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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时效对燃气轮机叶片

用镍基高温合金微观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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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燃气轮机叶片用镍基高温合金在８００℃、８５０℃ 和 ９００℃下分别长期时效１０００ｈ、
３０００ｈ和５０００ｈ后的组织。结果表明，γ′沉淀相生长动力学遵循 ＬＳＷ熟化理论，长期时效过程
中一次碳化物ＭＣ主要退化为Ｍ２３Ｃ６型碳化物，且未发现有害相ＴＣＰ相，表明合金具有良好的热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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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燃气轮机功率的不断提高是靠透平初温
来实现的，因而需要采用承温能力愈来愈高的叶片

材料。鉴于目前燃气初温的水平，透平动、静叶等高

温部件的材料几乎无一例外地选用了镍基高温合

金。燃气轮机进气温度持续升高，有的进气温度已

达到合金熔点的７５％，这将限制材料的服役寿命，
所以对高温部件服役寿命的准确预测是非常重

要的［１２］。

高温合金叶片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中，其组织

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合金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安全［２］。

镍基高温合金中主要强化相 γ′是具有 Ｌｌ２结构的
Ｎｉ３（Ａｌ，Ｔｉ），与富镍的面心立方基体共格，所以，研
究时效温度和时间对 γ′沉淀相的形貌、体积分数、
粗化动力学行为的影响，对合金的应用有极大的实

用价值。目前国内外对于高温合金组织演化已有大

量研究，包括粗化γ′相、一次ＭＣ碳化物退化、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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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物沉淀、晶界连续的碳化物网、ＴＣＰ相的形
成等［３４］。

本研究的实验合金是一种新开发的重型燃气轮

机透平叶片用定向凝固高温合金，该合金具有较高

的高温持久强度、良好的抗热疲劳和抗热腐蚀性能。

针对这种低铬抗热腐蚀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本

研究探讨了该合金长期时效后的组织演变，揭示了

热处理制度对合金中各种相的稳定性及变化过程的

影响规律，为合金成分和工艺的设计提供了依据，对

合金长期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制备及实验方法

合金名义成分为０．１Ｃ，１５Ｃｒ，１０Ｃｏ，４Ｗ，２Ｍｏ，
５Ｔａ，４Ａｌ，微量Ｂ＋Ｚｒ＋Ｈｆ，余量为Ｎｉ，实验合金在
真空定向结晶炉内经感应熔炼后浇注为定向柱晶试

棒，经标准热处理后分别在电炉中经 ８００℃、８５０
℃、９００℃长期时效处理，每个温度下时效时间设定
为１０００ｈ、３０００ｈ、５０００ｈ。试样取定向铸晶试棒

的横截面，经抛光、化学腐蚀后在 ＪＥＭ６４９０型扫描
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观察长期时效试样微观组织，用
附带的能谱（ＥＤＳ）仪对析出相进行成分分析。沉淀
相尺寸、体积分数用定量分析软件在扫描图片上进

行统计，强化相尺寸取颗粒边长或半径的平均值，并

认为析出相的体积分数与面积分数相等。用 Ｔｅｃ
ｎａｉＧ２２０ＳＴｗｉｎ型透射电镜（ＴＥＭ）鉴别碳化物类型。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标准热处理态试样的组织
图１（ａ）显示实验合金标准热处理态试样γ′相

为规则排列的立方形，平均边长２５０ｎｍ，体积分数
约４８％。图１（ｂ）选区衍射结果表明γ′与γ基体保
持共格关系。另外，图１（ｃ）显示合金中含有一定量
的一次碳化物，碳化物分布不均，枝晶间数量较多，

形态主要有块状、条状、枝状等。ＥＤＳ和元素含量分
别见图１（ｄ）和表１。分析表明，该类碳化物为富含
Ｔａ、Ｔｉ、Ｗ元素的一次ＭＣ型碳化物。

图１　标准热处理后试样的组织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ａｌｌｏｙ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ｅ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１　ＭＣ碳化物成分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Ｃ

