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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周期对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微观结构与性能影响
阎红娟，田沁叶，刘峰斌，司丽娜，张淑婷
（北方工业大学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北京 100144）
摘要：使用磁控溅射仪沉积一系列不同调制周期的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采用 X 射线衍射仪 (XRD)、显微硬度
计、摩擦磨损试验机分析与表征纳米多层膜微观结构和性能，研究调制周期对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的微观结构、
力学性能和摩擦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TaN/TiSiN 纳米多层膜均为面心立方结构，在 (111) 晶面和 (200) 晶面
呈现择优取向。当调制周期为 25nm 时，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硬度最大值为 30.9GPa，摩擦系数与磨损量最小。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的位错穿过 TaN 层与 TiSiN 层界面时将受到多层膜界面对其施加的镜像力作用，阻碍位错
的运动，引起薄膜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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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aN/TiSiN
with Different Modulation Period
Hongjuan Yan, Qinye Tian, Fengbin Liu, Lina Si, Shuting Zhang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Abstract: TaN/TiSiN nano-multilayers with different modulation period were deposited on 304 stainless steel
by magnetron sputtering system. X-ray diffraction, Vicker hardness tester, and friction abrasion tester a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N/
TiSiN nanomultilayers are face centered cubic structure and exhibit a strong preferred orientation in (111) and
(200) planes. When the modulation period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is 25nm, the diffraction peak is highest,
the maximum hardnes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s is 30.9GPa,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mass loss are
smallest. When the dislocation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passes through the interface between TaN layer
and TiSiN layer, the mirror force applied to the interface hinders the movement of dislocations. It will cause the
strengthening of nano-multi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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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干式切削加工对刀具性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刀具涂层材料不断更新换代，从二元单层
涂层、三元及多元涂层、发展为纳米多层涂层 [1]。
与单层涂层相比，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材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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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替沉积而形成的纳米多层涂层 [2]，具有更高

Φ20mm，厚度为 3mm，镜面加工，在超声波清洗

硬度、良好的耐磨性，已成为刀具涂层研究热点

机中使用丙酮和无水乙醇进行清洗并干燥。

[3-6]

。如 CrAlN/SiO2 纳米多层涂层在 CrAlN 模板

靶材选用 Ta 靶和 TiSi 合金靶。Ta 靶纯度为

效应作用下沿 (200) 晶面择优生长，SiO2 层厚为

99.9%，TiSi 靶中 Si 含量为 10%。靶材尺寸均为

[7]

0.7nm 时，硬度高达 38.9GPa 。在 TiAlN 涂层中

Ф50.8mm×2mm。

周期性插入 VN 层，能将单层 TiAlN 涂层的摩擦

1.2 纳米多层膜制备

系数从 0.9 降低到 TiAlN/VN 纳米多层膜的摩擦系
[8]

使用 JCP-350M2 真空多靶磁控溅射镀膜机在

数 0.4，显著改善涂层摩擦性能 。TiN/TiAlN 纳

304 不锈钢基片上沉积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

米多层涂层在 (111) 晶面择优生长，调制周期为

沉积时，通入惰性气体 Ar、N2 分别作为保护气体

[9]

164nm 时，硬度高达 38.9GPa 。可见，纳米多层

和反应气体，总气压控制在 0.3Pa 左右。靶与基

涂层组分、调制周期等对涂层性能均有影响。但

片 距 离 为 80mm。Ta 靶 和 TiSi 靶 分 别 由 80W 和

是上述对纳米多层涂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种单

200W 的射频和直流电源控制，首次溅射前空溅

相的复合，而选用两相或多相化合物作为涂层材

10min，去除靶材表面的氧化层和杂质；并使用氩

料性能和微观结构尚不明确，已成为纳米多层涂

气轰击基片表面，清洁基片。为了提高基片与膜

层研究热点之一。据报道 TiSiN 纳米材料具有两

层的结合力，在基片上沉积 TiN 层作为底层。实

相 nc-TiN/Si3N4（非晶 Si3N4 相包裹晶体 TiN 相）

验中 TaN 层和 TiSiN 层的厚度由 Ta 靶和 TiSiN 靶

结构，在 TiN 中添加少量 Si 元素制备 TiSiN 纳米

挡板的交替定时开合进行控制。TaN 和 TiSiN 的

复合结构，改善了涂层表面形貌，提高了涂层硬

沉积速率分别约为 0.20nm/s 和 0.125nm/s。将 TaN

[10-13]

