热退火还原氧化石墨烯的

Raman 图谱一致[49,56]。铝片表面氧化铝的形成阻碍了电子与表面吸附氧化石墨烯

的结合，降低了氧化石墨烯的还原程度，因此 GO/Al@Al2O3 复合粉末的 ID/IG数

值介于 GO 与 GO/Al 复合粉末之间。此外，氧化石墨烯吸附于不同铝片表面时

所对应的缺陷种类以及缺陷对 sp
2
C 本征峰的相对强度可通过 XPS 实现定量分析

[56]。图 2-10 b-d 以及表 2-2 所示为所得的不同状态氧化石墨烯 XPS C1s 高分辨拟

合曲线与缺陷定量分析结果。原始氧化石墨烯的含氧官能团 C-O，-C=O，-COO-

以及 sp
3
C 杂化峰与本征 sp

2
C 峰的相对强度分别为 1.850，1.110，0.573 及 0.824。

经铝片吸附后，氧化石墨烯中 C-O，-C=O，-COO-以及 sp
3
C 缺陷相比于 sp

2
C 峰

的强度显著减少，分别为 0.564，0.132，0.121 与 0.310，sp
2
C 键合峰强占总键合

峰强的比例上升至 47.0%。而吸附于 Al@Al2O3 片状粉末的氧化石墨烯中各种缺

陷的还原程度相对较弱，sp
2
C 键合峰强占总键合峰强的比例为 37.9%。因此，综

上通过对氧化石墨烯在不同铝粉状态/吸附介质的吸附速率研究以及吸附后氧化

石墨烯还原状态的 Raman 与 XPS 分析，分别定性、定量证明了氧化石墨烯在铝

片表面的静电力吸附机制，验证了预期实验设想，阐明了通过该机制实现氧化石

墨烯在铝片上均匀、高效分散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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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a) 氧化石墨烯与氧化石墨烯/铝片复合粉末以及氧化石墨烯/表面氧化铝片复合粉末

的 Raman 光谱比较。氧化石墨烯在复合粉末中的质量分数均为 0.6%。(b)、(c)、(d)分别为

氧化石墨烯、氧化石墨烯/表面氧化铝片复合粉末以及氧化石墨烯/铝片复合粉末的 XPS 

光谱。 

Fig. 2-10 Raman spectrum of GO sheets and different composite powders with GO content of 0.6 

wt.%. (b), (c) and (d) are XPS spectra of GO sheets, GO/Al@Al2O3 composite powders, and 

GO/Al composite powders, respectively. 

表 2-2 XPS C1s 高分辨谱分析氧化石墨烯在不同状态时所含缺陷对 sp
2
C 本征峰的相对强度 

Tab. 2-2 Intensity of defect peaks relative to sp
2
C peak in C 1s XPS spectrum for various powders 

样品种类 sp2C sp3C C-O -C=O -COO- 

GO 1 0.824 1.850 1.110 0.573 

GO/Al@Al2O3 1 0.681 0.638 0.191 0.128 

GO/Al 1 0.310 0.564 0.132 0.121 

RGO/Al 1 0.271 0.068 0 0.051 

静电吸附机制使得吸附于铝片表面的氧化石墨烯含量有较好的可控性，可实

现低质量分数至高质量分数(~6%)氧化石墨烯在基体中的均匀分散。图 2-10 为

吸附不同质量分数氧化石墨烯的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表面 SEM 图片。

较高放大倍数 SEM 图片表明，由于氧化石墨烯的大比表面积，当复合粉末中氧

化石墨烯质量分数仅为 0.6%时，铝片表面已基本被氧化石墨烯完全覆盖(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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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当质量分数再次增加时，后续氧化石墨烯依次均匀地堆垛于既有吸附层上(图

2-10 g)。在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为 6%时，铝片表面已完全被一层连续的、约为

十层的氧化石墨烯膜覆盖，复合粉末表面光滑且紧密(图 2-10 h)。上述吸附现象

表明，铝片表明电离产生的 Al
3+并未被所吸附的氧化石墨烯完全屏蔽，其可穿透

/绕过氧化石墨烯吸附层到达复合粉末表面，继而实现后续吸附过程[57,58]。然而

Al
3+的浓度可能随距界面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后续的氧化石墨烯与铝片表面的结

合强度随吸附量提高而减弱，因此对于含有较高质量分数氧化石墨烯的复合粉末，

外层吸附的氧化石墨烯与铝片结合力并不强，在超声处理时后续吸附的氧化石墨

烯会脱落而重新分散于溶液中。 

 

图 2-10 吸附不同质量分数氧化石墨烯的片状复合粉末表面 SEM 图片。(a)(e)，(b)(f)，(c)(g)

和(d)(h)分别对应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 0.3%, 0.6%, 2.0%与 6.0%。 

Fig. 2-10 SEM image of flake GO/Al composite powders with various GO contents: (a) and (e), (b) 

and (f), (c) and (g), (d) and (h) illustrate Al flakes loaded with 0.3, 0.6, 2.0, and 6.0 wt.% of GO 

sheets, respectively. 

2.4.2.2 石墨烯/铝复合粉末的热还原制备与表征  

虽然在静电吸附过程中，经由铝表面电离电子的作用实现了氧化石墨烯的初

步还原，含氧官能团与 sp
3
C 杂化键得到较大程度修复，且本征 sp

2
C 键合峰强占

总键合峰强比例由最初 18.7%上升至 47.0% (表 2-2)。然而仍存在的大量缺陷会

很大程度得影响石墨烯的力学及功能特性[21]。为实现氧化石墨烯的进一步还原，

进而提高增强相的本征力学行为，需要对上节获得的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

末进行热退火，通过 H2 还原气氛下的热处理过程实现含氧官能团的热分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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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3
C 杂化键的修复。图 2-11d 为室温至 600 

o
C 氧化石墨烯的热重曲线，图中表

明氧化石墨烯质量随温度提高而减小，且在 180 
o
C 附近质量迅速减小，表明含

氧官能团的大量分解，在 500 
o
C 时热还原氧化石墨烯的质量减小约 50%。尽管

较高的还原温度(>500 
o
C)可以实现更好的石墨烯还原作用，但高温下氧化石墨

烯/铝片状复合粉末会产生烧结而局部结合，结合处封闭了氧化石墨烯含氧官能

团分解气体的流出以及还原气体的进入，对后期的致密化过程以及氧化石墨烯的

充分还原均不利。因此考虑到上述影响因素，将还原温度设定为未产生粉末烧结

温度的上限(500
 o

C)以达到最佳热还原效果。图 2-11 a 为热还原后氧化石墨烯

(RGO)/Al 片状复合粉末 Raman 图谱。相比于热还原前 ID/IG数值(1.19)，还原后

ID/IG显著减小(0.77)，根据 sp
2
C 区域的平均晶粒尺寸(La)与拉曼光谱 ID/IG以及

激光能量 λ 的如下关系[51]：La (nm) = (2.4×10
-10

)λ
4
(ID/IG)

-1，热还原后石墨烯内 sp
2
C

的平均晶粒尺寸提高 54.5%，显示出很好的还原效果。此外，通过对 RGO/Al 复

合粉末的 XPS C1s 高分辨表征(图 2-11 b)以及缺陷定量分析(表 2-2 最后一行)表

明热还原氧化石墨烯缺陷-C=O 基本完全去除，剩余少量含氧官能团以 C-O，

-COOH 为主，且与 sp
2
C 本征碳峰相对强度分别为 0.068 与 0.051，sp

2
C 键合峰

强与总键合峰强的比例高达 71.9%。通过对热还原氧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

的 Raman 与 XPS 的定量分析表明，吸附过程中铝片的初步还原与后期复合粉末

的热还原相结合实现了氧化石墨烯最终的良好还原。这种对氧化石墨烯的“双步”

还原作用超过了大部分已有的通过单一化学还原或热退火还原的效果报道[59-62]，

显示出静电吸附机制不仅在实现均匀吸附的有效作用，而且在获得高质量还原氧

化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热还原过程后石墨烯仍均

匀紧密地贴合于铝片表面上(图 2-11 c)，且热还原所得石墨烯的横向尺寸与初始

氧化石墨烯相比并无减小。 

综上所述，通过对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的吸附行为研究与机理分析，验证

了通过静电吸附机制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均匀、高效、可控吸附的可能性。

利用定性、定量实验分别验证该吸附机制，并表明了吸附过程中铝片对氧化石墨

烯的初步还原作用。通过结合复合粉末的后续热还原制备与表征，探讨了“双步”

还原作用对高质量石墨烯/铝片状铝粉获得的独特优势。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依托于静电力吸附机制可实现高达 6%质量分数氧化石墨烯在基体中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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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且吸附速率在分钟量级； 

(2)吸附过程中的铝粉还原作用结合后期热还原过程，可实现氧化石墨烯的良好

还原。热还原所得的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中，石墨烯本征 sp
2
C 键合峰强可达

总键合峰强的 71.9%； 

(3)热还原氧化石墨烯在最终复合粉末中均匀分布并紧密贴合与铝片表面，为后

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制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 2-11 热还原石墨烯/铝复合粉末的(a) Raman 光谱，(b) XPS C1s 高分辨光谱以及峰形拟合，

(c) SEM 表面形貌。还原氧化石墨烯质量分数均为 0.3%。(d) 氧化石墨烯热重曲线，在 500 
o
C

时氧化石墨烯质量减小约 50%。 

Fig. 2-11 Raman spectrum (a) and curve fit of C 1s XPS spectrum (b) of RGO/Al composite 

powders. (c) SEM image of 0.3 wt.% RGO/Al composite flake powders. (d) TGA curve of GO, 

which shows that the mass of GO was reduced by 50% at 500 
o
C. 

 

2.4.3 静电吸附机制的普适性研究 

2.4.3.1 单/多壁碳纳米管在微纳米铝片上的均匀分散 

静电作用吸附机制为其他纳米碳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提供了可能。首先

以最简单的水中纳米增强相与金属基体均自发电离的体系为代表。羧基化多壁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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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管通过表面官能团自发电离作用使得其在水溶液中表面带负电,经超声后多

壁碳纳米管水分散液的 Zeta 势数值为-12.6±1.0 mV。因此与氧化石墨烯在铝表面

的吸附行为相似，当多壁碳纳米管水分散液与铝片混合搅拌时，多壁碳纳米管通

过静电吸附作用可以自发、均匀地吸附于铝片表面。图 2-12 b 为 1.0%质量分数

多壁碳纳米管在铝片(层厚~ 200 nm)表面上的吸附形貌，表明碳纳米管的均匀分

散状态，且整个吸附过程可在五分钟内完成，铝片表面几无水解现象发生。 

作为优异的增强相，单壁高纯碳纳米管具有很高的力学性能与良好的导电性，

整体性能与无缺陷石墨烯相似。与多壁碳纳米管相比，在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

影响上单壁碳纳米管存在如下优势:1.本征性能较高。多壁碳纳米管内外碳层通

过 π-π 键连接，较弱的键合作用(~几 MPa)使得在受力时内外壁容易产生相互滑

动而使得内层碳管拔出脱粘[34]，减弱或不利于增强相的承载作用。2.增强体/基

体界面体积分数较高。与具有相同质量分数的多壁碳纳米管(管壁为 n 层)相比，

单壁碳纳米管与基体的界面体积分数为多壁碳纳米管的 n 倍。由于界面对基体形

变行为或位错运动的 Orowan 等阻碍机制有重要影响，所以单壁碳纳米管/金属

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变形机理可能与多壁碳纳米管/金属基复合材料有所差

异或完全不同。3.形貌上单壁碳纳米管较为平直，而多壁碳纳米管相对曲折。弯

曲的碳纳米管不利于增强相的承载作用的充分发挥，并且对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

影响较大。因此，与多壁碳纳米管相比，单壁碳纳米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在力学

性能与基础研究领域可能更具优势。然而，无缺陷单壁碳纳米管在金属基体中很

难均匀分布，在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研究最多的铝、镁基体系中也鲜有报导。已

有在相关领域的少量研究亦未能实现良好的单壁碳纳米管分散效果，依然会发生

较严重团聚现象[63,64]。而静电吸附机制提供了在金属基体中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均

匀分散的可能。通过在超声过程中的阴离子(SDBS)表面改性，单壁碳纳米管单

根、均匀地分散于水溶液中(图 2-12 c)。Zeta 测试表明水溶液中单壁碳纳米管表

面带负电(Zeta 数值为-9.5±1.3 eV)，这种阴离子表面改性提供了单壁碳纳米管通

过静电作用均匀分散于铝片表面的可能。图 2-12 d-f 为具有不同质量分数(0.5%, 

1.0%, 2.0%)单壁碳纳米管吸附后在铝片(层厚 ~200 nm)表面的分布状态。图中

可见该分散机制可实现高达 2.0%质量分数的单壁碳纳米管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

布。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分数碳纳米管吸附后在局部紧密排列而形成择优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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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不同质量分数多壁碳纳米管吸附于铝片表面 SEM 图片：(a) 0%，(b) 1%。(c)图为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 SDBS 改性单壁碳纳米管在超声分散后的 TEM 图片。(d)-(f)对应于吸附不

同质量分数单壁碳纳米管的片状复合粉末表面状态 SEM 图片: (d) 0.5 %，(e) 1.0%，(f) 2.0%。

单壁碳纳米管/铝片状复合粉末与 SBDS 表面改性单壁碳纳米管的拉曼光谱(g)以及 G，2D

峰位置比较(h)。 

Fig. 2-12 SEM image of Al surface adsorbed with MWCNT: (a) bare Al surface, (b) 1.0 wt.% of 

MWCNT. (c) TEM image of individual dispersed SDBS-modified SWCNT after ultrasonication. 

SEM images of Al flakes loaded with various contents of SDBS-modified SWCNT: (d) 0.5 wt.%, 

(e) 1.0 wt.%, (f) 2.0 wt.%. Raman spectrum (g) and peaks shift (h) of SWCNT/Al composite 

powders compared with SDBS-modified pristine SWCNT. 

在铝基体表面形成类似于“晶畴”的有序自组装结构(图 2-12 f 插图)。Raman

光谱表明吸附后单壁碳纳米管 D、G 峰强比(ID/IG)为 0.085，与超声后 SDBS 表

面改性碳纳米管数值(0.084)相比几无变化(图 2-12 g)，表明单壁碳纳米管在分散

过程中并未缺陷引入。值得指出的是，单壁碳纳米管的可分辨 D 峰强度并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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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碳层中存在 sp
3
C 等晶格缺陷，碳纳米管一维方向上的有限长度本身即为一种

缺陷而产生 D 峰激发。此外，如图 2-12 h 所示，单壁碳纳米管在铝片表面吸附

后与吸附前相比，G 峰与 2D 峰分别存在平均为 2 cm
-1 与 9 cm

-1 的蓝移与红移，

此种峰位偏移对应于单壁碳纳米管存在电子掺杂现象[65]，这与前部分内容的氧

化石墨烯吸附过程中吸收铝片电离电子而发生还原作用相一致。 

2.4.3.2 单壁碳纳米管在其他金属基体(镁，钛，铁，铜)中的均匀分散 

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对于其他具有

正 Zeta 势的金属同样成立。常见结构金属如镁，钛，铁经球磨后获得的金属片

状粉末的Zeta势经测试分别为 35.3±1.4 mV，19.8±1.0 mV和 14.3±2.1 mV (图2-13 

a)。相应地，单壁碳纳米管分散液与这类片状金属在水溶液介质下搅拌混合后，

会实现在金属粉末表面的均匀吸附。图 2-13 b-d 分别为 1.0%单壁碳纳米管吸附

于不同片状粉末基体上(镁，钛，铁)的 SEM 图片，图中可见碳纳米管单根分散

并均匀吸附于相应基体表面上。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金属镁具有较大的负还原势

(-2.37 eV, Mg = Mg
2+

 + 2e
-)因而在水溶液中很容易迅速电离而大量水解，而且镁

的强还原性使得生成的含氧化合物很难通过后期处理还原为镁单质，因此若在吸

附过程中对吸附时间与介质不精细调控，在最终单壁碳纳米管/镁基复合材料中

会引入较多杂质相。因此为避免吸附过程中片状镁粉的过度水解，吸附介质选择

为水/乙醇混合溶液且水的体积分数设定为 60%，由于吸附过程很快(<2 min)加

之乙醇对镁电离的抑制作用，所获得的单壁碳纳米管/镁片状复合粉末的表面无

明显水解现象(图 2-13 b)。与具有负还原势数值而能够在水溶液中自发电离的金

属不同,铜具有正还原势(+0.337 eV)而无法自发电离，阻碍了通过上述吸附机制

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在其基体中均匀分散的可能。然而与通过阴离子表面改性实现

单壁碳纳米管的水中电离相似，阳离子表面活性剂(DTAB)对铜片状粉末的表面

改性使改性铜粉的 Zeta 势数值提高为+48.8±2.6 mV(图 2-13 a,Cum表示),使得单

壁碳纳米管在铜片表面的静电吸附行为重新可行。图 2-13 e 为 1.0%质量分数单

壁碳纳米管吸附于改性铜粉的表面状态 SEM 图片，可见碳纳米管均匀分散于

DTAB 改性铜粉表面上。与此相比，如图 2-13 f 所示，未经改性铜粉表面经过与

单壁碳纳米管水分散液的长时间混合搅拌(30 min)仍未见明显碳纳米管表面吸

附行为，阐明了阳离子表面改性在实现单壁碳纳米管在铜基体中均匀分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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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图 2-13 (a) 不同金属基体粉末对应的 Zeta 势。Cum表示经阳离子活性剂 DTAB 改性的铜片

状粉末。(b)-(e)分别为 SDBS 改性单壁碳纳米管在不同金属基体粉末镁，钛，铁，铜上的吸

附表面状态 SEM 图片。所有复合粉末中单壁碳纳米管的质量分数均为 1.0%。插入图为不同

金属基体复合粉末照片。在(e)图中的铜片表面的纳米状凸起为 DTAB 改性剂，在热处理后

可以完全消除。(f) 未经表面改性的铜片与 SDBS 改性单壁碳纳米管搅拌混合 30 min 的铜片

表面 SEM 图片。 

Fig. 2-13 (a) Zeta potential of various metal flakes. Cum indicates DTAB-modified Cu flakes. 

(b)-(e) are the SEM images of SDBS-modified SWCNT adsorbed composite powders with metal 

matrix of Mg, Ti, Fe and Cu, respectively. All flakes are loaded with SWCNT contents of 1.0 wt.%. 

The insets are the optical images of composite flakes. The surface protuberances of modified Cu 

flakes in (e) are DTAB nanoparticles, which can be removed after thermal decomposition. (f) is 

the SEM image of Cu flake mixed with SDBS-modified SWCNT suspensions for 30 min, which 

shows that no SWCNT was adsorbed on its surface. 