元素 含量％ 元素 含量％
Ｔａ ５８．３１ Ｃ ９．５４
Ｔｉ １３．８４ Ｍｏ ２．８１
Ｗ ７．５４ Ｃｒ ０．８８

２．２　γ′相粗化
图２为实验合金在长期时效过程中 γ′相的演

化。经８００℃×５０００ｈ后，γ′相长大不明显，仅棱
角有些熔解。８５０℃处理温度下随时效时间的延
长，棱角逐渐熔解，颗粒缓慢长大，伴随小部分γ′颗
粒筏化；９００℃处理温度下随时效时间的延长，γ′相
长大迅速，并有更多γ′筏化，一些γ′颗粒与邻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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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连接在一起而呈长条状，但仍可观察到有许多

颗粒保持四方形，具有一定立方度，反映了合金有一

定的稳定性。另外，可以观察到随着 γ′颗粒的长
大，γ′颗粒间的间距增大。

图２　不同温度长期时效后γ′相的ＳＥＭ图片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ＥＭｏｆγ′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３　γ′相长大动力学分析
沉淀硬化型高温合金中γ′相是主强化相，在一

定温度长期热暴露期间，小颗粒 γ′相趋于溶解，溶
解后的溶质原子迁移到大颗粒上，使大颗粒长大，以

降低总界面能，即长期时效引起Ｏｓｔａｖａｌｄ熟化过程。
大的γ′颗粒长大，小的溶解，根据ＬＳＷ理论［５６］，总

表面能降低是粗化的驱动力，颗粒尺寸的立方差满

足时间的线性方程，其表达式为：

ｒ３－ｒ３０ ＝Ｋｔ （１）
Ｋ＝８γｓＶｍＤＣｍ／９ＲＴ （２）

式中，ｒ为γ′相颗粒在时效时间为ｔ时的平均尺寸，
对于四方形γ′，ｒ取其边长之半，对于筏型γ′，取（ａ１
×ａ２）

１／２／２，ａ１、ａ２分别为筏形的长轴和短轴，ｒ０为在
时效前的平均半径，Ｋ为与时效温度有关的粗化系
数，ｔ为时效时间。γｓ为γ′／γ的界面能，Ｄ为溶质原
子在基体的扩散系数，Ｃｍ为 γ′相形成元素的平衡
浓度，Ｖｍ为γ′相摩尔体积分数，Ｒ为气体常数，Ｔ为
绝对温度。

图３（ａ）显示了不同温度下时效不同的时间后，
合金γ′颗粒尺寸的立方差与时效时间的关系。数

据较好地符合线性关系，时效温度越高，直线斜率越

大。结果表明了合金中γ′相的长大遵循ＬＳＷ线性
规律。通过该图可以很好地预测不同温度时效不同

时间后，γ′颗粒的平均尺寸。根据实验结果，８００
℃、８５０℃、９００℃的Ｋ值分别为４．０４、８．４９、１３．６５。
Ｋ值增大，说明粗化速度加快。根据扩散理论公
式，有：

Ｄ＝Ｄ０ｅｘｐ（－Ｑ／ＲＴ） （３）
合并（２）式和（３）式得到关系式为：
Ｌｎ（ＫＴ）＝Ａ－Ｑ／（２．３０３ＲＴ） （４）
式（４）中Ａ＝ｌｎ（８γｓＶｍＤ０Ｃｍ）／９Ｒ
Ｌｎ（ＫＴ）

"