。TiVN/TiSiN 多层膜最高硬度为 37GPa、

靶挡板开启的时间固定为 50s，TiSiN 靶开启的时

最 小 摩 擦 系 数 为 0.24， 性 能 明 显 优 于 TiVN、

间 为 40s、80s、120s、160s、200s， 获 得 不 同 调

度

TiSiN 单层膜

[14]

。NbN/CrSiN 纳米多层膜为柱状

制周期的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见表 1）。

晶，CrSiN 层在 NbB 层的模板效应作用下转变为
面心立方结构，Si 含量为 12% 时，NbN/CrSiN 纳
米多层膜硬度高达 31.92GPa[15]。TiSiN/Ag 纳米多
层膜包含了 nc-TiN、nc-Ag 晶相和 Si3N4 非晶相，
硬度为 30.56GPa，能有效阻止裂纹扩展和抗断裂
性 [16]。由此可见，涂层组分、调制周期等多种因
素均能影响 TiSiN 纳米多层膜的性能，而且 TiSiN
在纳米多层膜中的存在形态也有争议，仍需进一
步研究。
本课题使用高真空多靶磁控溅射镀膜机在
304 不 锈 钢 试 件 上 制 备 一 系 列 调 制 周 期 的 TaN/
TiSiN 纳米多层膜，使用 X 射线衍射仪、显微硬
度计、摩擦磨损试验机等表征与分析涂层性能，

图 1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结构
Fig.1 Schematic designed for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研究调制周期对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微观结构
及硬度、摩擦磨损性能等方面的影响。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基片材料和靶材
基 片 材 料 选 用 304 不 锈 钢 基 片， 直 径 为

1.3 纳米多层膜性能表征
使用 Rigaku X 射线衍射仪对纳米多层膜进
行物相组成分析，采用铜靶 Cu-Kα 为射线源，
波长为 1.5406Å，电流为 40mA，电压为 40kV，
扫 描 速 度 8°/s， 扫 描 步 长 为 0.02°， 扫 描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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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的调制周期表
Table 1 Modulation period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序号

tTaN/s

tTiSiN/s

lTaN/nm

lTiSiN/nm

调制周期/nm

1

50

40

10

5

15

2

50

80

10

10

20

3

50

120

10

15

25

4

50

160

10

20

30

5

50

200

10

25

35

10°~80°。 使 用 FM810 型 显 微 硬 度 计 测 量 TaN/
TiSiN 纳米多层膜的硬度，载荷为 5g，载荷保持
时间为 10s。使用 CFT-I 型材料表面性能综合测试
仪进行往复滑动摩擦磨损试验，对磨球为 SiC，
实 验 载 荷 为 30g， 线 速 度 40mm/s， 运 行 长 度 为
5mm，测试时间 5min。使用 FA2004B 万分之一
精度的电子天平测量摩擦磨损试验前后试样重量。
使用 Cart Zeiss Sigma-3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观察摩擦磨损试验磨痕。

2 结果与分析
2.1 纳米多层膜微观结构

图 2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 XRD 图谱
Fig.2 XRD pattern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with
different modulation period

图 2 为不同调制周期的 TaN/TiSiN 纳米多层
膜 XRD 图谱。从图 2 中可以看出，TaN/TiSiN 纳
米 多 层 膜 均 为 NaCl 面 心 立 方 结 构， 在 (111) 晶
面和 (200) 晶面均呈现择优取向。随着调制周期
的增加，衍射峰强度先增加后减弱。调制周期为
25nm 时，衍射峰最高，结晶程度最高。现有文献
的研究表明，在 VN/TiB2[17]、ZrN/SiNX[18]、TiAlN/
AlN[19]、TiSiN/TiN[20] 和 TiSiN/CrAlN[21] 等 纳 米 多
层膜中两层组分之间均呈现共格外延生长。由图

图 3 为纳米多层膜横截面图。当调制周期 λ
为 25nm 时 , 纳米多层膜保持柱状晶生长，TiSiN
与 TaN 形成共格外延生长，与 XRD 图谱相一致，
如 图 3(a) 所 示； 随 着 调 制 周 期 的 增 大， 位 错 不
能穿透调制层，破坏了共格外延生长结构，如图
3(b) 中当调制周期 λ 为 35nm 时 , 纳米多层膜的横
截面中几乎看不到柱状晶特征。
(a)