2.4.3.3 纳米碳混杂结构在铝片上的均匀分散 

静电吸附机制同样适应于具有复杂增强相如碳纳米管/石墨烯混杂增强相结

构的纳米碳/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当单壁碳纳米管与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搅拌

混合时，两者之间存在的 π-π 键合吸引力高于纳米碳间静电排斥作用力而使碳纳

米管与石墨烯相互吸引，形成具有双向互联结构的混杂增强相，图 2-14 a 为单壁

碳纳米管与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共搅拌 30 min 后的混杂增强相 SEM 图片。图中

看出，单壁碳纳米管与氧化石墨烯相互连接、覆盖，形成连续薄膜状结构。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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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增强相依然具有负的 Zeta 势(-13.1±0.6 eV)，混杂相不仅可以在水溶液

中均匀稳定分散，而且能够均匀吸附于具有正电荷的金属片状粉末表面。图 2-14 

b 是质量分数为 1.0%的混杂增强相(单壁碳纳米管与氧化石墨烯质量比 2:1)通过

静电作用在铝片(片厚~200 nm)表面上的均匀吸附的 SEM 图片。通过对所得复

合粉末在 H2 还原气氛下的热退火处理，可以实现氧化石墨烯的充分还原，获得

具有双相互联增强相结构的单壁碳纳米管-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图 2-14 c)。

这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增强相在受力过程中会实现载荷的大范围传递，显示出不同

于单一增强相性能的协同增强效果[46]。 

 

图 2-14 (a) 单壁碳纳米管与氧化石墨烯的混杂结构；(b) 单壁碳纳米管-氧化石墨烯混杂相

通过静电吸附作用在铝片表面上的分散状态的 SEM 图片；(c) 复合粉末经热还原后的 SEM

表面状态，显示出单壁碳纳米管-石墨烯增强相依然在铝片表面的均匀分布状态。 

Fig. 2-14 (a) SEM image of the SWCNT-GO hybrid structure. (b),(c) are SEM images of 

SWCNT-GO hybrid/Al flake powders after the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and SWCNT-graphene/Al 

flake powders after thermal reduction at 500 
o
C. The carbon concentration was 1.0 wt.% and the 

mass ration between SWCNT and GO is 2. 

综上所述，通过对不同纳米碳在各种常见金属基体中的分散研究，阐明了静

电吸附机制对于纳米碳在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的普适性。对非自发电离纳米碳或

金属基体，通过阴离子或阳离子表面改性使得原本不具有静电吸附能力的纳米碳

或金属基体具有电离能力而实现静电吸附作用。利用静电机制实现单壁碳纳米管

在金属中的均匀、无损分散是在金属中分散单壁碳纳米管的首次成功尝试，对高

性能的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以及单壁碳纳米管对金属基体形变机制的影响等

基础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自然结构材料的增

强相(硬相)通常精细而复杂，优化增强相结构以充分发挥其性能成为复合材料领

域近年来的发展热点与重点之一。静电吸附机制良好的吸附可控性与通用性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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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具有复杂增强相构型的金属基复合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验以碳纳米管与

石墨烯为代表，依托于静电吸附作用实现了具有双相互联网状结构的单壁碳纳米

管-石墨烯混杂增强相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散，为制备具有协同增强作用的先进

铝基复合材料的获得奠定了坚实基础。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1)依托于静电吸附机制，首次实现了较高质量分数(2%)无缺陷单壁碳纳米管在

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 

(2)通过阳离子/阴离子活性剂表面改性，单壁碳纳米管可均匀分散于常见金属

(铝、镁、钛、铁、铜)中，显示出静电吸附分散方法的良好普适性； 

(3)具有特殊结构的复杂增强相(碳纳米管-石墨烯双相互联结构)亦可通过静电吸

附作用实现在金属基体中的均匀分散，为具有特殊增强相结构的高性能复合材料

的制备提供了可能。 

 

2.5 本章小结 

本章旨在利用静电吸附机制实现石墨烯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散。首先通过超

声法制备单层、稳定分散的氧化石墨烯水分散液，利用 AFM，TEM 对超声氧化

石墨烯的形貌、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其次通过调控球磨时间可以实现不同层厚

(100 nm 至微米级)铝片制备并采用 XRD 织构分析表征铝片内部织构演变规律。

并从基础研究与工艺优化的角度选择~200 nm 层厚铝片作为制备仿生构型石墨

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主要基体原料。利用 AFM, TEM, SEM 等手段实现铝片

从微观尺度至宏观尺度的表征。随后通过对氧化石墨烯在不同铝粉表面状态及吸

附介质的吸附速率研究，结合对吸附后氧化石墨烯还原状态的 Raman 与 XPS 分

析，分别定性、定量证明了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的静电力吸附机制，并阐明了

通过该机制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上自发、均匀、高效分散的可行性。吸附过程

中铝片对氧化石墨烯的初步还原作用，结合后续的复合粉末的热还原过程，实现

了具有高质量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制备，为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

料块体制备以及强韧化力学性能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通过对不同纳米碳在

各种常见金属基体中的分散研究，阐明了静电吸附机制对于纳米碳在金属基体中

均匀分散的普适性，包括探索高纯单壁碳纳米管在常见金属基体中均匀分散的可

行性以及通过静电吸附作用实现了具有双向互联网状结构的单壁碳纳米管-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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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混杂增强相在铝基体中的均匀分散，为制备具有协同增强作用的先进铝基复合

材料的研究创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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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制备与组织演变 

 

3.1 引言 

金属的韧性断裂是由裂纹(孔洞)的萌生，扩展与连接过程组成[1,2]。裂纹的

萌生与扩展是断裂力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断裂韧性(KⅠC)与裂纹扩展阻力(R

曲线)的测定可以定量表征材料对裂纹形成与裂纹扩展的阻碍能力，分别称之为

材料的本征韧化(intrinsic toughening)与外在韧化(extrinsic toughening)[3-5]。材料

的断裂强度(σf)与样品的致密度密切相关，按照格里菲斯(Griffith)断裂理论，材

料对既有裂纹开始扩展的容忍度与裂纹大小相关(σf∝a
-1/2，其中 σf 为断裂强度，

a 为裂纹尺寸)[6]。因此材料中存在的既有裂纹会降低断裂强度，在形变过程中造

成材料过早断裂(pre-mature failure)而降低拉伸塑性。材料的强度(抗拉强度)是

材料的本征强度(无孔洞与裂纹时)与断裂强度的竞争。 

理论的拉伸曲线由弹性段、屈服、加工硬化、颈缩与断裂四个形变阶段组成。

根据拉伸形变过程中产生颈缩现象的 Hart 判断准则[7,8]，当拉伸应变为 εu 时满足

上述准则而产生颈缩，此时材料达到最大拉伸强度 σm(抗拉强度)。然而，完全

致密化(100%致密度)是样品的理想状态，样品的断裂强度由既有缺陷的尺寸决

定(σf∝a
-1/2，a 为裂纹或孔洞尺寸)[6]。当 σm<σf 时，拉伸形变过程由材料的本征

行为决定，对既有缺陷有很好的容忍性。但当 σm>σf 时，材料的抗拉强度等于断

裂强度，失效过程由既有缺陷主导，因而容易形成预先断裂。因此，高致密化样

品是体现材料本征性能，提高拉伸塑性的重要因素与基本要求。 

金属的强化是金属方向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晶粒细化是金属强化的重要、

普适手段，屈服强度(σ0.2%)与晶粒尺寸的关系可用普遍接受的霍尔-佩奇

(Hall-Petch)关系表示[8-13]。研究表明这种屈服强度与晶粒尺寸(d
-1/2)的线性关系

在纳米晶尺度的范围(<100 nm)依然成立(d<30 nm 的范围内可能不适用，但仍有

争议）[8]。超细晶(100 nm <d< 1μm)与纳米晶金属由于具有很高的屈服强度

[14-17](比粗晶金属高一个数量级)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

但受限于制备工艺，所得到的具有超细晶/纳米晶尺度的块体金属的致密度较低。

分布的微米/纳米孔洞在形变过程中产生的局部应力集中随外力的增大而逐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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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当应力值为小于材料本征抗拉强度的某一点时，缺陷处的应力集中会引起既

有裂纹(孔洞)的扩展而使样品断裂失效[18]。因此早期超细晶/纳米晶金属材料拉

伸性能的特点为较高的强度，很低的塑性(<5%)。通过对缺陷不敏感的表征手段，

例如硬度测量与压缩实验已经对超细晶/纳米晶金属体系的变形机制、强化机理、

强度极限等行为进行了部分研究，然而受限于材料低拉伸塑性，对超细晶/纳米

晶金属的本征塑性、失效机制、位错动力学、强韧化机制探索等方面的研究仍很

有局限性，限制了超细晶/纳米晶金属体系的基础研究与工业化应用潜力。以等

通道弯角挤压 (Equal-Channel Angular Pressing ， ECAP)[19-21] 、高压扭转

(High-pressure Torsion, HPT)[22-24] 、累积叠轧 (Accumulative Roll-Bonding, 

ARB)[25-27]与多向锻造(Multi-Directional Forging)[28-30]等大塑性变形工艺为代表

的新致密化方法为制备高致密化超细晶/纳米晶金属体块提供了可行性，同时以

物理气相沉积(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31-33]、电脉冲沉积(Pulsed 

Electro-Deposition)[34-36], 表 面 机 械 研 磨处理 (Surface Mechanical Attrition 

Treatment，SMAT)[37-39]等为代表的制备方法提供了制备高致密化纳米晶金属薄

膜的可能。依托于新型的制备工艺，对超细晶/纳米晶金属的形变机理演化、本

征塑性及影响因素、强韧化手段探索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9,40-42]，

开辟了超细晶/纳米晶金属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的广阔空间并引领了一直持续至

今的金属强韧化的发展方向。超细晶/纳米晶金属体系的发展对制备方法的依赖

阐明了高致密化是获得高强高韧金属的基本要求，启示致密化是仿生叠层石墨烯

/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制备关键。 

仿生层状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与传统超细晶/纳米晶金属的显著不同是

在晶界处插入石墨烯层，由原来的晶界/晶界界面结构转化为复合材料的金属/

石墨烯/金属相界面。与超细晶/纳米晶金属相比，仿生层状石墨烯/金属基复合

材料的致密化更为困难。其主要原因是：1.复合粉末的致密化需要通过热扩散与

机械结合两种途径[43]。研究表明，二维石墨烯对原子在石墨烯层间扩散穿越有

很强的阻碍作用[44]。复合材料中位于界面处的石墨烯降低了铝原子通过热扩散

实现复合粉末间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使得石墨烯/金属纳米片相比于超细晶/纳米

晶颗粒经由原子热扩散方式实现致密化的方式更加困难，因此仅可或大部分依赖

于复合粉末的机械结合。2.等通道弯角挤压或高压扭转等大塑性变形方法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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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品施加的大剪切变形实现样品的最终致密化。然而，石墨烯的力学性能对自

身缺陷(类型，浓度)非常敏感[45]，致密化过程中产生的大塑性形变会引起石墨

烯本征缺陷的增加或石墨烯在加工过程中发生断裂破碎。根据增强相承载机制的

剪滞模型(shear-lag model)[46,47],应力由基体通过相界面传载至增强相且增强相

所受应力的最大值在增强相的中间位置(σm=τa*L/d，其中 τa 为施加剪切应力。L，

d 分别为增强相长度与宽度)。由于石墨烯具有很大的长宽比(约为 10
2 至 10

3 量

级)，故在致密化过程中的大剪切力容易对石墨烯产生破坏，因而降低石墨烯本

征力学性能与增强效果。3.金属/石墨烯/金属相界面在形变或热加工过程中可能

存在界面反应，形成不利于复合材料界面性能与整体性能的脆性陶瓷相[48,49]。研

究表明铝和碳纳米管或石墨烯在高能球磨或高温烧结时可能产生界面反应而生

成 Al4C3(4Al+3C=Al4C3)
[48]，界面反应不仅消耗了纳米碳增强相含量，而且界面

处产生的脆性相在材料受力时可能由于应力集中而预先断裂形成早期界面裂纹，

因而恶化复合材料整体性能。尽管部分研究表明少量(适量)的界面反应可能提高

界面强度，有益于充分发挥增强相承载作用。然而界面脆性相对纳米碳与基体的

连接作用对整体力学性能的正贡献与界面脆性相受力时预先断裂对力学性能的

负影响共同存在，可能的精细界面反应调控成为影响复合材料整体性能的重要因

素，而这提高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难度。4.石墨烯/金属片

状复合粉末在致密化过程后需要保持层状结构(复合材料的层状组织是实现强韧

化性能的关键，详见第四章：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强韧化机

理分析)，这种严格的构型要求限制了很多致密化工艺，如常规挤压、等通道弯

角挤压、多向锻造等工艺的采用，使得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的选择谨慎而局限。

综上，与超细晶/纳米晶金属相比，层状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致密化过程对

热加工温度与形变方式的要求更加精细与苛刻，合适的制备流程与工艺是仿生层

状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发展的基础与关键。此外，复合材料界面是应力

由基体传递至增强相的中介，良好的界面结合力是充分发挥增强相承载作用的重

要因素。仿生层状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由于具有较多的基体/增强体相界面，

因此石墨烯/基体的界面结合方式、界面强度对复合材料整体力学性能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与超细晶/纳米晶的同质晶界(稳定晶界或亚稳晶界)具有较高的

晶界强度显著不同。由此，仿生层状构型石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界面强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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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制备工艺又提出了新挑战。 

为完善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技术路线，本章在制备石墨

烯/金属复合粉末的基础上利用扩散与变形的共同作用实现复合材料的致密化。

利用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工艺手段实现具有高致密化、层状构型石

墨烯/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探讨制备工艺难点与关键点，表征复合材料

微观组织、结构与力学性能，并阐明制备工艺在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通用性、可控性方面的独特优势。 

 

3.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致密化 

3.2.1 致密化工艺 

 

图 3-1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致密化步骤 

Fig. 3-1 The fabrication processes of biomimetic graphene/Al composites 

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致密化过程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图 3-1)： 

(1)冷压：冷压步骤目的是使片状复合模块在单轴应力状态下定向排列，得到有

序的初期层状复合材料块体。将 100 g 片状石墨烯/铝粉末放入 H13 钢制成的模

具中，冷压压力为 500 MPa，保压时间为 5 min。冷压后得到 Φ 40 mm×30 mm 的

圆柱状复合材料块体，坯料高度约为 36 mm。冷压复合材料块体致密化较低，需

要后期进一步致密化过程。 

(2)真空热压：真空热压步骤目的是在扩散与形变的共同作用下提高复合材料块

体致密度。在电阻炉中进行真空热压，热压后得到较为致密的直径为 40 mm 的

复合材料圆柱体。热压温度 500 
o
C，且保压时间为 1 h。热压真空环境真空极限

为 0.01 Pa，热压后复合材料块体高度约为 25 mm。 

(3)热锻造：热锻造步骤目的是依靠锻锤冲击力提高复合界面强度。将热压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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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于马弗炉中(温度 500 
o
C)预加热 5 min 后进行一次单轴锻造变形。反复进行

加热-锻造过程使得最终复合块体厚度为热压后块体厚度的 80% (约为 20 mm)。

在单轴锻造过程中保持锻造方向与圆柱复合块体的轴向方向一致。 

(4)热轧制：热轧制步骤目的是实现复合材料最终致密化以及优化复合界面强度。

将热锻后得到的扁圆柱状复合材料块体放置于350 
o
C马弗炉中预加热5 min后进

行一次轧制变形,每次轧制形变量控制在 5%，重复加热-轧制过程使得最终复合

材料块体厚度减小量为 50%。注意在轧制过程中保持轧制方向一致性。轧制后的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为厚度约 10 mm 的拉长薄片。在轧制后所得样品中利用

线切割(EDM)切割所需拉伸样品，使得拉伸样品的拉伸方向与轧制方向相同。 

3.2.2 组织演变 

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难点在于在保持复合材料层状构

型的同时实现复合材料块体的高致密化。通过具有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

制的致密化工艺，力图依托致密化工艺施加应力的单向性保持复合材料层状构型，

结合界面铝基体热扩散与形变过程实现具有高致密度、高界面强度、微纳米尺度

层状构型与石墨烯定向分布的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块体制备。图 3-2 为对应

于不同致密化步骤 1.冷压；2.热压；3.热锻造；4.热轧制的微观组织变化及对

应的致密度、铝基体层厚、石墨烯缺陷的演变趋势。图 3-1 a 为复合材料在不同

致密化过程阶段的纵截面抛光样品的光学显微镜(optical microscope,OM)照片，

图中较明显显示出随着致密化步骤的进行，复合材料块体的致密度逐步提高。具

体表现为复合材料的内部孔洞尤其是具有微米尺度的孔洞随后续致密化过程逐

步减小乃至消失。在致密化工艺中热压过程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

致密化提高较为显著，冷压状态的致密度 82.3%经由热压后提升至 96.3%。其原

因在于在高温(500 
o
C,0.83 Tm)、高压缩应力(600 MPa)以及真空环境(0.01 Pa)的

共同作用下铝基体有很好的可变形性，有利于复合材料中微孔洞闭合。热轧制(形

变量~50%)后复合材料的致密度为 100%，样品纵截面 OM 图片未发现任何孔洞。

图 3-2 b 为复合材料在不同致密化过程阶段的纵截面抛光样品的 SEM 图片。经

OPS 及离子抛光后的复合材料样品表面在 SEM 背散射模式下可以实现良好的形

貌(尤其是层状结构)观察。与 OM 图片反映的致密化趋势一致，图 3-2 b 表明在

致密化过程中复合材料界面结合逐步优化，由冷压过程后的松散界面状态转化为

热轧制步骤后的良好界面结合，并且界面处的微孔数目与尺寸亦明显减小。另外

通过分析 SEM 下的层状结构形貌，可以研究随致密化工艺的铝基体层厚演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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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经统计，铝基体层厚由冷压后的平均 273 nm 减小至热轧制后的 202 nm。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热轧制过程的块体形变为 50%，但是层厚仅减小约 14%(由热

锻造后的 235 nm 减小至 202 nm)。其可能的原因为：1.在热轧制过程中由于石

墨烯的弱层间作用力造成基体层片间滑移，轧制过程中未对铝基体施加有效形变。

然而后续实验表征表明所制备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强度很高，界

面在基体宏观变形前未发生剪切失效(详见 4.2.3-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

料界面强度表征)，高界面强度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轧制过程中通过界面滑移实现

形变的可能性。2.由于复合粉末的层厚在一定范围内分布，轧制过程中形变优先

在较厚的铝基体层厚中进行。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说，层状结构平均层厚在轧制后

的形变应小于 50%，而层厚分布均匀度在形变后应得到提高。上述推论均与实验

统计结果相一致。此外，图 3-2 b 显示对于致密化后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沿每层厚度方向仅存在单一铝晶粒，而沿轧制方向(层状方向)铝晶粒拉长，

整体铝晶粒呈现拉长晶形貌。图 3-2 c 为复合材料在不同致密化过程阶段样品纵

截面的 TEM 图片，表明了致密化过程中的微观组织及晶粒大小演变。图中显示

与冷压态复合材料组织比较，热压后复合材料中铝基体位错密度显著减小，晶界

更为清晰而易观察。然而热压后石墨烯/铝基体相界面模糊而发散，可能原因是

依然松散的界面结合使得在样品制备或转移中界面发生松动，在 TEM 观察中界

面不完整而发散。热锻造及热轧制后的 TEM 图片显示出清晰可辨的复合材料界

面，表明形变后良好的界面结合。经 TEM 统计的不同致密化过程中层厚数值与

变化趋势与 SEM 背散射模式下统计结果(图 3-2 b)较为一致,铝基体的拉长晶形

貌与沿层厚方向的单晶特点在 TEM 图片中亦得到较好证明。 

石墨烯对所含缺陷含量、种类等很为敏感[45]，致密化工艺中施加的正应力或剪

切应力可能会造成石墨烯缺陷的增加而减弱石墨烯本征性能。为探讨形变过程中

的石墨烯质量演变，对不同致密化步骤中复合材料块体进行 Raman 光谱分析(图

3-2 d)。实验结果表明石墨烯的 D 峰与 G 峰峰强比 ID/IG在致密化过程中基本未

发生改变(热轧制后为 0.81，冷压态为 0.80)，表明了形变过程中石墨烯的完整性

得以较好保持，反映出还原石墨烯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综上，通过对石墨烯铝

基复合材料致密化过程各工艺后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表征及结构分析，探讨了致

密化过程中的致密度、铝基体层厚、铝晶粒形貌及尺寸、石墨烯质量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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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点，证明了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工艺流程在制备高致密

化、高界面强度、仿生层状结构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工艺可行性。 

 

图 3-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致密化过程中的组织演变，复合材料中石墨烯体积分数

为 1.5%。(a)光学显微镜图片以及致密度统计，致密度数值由排水法测量; (b) SEM 背散射

模式图片以及叠层平均层厚随致密化过程统计结果；(c)不同致密化过程对应 TEM 图片以及

叠层平均层厚统计结果；(d) 形变过程中石墨烯 Raman 光谱演变以及缺陷(ID/IG)在致密化过

程中的数值统计。 

Fig. 3-2 The microstructure evolvements during the densification of RGO/Al composite powders. 