Ｔ－１的关系见图３（ｂ），数据符合线
性关系。直线斜率为－１６．３７５×１０３ｋＪ／ｍｏｌ，通过计
算得到γ′长大激活能为Ｑ＝３１３．５５ｋＪ／ｍｏｌ。ＤＺ９５１
合金中 γ′长大激活能为 ２９４ｋＪ／ｍｏｌ［７］、Ｕｄｉｍｅｔ７００
中为２７０ｋＪ／ｍｏｌ［８］，γ′在 Ｎｉ－Ａｌ、Ｎｉ－Ｔｉ中长大激
活能分别为２７０ｋＪ／ｍｏｌ和２８２ｋＪ／ｍｏｌ。Ａｌ、Ｔｉ在 Ｎｉ
中扩散能为分别为２７０ｋＪ／ｍｏｌ和２５７ｋＪ／ｍｏｌ［９］，因
此该合金γ′粗化主要由Ａｌ和Ｔｉ在γ基体中的扩散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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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γ′尺寸与时效时间和Ｌｎ（ＫＴ）－Ｔ－１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γ′ｓｉｚ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ｎ（ＫＴ）－Ｔ－１
　

２．４　γ′相体积分数变化
表２给出 γ′相体积分数随时效温度和时间的

变化情况。８００℃和８５０℃时效时，随时效时间延
长，γ′相体积分数略有增加，而在９００℃时效时γ′

相体积分数随时效温度的变化不大，即在９００℃时
效时，γ′相大颗粒的长大和小颗粒的溶解速度基本
相当。随时效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γ′相体积
分数的变化很小，而 γ′颗粒长大较快，因而必然使
γ′颗粒数量减小，颗粒之间的间距增大。

表２　不同时效温度下γ′相的体积分数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γ′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

时效

时间／ｈ
不同时效温度下γ′相的体积分数／％
８００℃ ８５０℃ ９００℃

０ ４８．２ ４８．２ ４８．２
１０００ ４８．７ ４８．６ ４６．６
３０００ ４８．７ ５０．６ ４９．８
５０００ ５０．３ ５２．４ ４８．９

２．５　晶界及ＭＣ型一次碳化物的演变
图４为实验合金在长期时效后的晶界演化。实

验合金标准热处理后，晶界很窄，ＳＥＭ下不容易区
分。晶界相包括γ′相和一次ＭＣ碳化物，长期时效
过程中晶界逐渐变粗，晶界粗化伴随碳化物的分解

与析出，见图 ５。碳化物粗化的方式为［１０］：细小的

Ｍ２３Ｃ６颗粒先沉淀析出，再长大，沿晶界连接成细的
连续或断续的碳化物链，然后逐渐变粗；在Ｍ２３Ｃ６两
侧有一薄层γ′相薄膜，随时效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
升高，这两层连续的薄膜不断变厚，使晶界进一步变

图４　长期时效后晶界演化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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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一次ＭＣ碳化物的转变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ｂｉｄｅ

　

宽。而在晶界附近因碳原子已被晶界内的Ｍ２３Ｃ６消
耗而不能再析出碳化物。

在所形成的晶界内密集分布着 Ｍ２３Ｃ６颗粒，可
阻碍晶界滑移，减少孔洞的形核和生长倾向，可提高

断裂寿命［１１］，而宽的连续的Ｍ２３Ｃ６有利于裂纹的传
播，导致材料性能下降。这为合金的设计提供了一

种思路，即通过调整合金成分，使晶界析出的 Ｍ２３Ｃ６
以细小颗粒弥散分布于晶界内，并设法提高其稳定

性，以进一步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

从图５（ａ）可以看出，合金在时效过程中出现了
ＭＣ退化为 Ｍ２３Ｃ６的现象。文献［４］认为长期的高
温时效中，一次ＭＣ退化严重，ＭＣ主要通过四个反
应转变成其它相，即：

ＭＣ＋γ→Ｍ２３Ｃ６＋γ′； （５）
ＭＣ＋γ→Ｍ２３Ｃ６＋η； （６）
ＭＣ＋γ→Ｍ６Ｃ＋γ′； （７）
ＭＣ＋γ→Ｍ２３Ｃ６＋α（Ｗ，Ｍｏ）＋η； （８）
在高温合金中，Ｗ元素弱化 ＭＣ中的化学键结