2 中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 XRD 图谱可知，调制
周期小于 25nm 时，TiSiN 层以 TaN 层晶格为模板，
呈现共格外延生长，促使 TaN/TiSiN 纳米多层结
构在 (111) 晶面和 (200) 晶面的生长，结晶程度随
着调制周期的增加升高，因此 XRD 谱图衍射峰升
高。但是当调制周期大于 25nm 时，共格外延生
长结构被破坏，结晶程度下降，所以衍射峰值随
之降低。

2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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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纳米多层膜超硬理论的解释有：模量差

(b)

理论 [2]、交变应力场理论 [23]。根据图 2 中 XRD 谱图，
衍射峰没有发生偏移，因此 TaN 层和 TiSiN 层晶
格参数基本不变，不能形成 TaN 层和 TiSiN 层之
间的交变应力场。而模量差理论认为在两调制层
具有不同剪切模量时，位错具有不同的线能量密
度。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的沉积过程中，位错
穿过 TaN 层与 TiSiN 层界面时将受到多层膜界面
对其施加的镜像力作用，阻碍位错的运动，引起
200nm

薄膜的强化。但是当 TiSiN 层的厚度超过一定范
围时，层间界面将阻碍位错运动，使其不能穿透

图 3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横截面图：
(a) λ=25nm；(b) λ=35nm
Fig. 3 Cross sectional image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s: (a) λ=25nm, (b) λ=35nm

TaN 层生长，（如图 3(b) 所示），破坏了 TaN 层
和 TiSiN 层的共格外延生长结构 [8]，因此，硬度
随之降低。
2.3 调制周期对纳米多层膜摩擦磨损性能的影响
图 5 为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摩擦磨损性能

2.2 调制周期对纳米多层膜硬度的影响

与调制周期的关系曲线图。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图 4 为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硬度与调制周

随着摩擦磨损试验时间增加，摩擦系数呈上升趋

期的关系曲线图。从图 4 中可以看出，随着调制

势。随着调制周期的增加，TaN/TiSiN 纳米多层膜

周期的增加，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的硬度先增

的平均摩擦系数先减小后增加。试验 3 分钟以后，

加后减小。调制周期小于 25nm 时，TaN/TiSiN 纳

调制周期为 25nm 时，摩擦系数最小且非常平稳；

米多层膜硬度随着调制周期增加，当调制周期为

调制周期为 35nm 时，平均摩擦系数最大。

25nm 时，纳米复合涂层的硬度达到最大值，为

图 6 为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磨损质量与调

30.9GPa±1.5GPa。 当 调 制 周 期 大 于 25nm 时， 随

制周期的关系曲线图。随着调制周期的增加，磨

着调制周期的增加，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硬度呈

损质量先减小后增加，调制周期为 25nm 时，磨

下降趋势。

损质量最小，耐磨性最好。

图 4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硬度与调制周期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dnes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and modulation period

图 5 TiSiN/AlN 纳米多层膜摩擦系数与调制周期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TaN/
TiSiN nano-multilayer and modul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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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0μm

图 6 TiSiN/AlN 纳米多层膜磨损质量与调制周期的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loss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and modulation period

(d)

图 7 为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摩擦磨损试验后
磨痕形貌图。纳米多层膜表面有深浅不同的梨沟，
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磨痕宽度随着调制周期的增
加先变窄后加宽。当调制周期为 25nm 时，磨痕较

50μm

平整，梨沟较浅，与图 5 与图 6 中平均摩擦系数小、
磨损质量小相吻合。调制周期为 15nm、30nm 和
35nm 时，磨痕较宽，形貌粗糙，磨屑颗粒相对较大，

(e)

(a)

50μm
(b)

图 7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磨痕形貌图：(a) λ=15nm；(b)
λ=20nm；(c) λ=25nm；(d) λ=30nm；(e) λ=35nm
Fig. 7 Morphology of wear track of TaN/TiSiN nanomultilayer: (a) λ=15nm, (b) λ=20nm, (c) λ=25nm,
(d) λ=30nm, (e) λ=35nm

梨沟较深。在磨痕中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黑色氧化
物，因此磨损机理以磨粒磨损和氧化磨损为主。

3 结论
50μm

(1) 在 304 不锈钢基片上沉积了不同调制周
期的 TaN/TiSiN 纳米多层膜，研究了调制周期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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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iSiN 纳米多层膜微观结构与性能影响。TaN/
TiSiN 纳米多层膜均为面心立方结构，在 (111) 晶
面和 (200) 晶面呈现择优取向。位错穿过 TaN 层与
TiSiN 层界面时受到多层膜界面对其施加的镜像力
作用，阻碍位错的运动，引起薄膜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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