(a) Optical images and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bulk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densification stages. (b) 

SEM images and statistical calculated Al layer thickness of bulk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densification stages. (c) TEM images and statistically calculated Al layer thickness of bulk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densification stages, which result was similar with the values analyzed by 

SEM images. (d) The Raman spectrum evolvement of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densification 

processes, showing the nearly unchanged ID/IG value during fabrication, suggesting the little 

influence of the fabrication processes on the RGO quality. 

热挤压是粉末冶金工艺中实现致密化的有效手段，通过挤压过程的的金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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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剧烈流变及高应变数值达到复合材料的最终致密化。本博士课题亦研究了通过

热挤压过程实现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制备的可能性，旨在使复合材料的

热锻造与热轧制的两步致密化工艺缩减为可能的热挤压的一步致密化过程。热挤

压温度为 440 
o
C 且挤压比为 25:1。然而 TEM 组织分析表明，经过挤压致密化后

的复合材料微观层状组织不再得以保持(图 3-3 a)，形变过程中的剧烈流变使得

增强相断裂为长度为 100 nm-200 nm 的纳米片而分散于铝基体中(3-3 a 黑色尖头

所示）。铝晶粒呈现动态再结晶形貌，晶粒尺寸与形状与热压态相比发生明显晶

粒长大与等轴化(图 3-3 a 白色箭头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片层增强相在挤

压过程中破碎而分散于基体中，但是增强体仍位于铝晶粒晶界处而非晶粒内部。

图 3-3 b 为破碎增强相/基体界面的高分辨 TEM 图片，相同电子束入射方向上左 

 

图 3-3 热压后挤压致密化过程对应的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a) TEM 图片显示出非

有序层状结构且存在晶粒再结晶过程。(b) 局部界面高分辨图片(HRTEM)。 

Fig. 3-3 The microstructure of RGO/Al composites densified by hot extrusion. (a) TEM image 

shows that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as-fabricated composites was nearly isotropic and locally 

there were some grain growth as shown by white arrows, suggesting 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during hot extrusion. Without the laminated RGO/Al interface as a reference,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graphene in the as-fabricated composites. (b) HRTEM of the interface structure between RGO 

and Al matrix, showing almost the same microstructure with the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fabricated by hot-rolling. 

侧基体较清晰晶格相与右侧基体非明显晶格相表明增强相的铝基体晶界分布，这

种现象暗示增强相与铝基体间的较弱润湿性。铝晶粒尺寸的增大、增强相片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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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径比减小以及石墨烯的非定向分布均不利于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提升，使得经

挤压致密化制备的非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与仿生构型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相比抗拉强度、拉伸塑性均有所降低(详见 4.2.2-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拉伸性能、图 4-2 c 及相应文中分析)，表明了致密化工艺的选择对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以及力学性能的重要影响。 

3.2.3 界面稳定性研究 

铝作为活泼金属易与纳米碳产生反应而生成具有陶瓷特性的 Al4C3 脆性相。

石墨烯与铝基体间的界面反应不仅消耗了石墨烯含量，减弱了石墨烯的增强效果

与优势，而且生成的脆性陶瓷相在变形加工或力学性能表征时容易产生应力集中

而预先断裂，使得复合材料整体的力学性能可能由断裂强度所决定，进而使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呈现出强度较低、塑性较差的力学性能趋势[48]。此外，Al4C3 在

潮湿空气中会发生水解现象(Al4C3+H2O=Al2O3+CH4↑)使得复合材料经长时间放

置或服役后整体松散破碎，力学稳定性较差。为避免石墨烯/铝界面反应同时探

讨温度与界面反应程度的定量关系，本小节研究经不同热处理温度处理的致密化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探究仿生结构以及界面反应程度与热处

理温度的相互关联。仿生构型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研究不仅可以为前期致密化工

艺流程提供温度优化值及上限设定，而且可以为后续可能的仿生复合材料界面-

性能关系探索、高温力学性能(如蠕变)及形变机理等基础问题研究提供工艺参考。 

此外，除上述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热稳定性研究，致密化

过程中复合界面的形貌演变(形变稳定性)对复合材料仿生构型的形成与复合材

料整体力学性能均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铝的强表面活性使得石墨烯/铝片

状复合粉末或铝基体片状粉末在致密化过程中在铝粉表面不可避免地生成一层

致密氧化铝膜[50,51]，使得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本质上为铝/铝表面自发形成氧化

铝的复合材料。探究致密化过程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与未石墨烯

增强铝基体中氧化铝/铝界面的形变稳定性差异，对阐明仿生构型复合界面性能

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为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机制研

究奠定了基础。 

3.2.3.1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反应研究 

首先通过对致密化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不同热退火温度下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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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组织表征与分析定性地研究界面反应程度。图 3-4 a 为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经

540 
o
C 热退火 2 h 后的纵截面 TEM 微观组织，图中表明仿生层状构型在热处理

后仍然得到完整保留。更大倍数图片显示热处理后复合材料界面连续而稳定，无

明显断裂现象发生(图 3-4 b)。事实上，经 540 
o
C 热退火 12 h 后的复合材料微观

组织与未退火前相比亦未发生明显改变，显示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

高达 0.87 Tm 下微观组织的强热稳定性，这与金属通常的再结晶温度~ 0.3 Tm 显著

不同。其中可能的原因为: 1.复合材料中增强相/铝基体界面体积分数较高且界面

为连续层状分布，在热退火时稳定连续的增强相减弱了高温条件下的铝原子扩散

过程。2.增强相分布于铝晶粒晶界处，增强相与铝基体较弱的润湿性使得铝晶粒

长大伴随的增强相进入铝晶内的过程需要克服更多的表面能，因此晶界处的增强

体对铝晶粒长大有“拖拽”效应[52]，阻止了热退火过程中的铝晶粒长大。值得

注意的是，热退火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仍剩余数量可观的位错(如图

3-4 b 白色箭头所示)且位错沿层厚度方向钉扎于基体/复合材料界面处。这种残

余位错组态可能原因是: 1.层状增强相的力学性能及化学特性与铝基体存在差异，

界面通过间接或直接作用降低位错在界面处的位错能，实现对位错的钉扎效果。

2.铝粉球磨过程中可能引入的 Fe, Mn 等杂质元素在后续热加工或热处理时固溶

或团聚于铝晶界/片层表面，复合材料中铝晶界大部分被石墨烯/铝相界面替代，

因此固溶/团聚于界面处的杂质原子对可动位错有较强钉扎作用，阻碍了热处理

过程中位错的回复过程。 

图 3-4 c 为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经 560 
o
C 热退火 2 h 后的纵截面 TEM 微观组

织，仿生层状构型在热退火后仍整体上保留，然而与 540 
o
C 热退火复合材料微

观组织相比有以下不同: 1.增强相/铝层状界面存在破碎现象而在微米尺度上不

再连续，铝晶粒存在局部晶粒长大现象(如 3-4 c 图中白色箭头所示)；2.更大倍

数 TEM 图片表明基体中存在长度为几百纳米至微米尺度、直径为 2-5 nm 的条状

纳米相(图 3-4 d)。所形成的新物相在尺度与形貌上均与文献报道中铝与碳纳米

管的反应产物 Al4C3 相似，进一步的对生成相的高分辨 TEM 分析(图 3-4 d 插图)

表明该物质即为石墨烯与铝基体的反应产物 Al4C3，说明在 560 
o
C 热退火后复合

材料中存在较明显的界面反应现象。已有研究表明无缺陷纳米碳(碳纳米管)与铝

基体的界面热稳定性很高并且铝/碳纳米管界面反应最先于缺陷位置，如碳纳米



第三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制备与组织演变 

77 
 

管两端位置或表面缺陷处发生。虽然经两部还原后仿生构型复合材料石墨烯的质

量较高(图 2-11 b 中 XPS 缺陷定量分析)，但石墨烯层内仍含有的较多 sp
3 缺陷为

界面反应提供了可能位置，使得界面反应在相对较低温度下发生。值得注意的是，

铝粉表面自然生成的无定形氧化铝在热退火过程中存在晶化可能，由于晶态氧化

铝与 Al4C3 在晶体结构与晶格参数的相似性可能对 Al4C3 生成相的判断产生干扰

[51]。然而通过对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无定形氧化铝晶化条件的详细研究表明,

本实验体系铝粉表面自发生成的氧化铝在 630 
o
C热退火2 h后才有比较显著的晶

化现象，排除了 560 
o
C 热退火条件下条状晶态纳米相为氧化铝的可能。 

图 3-4 e 为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经 600 
o
C 热退火 2 h 后的纵截面 TEM 微观组

织,图中表明热退火后的复合材料微观组织有如下特点: 1.既有层状微观组织在

热处理后已完全不存在；2.铝晶粒尺寸明显长大;3.Al4C3 反应物厚度/直径有所

增加，达到几十纳米尺度。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特点阐明在 600 
o
C 热退火条件

下石墨烯与铝基体存在较大程度反应。XRD 衍射图像表明复合材料经 600 
o
C 热

退火后 2 θ 位于 31.7
o与 32.2

o存在较为明显衍射峰，均对应于 Al4C3 相。然而受

限于 XRD 物相探测分辨率，经 560 
o
C 热退火后的复合材料 XRD 衍射图像中并

未检测到 Al4C3 衍射峰存在，表明通过 XRD 衍射方法研究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

面反应的不精确性与局限性。 

上述通过微观组织的 TEM 表征定性表明了不同热退火温度的界面反应程度，

为定量测量不同温度下石墨烯的反应比例，采用“基体溶解法”实现对热处理后

复合材料中未反应石墨烯的提取。当一定质量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放置于热氢氧

化钠溶液中时，铝基体完全溶解于溶液中(2Al+2NaOH=2NaAlO2+H2↑)使得石墨

烯在溶液中团聚析出(图 3-4 最下部插图)，小心收集团聚石墨烯并清洗、干燥、

称量，最终得到石墨烯在热处理后的反应比例。经计算，在 540 
o
C, 560 

o
C, 600 

o
C 热退火 2 h 后的石墨烯反应比例分别为 0%，34%与 100%。“基体溶解法”对

石墨烯反应程度的定量测量结果与上述利用微观组织分析界面反应程度结论一

致，表明该方法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反应定量研究的可信性。事

实上，上述对复合材料界面反应研究中热处理温度(540 
o
C，560 

o
C 以及 600 

o
C)

的确定是首先对 400 
o
C 至 600 

o
C 每隔 20 

o
C 复合材料热退火后进行基体溶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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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界面反应研究。不同退火温度(a)(b)-540
o
C, 

(c)(d)-560
o
C 以及(e)(f)-600

o
C 2 h 后的 TEM 图片，呈现出不同的微观组织及组成成分。每栏

底部为不同温度退火复合材料的 XRD 图谱(2 θ 范围 31
o
-34

o)以及 10.0 g 退火复合材料块体

在试管内溶解于 200 ml 热氢氧化钠(1 mol/L)后的照片，提取溶液中剩余的碳以定量计算不

同热处理温度下的石墨烯反应比例。 

Fig. 3-4 The interface reaction investigation for the as-fabricated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The composites were anneal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for 2 h: (a)(b)-540
o
C, (c)(d)-560

o
C and 

(e)(f)-600
o
C, showing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 and components. The XRD spectrum of the 

annealed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is shown at the end of each column. Also shown is 

the optical image of dissolved annealed composites (10.0 g) in hot NaOH solution (200 ml, 

1mol/L) and the residual carbon was collected, washed and dried to calculate the reaction degree 

of RGO at each annealing temperature. 

象的预先筛选的结果，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缩小界面反应温度研究区间，使得微观

结构的 TEM 分析更具针对性。综上，利用 TEM 组织表征及“基体溶解法”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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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温度下热退火处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程度分别进行了定

性、定量研究，确定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稳定在 540 
o
C 至

560 
o
C 之间。界面反应温度的确定不仅指导了仿生复合材料块体致密化过程的温

度选择，而且为后续可能的复合材料高温性能及其形变机制等基础问题研究给予

了温度参考。 

3.2.3.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及未增强铝基体致密化过程的界面形变

稳定性 

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在致密化过程中层状增强体/铝基体界面

连续且稳定，在经热轧制 50%轧下量后层状界面依然完整(图 3-3 c中轧制后TEM

图片)。而与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不同，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铝/铝表面自发生

成氧化铝界面在致密化过程中破碎为纳米片，经统计后片条状氧化铝的平均长度

为 112 nm (图 3-5 b 插图)。基体中氧化铝的破碎并非由晶化作用造成，图 3-5 c

铝/氧化铝界面高分辨 TEM 图片反映出氧化铝致密化后的无定形状态，氧化铝的

这种非晶状态亦可通过图 3-5 c 插图中所示的致密化未增强铝基体的 XRD 衍射

图像表明：衍射图像中并未发现晶化氧化铝衍射峰。致密化仿生结构石墨烯/铝

复合材料的增强相与未增强铝基体中氧化铝不同组态表明复合材料中石墨烯的

引入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氧化铝/石墨烯/氧化铝增强相的本征强度。按照增强相承

载机制的剪滞模型[46],由基体通过相界面传载至增强相的应力正比于增强相的

长厚比 k(k=L/d，其中 L，d 分别为增强相长度与厚度)而且在增强体中间处所受

应力最大，数值为 kσm 其中 σm 为金属基体流变应力。致密化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中仍存在的很大长厚比数值(>100)表明复合材料增强体很高的本征

强度。理论上非晶氧化铝的强度约为 2-3 GPa 
[51]，通过上述剪滞模型计算出的氧

化铝在变形中的长度极限为 100-150 nm，这与实验统计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

证明了石墨烯引入对复合材料增强相力学性能的有效提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断裂氧化铝的形貌与上述石墨烯/铝界面反应产物 Al4C3 形貌形似，为证明未石

墨烯增强铝基体中纳米片状物成分单一性，在 TEM 下对致密化铝基体拍摄

HAADF (Z contrast)图片(图 3-5 d)并对所选择区域进行元素面扫描分析。结果表

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的纳米片状物为单一氧化铝。重要的是，致密化过程中

破碎氧化铝仍然分布于铝晶粒晶界处(图 3-5 c)，与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界面

作用相似，未增强铝基体中界面存在的氧化铝对热加工过程中的铝晶粒长大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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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经相同致密化工艺下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微观组织与成分表征。(a) TEM 较宏观图

片，插图为铝基体层厚统计分布以及高斯拟合结果，选取层厚统计的位置为 130 个。(b) 层

状界面处氧化铝的组态与分布 TEM 图片，插图为破碎氧化铝片的长度统计及高斯拟合结果，

选取统计的氧化铝片数目为 130 个。(c) 氧化铝/铝界面高分辨 TEM 图片，显示出氧化铝的

无定形状态。(d)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 TEM 中 HAADF 图片以及所对应区域的铝，氧，

碳元素分布面扫描。 

Fig. 3-5 The microstructure of unreinforced Al matrix fabricated by the same processes with 

RGO/Al composites. (a) Cross-sectional TEM image, the inset shows the statistically calcul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Gauss function fitting of the Al layer thickness in the as-fabricate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The calculated number is 130. (b) TEM imag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l2O3 

and the inset shows the statistically calcul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Gauss function fitting of the 

length of fractured Al2O3 plates in the as-fabricate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c) HRTEM of the 

interface structure between Al and Al2O3, showing the amorphous microstructure of Al2O3 in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d) HAADF image of unreinforced Al matrix and the EDS mapping for 

the selected area, suggesting that the plate-like contents are Al2O3. 

强阻碍作用，使得致密化铝基体仍具有类层状微观结构且统计后铝基体平均层厚

为 206 nm，与仿生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数值较一致(190 nm)，这表明在仿生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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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铝复合材料致密化过程中铝基体的形变方式由其表面生成的氧化铝决定

或主导。以上对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微观形貌、界面结构的详细分析以及与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相似的基体晶粒尺寸和整体基体形貌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

合材料的强韧化机制分析奠定了基础。 

3.2.4 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普适性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制备关键在于通过片状复合粉末的有序组装过

程实现复合材料致密化且在致密工艺选择上旨在保留片状复合粉末引入的层状

结构特征。依托于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挤压工艺逐步优化复合材料致密度与

复合界面，实现了高致密度仿生层状结构复合材料制备。这种仿生构型复合材料

制备方法的优势在于复合粉末的可控性与组装过程的可设计性。具体体现在： 

(1) 纳米尺度(<100 nm)上增强相的选择可控。具有纳米尺度的增强相如碳纳米

管(图 3-6 a, b)、石墨烯等纳米碳结构以及其他具有纳米尺度的高性能增强体乃至

具有更加复杂增强体结构(如石墨烯-碳纳米管双向互联增强相结构，图 3-6 c)的

先进增强相亦可通过静电吸附作用实现在金属粉体表面的均匀分散。形成带有仿

生构型特征的纳米增强相/金属基体复合粉末。 

(2)介观尺度(100 nm 至微米尺度)上金属基体尺度可控。复合粉末中金属基体的

层厚由球磨过程控制，选择合适的初始粒径金属粉体以及球磨时间调控可以实现

从 100 nm 至微米尺度的片状金属粉体的可控、宏量制备(图 3-6 d-f)。致密化过

程中精心优化的致密化工艺保留了金属纳米片的层状结构特征，使得致密化的增

强体/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仿生层状构型特征，且金属基体层厚范围可以实现在

介观范围内连续可控。 

(3)宏观尺度(几百 μm 及以上)上复合粉末组装模式可设计。通过控制复合粉末

初期组装过程中(冷压)复合粉末的组分、含量、尺度以及堆垛方式可使致密化的

仿生构型复合材料的结构、成分、力学性能等在宏观尺度下具有可设计性，这为

具有复杂多级结构的仿生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了很大可能。图 3-6 g, h 为

通过对冷压过程中复合粉末堆积顺序的控制制备在宏观尺度上(300 μm)分别具

有软硬交替结构与梯度结构的仿生多级石墨烯/铝金属基复合材料，形成微观层

状、宏观梯度/交替的多级组织构型。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具有微观至宏观多级

结构构型对金属力学性能强韧化有重要贡献，可能成为未来金属体系强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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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片状复合粉末组装过程在微观至宏观尺度的通用性及可控性方面的优势。(a)-(c)为纳

米尺度上可以通过调控增强相种类,如单/多壁碳纳米管(a)(b)以及具有混杂结构增强相(c)等

调控片状复合粉末组成。(d)-(f)为通过在介观尺度上(100 nm-1 μm)调控球磨时间以控制片状

金属基体厚度，进而实现具有不同层厚仿生层状结构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制备: (d) 块

体仿生构型复合材料层状厚度~500 nm; (e) 复合材料层状厚度~200 nm；(f) 复合材料层状

厚度~100 nm。具有更复杂多级仿生结构的块体复合材料，如(g)为在随块体复合材料厚度方

向每隔300 μm硬度与模量交替变化的交替结构以及(h)为在随块体复合材料厚度方向硬度模

量依次提高的梯度结构可以通过粉末组装(致密化)过程中不同复合粉末的依次堆垛实现。在

宏观尺度上(毫米量级)实现具有更复杂仿生结构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 

Fig. 3-6 The versat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flake powders assembly process from nano- to 

micro- scales. (a)-(c) are SEM images of composite powders reinforced with various nano-carbon 

species: (a) multi-walled CNT (MWCNT); (b) single-walled CNT (SWCNT); (c) RGO-SWCNT 

hybrid. The thickness of matrix lamellar in bulk RGO/Al laminated composite can range from 

nano- to micro- scales: (d) ~500 nm; (e) ~200 nm; (f) ~100 nm. More complex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such as alternate (g, where the hardness and modulus are alternately changed within a 

period of several hundreds of microns) and graded (h, where the hardness and modulus value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or decreased) structures can be fabricated by controlling the assembly 

process of composite flake pow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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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方向。已有制备方法如大小晶粒匹配(晶粒的 bimodal 结构)[15]或表面机械碾