合力，ＭＣ稳定性按照 ＴｉＣ、ＮｂＣ、ＴａＣ依次增加。初
生ＭＣ的稳定性可通过稳化元素 Ｔｉ、Ｔａ和弱化元素
Ｗ、Ｍｏ的相对含量来判断。（Ｗ＋Ｍｏ）／（Ｔｉ＋Ｔａ）是
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另外，ＴａＣ比 ＴｉＣ稳定，可以通
过Ｔａ／Ｔｉ的原子比评价ＭＣ的稳定性。对于实验合
金，（Ｗ＋Ｍｏ）／（Ｔｉ＋Ｔａ）和Ｔａ／Ｔｉ分别为０．５１和０．
５４，而一次ＭＣ碳化物的（Ｗ＋Ｍｏ）／（Ｔｉ＋Ｔａ）和Ｔａ／
Ｔｉ分别为０．１１和１．１１。Ｔａ元素含量大于 Ｔｉ，表明

合金中ＭＣ比较稳定。
合金和ＭＣ碳化物中（Ｗ＋Ｍｏ）／Ｃｒ原子百分比

分别为０．１５和３．８６，比文献［７］中的值小很多，所
以，该合金在该实验条件下析出Ｍ６Ｃ碳化物的可能
性很小。在实验条件下亦未发现σ相析出。

ＭＣ中Ｗ、Ｍｏ元素含量较高，Ｗ、Ｍｏ是 Ｍ６Ｃ型
碳化物的主要形成元素，Ｃｒ是 Ｍ２３Ｃ６型碳化物主要
形成元素，ＭＣ的退化分解要释放大量碳原子到过
饱和基体中，从而促进了 Ｍ２３Ｃ６的形成。该现象在
晶界表现的很明显，如图５所示。晶界 ＭＣ退化产
物的成分（表３）和选区衍射结果表明生成含 Ｃｒ量
较高的Ｍ２３Ｃ６，ＭＣ的退化反应按式（５）进行。ＭＣ
中含大量Ｔｉ，而不含Ａｌ，Ｍ２３Ｃ６中含很少量Ａｌ、Ｔｉ，因
而ＭＣ分解时要向周围释放出大量的 Ｔｉ元素，Ｍ２３
Ｃ６的长大消耗基体更多的 Ｃｒ，而使其周围富 Ａｌ，所
以在Ｍ２３Ｃ６周围存在富 γ′形成元素 Ａｌ、Ｔｉ的区域，
形成一层γ′薄膜。

表３　Ｍ２３Ｃ６型碳化物成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２３Ｃ６

元素 含量／％ 元素 含量／％
Ｃ ９．４９ Ｃｒ ５１．８８
Ａｌ ０．７４ Ｗ ９．５６
Ｔｉ １．０７ Ｍｏ ６．２０
Ｃｏ ２．９９ Ｔａ ３．２８
Ｎｉ １４．８０

ＭＣ型碳化物分解后，在分解产物区域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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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面ＭＣ／γ′、Ｍ２３Ｃ６／γ′，在应力作用下这些界面
成为裂纹容易形核和扩展的位置，对力学性能产生

有害影响，尤其是晶界粗大的ＭＣ型碳化物的分解，
将对合金力学性能更为不利［１１］。

在长期热暴露或服役期间，高温合金组织的退

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ＭＣ碳化物的稳定性。一次
ＭＣ碳化物越稳定，越不易析出ＴＣＰ相。反之，如果
一次ＭＣ碳化物不稳定，则会在高温下析出其他类
型的二次碳化物［１１］。这些结论为提高高温合金组