磨制备的梯度结构[38]通过多级构型使得金属在形变过程中有效缓解了晶界处应

力集中并且引入更多的几何必须位错，在超细晶/纳米晶金属中获得了良好的强

韧化性能。然而这些获得多级构型的制备方法在适用体系、样品热稳定性、工艺

可控性、样品尺寸等方面均有其局限性。而通过本研究中的制备工艺制备的具有

多级结构的复合材料，其在普适性、可控性、热稳定性、可设计性等方面有显著

优势。本博士论文的粉末模块组装制备思想以及精细设计的构型金属致密化工艺，

使得制备具有基体/增强体优越性能、结构多级可控的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成为

可能。 

综上所述，本节首先通过对不同致密化步骤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微观组织的表征，探讨致密化过程中的致密度、铝基体层厚、铝晶粒形貌及尺寸、

石墨烯质量的演变过程与特点，证明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工

艺对制备高致密化、高界面强度、仿生层状结构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工艺

可行性。 

其次利用 TEM 组织表征以及“基体溶解法”对不同温度下热退火处理的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程度分别进行了定性、定量研究，探究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热稳定性能并确定了界面反应温度区域。同时，通过分

析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在致密化过程中的界面形貌不同的

演变规律，阐明复合材料界面的形变稳定性优势。依托于复合材料承载的剪滞模

型分析了致密化过程后不同界面形貌的形成原因。 

最后，通过从微观至宏观不同尺度下组织的可控性研究表明本研究中致密化

工艺在制备仿生材料的普适性、可控性、热稳定性、可设计性等方面显著优势，

阐明制备过程中的复合粉末模块组装思想以及构型金属致密化工艺对先进金属

基复合材料体系的推动乃至金属强韧化体系的扩展与发展的可能意义。其中得到

的主要结论为： 

(1) 利用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工艺可实现高致密化、高界面

强度、仿生层状结构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制备，且该工艺对仿生构型复合

材料的制备有较好普适性与可控性； 

(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 540 
o
C(0.87 Tm)热退火条件下仍具有很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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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在 560 
o
C 热退火温度下存在较为明显的界面反应，不同温度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程度可通过“基体溶解法”定量测量； 

(3)构型复合材料微观组织与制备工艺有很强的依赖性，通过热挤压致密化工艺

制备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不具有明显的仿生层状构型。 

 

3.3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组织表征 

利用 TEM，EBSD 表征方法对致密化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组

织进行由微观(纳米)至宏观(毫米)尺度的详细表征与分析。图 3-7 a 所示为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5%)纵截面的 TEM 图片，图中显

示出明显的层状微观组织结构且铝基体晶粒沿轧制方向伸长为拉长晶形貌。经

TEM 统计的铝基体层间距为 190±50 nm,且铝基体沿层厚方向为单晶分布状态，

表明沿垂直于轧制方向的铝晶粒大小与层间距相同。复合材料增强相与铝基体的

层状有序界面在微米尺度下呈连续完整状态(图 3-7 b)，这种连续的石墨烯/铝基

体界面的形成原因已通过上述 3.2.3.2 小节中关于致密化过程中界面稳定状态

的定量判断得到较好解释:界面处石墨烯的引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增强相力学性

能(本征强度由 2-3 GPa 提高至大于 20 GPa)，使得其与未增强铝基体相比更能承

受致密化过程中的界面应力集中现象，使得致密化后复合材料界面具有更好的形

貌完整性。界面处每隔几微米尺度产生的增强相断裂点使得层间铝基体晶粒相互

连接(如图 3-7 b 中黄色箭头所示)，这种层间基体连接现象不仅提高了复合材料

热加工时的致密化程度，而且对抑制形变过程中增强相内应力集中以及促进复合

材料整体非局域变形均有利。由于铝片的较强表面活性，石墨烯/铝片状粉末在

致密化过程中铝片表面会不可避免地生成一层较为致密的氧化铝薄膜[51]。这种

氧化铝/石墨烯/氧化铝的增强相结构可以通过复合材料的界面 TEM 高分辨图片

较好体现(图 3-7 c)。图中表明铝表面生成的氧化铝在致密化后仍为无定形态并

且厚度约为 5 nm。石墨烯层(厚度~3 nm,对应于 1.5vol.%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位于氧化铝层间，形成氧化铝-石墨烯-氧化铝的层状增强相结构。图 3-7 c 亦清

楚地表明层间石墨烯具有弯曲形貌，其中可能的原因为: 1.热还原氧化石墨烯中

仍具有 sp
3
C 等晶格缺陷使石墨烯不具有完全平面形貌；2.石墨烯在基体的均匀

分散过程对应于单层氧化石墨烯的逐次吸附，还原后石墨烯层间堆垛方式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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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的 TEM 表征，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中的体积分

数均为 1.5%。(a) 复合材料纵截面图片，显示出仿生层状结构特点且层状方向沿轧制方向较

好排列。(b) 较大倍数下TEM图片显示出层状结构在微米尺度下的连续性(白色箭头所示)，

铝基体在破碎增强相处相贯穿以连接相邻层状结构(黄色箭头所示)。(c) 仿生复合材料界面

高分辨结构。(d)-(f)为复合材料基体晶粒中位错存在的三种组态: (d) 位错线与层状厚度方向

平行，位错线移动方向平行于层状界面(Parallel slip)；(e) 位错线与层状界面平行，移动方

向平行于层状厚度方向(Vertical slip)；(f) 位错线与复合界面有固定夹角 θ(0
o
<θ<90

o),移动

方向与界面呈倾斜状(Inclined slip)。 

Fig.3-7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with RGO 

concentration of 1.5 vol.%. (a)(b) are cross-sectional TEM image of hot-rolled composites, which 

show the well-aligned and continuous RGO/Al interface along the rolling direction. (c) An 

HRTEM image of the interface of RGO and Al matrix. (d)-(f) are three kinds of dislocation 

microstructure in the as-fabricated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d) Parallel slip mode, which 

means the dislocation glide direction is parallel to the laminated RGO/Al interface; (e) Vertical 

slip mode, meaning the dislocation glide direction is vertical to the laminated RGO/Al interface 

and (f) Inclined slip mode, indicating that the dislocation glide direction is inclined to the 

laminated RGO/Al interface, as illustrated by the black arrows. 

石墨层间 ABAB 的有序排列方式。热轧制过程仍未改变石墨烯层间弯曲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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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石墨烯层有良好的力学与组织稳定性，暗示这种具有弯曲形貌的石墨烯增强

体具有较强的石墨烯层间界面结合力。 

图 3-7 d-f 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铝基体中典型的三种位错组态: 

(d) 为位错线与层状厚度方向平行，位错线移动方向平行于层状界面(Parallel 

slip); (e)为位错线与层状界面平行，移动方向平行于层状厚度方向(Vertical slip)

以及(f)为位错线与复合界面有固定夹角 θ(0
o
<θ<90

o),位错线移动方向与界面呈

倾斜状(Inclined slip)。值得注意的是，在图 3-7 d-f 中并未观察到复合材料中存

在明显位错缠结现象，而位错缠结组态在较大尺度金属晶粒中(>1 μm)普遍存在，

复合材料中减小的位错缠结现象主要是由于在现有晶粒尺度下(铝层厚~200 nm)

大量的晶界/相界面提高了位错与界面的作用可能性，因而减弱了位错在晶内的

相互作用概率，这是超细晶/纳米晶位错组态的典型特点。重要的是，在图 3-7 d-f

中观察到铝晶粒内部有类似析出相形貌的尺度为几纳米的“颗粒状”物质(呈现

黑色对比度)而且该纳米结构在致密化后的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亦显著存在。

经过基体元素分析后，排除了球磨过程中引入杂质元素可能性，表明该物质为仿

生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中的本征结构(具体分析见图3-8及相关讨

论)。值得提出的是，铝基体内部的“纳米颗粒状”物质对位错运动行为并无明

显阻碍作用，具体表现为: 1.位错在该纳米颗粒处并未形成由于位错运动的

Orowan 阻碍机制所产生的位错弯曲现象(图 3-7 d 黄色箭头显示出在纳米颗粒处

位错线为平直形貌)；2.在位错线弯曲区域并未发现该纳米颗粒存在或者说该纳

米颗粒并非位错运动阻碍作用原因(图 3-7 d 红色箭头所示)。上述现象表明了这

种微观结构的独特性。 

利用常规及球差矫正 TEM 对铝晶粒内形成的纳米颗粒状结构进行进一步表

征与分析。图 3-8 a-c 的宏观形貌以及所选区域的高分辨图像表明，该结构为由

肖克莱不全位错组成的层错(图 3-8 b)或微孪晶(图 3-8 c)。球差矫正电镜分析结

果(图 3-8 d, e)进一步证明了该结构为肖克莱不全位错组成的层错的结论。众所

周知，肖克莱型不全位错形成的层错为产生形变孪晶的必要条件[53,54]，这说明图

3-8 c 中微孪晶结构可能由图 3-8 b 中的层错进一步发展而来。值得提出的是，由

于铝具有较大层错能[54]，常规条件下在铝基体内部很难发现层错/微孪晶现象，

通过大塑性变形手段或晶粒尺度控制，铝晶粒形变行为可能发生改变而在内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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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基体铝中的层错结构 TEM 分析，电子束入射方向均为

[110]方向。(a) 铝基体大角度晶界附近的 TEM 图片，显示存在类似于层错结构的条状物。

(b)(c)分别为对应于(a)图中所选区域的高分辨 TEM 图片，分析后表明条状物分别为由肖克莱

不全位错组成的层错(b)与四层原子面组成的微孪晶(c)。(d)(e)为球差矫正电镜拍摄的条状物

形貌及高分辨分析结果，再次证明条状物为肖克莱型不全位错组成的层错。 

Fig. 3-8 The stacking fault (SF) microstructure in the as-fabricated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and its identification by TEM, the beam direction is [110]. (a) An TEM image of Al 

matrix near a high angle grain boundary (HAGB), showing some nanoribbons existed. (b)(c) are 

HRTEM images for the selected area in (a) and are identified to be SF and nanotwin respectively. 

(d)(e) are the TEM images taken by Cs-corrected TEM and after careful analysis, the nanoribbons 

were identified as SFs again. 

有层错特征[54,55]。但重要的是，在已有铝中发现层错/孪晶的报道都局限于纳米

晶粒尺度(<50 nm)或层错由弗兰克型不全位错(空位对)构成，而在超细晶尺度下

在铝基体内产生肖克莱型层错或微孪晶据作者所知还尚属首次。 

通过以下方式证明了层错/微孪晶结构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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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铝基体中的本征结构属性：(1) TEM 样品由电化学抛光制备，这排除了离子

减薄或 FIB 制备 TEM 样品过程中经由离子注入所引起的层错产生的可能性；(2)

通过样品TEM观察时电子束的短时照射拍摄以及低电压拍摄模式(100 KV)排除

了拍摄图片时可能由高能电子束照射在样品中产生层错/微孪晶的现象; (3)通过

对铝基体与初期铝粉的元素分析结果比较(表 3-1)排除了由球磨过程中引入杂质

元素而降低铝基体层错能，进而在形变过程中产生层错/微孪晶的可能性；(4)

通过表征具有超细晶晶粒尺寸(~200 nm)的冷轧高纯铝块微观组织(详见第四章，

图 4-1 c)，发现其中不存在层错/微孪晶结构。排除了常规工艺下特殊缺陷在超

细晶铝晶粒内的产生可能性。综合以上分析，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或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具有的层错/微孪晶本征缺陷是由铝粉球磨过程中形成，

并且此结构经由后续热加工过程中仍得以保留，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与形变稳定

性。高速球磨过程中的大应变、高应变速率变形特点可能改变了铝基体中位错的

运动行为与变形机理，产生常规变形方式/晶粒尺度下难以形成的特殊缺陷。值

得指出的是，仿生构型石墨烯/复合材料以及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产生的层错/

微孪晶结构表现出对位错的运动无明显阻碍行为(图 3-7 d 以及文中相应分析),

而这与铜中孪晶对位错的阻碍、增殖作用显著不同[40]。事实上，分子动力学模

拟表明在铝中位错会无阻碍地穿过既有层错结构[56]，模拟结果与本研究中铝中

层错/微孪晶对位错运动可能的无明显作用结论相一致。因此考虑到以上因素，

在此后的研究与分析中，并无牵涉到铝中的层错/微孪晶特殊缺陷对复合材料强

韧化性能作用的相关讨论。 

表 3-1 初始铝球与致密化铝基体的元素分析结果 

Tab. 3-1 The ICP analysis results for original Al powders and densifie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含量(ppm) Fe Cr Cu Ti Zn Si Purity 

初始铝球 97 10 15 15 11 18 >99.9% 

致密化铝 136 11 15 17 11 20 >99.9% 

图 3-9 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纵截面 EBSD 分析。图 3-9 a 为原始 IQ

图片，显示出样品较高的 EBSD 标定率，晶粒沿轧制方向呈拉长晶分布，这种铝

基体形貌与 TEM 中铝晶粒形貌相一致。图 3-9 b 为晶粒取向叠加于 IQ 图的复合

图片，其中大角度(>15
o)与小角度晶界(5-15

o
,小于 5

o部分可能是由于扫描过程中

产生的噪点而不予考虑)分别由蓝色及绿色标识。图中表明复合材料中铝晶粒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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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基本为大角度晶界，这与经较大形变后纯铝的晶界类型一致。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的宏观织构可通过 EBSD 极图功能实现，如图 3-9 c 所示，轧制后复

合材料无明显织构，这与通常铝基体或其他 FCC 金属轧制态存在的板织构显著

不同[57]，显示出仿生构型复合材料在轧制形变过程中与传统纯 FCC 金属基体形

变行为的区别，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增强相/基体的有序层状界面抑制了形变过程

中的晶粒转动行为，进而保留了轧制前复合材料的晶粒取向特点。 

 

图 3-9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纵截面 EBSD 分析。(a) EBSD 原始 IQ 图像。(b) 晶界

角度分布图，其中蓝色代表大角度晶界(>15
o)，绿色代表小角度晶界(2

o
-15

o)。(c) 复合材料

EBSD 极图分析,表明仿生复合材料块体无明显织构。(d)为(a)图中所选择区域的 EBSD 晶粒

取向图，可用来统计晶粒尺寸。(d)中插图为经 150 个晶粒统计后复合材料垂直(ND)和平行

于轧制(RD)方向的晶粒大小 dT及 dL分布图。 

Fig. 3-9 Microstructure and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in the as-fabricated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by EBSD. (a) A cross-sectional EBSD image quality map. (b) The corresponding grain 

boundary type mapping with high angle (>15
o
) and low angle (2-10

o
) grain boundaries are colored 

blue and green, respectively. (c) The pole-figure of the obtained composites, showing no apparent 

texture. (d) The inverse pole figure map of the selected area in (a) showing grain orientation in the 

composites, from which the spacing of lamellar boundaries parallel to ND (dT) and the spacing of 

interconnecting boundaries parallel to RD (dL) were estimated and 150 boundaries were measured 

and statistically averaged, which results were shown in the inset of (d). 

上述轧制过程中界面对基体的变形限制作用暗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中的铝晶粒拉长晶状态可能并不由轧制过程决定。事实上，在对球磨后铝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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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内晶粒尺寸的 TEM 统计后表明，球磨后的片状铝粉中铝晶粒已成拉长形貌

(Dp=537 nm，t~200 nm, 图 2-6 b)，后续的热加工过程并未对铝晶粒的拉长晶形

貌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后续加工过程中铝晶粒存在动态再结晶过程。图 3-9 d

为 a 图所选区域的晶粒取向分布图，经统计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垂直

(ND)和平行于轧制(RD)方向的铝晶粒大小dT及dL分别为190±35 nm与800±150 

nm，与复合材料的 TEM 分析结果一致。此外，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 EBSD 纵截

面分析得出的铝基体晶粒大小(dT=205±39 nm，dL=810±160 nm)以及宏观织构(无

明显织构)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有相似结果，表明铝表面自发形成的氧

化铝对致密化过程中铝基体形变行为的重要约束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 TEM，EBSD 手段对高致密化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

料的微观组织分析，阐明了仿生复合材料进行从微观(纳米)至宏观尺度(毫米)

的组织特点，包括界面组成及尺度、铝基体层错/微孪晶结构、位错组态、晶粒

形貌与尺寸、宏观织构等特点。揭示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常规超细

晶铝(或 FCC 金属)在微观组织与形变方式上的不同，并对其中可能机制进行探

讨。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致密化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在微米尺度上连续有序分布，使复合材料在微

观上具有仿生层状结构。铝基体具有拉长晶形貌且径向横跨单片层厚度； 

(2)球磨过程中的大应变、高应变速率变形方式在铝基体内部产生层错/微孪晶特

殊缺陷，且该缺陷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与形变稳定性。形成的层错/微孪晶特殊

缺陷对位错无明显阻碍作用，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或未增强铝基体的

力学行为可能几无影响； 

(3)复合界面对铝基体的形变行为有重要约束作用，经热轧制致密化工艺得到的

最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并无明显织构产生。 

 

3.4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本章利用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工艺有效地解

决了超细晶/纳米晶尺度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的致密化难题并在致密化块体

中保持了片状复合粉末组装模块的仿生层状构型，实现了具有高致密化、高界面

强度、仿生层状结构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块体宏量制备。通过对不同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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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步骤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表征，探讨致密化过程中的致

密度、铝基体层厚、铝晶粒形貌及尺寸、石墨烯质量的演变过程与特点。通过对

不同温度下热退火处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的微观表征，研究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热稳定性并确定界面反应温度。分析复合材料与未

增强铝基体在致密化过程中的界面形貌特点，表明复合材料界面形变稳定性优势。

同时依托于微观至宏观不同尺度下制备过程的可控因素研究，阐明本研究中的致

密化工艺在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的普适性、可控性、热稳定性、可设计

性等方面显著优势。最后，通过 TEM，EBSD 表征手段对所制备的仿生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进行由微观(纳米)至宏观(毫米)尺度的组织分析，阐明了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组成及尺度、铝基体层错/微孪晶结构、位错

组态、铝晶粒形貌与尺寸、宏观织构等组织特点。为下一章仿生构型石墨烯/铝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解释以及强韧化机理探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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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及强韧化机理探索 

 

4.1 引言 

金属材料体系的强韧化矛盾来源于基于位错变形的本征形变机制。晶粒细化

降低了晶内位错存储能力，是纳米晶/超细晶金属拉伸塑/韧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1-5]。阻止形变过程中位错在金属晶内高能量点的湮灭速率，提高位错的晶内存

储与增殖能力是提高高强金属加工硬化率与拉伸均匀延伸率的重要手段与追求

目标[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多晶金属临近晶粒取向的不同使得在形变过程中单

个晶粒屈服时所对应的应变不同，进而会在晶界处造成应力集中现象[7]。纳米晶

/超细晶的高屈服强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应变集中，在晶界结合强度一定/减小的

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形变初期在晶界处产生微裂纹，使得后续形变过程是由裂纹

扩展而主导的断裂过程，无法反映或充分发挥金属内部可能存在的本征较强加工

硬化能力。所以从金属的形变本质考虑，在由位错增殖/运动为主导形变方式的

条件下实现金属强韧化目标需满足以下两方面：1.提高高强金属内部位错存储能

力以提高加工硬化率数值，降低形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应变集中现象。2.通过界

面调控减小界面处的应力集中或提高界面强度以对界面处的应力集中有更强的

容忍能力。值得提出的是，当界面处应力集中引起的初期界面处裂纹萌生与扩展

为高强金属的主要失效机制时，金属强韧化条件 1，2需要同时满足。 

迄今高强金属尤其是纳米晶/超细晶金属的强韧化手段均以满足上述两种要

求为目标，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为在晶内引入

低能量位错阻碍界面[8-10]以及晶内大小晶粒匹配[2,3]两种金属强韧化方式。通过在

晶粒内部引入低能量纳米尺度孪晶缺陷，实现如铜、钢等具有低层错能金属强韧

化。孪晶具有类似于大角度晶界的位错运动阻碍作用，具有孪晶微结构的金属其

屈服强度与孪晶间距满足与屈服强度-晶粒尺寸相似的霍尔-佩奇关系[8]。但与大

角度晶界性质不同，孪晶的共格界面结构显著降低了界面能量，使得孪晶界面不

再是位错的潜在湮灭点，转而提供了较多的位错存储位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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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晶内存储能力[6,8]。具有纳米孪晶尺度的金属拥有很多的位错存储源而具有

较强的加工硬化率，使得纳米间距孪晶铜在具有高屈服强度(~900 MPa)的同时

仍拥有较高的均匀延伸率(~9%)[10]，呈现很好的强韧化性能特征。然而孪晶强韧

化手段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主要体现在非普适性与样品尺度问题上。首先该调

控方式仅仅适用于具有低层错能的金属体系，对高层错能金属(如铝、镍等)，在

晶内产生孪晶非常困难或条件十分苛刻[11,12]。其次，在金属中形成高密度的、纳

米尺度孪晶迄今基本上通过电脉冲沉积方法实现[10]，这种制备方式很难在大块

样品中形成此类特殊结构，限制了纳米孪晶金属体系的规模化应用。 

解决强韧化矛盾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调控晶粒结构：通过在超细晶内引入微

米尺度粗晶，形成超细晶-粗晶的双峰晶粒尺寸分布结构，利用粗晶提高单一超

细晶金属体系的位错存储能力并缓解形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应力集中现象[2,13-15]。

具有高体积分数的超细晶(体积分数> 70%)使得材料具有高屈服强度，同时超细

晶内由于位错较弱的储存能力产生的应变集中可以通过具有高加工硬化能力的

粗晶缓解，这种超细晶-粗晶相互协调变形机制很大提高了超细晶基体在拉伸过

程中的抗颈缩能力/均匀延伸率，使得超细晶铜在拉伸变形时保持较高屈服强度

(~400 MPa)的同时均匀延伸率超过 30%
[2]，实现了超细晶金属强韧化目标。尽管

这种通过晶粒构型调控的方式实现纳米晶/超细晶金属的强韧化具有很好的普适

性，但金属内粗晶是由依托于精细的热处理调控所引起的超细晶晶粒长大获得，

粗晶的比例与分布与热处理温度密切相关且形成后的双峰晶粒结构的热稳定性

较弱，限制了该类型高强韧金属在某些服役/测试条件下的性能可靠性。 

以上金属强韧化手段均集中于金属本征形变方式的优化，旨在提高拉伸过程

中高强金属的加工硬化能力，进而提高拉伸过程均匀延伸率数值，而对颈缩后/

裂纹萌生后的失效过程即均匀延伸率之后的后续形变延伸率并无相关研究与优

化，而此阶段的形变过程却为自然界结构材料追求的韧化特点与优势[16-20]。上一

章(第三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制备与组织演变)通过冷压-真空热压-

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流程，实现了具有高致密化仿生层状构型石墨烯/铝复合

材料的块体制备。本章旨在通过对所得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行为

研究，探究复合构型对复合材料各形变参数与行为包括杨氏模量、屈服强度、本

征形变方式(拉伸均匀延伸率)以及失效行为(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的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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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阐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优势并对仿生构型强韧化机

理、力学性能-仿生构型的相互关联进行详细探讨。具体地，在表征仿生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基础上，提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可能增

强机理并利用模型材料定量分析各种增强机制对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的分别

贡献。其次，通过分析屈服后仿生复合材料加工硬化特点并结合位错动力学研究

证明复合界面/位错的相互作用，阐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界面对基体

本征形变方式的影响。最后，利用原位 SEM，TEM 实验分析仿生构型对复合材

料裂纹扩展的本征与外在韧化优势，表明仿生构型从微观至宏观尺度的本征/外

在韧化机制。依托于实验与分析相互结合，较完整地探讨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

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机理。 

 

4.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 

4.2.1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力学性能特点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与常规通过塑性变形(如冷轧)所获得的具有超细晶尺

度块体铝的不同点在于铝基体块体是由片状铝粉通过热压等致密化工艺实现，在

制备过程中铝粉表面不可避免地引入一层致密氧化膜[21,22]，因此所形成的未增强

铝基体实则为铝/铝表面自发形成氧化铝复合材料(详见第三章 3.2.3.2 节)。超

细晶/纳米尺度下铝片表面氧化铝体积分数不可忽视(对层厚为 200 nm 的球磨铝

片，表面生成氧化铝的体积分数约为 5%)，其对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力学性能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为探究界面处引入的无定形氧化铝对未石墨烯增强铝

基体整体力学行为的影响，进而对具有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解释与强韧化机理分析提供数据参考与理论支持，本实验首先研究了未增强铝基

体与常规冷轧获得的具有相同晶粒尺寸(~200 nm)高纯铝块的性能差异。图 4-1 b

为高纯铝块(纯度>99.9%)经冷轧后的微观组织 TEM 图片，铝晶粒沿轧制方向拉

长且整体微观形貌为类似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层状结构。轧制铝块晶界处非

常干净，无氧化铝等第二相产生(图 4-1 c)。经统计后轧制铝中垂直于轧制方向

铝晶粒尺寸为 208 nm,与未增强铝基体的晶粒尺寸(190 nm)很相似。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轧制铝与铝基体在微观形貌及晶粒尺寸有较强相似性，但两者微观结构



第四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强韧化机理探索 

99 
 

的形成过程不同。轧制铝的拉长晶形貌通过轧制形变获得，而未增强铝基体的晶

粒形貌主要是由球磨过程决定，在后期热轧制过程中由于界面增强体的变形限制

作用并未发生明显组织改变(详见第三章 3.2 节)。此外，在轧制铝中并未发现有

类似层错或孪晶的特殊缺陷(图 4-1 c)，而这与未增强铝基体内部含有的较高密

度此类缺陷有较大区别，表明了铝基体的后期致密化变形过程(热压、热锻造、

热轧制)并非引入晶内层错/微孪晶原因。 

图 4-1 a 为轧制铝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拉伸性能对比，拉伸样品具有相

同尺寸规格且拉伸应变速率均为 8×10
-4

 s
-1。两者拉伸曲线具有如下特点：1.轧制

铝与铝基体相比屈服强度较高(165 MPa vs 150 MPa)；2.铝基体均匀延伸率显著

高于轧制铝(4.28% vs 1%)；3.铝基体与轧制铝具有相似的总延伸率(5.37% vs 

6%)。力学性能的显著不同暗示界面处氧化铝的引入对铝基体力学性能的较大影

响。通过测量 XRD 峰强位置与半峰宽 (FWHM)并结合位错密度的

Williamson-Smallman 关系(ρ = 2√3<ε
2
>

1/2
/dXRD b，其中 <ε

2
>、dXRD分别为微观应

变以及晶粒尺寸)
[23,24]计算出的轧制铝及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初始位错密度分

别为 6.0 × 10
14

 m
-2

 与 1.1× 10
14

 m
-2。根据位错增强的 Taylor 关系(σ∝ρ

1/2)[25]，冷

轧后保留的较高位错密度使得轧制铝具有更高的屈服强度。超细晶尺度下铝晶粒

内部位错储存能力较弱，屈服后晶粒或晶界处缺乏对位错运动持续提高的阻碍作

用使得轧制铝的加工硬化(应变硬化，(
𝜕𝜎

𝜕𝜖
)
�̇�
)能力很有限，根据拉伸过程中材料

颈缩的 Hart 判断准则[26,27]： 

1

𝜎
(
𝜕𝜎

𝜕𝜖
)
�̇�
+𝑚 − 1 = 0                                                (1) 

其中 σ、ε、


分别为真应力、真应变与应变速率，m 为应变速率敏感因子。较弱

的加工硬化能力使得轧制铝拉伸时在较小应变时即产生颈缩现象，因此减小了轧

制铝的均匀延伸率(1%)。轧制铝的拉伸行为是超细晶尺度铝的典型代表，然而

与轧制铝相比，本研究中未增强铝基体显著提高的均匀延伸率(>4%)以及加工硬

化率暗示在形变过程中不同的位错运动/增殖行为。考虑到铝基体与轧制铝具有

相似的应变速率敏感因子(m~0.02，经纳米压痕的应变速率跳跃实验测量所得)

以及激活体积(V~80 b
3,b 为铝中全位错伯格斯矢量大小 0.286 nm)，说明两者具

有相同的位错动力学行为以及形变机制[28,29]，因此未增强铝基体的形变行为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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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界面/晶界位错发射或晶界滑移等主导，而是常规的既有位错运动的主要变形

机制。故未增强铝基体较高的加工硬化率/均匀延伸率的可能机制为：1.界面处

破碎氧化铝在形变过程中与基体存在应变失配，进而产生几何必须位错

(Geometrically necessary dislocations, GNDs)[25]。根据板状增强体形变过程中几何

必须位错密度与应变关系：ρG = 2γ/Db，其中 γ、D 分别为剪切应变与板间距。界

面处存在的具有平均几十纳米层间距的氧化铝可能在拉伸变形中与铝基体产生

较多的几何必须位错，提高整体位错密度。2.界面处氧化铝可能影响位错的双交

滑移行为，提高位错源密度进而增加铝晶粒内部不同类型位错交互可能性，从而

降低位错湮灭概率，进而提高加工硬化率[30,31]。3.界面处氧化铝通过位错 Orowan 

 

图 4-1 本实验中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与常规冷轧铝块所获得具有超细晶尺度(~200 nm)铝

基体的的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对比。(a) 未增强铝基体与冷轧铝(纯度>99.9%)拉伸工程应力

-应变曲线。插图显示拉伸样品尺寸，拉伸应变速率为 8×10
-4 

s
-1。(b) 冷轧铝微观组织的 TEM 

图片，插图为经 TEM 统计后的垂直于轧制方向铝晶粒尺寸分布及其高斯拟合结果。(c) 冷

轧铝更大倍数 TEM 图片，显示出冷轧态铝晶粒内部无特殊缺陷如层错或微孪晶存在，电子

束入射方向为[110]。 

Fig 4-1 Microstructure and tensile properties comparison between unreinforced Al fabricated in 

this work and rolled Al bulk with final grain size of ~ 200nm. (a) Engineering stress-strain curve 

for pure Al (>99.9%) fabricated by room temperature rolling (blue curve), and for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containing in-situ formed alumina (black curve). (b) TEM image of cold rolled Al bulk, 

showing an elongated Al grain structure along the rolling direction. And the statistical calculation 

of the lamellar thickness is 208 nm. (c) A higher magnification TEM image of rolled Al bulk, 

which shows no special defects such as stacking faults and micro-twins in Al grain. The beam 

direction is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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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进行增殖，不断提高形变过程中整体位错密度[25]。然而这种位错增殖机制

对应条件通常是增强相位于晶粒内部，界面处氧化铝的位错的 Orowan 增殖机制

可能并不有效。以上界面处氧化铝对位错增殖/储存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未石墨烯

铝基体在形变过程的加工硬化率，进而实现均匀延伸率较大程度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颈缩后延伸率较轧制铝相比有较大程

度减小(1.09% vs 5%)。考虑到两者具有相同的拉伸样品尺寸、拉伸速率以及应

变速率敏感因子，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颈缩后延伸率减小原因可能是晶界处氧化

铝在形变过程中会产生应力集中，颈缩后的失稳状态使得应力集中加剧，进而在

界面处较早地产生裂纹，样品后续的形变行为即由裂纹扩展主导而非反映了铝基

体的本征形变能力，因此在未增强铝基体中产生较小的颈缩后延伸率。 

4.2.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性能 

图 4-2 a 为具有不同石墨烯体积分数(0%，0.75%，1.5%)的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拉伸曲线。其所对应的拉伸性能参数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杨氏

模量、总延伸率、均匀延伸率以及颈缩后延伸率的数据汇总如表 4-1 所示。图 4-2 

a 与表 4-1 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性能的显著特点是杨氏模量与

抗拉强度随石墨烯含量增加而提高：含有 0.75%体积分数石墨烯的复合材料杨氏

模量与抗拉强度分别为 78.3±0.6 GPa 与 260±2 MPa，相比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

分别提高 8%与 29%。含有 1.5%体积分数石墨烯仿生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与抗拉

强度进一步提升至 87.1±0.8 GPa 与 302±3 MPa,相比于未增强铝基体性能分别提

升 21%与 50%，显示出石墨烯在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较强的增强、增

模效果。 

复合材料中增强相的增强、增模效率为衡量增强相对金属基体增强作用的重

要定量参数，其分别通过(σc-σm)/Vf σm与(Ec-Em)/Vf Em表示，其中 σc、σm 分别为

复合材料与基体的抗拉强度，Ec 与 Em 分别为复合材料与基体的杨氏模量, Vf 为

增强相的体积分数。图 4-2 b 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石墨烯，与铝基

复合材料中的常用增强体如 SiC 颗粒与纤维、Al2O3 颗粒与纤维、碳纤维等增强

体的增强、增模效率比较[32,33]。图中表明，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石墨烯具有显著

提升的增强、增模效果，而且其数值亦超过与其性能相似的碳纳米管，达到据作

者已知铝基复合材料中迄今文献报道的增强体增强、增模效率的最高值，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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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对铝基体力学性能良好的提升作用。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另一性能特点为复合材料的均匀延伸率随石

墨烯体积分数的提高而逐步降低(0%，0.75%，1.5%体积分数石墨烯含量的复合

材料均匀延伸率分别为 4.28±0.32%，3.61±0.35%与 3.18±0.15%)，然而复合材料

的总延伸率随石墨烯体积分数的增加并无减小。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

伸塑性与铝基体相比的显著特点是提高的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表 4-1)，使得

总延伸率(均匀延伸率与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之和)维持不变。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的这种拉伸行为特点实现了铝基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性能匹配，

打破了传统复合材料的强韧化倒置关系瓶颈。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特点与复合材料的仿生层状构型

有密切关联，图 4-2 c 为具有相同石墨烯体积分数(1.5 vol.%)的层状构型与无序

构型(挤压制备，微观组织见图 3-2)铝基复合材料拉伸性能对比。经挤压致密化

的无序结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抗拉强度与总延伸率分别为 225 MPa 与 3.2%，

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性能相比均显著降低。无序构型复合材料拉伸曲

线表明拉伸过程中无颈缩现象产生，样品在加工硬化阶段即产生断裂，可能的原

因是无序结构中石墨烯/铝基体界面产生的较大应力集中使得界面在加工硬化阶

段产生裂纹并在随后受力过程中迅速扩展，使复合材料快速断裂失效。挤压态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局部铝晶粒再结晶现象(第三章，图 3-3 a)提高了复合材料

铝晶粒内部的位错储存能力，是复合材料拉伸过程中存在较强的加工硬化能力的

原因。理论上，无序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铝基体较大晶粒的存在有益于缓

解局部应力集中进而提高拉伸总延伸率[2]，然而复合材料的脆断或裂纹主导的快

速断裂现象说明无序结构中石墨烯/铝界面处存在很强应力集中。仿生构型相比

于无序构型同步提高的强度与拉伸塑性阐明了仿生复合构型在复合材料中强化

效果、缓解应力集中以及韧化机制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如图 4-2 a 所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曲线根据应力-应变行

为可分为四个阶段:Ⅰ.弹性阶段；Ⅱ.屈服后至应变~1%之间的较强加工硬化阶

段；Ⅲ.至最大工程应力前很小加工硬化率的稳态变形阶段；Ⅳ.最大应力至最终

断裂的形变阶段。弹性阶段后较强的加工硬化能力表明仿生复合材料中仍具有较

多的初期位错储存能力，形变形核或增殖位错在一些位置被钉扎阻碍[25,27]，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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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位错至不可动位错的转变，对后续位错产生近程(effective stress)或长程

(long-range internal stress)内应力，进而提高复合材料的整体流变应力[29]。拉伸

过程中的Ⅱ形变阶段的加工硬化能力与形变过程中的可动位错钉扎速率(不可动

率)成正比[29,34]，暗示宏观屈服初期铝基体内部或石墨烯/铝基体相界面对位错的

初期较强阻碍/储存作用。仿生构型/铝复合材料在拉伸过程中的Ⅲ形变阶段与未

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复合材料的加工硬化率随石墨烯体积分数

的提高而减小。复合材料的这种减小的加工硬化趋势可以通过归一化加工硬化率

Θ(Θ = (∂σ/∂ε) 
  /σ,其中 σ、ε 分别为真应力与真应变)-真应变(ε)关系曲线更清

楚地表明。图 4-2 d 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及未增强铝基体的 Θ-ε 关系曲

线。图中表明随应变提高，复合材料或铝基体 Θ 显著减小且数值减小速率随石

墨烯体积分数的提高而加剧。根据拉升过程颈缩的 Hart 判断准则(公式 1)，复合

材料均匀延伸率应随石墨烯体积分数增加而降低，上述判断与拉伸实验得到的石

墨烯含量-均匀延伸率倒置关系相一致(表 4-1)。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降低的加工硬化能力表明晶内位错-复合界面

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这种存在相互作用的假设可利用与变形机制有关的应变速率

敏感因子(m)及激活体积(V)的测量加以验证。经纳米压痕中应变速率跳跃实验

测量出石墨烯体积分数 1.5%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 m 与 V 数值分别

约为 0.06 与 20 b
3。因此，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相比显著减小的激活体积(20 b

3
 vs 80 

b
3)表明变形过程中位错行为/变形机制的改变[3,35]:由未增强铝基体中的常规位

错增殖/运动的主导变形行为转变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位错/相界

面相互作用机制，如界面位错形核/湮灭等对应于更低激活面积的形变方式。值

得一提的是，根据 Θ=1 判据得到的 1.5%石墨烯体积分数复合材料的均匀延伸率

低于 2%，与拉伸实验得到的 3.18%并不一致，其中原因为复合材料较大的 m 值

会减弱拉伸过程的颈缩倾向(公式 1)，从而提高复合材料的均匀延伸率[4,5]。 

拉伸过程中Ⅳ变形阶段较大的塑性变形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显

著特点与优势，复合材料中较大 m 值以及断裂过程中对裂纹扩展阻碍作用的各

韧化机制均可能产生上述较大塑性形变(具体机制分析见 4.4节-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韧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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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拉伸性能比较。(a) 具有不同体积分

数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拉伸曲线对比，拉伸应变速率为 8×10
-4 

s
-1。(b) 

石墨烯在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的增强增模效率与铝基体中的常见增强相比较。(c) 仿生构型

与非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比较，石墨烯的体积分数均为 1.5%。拉伸应变

速率为 8×10
-4 

s
-1。(d) 不同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归一化加工硬化率与

真拉伸应变关系曲线。 

Fig 4-2 Tensile properties of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a) Engineering stress-strain curves 

for RGO/Al composites and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b) Comparison of the strengthening and 

stiffening efficiencies of graphene in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with various reinforcements 

in Al matrix composites. Data was drawn based on recent review articles. (c) Tensile properties of 