织的稳定性提供了一种方法，即可以适量添加难溶

元素，通过控制 ＭＣ碳化物的稳定性来提高整个合
金的组织稳定性。ＭＣ型碳化物富含很高的 Ｔａ和
Ｔｉ，因而他分解后还可能形成成分相近的 η相［１２］。

在本实验条件下，未发现形成 η相，说明仅仅具备
形成η相的成分条件是不能析出η相的，还需要符
合自由能条件。这也充分表明实验合金有很高的组

织稳定性。

３　结 论

１）随时效温度的升高和时效时间的延长，γ′粗
化，温度比时间对γ′粗化的影响更大；
２）γ′长期时效过程中的粗化规律符合 ＬＳＷ理

论，实验合金的粗化系数 Ｋ值在 ８００℃、８５０℃和
９００℃时分别为 ４．０４、８．４９、１３．６５，γ′长大激活
能Ｑ＝３１３．５５ｋＪ／ｍｏｌ；
３）一次ＭＣ按式ＭＣ＋γ→Ｍ２３Ｃ６＋γ′分解，晶

界ＭＣ分解为块状和长条状Ｍ２３Ｃ６，Ｍ２３Ｃ６周围包覆
一层γ′，晶界随时效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不断
粗化；

４）合金在长期时效中无有害相析出，表明合金
组织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参考文献：

［１］师昌绪，仲增墉．中国高温合金五十年［Ｍ］．北京：冶金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郭建亭．高温合金材料学［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３］ＹａｎｇＪＸ，ＺｈｅｎｇＱ，ＳｕｎＸＦ，ｅｔ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ｃｌｏｓｅ
ｐａｃｋｅｄｐｈａｓ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ｉｃｋｅｌｂａｓｅ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２００７，４６５（１２）：１００１０８．

［４］ＱｉｎＸＺ，ＧｕｏＪＴ，ＹｕａｎＣ，ｅｔ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
ｒｙＭＣｃａｒｂｉｄ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ａ
ｃａｓｔＮｉｂａｓｅ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８５：７４７９．

［５］ＬｉｆｓｈｉｔｚＭ，ＳｌｙｏｚｏｖＶＶ．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ｌｉｄｓ，
１９６１，１９：３５５０．

［６］Ｗａｇｎｅｒ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ａｌｔｅｒｕｎｇｖｏｎｎｉｅｄｅｒｓｃｈｌａｇｅｎｄｕｒｃｈ
ｕｍｌｏｓｅｎ［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１９６１，６５：５８１５９１．

［７］夏鹏成，禹文芳，孙晓峰．长期时效对ＤＺ９５１合金γ′相
的影响［Ｊ］．材料工程，２００７，１２：８１１．
Ｘｉａ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Ｗｅｎｆａｎｇ，Ｓｕ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ｎγ′ｐｈａｓｅｏｆＤＺ９１５ａｌｌｏ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２：
８１１．

［８］ＶａｎｄｅｒｍＯ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γ′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Ｕｄｉｍｅｔ７００［Ｊ］．
Ｍ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２（６）：１６２７１６３３．

［９］ＡｒｅｄｌｌＡＪ，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ＲＢ．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ａｇｅｄＮｉＡｌａｌｌｏｙ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ｎ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ｌｕｓｉｏｎｓ［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６６，１４（１０）：
１２９５１３０９．

［１０］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ＧＬ．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ｓ１９９６［Ｍ］．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ＴＭＳ，１９９６．３５４４．

［１１］ＱｉｎＸＺ，ＧｕｏＪＴ，Ｙｕａｎ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ｂｉｄｅｓ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ｔｒｉｄｅｓｉｎｔｗｏｃａｓｔＮｉｂａｓｅｓｕ
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ｓ［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６２：２２７５２２７８．

［１２］ＢａｉｇＧｙｕＣｈｏｉ，ＩｎＳｏｏＫｉｍ，ＤｏｏＨｙｕｎＫｉｍ，ｅｔａｌ．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Ｎｉ
ｂａｓｅｓｕｐｅｒａｌｌｏｙＧＴＤ１１１［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７８：３２９３３５．

（责任编辑　李虹燕）

８５４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２）第２８卷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