1.5 vol.% RGO/Al composites with different microstructure. Red and black curves correspond to 

composites with biomimetic nanolaminated and random microstructures, respectively. (d) The 

comparison of normalized strain hardening rate of RGO/Al composites with that of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综上，具有仿生构型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有以下特点： 

(1)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相比杨氏模量、屈服/抗拉强度均显著

提高，更重要的是总延伸率基本保持不变。仿生构型是复合材料强韧化性能实现



第四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强韧化机理探索 

105 
 

的主要原因。 

(2)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过程的Ⅲ形变阶段的加工硬化率数值随石

墨烯体积分数增加而减小，通过测量复合材料与铝基体激活体积，表明在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中可能存在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不同的形变机制。 

(3)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曲线的Ⅳ形变阶段的延伸率相比于铝基体

有较大提高，成为仿生复合材料总延伸率与铝基体相比未减小的主要贡献。 

表 4-1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拉伸性能(测试样品数量为 5个) 

Table 4-1 Tensile properties of the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and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five tensile specimen were tested to get the statistically averaged results) 

样品名称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杨氏模量 

(GPa) 

总延伸率 

(%) 

均匀延伸

率(%) 

颈缩后延伸

率(%) 

铝基体 153±4 201±6 72.2±1.4 5.37±0.42 4.28±0.32 1.09±0.20 

RGO/Al-0.75% 201±3 260±2 78.3±0.6 5.75±0.65 3.61±0.35 2.14±0.27 

RGO/Al-1.50% 264±4 302±3 87.1±0.8 5.30±0.22 3.18±0.15 2.12±0.14 

4.2.3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强度表征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特点是具有高体积分数的有序层状

石墨烯/铝相界面，因此界面强度成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整体力学性能

的重要影响因素。较弱的界面强度不仅减小了由基体通过界面向增强体的载荷传

递，而且在形变过程中由于界面处的应力集中容易在界面处产生初期裂纹，降低

复合材料拉伸塑性。由于增强相尺度(几纳米)的限制，定量化地测量块体复合材

料尤其是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界面强度数值具有较大的难度，因而

鲜有文献/测量方法报道。为得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强度具体数值

或范围，进而对优化或解释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提供指导，本研究依托于仿生构型

复合材料中层状界面的有序性，利用微柱压缩实验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界

面强度实现定量测量。图 4-3 a 为微柱压缩实验测量界面强度过程示意图。利用

FIB 在复合材料块体中切割出直径为 1μm 的复合微柱并在纳米压痕仪中利用平

头压头进行压缩实验，记录应力-应变曲线。调整样品切割方向使得石墨烯/铝层

状界面方向与压缩方向呈 45
o夹角，目的是使压缩过程中界面处具有最大的剪切

力(σ/2)，促进界面失效行为发生。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界面的良好有

序保证了压缩微柱切割后界面角度的可控性与准确性，图 4-3 b 左图为 FIB 所切

割微柱形貌，可以较明显地看出石墨烯/铝复合界面的定向、45
o方向分布状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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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仿生结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界面强度的定量表征。(a) 利用微柱压缩实验定量测量

界面强度过程示意图。(b)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微柱压缩前(左图)与压缩后(右

图)SEM 图片比较。左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墨烯/基体层状界面方向。石墨烯在复合材料

中的体积分数为 1.5%。(c) 微柱压缩实验的真应力-应变曲线。最大应变数值设定为 0.1，应

变速率为 5×10
-3 

s
-1。曲线表明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微柱在应变 0.1 时仍未发生界面剪切失效。 

Fig. 4-3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interfacial strength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a) Schematic of the micropillar compression test by which the interfacial strength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 can b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b) SEM images of 1.5 vol% 

biomimetic RGO/Al nanolaminated micropillar before (left) and after (right) compression test. (c) 

The stress-strain curve of compression test (Test conditions: nominally constant strain rate 0.001/s; 

maximum strain 10%). 6 micro-pillar samples were tested to get the statistics. 

色箭头所示)。实验所得的复合微柱压缩曲线如图 4-3 c 所示，压缩过程中的最大

应变数值设定为 0.1。压缩曲线中的多个明显应变突变是由铝基体中的位错团簇

在微柱表面湮灭产生的较大位移所引起，而且更大的应力需要开动界面/表面位

错形核以产生的足够可动位错来维持恒定的应变速率，从而在微柱压缩曲线中产

生应力突变(burst)[36-38]。复合微柱的压缩曲线中并未发现对应于界面剪切行为产

生的幅度较大、非连续、不可控的应变行为，同时复合材料屈服后较明显加工硬

化现象表明压缩过程中铝基体主导的变形方式。石墨烯/铝复合界面在达到最大

应变(0.1)之前未产生剪切失效的结论也可以通过压缩后复合微柱的形貌观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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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图 4-3 b)。图中表明复合微柱在压缩时整体形变均匀，并无应变集中或明显

界面剪切行为出现。压缩过程的最大正应力(300 MPa)时所对应的界面剪切应力

为 150 MPa,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界面强度数值高于 150MPa。因

此，通过精细的微柱实验设计获得了仿生复合材料界面强度数值范围(>150 

MPa)，阐明了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致密化工艺流程对仿生构型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优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微柱压缩对界面强度

的测量方法是定量测量纳米增强相/铝复合材料块体界面性能的首次尝试，也为

其他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界面性能探索及优化提供了可行实验手

段。 

 

4.3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强化机理 

4.3.1 潜在强化机制分析  

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增强相承载机制通常意义上为复合材料的主要增强机

制[39]。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增强相的尺寸在微米量级，复合材料中增强相/基体

界面的体积分数较小，相界面作用很大程度上仅为连接增强相与基体、实现载荷

传递的有效载体而对基体的形变行为并无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增强相尺度减小

尤其是对于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显著提升的界面体积分数逐步提

高了增强相与基体中位错的相互作用概率。例如分散于金属基体晶粒内部的纳米

增强相对基体位错运动的 Orowan 阻碍机制，位错运动的阻力与增强相间距呈反

比关系[25]，纳米增强相对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的贡献随增强相间距的减小而

使 Orowan 强化机制逐渐成为主导，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承载机制。增强体的引入

对金属基体本征形变行为的影响是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显著特征，在

实现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目标或性能机理分析等方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中制备的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特点为:1.铝基

体层厚在超细晶尺度(~200 nm)；2.界面基本由石墨烯/铝相界面构成且增强相沿

拉伸方向呈有序层状分布；3.石墨烯位于铝基体晶界处，而非晶粒内部。仿生构

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以上微观结构特点首先使得石墨烯在拉伸过程中直观地

具有最大化的承载作用。很高的基体铝纯度(>99.9%)以及石墨烯的晶界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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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减小了通过固溶强化或沉淀硬化(位错运动的 Orowan 行为)机制实现

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高的可能性。超细晶尺度的晶粒尺寸使得铝基体具有较高的

屈服强度(图 4-1 a),满足屈服应力与晶粒尺寸普遍接受的霍尔-佩奇关系。其基

本原理是大角度晶界对位错的运动产生阻碍作用，界面处位错通过交滑移或邻近

晶粒形核形式的位错长程运动行为必须依赖于界面处位错堆积所产生的应力集

中 nτe (n 为界面处堆积位错数目，正比于晶粒尺寸)[28,31]，超细晶/纳米晶的晶粒

尺寸使得界面堆积位错密度很小甚至不存在界面位错堆积[1]，这就要求外界施加

应力必须足够大以克服界面处位错交滑移或临近晶粒为错形核所需的临界切应

力 τc (Hall-Petch 关系中 k 值与 τc 的关系为 k∝τc
1/2)。仿生复合材料中铝基体晶

界处石墨烯的引入可能提高界面位错长程运动的临界切应力 τc，使得复合材料与

未增强铝基体相比需要施加更大的外应力以克服提高的界面临界切应力，进而引

起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提高。引起 τc 提高的可能原因为：1.位错交滑移伴随的

晶界形变能在石墨烯引入后，由于加之石墨烯的剪切形变所需能量更高；2.石墨

烯的界面引入降低了晶界能量，使得界面在临近晶内发射位错的行为更加困难；

3.石墨烯具有一定的层厚，减小了临近晶粒内部的应力集中现象，进而减弱了临

近晶粒内部位错形核趋势。石墨烯的界面引入对界面临界切应力的以上三种影响

机制均有可提高霍尔-佩奇关系中的 k 数值，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除

增强相直观承载作用之外可能的主要增强机制。   

值得提出的是，霍尔-佩奇关系中的 σo包含晶内位错间相互作用引起的位错

强化[40-42]，其数值与位错密度的平方根呈正比。经 XRD 衍射分析致密化后石墨

烯/铝基复合材料(1.5vol%)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位错密度分别为 0.814×10
14

 

m
-2 与 1.1×10

14
 m

-2。相似的初始位错密度表明位错强化在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

体中对屈服强度的相似贡献。因此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的

存在最终两种可能机制：1.层状排列增强相定向承载机制；2.高体积分数石墨烯

/铝基体相界面与未增强铝基体相比提高的界面位错长程运动所需的临界剪切应

力。 

因此，本节首先通过结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各向异性性能的实

验结果，探索两类增强机制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强化作

用)的分别贡献。其次，利用具有纯净、单一界面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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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复合界面对位错本征运动行为的影响，直接证明了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中存

在第 2类增强机制，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化机制分析提供证据。 

4.3.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化机制定量贡献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相比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杨氏模量与屈服

强度显著提升(表 4-1)，定向层状的增强相分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石墨烯承载作

用。杨氏模量反映的是初期弹性形变行为，与复合材料中增强相的分布形态密切

相关[48]。图 4-4 a 为不同模型计算的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杨氏模量随石墨烯体

积分数的变化。其中 M-S-L 模型、V-R 模型、H-T 模型分别代表复合材料模量计

算的剪滞模型[49,50]、Voight-Reuss 广义复合法则(混合法则)[51-53]以及 Halpain–

Tsai 模型[54-56]。图中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与复合法则上

限以及剪滞模型的计算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尤其是对于较高石墨烯体积分数

的复合材料(>1.5%)。拉伸过程中拉伸方向与石墨烯层片方向的一致性使得复合

材料在受力过程中近似符合等应变状态，这种受力状态正是 Voight–Reuss 复合法

则模量上限计算的基本假设，故实验与计算结果符合较好。剪滞模型依托于复合

界面实现载荷由基体向增强相的传递，由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增强

相拥有很大的长宽比(>100)，使得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拉伸过程中的

受力情况近似于连续定向纤维/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等应变状态，因此近似的受力

状态使得通过剪滞模型计算的杨氏模量结果与 V-R 模型上限数值较为一致。 

仿生层状构型对复合材料杨氏模量的提升优势可以通过实验数值与本身假

设无序增强相分布的 H-T 模型计算结果相比较得以反映:无序增强相对复合材料

杨氏模量的贡献仅为层状有序结构的~1/4，显示出复合材料模量对增强相分布状

态的依赖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具有高体积分数(>1.5vol.%)石墨烯的仿生构

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杨氏模量与模型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但由于石墨烯的

高体积分数导致致密化后的复合材料的界面结合、致密度等不十分理想，在拉伸

过程中的弹性变形阶段即产生断裂，而并不能反应复合材料的本征力学性能。因

此在本研究中对高体积分数石墨烯含量(>1.5 vol.%)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仅包

含杨氏模量表征，并未涉及到拉伸应力-应变曲线的分析。 

与杨氏模量单纯地依赖于增强相的承载作用不同，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提高

是增强相承载与复合界面对位错阻碍作用的共同作用结果。为探讨该两种增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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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的分别贡献，后续利用 FIB 在所

制备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上切割不同层状取向的复合微柱并进行

压缩实验(压缩方向分别垂直和平行于层状方向)[57]。实验表明，0.75%与 1.5%

石墨烯体积分数的复合微柱平行和垂直于层方向的压缩屈服强度分别为 272、

248 MPa 与 513、322 MPa，显示出很强的各向异性。而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微

柱平行和垂直于层方向的压缩屈服强度分别为 216、209 MPa。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垂直于层方向相比于铝基体提高的屈服强度体现出复合界面对铝基

体的界面位错长程运动提高的阻碍作用(第 2 类增强机制，4.3.1节)。由于铝基

体具有较多的滑移系(近似各向同性)且复合材料中几无宏观织构，因此当复合材

料平行于层方向压缩时第 2 类增强机制产生的对屈服强度提升应与垂直于层方

向压缩时屈服强度的提升数值相一致。复合材料有较强的各向异性的原因是当压

缩方向平行于层状方向时，石墨烯存在额外的承载作用。因此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沿平行于层状方向与垂直于层状方向压缩强度的差值即为石墨烯承 

 

图 4-4 (a) 经不同模型计算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杨氏模量随石墨烯体积分数变化

趋势以及与实验结果对比。(b)各增强机制对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高的分别贡献。 

Fig 4-4 (a) Comparison of the Young’s modulus of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between 

experimental measured values and the values predicted different models. (b) The contributions of 

different strengthening mechanisms to the yield strength increments of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载对强度提升的贡献。计算表明，0.75%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

合材料中两种增强机制占压缩屈服强度提高的比例分别为 39.9%、60.1%；1.5%



第四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强韧化机理探索 

111 
 

石墨烯体积分数的复合材料中两种增强机制占压缩屈服强度的提高比例分别为

62.8%、37.2%。相应地，在拉伸变形中两种增强机制对 0.75%以及 1.5%石墨烯

体积分数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屈服强度的贡献分别为 19、29 MPa 与

70、41 MPa (图 4-4 b)。 

随石墨烯体积分数提高而增加的石墨烯承载强化所占百分比的原因可能是

高石墨烯体积分数所对应的界面增强相的强度提高，使得在致密化加工过程后界

面保持更好的完整性，使增强相沿拉伸方向有更优的层状单向分布。而这亦与复

合材料杨氏模量变化趋势相一致：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0.75%的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杨氏模量偏离 V-R 模型上限数值较大，表明石墨烯增强体相对较弱

的单向分布。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复合界面对位错长程运动的阻碍作

用亦随石墨烯含量的提高而增强，这其中的可能原因是：石墨烯层厚的增加提高

了位错穿越所需要克服的石墨烯形变能或者增加的石墨烯层厚减弱了位错界面

堆积引起的在临近晶内的应力集中，进而减弱了位错形核能力。 

4.3.3 界面强化机制证明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界面处氧化铝的引入及界面氧化铝与未增

强铝基体的不同分布形态对上述第 2 类增强机制存在与否的研究产生了较多不

确定性。为对第 2 类增强机制进行直接特定地研究，需要具有单纯石墨烯/金属

基体界面的复合材料体系作为模型材料。因此，本研究中采取与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相似的制备工艺，获得了具有干净复合界面的仿生层状构型石墨烯/

铜复合材料，以详细研究界面石墨烯的引入对位错本征运动行为的影响。铜粉表

面较强抗氧化性以及表面氧化物易还原性使得获得单纯的石墨烯/铜界面成为可

能，为第 2类增强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利用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相似的工艺流程(片状复合粉末-冷压-

真空热压)可以实现高致密化、具有仿生层状结构的石墨烯/铜复合材料(铜层厚 

~600 nm)的制备。图 4-5 a 为 FIB 离子腔内模式拍摄的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0%的

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图片，显示出垂直于热压方向的有序层状

结构。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相似，沿层厚方向每个铜基体层仅包含单

个铜晶粒。经统计后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铜基体的层间距分别

为 523±109 nm 和 556±135 nm。复合材料的 TEM 微观组织表征显示出与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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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状结构(图4-5 b)且界面高分辨TEM 图片(图4-5 c)反映出石墨烯/铜复合材料

的复合界面非常干净，并无氧化膜或第二相存在。石墨烯厚度为 5 至 10 nm 且均

匀夹杂于铜基体层片间，形成类“三明治”微观结构。需要指出的是，铜片状粉

末表面无氧化层的限制使得在热加工过程(真空热压)中铜基体容易发生晶粒长

大现象，精细的温度控制(热压温度 623 K)是保持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铜基体晶粒

尺寸相似的关键。 

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铜基体的压缩工程应力-应变

曲线如图 4-5 d 所示，压缩实验中压缩方向与层状方向相垂直。图中表明复合材

料与铜基体相比屈服强度显著提升，由 210 MPa 提高至 352 MPa，然而在屈服强

度后的应变硬化阶段两者具有相似的加工硬化率(加工硬化指数 0.17 vs 0.16),暗

示形变过程中界面处石墨烯的引入可能并未产生或较少产生有利于加工硬化的

几何必须位错。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中的承载作用可以忽略，这是由于压缩方向垂

直于石墨烯层片方向，在形变过程中受力为等应力状态，复合材料整体的宏观屈

服行为仅与基体中位错的长程运动相关联。因此，该实验情况下复合材料提高的

屈服强度仅与复合界面对位错本征运动行为的影响相关联(第 2类增强机制)。 

在低应变下材料的塑性行为与位错的短程运动相关，这与位错长程运动引起

的宏观屈服现象机制并不相同[43]。应力弛豫实验对位错运动行为的高敏感性使

其成为探究材料宏观屈服前的初期塑性行为的有效手段[44]。图 4-5 e, f 分别为仿

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铜基体在宏观屈服前的连续应力弛豫实验，

工程应力间隔周期分别为 50 MPa 与 30 MPa。在工程应力到达 120 MPa 之前，

复合材料与基体均在弹性阶段，并没有探测到应力弛豫现象产生。当工程应力超

过 150 MPa 时，两者均开始出现应力弛豫现象且弛豫幅度随应力的提高而加剧。

应变弛豫实验中应力的下降是由于在总应变保持(弹性应变与塑性应变总和)不

变时，基体中的位错仍然在外应力与热激发共同作用下克服附近阻碍势垒而继续

运动产生塑性形变，故弹性形变减小，进而降低了应力数值而产生应力弛豫现象。

外加应力 σ 由两部分组成 σ = σ
*
 + σμ

[44]，其中 σ
*为位错克服局部阻碍势垒所需的

短程有效应力，σμ 为位错运动需克服的具有绝热特性的长程内应力。单根可动位

错运动速度 v 与有效应力 σ
*的相互关系可用以下经验公式表示[45,46]： 

v=(σ
*
/σε)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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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是与温度相关参数，σε 与温度与应变量相关联。通过结合公式(2)与

Orowan 方程[29](


=ρvb，其中 ρ 为可动位错密度)可得到在应力弛豫过程中应力

弛豫随时间的变化关系[46]： 

σ-σμ=K(⊿t+a)
1/(1-m*)

                                                (3) 

其中 K，a 为常数。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铜基体的每一

次应力弛豫曲线均可用上述关系描述。通过拟合曲线与公式(3)，可以得出在不

同应力弛豫阶段所对应的长程内应力 σμ，进而得到在复合材料/基体形变初期阶

段 σμ 及 σ
*的数值演变趋势。 

根据公式(3)拟合所得结果如图 4-5 g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在宏观屈服时仿生

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的 σμ 数值较铜基体显著提升，由 171.0 MPa 提高至 304.5 

MPa。而两者的有效应力数值(σ
*)差别不大，明显的 σμ 数值提高是仿生构型石墨

烯/铜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复合材料提高的 σμ 数值表明石墨烯/

铜复合界面相比于铜/铜晶界提高的位错阻碍能力。屈服强度与晶粒尺寸满足普

遍接受的霍尔-佩奇关系[30,40]： 

σ=m(τo+kd
-1/2

)                                                      (4)                                                        

其中 m 为位向指数，k 是特定温度与形变速率下的常数，d 为晶粒尺寸。复合材

料显著提高的屈服强度表明复合材料的提高的 k 数值。 

值得注意的是公式(2)成立条件为在应力弛豫过程中可动位错密度保持恒定

[45]，由于各个应力弛豫曲线对公式(3)很好的拟合性使得该假设条件在本研究中

可能得以满足。为进一步研究公式(2)在本研究中的正确应用，对仿生构型石墨

烯/铜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铜基体在宏观屈服点进行长时间应力弛豫实验

[47]，以证明通过该实验得出的宏观屈服时长程应力数值 σμ 是否与通过公式(2)

推算的复合材料与铜基体数值具有一致性。复合材料与铜基体在宏观屈服点的长

时间应力弛豫曲线如图 4-5 h 所示，在经过 330 h 弛豫后两者应力值保持恒定不

变，所得到的复合材料与铜基体的 σμ 数值分别为 269.7 MPa 与 157.7 MPa，这与

通过公式(2)-(3)拟合所得的 σμ 结果保持一致，证明了公式(2)中关于可动位错

密度恒定的假设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再次阐明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铜

复合材料中显著提高的σμ数值或界面位错阻碍作用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

料屈服强度提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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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弛豫曲线中应力减小数值⊿σ 与弛豫时间⊿t 的关系亦可由以下关系表

示[3,29]： 

⊿σ=-(√3kT/V
*
)In(1+⊿t/Cr)                                          (5) 

其中 k 为波尔兹曼常数，V
*为热激活形变过程的激活体积，Cr 为与时间相关参数。

对应于每一应力弛豫阶段的 V
*数值均可通过曲线与上述公式拟合所得。图 4-5 i

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在宏观屈服时对应的激活体积为 110 b
3
,而铜基

体激活体积数值约为复合材料的 3 倍(335 b
3)。激活体积的较大差异表明复合材

料的石墨烯/铜界面与基体的铜/铜晶界对位错的不同热激活行为[29]。金属的强

度与热激活形变过程本质上为晶内位错相互作用主导形变行为与晶界/相界处的

霍尔-佩奇关系所代表的阻碍作用的结合。多晶金属激活体积 V
*与晶内、晶界对

位错的阻碍作用行为可通过一下方程相关联[31]： 

V
*-1

=Vo
*-1

+(k/2mτcVc
*
)d

-1/2
                                            (6) 

其中 Vo
*为晶粒内部位错运动的激活体积，Vc

*代表晶界/相界处位错运动激活体

积，τc 即为位错在晶界处通过交滑移或临近晶粒内形核所需的临界切应力。研究

表明公式(6)中只要 σμ 数值较小(本研究满足该条件)，方程中 τcVc
*数值可近似

为常数(3.1×10
-20

 J)[31]。利用公式(6)与得到的复合材料与铜基体激活体积数值相

结合，计算得到对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公式(4)中的 k 数值为未石墨

烯增强铜基体的 4.2 倍。由于 k 与位错运动的临界剪切应力 τc 的平方根呈正比，

故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中复合界面对位错长程运动的阻碍作用力为铜基

体中铜/铜晶界的 17.6 倍。显著提高的界面阻碍作用加剧了位错在界面处的堆积

程度，提高了界面位错对晶内后续位错运动施加的长程作用力(σμ)数值，这与实

验所测提高的 σμ 结果(图 4-5 g, h)相一致。上述实验结果阐明了石墨烯/铜复合

界面对位错本征运动行为的改变作用，同时直接地验证了 4.3.1小节中提出的第

2 类增强机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与铜基体在宏

观屈服后的加工硬化率较相近，表明依托于石墨烯-基体的不同形变行为以产生

的更多几何必须位错来实现复合材料较高加工硬化率的思路不可行或缺乏有效

证据，其可能的原因是在超细晶/纳米晶基体晶粒尺寸下，位错与界面的相互作

用成为主导，改变了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在较大晶粒尺度下的位错行为。 

因此通过研究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初期塑性，探究在石墨烯未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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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以石墨烯/铜为模型材料的关于石墨烯/金属层状界面对金属基体本征变形方式影响

的研究，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0%。(a) 微观组织 FIB 腔内离子束成像图片。(b) TEM 显微组

织表征。(c)为(b)图中所选区域的界面高分辨 TEM 图片。(d) 压缩工程应力-应变曲线。应变

速率为 5×10
-4

 s
-1 且最大应变值设定为 0.1。(e)，(f)图分别为仿生复合材料有与铜基体在宏观

屈服应力前的逐步应力弛豫曲线，加载过程中的应变速率为 5×10
-4

 s
-1。(g) 仿生复合材料与

铜基体在宏观屈服前长程内应力与有效应力随加载过程中的数值变化趋势。(h) 复合材料与

铜基体对应于宏观屈服时的长时间应力弛豫实验的应力-时间曲线。(i) 复合材料与铜基体的

激活体积随工程应力变化曲线。 

Fig. 4-5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iomimetic nanolaminated graphene/Cu 

composites. (a) A focused-ion-beam (FIB) ion-channeling image of as-fabricated graphene/Cu 

composites. (b) A TEM image of graphene/Cu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c) The HRTEM of the 

interface structure of the selected area in (b). (d) Engineering compressiv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graphene/Cu composites and unreinforced Cu matrix at the strain rate of 5×10
-4

 s
-1

. (e) and (f) are 

progressive stress relaxation curve of unreinforced Cu matrix and graphene/Cu composites, 

respectively. The loading rate was 5× 10
-4

 s
-1

. (g) Effective and long-range intern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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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of graphene/Cu composite and Cu matrix before macroyielding. (h) Long-time stress 

relaxation curves of graphene/Cu composite and Cu matrix at macroyielding points. (i) Apparent 

activation volume (V
*
) of graphene/Cu composites and unreinforced Cu matrix at various stress 

levels before macroyielding obtained by stress relaxation tests. 

作用下复合材料的强化机制，意图证明复合材料中石墨烯/金属界面对位错长程

运动提高的界面阻碍作用(第 2类增强机制)。采用连续应力弛豫实验探究了仿生

构型石墨烯/铜模型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铜基体在微塑性形变过程中的有效

应力 σ
*与长程内应力 σμ 的数值变化趋势，阐明了仿生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高与

σμ 的内在关联，并通过激活机制分析表明石墨烯/金属复合界面提高的位错长程

运动临界切应力数值为 σμ 提高的主要原因，直接证明了复合界面对位错本征运

动行为的影响和强化机制分析中提出的第 2 类增强机制，为 4.3.2节中的仿生构

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强化机制的讨论提供了有利证据。 

综上所述，本节主要探究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化机理。首先

结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特点提出复合材料增强的两种可能

机制：定向层状分布的增强相承载机制-第 1 类增强机制以及增强相/基体界面对

位错本征运动行为提高的阻碍作用-第 2 类增强机制。其次依托于上述增强机理

分析与后续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沿不同压缩方向的微柱压缩实验结果，

计算拉伸过程中石墨烯承载作用(第 1 类增强机制)与界面提高的位错阻碍作用

(第 2 类增强机制)在不同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分别

的强化数值与比例。最后通过对具有纯净、单一相界面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

合材料微塑性阶段的形变行为研究，探究了在石墨烯未承载前提下，复合材料屈

服强度的提升原因。直接证明了石墨烯/金属复合界面的第 2 类增强机制，为仿

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增强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有利证据。 

 

4.4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韧化机理 

4.4.1 加工硬化过程中复合界面对位错本征运动行为影响 

金属的强韧化目标的具体体现为提高的屈服强度与屈服后加工硬化率数值。

加工硬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避免/减缓拉伸过程中的应力集中现象，进而提高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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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延伸率与总延伸率。然而，图 4-2 d 清楚地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

料的加工硬化率随石墨烯体积分数的提高而减小，复合材料相比于铝基体降低的

加工硬化能力亦可通过拉伸曲线中复合材料第Ⅲ形变阶段出现的近似稳态变形

趋势表明(图 4-2 a)。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减小的加工硬化能力可能使复

合材料在拉伸过程中产生应变失稳，进而减小拉伸均匀延伸率。事实上，复合材

料拉伸实验中得到的均匀延伸率数值随石墨烯体积分数的提高呈减小趋势:0%，

0.75%与 1.5%石墨烯体积分数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均匀延伸率数值

分别为 4.28%，3.61%与 3.18%。由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铝基体微观

结构的显著不同点是复合材料具有连续的层状结构增强相/基体界面，因此减小

的加工硬化率行为应与复合材料的这种界面结构密切相关。 

金属材料加工硬化的本质为塑性形变过程中对位错运动的阻碍作用随应变

增加而提高，通常意义上这种增加的位错阻碍行为是形变引起的位错密度提高的

结果(Taylor 位错增强机制)。相同应变下，位错密度是达到该应变数值下位错形

核/增殖速率与位错湮灭速率的相互竞争结果。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晶

粒尺寸、宏观织构与未增强铝基体很相似，故形变过程中相同应变时所具有的位

错形核/增殖数值基本相同，影响形变时位错密度总密度进而加工硬化率的主要

因素是形变过程中的位错湮灭速率。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减小的加工硬

化率数值表明连续有序的复合界面对既有位错有更强的吸收作用，进而减弱了形

变时的位错密度增加趋势。复合材料位错密度随应变的变化规律可通过不同拉伸

应变值下微观组织的 TEM 位错密度统计表明。图 4-6 a-c 为对应于不同应变(0%，

1.0%，3.5%)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石墨烯体积分数 1.5%)的 TEM 微

观组织形貌。经统计后对应于 0%, 1.0%以及 3.5%应变的复合材料内位错密度分

别为 0.814×10
14

 m
-2， 3.422×10

14
 m

-2 和 3.489×10
14

 m
-2

 (图 4-6 d)。宏观屈服

后初期迅速提高的总位错密度与复合材料拉伸过程中第Ⅱ形变阶段中较高的加

工硬化率一致，然而 1%塑性形变后位错总密度较小的增幅使得拉伸过程的第Ⅲ

阶段出现类稳态形变现象，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复合界面在拉伸

形变过程中相比于未增强铝基体对位错较强的吸收作用。界面提高的位错吸收作

用可能是与界面处包含的连续、无定形氧化铝结构引起。研究表明 Cu/Cr 纳米多

层膜体系中的纳米无定形态增强体Cu3Cr对铜基体中的位错具有较强吸收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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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复合材料中界面连续的无定形氧化铝以及较高界面体积分数使得铝基体

中位错与氧化铝相互作用的概率较大。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的这种界 

 

图 4-6 不同应变下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位错组态 TEM 图片。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5%。(a) 应变 0%。(b) 应变 1%。(c) 应变 3.5%。(d) 图为经 TEM 图片位错密度统计后的

位错密度随应变数值变化关系。 

Fig. 4-6 Sequential TEM images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 containing 1.5 vol. % RGO 

taken at 3 different strain levels: (a) 0%, (b) 1%, (c) 3.5%. (d) is the summary of dislocation 

density of RGO/Al composites estimated from at least 10 different Al grains for each sample set 

using the line-intercept method. 

面/位错吸收机制对复合材料位错形变行为的影响可以从应变速率敏感因子以及

激活体积的数值上更清楚体现:经纳米压痕中的应变速率跳跃实验测量出石墨烯

体积分数为 1.5%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 m 与 V 值分别约为 0.06 与 20 

b
3，而未增强铝基体的 m 与 V 数值分别约为 0.02 与 80b

3。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相

比显著减小的激活体积表明变形过程中位错行为/变形机制的改变，由铝基体的

常规位错增殖/运动的主导变形行为转变为复合材料中可能的位错/相界面相互

作用机制。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界面对基体位错的吸收作用在本质上减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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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的拉伸均匀延伸率，进而不利于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实现。然而，事

实上复合材料的总延伸率随石墨烯体积分数的增加并无减小，其中的原因为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拉伸过程的第Ⅳ形变阶段中具有比为未石墨烯增强铝

基体提高的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最终使总延伸率保持基本不变。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最大应力值后的较高塑性形变为仿生构型复

合材料的形变特点与性能优势。对该现象的机理解释，是阐明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韧化机制、仿生构型-力学性能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强韧化性能匹配原

因的关键。以下通过 SEM 下的原位三点弯曲实验以及 TEM 中的原位拉伸实验

探究复合材料仿生构型的韧化作用，旨在阐明仿生结构从宏观至微观尺度的韧化

行为，解释拉伸过程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第Ⅳ形变阶段中较大延伸

率的形成机理。 

4.4.2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仿生构型韧化作用 

4.4.2.1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失效行为分析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拉伸过程中较大的最大应力后延伸率为复合

材料塑/韧性提升关键。复合材料提高的最大应力后延伸率数值可能的两种原因

是：1.通常意义上最大工程应力对于与金属的颈缩行为，颈缩后较大的延伸率可

能是因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相比于未增强铝基体有显著提高的应变速

率敏感因子数值(0.06 vs 0.02)[4]。颈缩现象出现后在颈缩区域有应变集中现象，

该区域金属所受应变速率得到较大程度增加，提高的 m 值对颈缩区域有明显的

硬化作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颈缩区域的应变集中现象，进而有利于提高颈缩后

延伸率。2.复合材料最大工程应力对应的应变数值亦有可能为裂纹萌生点，后续

的所谓变形行为实则对应于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对裂纹扩展的不断阻碍过程。复合

材料中石墨烯/铝基体界面可能由于在界面处的应力集中而容易萌生裂纹，这种

假设非常符合非仿生构型(无序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特点(图 4-2 

c)，且在 4.2.2 小节中已对非仿生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断裂行为进行了较为合

理的分析与解释。因此，为探讨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断裂过程由上述

哪种失效行为决定(颈缩或裂纹扩展阻碍)，对断裂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与未增强铝基体的横截面进行颈缩行为分析。图 4-7 a, b 图分别为仿生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拉伸样品断裂后的纵截面光学显微镜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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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并未产生明显的颈缩现象。相反地，未增强

铝基体具有较为明显的颈缩趋势:断口处的样品宽度与均匀变形部分相比减小了 

 

图 4-7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a)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b)拉伸样品端口光学显微镜

图片以及颈缩分析,复合材料中石墨烯的体积分数为 1.5 %。 

Fig. 4-7 Fracture surface for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and the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with a RGO concentration of 1.50 vol.%. It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unreinforced Al matrix suffered notable necking before failure; however, little change in the width 

of fractured cross-section was found in the composite sample, indicating a lack of necking in the 

composite samples. 

11%。复合材料的无明显颈缩行为排除了上述关于仿生构型复合材料最大应力后

延伸率数值提高的第一种可能原因，表明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仿生复合构型对

裂纹扩展的阻碍、韧化行为是引起复合材料提高的最大应力后延伸率的主要原因。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的断口裂纹形貌亦存在显著不同：

复合材料断面呈凸凹不平的锯齿状，而铝基体端口光滑平直。这种现象侧面反映

出两者对裂纹传播过程的不同阻碍能力。因此，为进一步研究仿生复合构型的韧

化优势需要直观地观察裂纹与层状复合界面的相互作用过程。故采用 SEM 下的

原位三点弯曲实验与 TEM 中原位拉伸试验动态地研究仿生构型的韧化过程与行

为，同时结合可能得到的实时力学性能曲线分析形变过程中应力-应变曲线与组

织结构的对应关系，探讨仿生复合构型的韧化机制。 

4.4.2.2 仿生复合构型韧化机制研究-SEM 与 TEM 中原位实验 

图 4-8 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5%)与未石墨烯

增强铝基体在 SEM 下原位三点弯曲实验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韧化机制研究。图

4-8 a 为三点弯曲工程应力-应变曲线，复合材料最大弯曲强度为 345 MPa，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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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强度(230MPa)提升 50%，这与拉伸实验中仿生构型石墨

烯/铝复合材料抗拉强度增强幅度相似。抗拉强度与弯曲强度绝对数值的不同可

能是因为不同形变方式所对应的受力状态不同:三点弯曲实验受力状态更为复杂，

存在拉、压两种形变方式。三点弯曲实验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延伸

率(5.6%)稍高于铝基体(5.1%)且整体曲线形貌与拉伸行为较相似：仿生构型复

合材料存在比铝基体提高的最大应力后延伸率(2.1% vs 0.2%)。值得注意的是，

原位 SEM 实验显示复合材料最高工程应力点为裂纹萌生点，后续的应变对应于

复合材料的层状微观组织对裂纹扩展的不断阻碍过程，实验结果与 4.4.2.1 节提

出的仿生构型的第 2 类韧化机制相一致。图 4-8 b, c 分别为弯曲断裂后仿生构型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铝基体表面裂纹扩展路径 SEM 图片。图中清楚地表明两者

不同的裂纹传播方式：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裂纹路径曲折，在微观上

与宏观上均存在裂纹偏转行为，而铝基体断裂过程由一条平直主裂纹引起，传播

过程中未有明显裂纹偏转趋势。原位三点弯曲实验中裂纹在断裂失效后复合材料

与铝基体中的扩展形貌与拉伸实验很相似(图 4-7)，表明了仿生构型的韧化行为

与机制并未随受力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图 4-8 f, i 分别为弯曲断裂后仿生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断口 SEM 图片，复合材料中凹凸不平的断口形貌表

明仿生复合构型在应力最高点对应的裂纹萌生点后存在对裂纹扩展稳定的、持续

的阻碍行为。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在裂纹萌生后由于无有效裂纹传播阻碍作用，

主裂纹在后续加载时迅速扩展而贯穿样品，形成较为光滑的断口形貌(图 4-8 i)。 

裂纹扩展的阻碍作用可分为本征与外在韧化机制[16]。裂纹的本征韧化机制

为裂纹形成与裂纹传播过程中的阻碍效应，所对应力学性能参数为断裂韧性

(KⅠC)。该韧化机制大部分作用于裂纹尖端前部，如裂纹尖端应力集中所引起的

尖端周围基体塑性形变。外在韧化机制仅代表在裂纹形成后、裂纹传播过程中阻

碍作用，如裂纹桥接、裂纹偏转等。外在韧化降低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应变场。

其对力学性能参数的影响主要是引起上升的裂纹扩展阻力与稳态裂纹扩展量关

系曲线(R 曲线)[58]。图 4-8 d, g 分别为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

增强铝基体原位三点弯曲实验中截取的裂纹传播过程中裂纹尖端形貌 SEM 图片。

由图可见，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裂纹传播过程伴随以下不同

特点：1.复合材料裂纹尖端前部与两侧基体中存在较大形变区域(几百 μm×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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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 SEM 下的三点弯曲原位实验。

复合材料中石墨烯的体积分数为 1.5 %。(a) 复合材料及铝基体的三点弯曲工程应力-应变曲

线。应变速率为 5×10
-4 

s
-1。(b)，(c)分别为复合材料与铝基体弯曲断裂后的形貌 SEM 图片，

显示出复合材料与基体断裂形貌或裂纹扩展路径的显著区别。(d)-(e)，(g)-(f)分别为对应于

复合材料与铝基体裂纹扩展过程中较高放大倍数下的 SEM 图片。显示出在裂纹尖端与裂纹

后端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形貌区别，表明仿生复合构型的本征韧化与外在韧化优势。(f)，(i)

分别为对应于复合材料与铝基体的断口 SEM 图片。 

Fig. 4-8 In situ SEM 3-point bending test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The concentration of RGO is 1.50 vol.%. (a) Engineering stress-strain curve for 

RGO/Al composites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b) and (c) are SEM images of the crack 

propagation route after fracture for RGO/Al composites and Al matrix, respectively. (d)-(e) and 

(g)-(h) are SEM images of the magnified rendition of localized crack morphology during loading 

for RGO/Al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respectively. (f) and (i) are the SEM fracture surface 

images of RGO/Al and Al matrix, respectively. 

μm,图 4-8 d), 裂纹尖端较大的塑性形变区表明裂纹扩展单位面积时需要克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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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基体形变能，形成对裂纹的形成与扩展的强阻碍行为，暗示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具有较大的断裂韧性数值。相反地，未增强铝基体的裂纹前端或附

近基体中的塑性形变区非常小，表明仅有较小的本征韧化作用。2.复合材料中存

在明显的裂纹偏转现象，偏转的裂纹取向(尤其是裂纹方向与施力方向垂直的情

况)减弱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应变场，使得裂纹的后续扩展变得更加困难。而未增

强铝基体未有明显裂纹偏转趋势(图 4-8 g)，裂纹尖端较强的应力集中现象加速

了裂纹扩展过程。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裂纹尖端基体塑性形变的本征韧化行为以及裂

纹传播过程中裂纹偏转的外在韧化行为共同作用，较大程度地抑制了裂纹扩展速

率，使得复合材料在裂纹萌生后仍存在较长时间的稳定形变过程，进而提高了复

合材料中的最大应力至完全断裂阶段的延伸率数值。重要的是，如图 4-8 e, h 所

示，微观尺度上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的裂纹扩展路径仍

存在区别：复合材料裂纹路径为锯齿状(图 4-8 e)而未增强铝基体的裂纹路径依

旧平滑(图 4-8 h)，表明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在层状结构的单层厚度尺度上可能

仍存在具有微观尺度的额外韧化机制。进一步直观地研究仿生层状结构与此种韧

化机制的内在关联需要在具有更高分辨效果的 TEM 中进行原位拉伸实验。 

 

图 4-9 适用于原位 TEM 拉伸试验的样品 SEM 图片。(a)为所制备 TEM 原位试验样品的较

宏观 SEM 形貌，绿色箭头所示为 FIB 减薄区域。(b)图为所减薄区域(TEM 原位拉伸观察区

域)较高倍数 SEM 图片。电子束的高穿透性表明较好的减薄 TEM 样品质量。 

Fig. 4-9 SEM images of the as-fabricated specimen for in situ TEM tensile test. (b) is the 

magnified rendition of the thinned area in (a) indicated by green arrows. The inset in (a) shows the 

sample geometry for in-situ TEM tensile test. 

图 4-9 为适用于原位 TEM 拉伸试验的样品 SEM 图片。在适于 TEM 原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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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样品尺寸的长方向薄片边缘中部切割直径为 1.2 mm 的半圆孔，目的是保证拉

伸过程中在该区域产生明显应变，以有利于微观组织动态观察。利用 FIB 在圆孔 

 

图 4-10 (a)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原位 TEM 拉伸实验不同形变时间的样品微观组织

形貌。显示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裂纹桥接外在韧化作用现象。(b)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 TEM

原位拉伸时的裂纹扩展路径。复合材料中石墨烯体积分数为 1.5%。 

Fig 4-10 Screenshots of in-situ TEM tensile test of RGO/Al nanolaminated composites (a)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b). The concentration of RGO in the composites was 1.50 vol.%. 

底部制备尺寸约为 30 μm (垂直于拉伸方向/层状方向)×10 μm (平行于拉伸方向

/层状方向)的 TEM 观察薄区(图 4-9 b)。虽然由于装置限制在原位拉伸过程中未

能测定载荷数值以得到拉伸应力-应变曲线，但通过微观组织的实时观察可以得

出组织的随形变时间的演化规律与特点，进而阐明仿生构型在层状厚度尺度下的

微观韧化机理。图 4-10 a 为具有 1.5%石墨烯体积分数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在不同拉伸变形时间所对应的 TEM 微观形貌。图中表明，随着形变进行裂纹

首先在具有较大应力集中的石墨烯/铝基体界面处产生微孔，而后续形变过程中

在主裂纹后部产生明显的裂纹桥接现象，裂纹后部跨连的铝基体通过塑性变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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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裂纹尖端的应力集中、减弱了裂纹扩展趋势与速率，进而在裂纹传播路径后

部留下锯齿状微观结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因铝基体桥接作用形成

的锯齿状微观组织与原位 SEM 三点弯曲中获得的裂纹传播路径微观形貌相一致

(图 4-8 e)，表明了在层厚尺度上仿生构型的裂纹桥接外在韧化机制。而与仿生

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不同，铝基体虽然具有相似的晶粒尺寸与形貌，然而破

碎的氧化铝组织对裂纹的萌生与扩展过程作用不大，使得在微观尺度上裂纹扩展

非常迅速而几无阻碍作用，最终形成平滑的裂纹扩展路径(图 4-10 b)。 

综上，通过原位 SEM 三点弯曲实验与原位 TEM 拉伸实验相结合，实现了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从微观至宏观尺度三种韧化机制的探究(图 4-11)： 

 

图 4-11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不同尺度下的韧化机制示意图。 

Fig. 4-11 Schematic of the toughening mechanisms of the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at different length scales. 

1.在铝基体层厚尺度上(~200 nm)的裂纹桥接外在韧化机制；2.在几百微米尺度

上裂纹前端基体塑性形变的本征韧化机制；3.几百微米至毫米尺度上的裂纹偏转

外在韧化机制。以上不同尺度韧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使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存在较

强的裂纹萌生与扩展阻碍作用，促使复合材料在裂纹萌生后仍存在较长时间的稳

定形变过程，以提高最大应力至完全断裂阶段的延伸率数值，最终实现仿生构型

复合材料与基体相比相似的总延伸率。以上韧化机制与仿生层状构型有很强的依

赖性：裂纹桥接的外在韧化作用是铝基体层间桥接作用的直接结果；而裂纹偏转

倾向于在局部层状界面处产生且该外在韧化作用与复合材料中连续定向增强相

有关，具有非连续界面结构的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对裂纹扩展几无偏转作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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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结构连续增强体扩大了裂纹尖端的塑性变形区，使得裂纹形核或扩展中需要提

供更多的能量以克服基体塑性形变能，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本征韧化效果。非仿生

结构(无序结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由于不具有以上韧化机制，使得复合界面因

应力集中萌生的裂纹迅速扩展，复合材料整体快速失效断裂。造成非仿生结构(无

序结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基本不存在颈缩后形变(图 4-2 c)。 

4.4.2.3 仿生构型韧化机制研究-三点弯曲实验有限元模拟 

利用有限元软件模拟三点弯曲实验中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

烯增强铝基体在不同应变条件下的应力/应变分布，阐明仿生复合构型的韧化优

势。图 4-12 为不同应变(1%, 2%与 4%)仿生构型复合材料(a)与铝基体(b)中的应

变分布有限元模拟结果。图中可以看出，在相同应变下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

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中的应变分布存在以下特点：1.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

的应变集中现象相比于铝基体程度较弱且分布比较分散；2.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

应变集中于层状结构增强相末端，这些位置可能在形变过程中首先形成孔洞萌生

点，而后续增强相末端的孔洞连接过程对应于铝基体的裂纹桥接现象，因此有限 

 

图 4-12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基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在三点弯曲形变过程中应变

分布的有限元模拟，显示出仿生构型对应变集中的减缓结果。 

Fig. 4-12 FEM simulations of strain concentration in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a)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b) at various strain levels during 3-point bend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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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结果与 TEM 原位拉伸过程中的铝基体裂纹桥接的外在韧化机制相一致。

而铝基体的应变集中于样品中间区域，破碎的较短氧化铝未能将该区域的应变集

中现象良好分散，在微观尺度上并未有可能的外在韧化行为发生，因而在形变过

程中产生的裂纹沿弯曲方向迅速扩展。该有限元分析结果与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

在原位 SEM 三点弯曲与 TEM 拉伸实验中观察到的光滑平直的裂纹扩展路径相

一致。 

图 4-13 为三点弯曲实验中相同应变下(2%)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应力分布的有限元模拟结果。图中表明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

应力相对于铝基体分散更为均匀，铝基体中较短的氧化铝未能将弯曲变形产生的

应力集中现象很好地分散，不仅减弱了铝基体的整体强度，而且在形变过程中裂

纹容易萌生。复合材料应力最大值出现在增强相的中间，这与剪滞模型中增强相

中间应力出现极值的结果相一致。由于增强相的有效承载作用，复合材料应力分

布区域较铝基体相比显著提高，这有利于扩大形变过程中裂纹前端基体塑性形变

区域。这种仿生复合构型提高的本征韧化作用与原位 SEM 三点弯曲中观察到的

复合材料裂纹前端存在的较大尺度基体塑性变形区有很好的一致性。因此，通过

对三点弯曲变形过程的有限元模拟，阐明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减小

应变集中、扩大变形区域的独特优势，分别与上述原位实验中得到的仿生构型石

墨烯/铝复合材料在微观尺度上的铝基体裂纹桥接外在韧化机制与较宏观尺度上

的裂纹尖端基体塑性形变本征韧化机制的结论相符合。 

 

图 4-13 三点弯曲过程中应变为 0.02 时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中应力分布有限

元模拟结果。 

Fig. 4-13 FEM simulations of stress distribution in biomimetic RGO/Al composites and 

unreinforced Al matrix at the strain level of 0.02 during 3-point bend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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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仿生构型韧化机制小结 

综上所述，本节主要探究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铝

基体相比拉伸总延伸率未减小行为所对应的韧化机制。分别研究了复合材料仿生

构型对最大应力值前均匀形变阶段与最大应力值后裂纹扩展阶段形变行为的影

响。阐明了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复合界面引起的基体本征形变行为改变:由未增

强铝基体的常规位错增殖/运动的主导变形行为转变为仿生构型复合材料中可能

的位错/相界面相互作用机制。尽管复合界面与位错相互作用减小了复合材料的

拉伸均匀延伸率，但从微观至宏观尺度上仿生复合构型对裂纹扩展的本征与外在

韧化的协同作用提高了仿生构型复合材料的最大应力值后延伸率，使得仿生构型

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总延伸率并未减小。 

仿生构型引起的基体塑性变形、裂纹桥接、裂纹偏转等本征与外在韧化机制

与自然界结构材料的构型韧化机理有很强的相似性，这表明所得的仿生构型金属

基复合材料不仅是简单的“结构仿生”而且亦实现了对自然界材料韧化行为的“原

理仿生”。本节与上节关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强化机理的讨论相结合，

构成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强韧化机制的研究主体。本节所得的主要结

论为： 

(1) 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复合界面对位错有吸收作用，减弱了宏

观屈服后形变过程复合材料的加工硬化能力，进而减小了复合材料均匀延伸率。

复合界面对位错运动行为改变亦可通过与基体相比显著减小的激活体积(20 b
3
 

vs 80 b
3)体现； 

(2) 依托于原位 SEM 三点弯曲与 TEM 拉伸实验阐明了仿生构型对裂纹扩展行

为的本征与外在韧化作用，揭示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石墨烯增强

铝基体相比总延伸率未减小原因； 

(3) 对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未增强铝基体三点弯曲实验的有限元模拟

表明仿生构型在减小应变集中、扩大变形区域的独特优势，所得结论分别与原位

实验中观察到的仿生构型复合材料微观上铝基体裂纹桥接外在韧化机制与较宏

观上裂纹尖端基体塑性形变本征韧化机制的结论相一致。 

 

4.5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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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研究了具有不同体积分数石墨烯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

未石墨烯增强铝基体的拉伸行为，阐明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杨氏模

量、屈服/抗拉强度等力学性能上的显著优势。重要的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

合材料的总延伸率与未增强铝基体相比并未减小。所得的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

合材料改变了金属基复合材料中普遍存在的强韧化倒置关系矛盾。利用仿生/非

仿生构型复合材料拉伸性能比较，表明了复合材料的强韧化特征与仿生构型结构

存在的内在关联。 

其次分别探究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化与韧化机理。通过分析

仿生复合材料微观结构特点提出复合材料存在的增强相承载机制与增强相/基体

界面提高的位错阻碍作用两种可能的增强机制。结合后续实验中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沿不同方向的微柱压缩结果，定量地计算出拉伸过程中石墨烯承载

作用与界面提高的位错阻碍作用对复合材料屈服强度提升的分别贡献。考虑到仿

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中复杂的铝/氧化铝/石墨烯三相界面组分所造成的复

合界面位错增强机制研究的不确定性，采用具有纯净、单一相界面的仿生构型石

墨烯/铜复合材料作为模型材料，研究其微塑性阶段形变机理，揭示仿生构型复

合材料的界面强化机制。 

通常意义上金属强韧化目标是在提高金属屈服强度的同时，保持或提高金属

加工硬化能力进而提高拉伸过程均匀延伸率。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

连续有序复合界面使得铝基体内由常规位错增殖/运动的形变方式转变为可能的

位错/相界面相互作用机制，减小了形变过程中复合材料金属基体的位错储存能

力，进而降低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加工硬化率与拉伸均匀延伸率。

仿生构型对裂纹扩展行为的本征与外在韧化作用，是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

料总延伸率并未减小的主要原因。仿生构型在不同尺度上的韧化行为通过原位

SEM 三点弯曲与 TEM 拉伸实验进行了详细、系统地研究，并结合三点弯曲变形

过程的有限元模拟揭示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在减小应变集中、扩大变

形区域的独特优势，验证了原位实验中所得到的韧化机制。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性能优势证明了通过启迪于自然界结

构材料的微观结构实现人造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的可能性。为金属基

复合材料的强韧化途径开辟了新思路。同时，依托于本研究中片状复合粉末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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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在微观至宏观尺度的通用性及可控性方面的优势，可实现具有不同增强相与

基体相、不同层状结构尺度、更复杂多级结构的仿生构型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

合材料的块体样品制备，使得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具

有广阔的空间。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研究现在仅处于初级阶段并有着

良好的发展潜力，未来在力学性能方面可能的发展方向为: 1.依托于可控制备手

段获得具有更加复杂结构(如梯度结构)的仿生金属基复合材料块体，利用制备过

程的可控微观/宏观组织调控结合基本的金属韧化原理(如梯度结构的引入有利

于提高几何必须位错密度，进而增大基体加工硬化率与均匀延伸率)实现高强高

韧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2.本博士论文中关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

制备优势在于纳米增强相在基体中的均匀、可控分散，并且这种纳米增强相的分

散方法具有普适性。金属基体界面处引入的纳米增强相可能对晶界能量、晶界应

变失配等塑性影响因素进行调控，可能改变超细晶/纳米晶金属的形变方式以提

高高强金属的拉伸塑性，这种晶界纳米增强相修饰与调控可能成为未来金属强韧

化的重要手段与方向之一。总之，仿生构型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远未结束，而且未来有可能成为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乃至金属强韧化的重要方

法与研究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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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倒置关系矛盾成为制约金属

基复合材料体系发展的突出问题。启迪于自然结构材料的构型强韧化优势，本论

文将仿生构型引入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中，通过仿生构型的韧化效果实现金属基

复合材料强韧性能匹配。以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体系为代表，利用复合粉末组装

思想制备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阐明复合材料的力学特性和强韧化

特点，并系统地研究仿生构型在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的强韧化机理，为仿生构型

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性能实现提供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论文同时强调了

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发展潜力与制备可行性，力图为后续仿生构型金属基复

合材料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优化提供可能方向与实验参考。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如

下： 

1. 可控尺寸铝片球磨制备及石墨烯在铝片表面高效、可控分散。球磨法制

备具有层厚可控的铝片状粉末，对铝片微观至宏观尺度的组织表征表明球磨铝片

内部晶粒沿片层方向拉长但并无择优取向。铝片近似二维的形貌结构与表面的较

小起伏度(<5 nm)使得铝片与石墨烯在宏观与微观上均形貌兼容。依托于静电力

吸附机制可实现氧化石墨烯在铝片表面的自发、均匀、可控吸附。通过对比实验

以及定量表征方法分别定性、定量地证明了静电作用吸附机制。吸附过程中铝片

对氧化石墨烯的还原作用结合后期热还原过程实现了石墨烯/铝纳米片状复合粉

末中高质量、少缺陷的石墨烯获得，为后续仿生构型石墨烯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

块体制备与良好力学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利用静电吸附工艺亦可实现多种纳米

碳，包括单/多壁碳纳米管以及混杂结构增强相在多种常用金属(铝、镁、钛、铁、

铜)片状粉末中的均匀分散，表明依托于静电吸附机制的片状复合粉末制备方法

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2.精细的致密化工艺选择与参数调控是实现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块体制备的关键。采用冷压-真空热压-热锻造-热轧制的工艺手段实现具有高致

密化、仿生层状构型的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块体制备。仿生构型与致密化工艺存

在较强依赖行为。石墨烯的界面引入提高了增强相本征强度，进而有益于保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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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程中的界面整体性与完整度。界面的热稳定性研究表明仿生构型石墨烯/铝

复合材料可在高达 0.87 Tm 下保持组织稳定，而在 0.89 Tm 热退火温度下会产生较

为明显的界面反应，而且不同温度下复合材料的界面反应程度可通过“基体溶解

法”定量测量。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铝晶内中保留有铝片球磨过程中

由于大应变、高应变速率而引入的层错/微孪晶等特殊缺陷，但该类缺陷对铝基

体中位错运动并无明显阻碍作用。轧制致密化后复合材料基体无宏观织构，这是

因为形变中复合界面对铝基体有变形束缚作用，阻碍了铝晶粒择优取向。 

3.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拉伸性能与未增强铝基体相比在强度提升

的同时塑性保持不变，打破了传统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矛盾关系。通过对

比仿生/非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证明了复合材料强韧化力学

性能与复合构型的依赖关系。详细的拉伸曲线分析表明仿生复合构型有利于复合

材料的杨氏模量、屈服强度、颈缩后延伸率/最大工程应力后延伸率的提升，然

而复合材料的加工硬化率数值随石墨烯体积分数增加而减小，表明石墨烯/铝复

合界面对基体位错本征运动的影响行为不利于提高复合材料的本征强韧化性能。

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提高的的最大应力后延伸率成为复合材料总延伸率

与铝基体相比未减小的主要原因。 

4.石墨烯的承载作用以及复合界面提高的位错阻碍能力是仿生构型石墨烯

/铝复合材料的主要增强机制，仿生构型的多尺度(几百纳米至毫米尺度)韧化作

用是提高复合材料拉伸塑性主要原因。依托于具有纯净石墨烯/金属复合界面的

仿生构型石墨烯/铜复合材料作为模型材料，验证了复合界面对界面位错提高的

阻碍作用是复合材料的重要增强机制，结合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沿不同

方向上的力学性能表征定量研究了石墨烯承载与复合界面增强机制对复合材料

强度提升的分别贡献。通过不同拉伸应变下位错密度演变规律分析以及复合材料

形变热激活参数测定，表明了石墨烯/铝复合界面对基体位错的吸收行为，揭示

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减弱的加工硬化能力与拉伸均匀延伸率原因。依

托于 SEM、TEM 原位实验表明了仿生结构对复合材料裂纹产生和扩展的多尺度

韧化效果，解释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与基体相比总拉伸延伸率未减小

原因。同时，结合有限元模拟分析了仿生构型对复合材料在减小应变集中、扩大

变形区域的独特优势，阐明了仿生构型在金属基复合材料中的跨尺度、多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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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化形为，系统地揭示了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机理。 

本论文创新点为： 

(1)仿生构型强韧化思想：启迪于自然结构材料的强韧化机制并结合现存石墨烯

(或纳米增强相)/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倒置关系形成原因，将仿生层状

构型引入到金属基复合材料体系，为具有高强高韧力学性能的金属基复合材料设

计与制备开辟新思路； 

(2)复合粉末组装制备思路：突破了石墨烯(或纳米碳)与金属基体的均匀复合瓶

颈，并以石墨烯/铝片状复合粉末为组装模块，获得仿生构型石墨烯/铝复合材料

块体，为仿生构型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提供技术途径； 

(3)构型强韧化机制：复合界面对位错运动机制的影响改变了金属基体本征形变

行为，结合复合材料失效过程中仿生构型的多尺度韧化作用实现仿生石墨烯/铝

复合材料的强度-塑（韧）性匹配，为仿生金属基复合材料强韧化性能实现与分

析提供研究思路； 

(4)广阔的基础研究空间：复合界面对基体本征运动影响行为以及制备过程的多

尺度可控性为后续的包括复合界面种类与组成对基体变形方式及机制转换、复合

界面能-力学性能相互关联、位错界面储存能力调控等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

理论支持与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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