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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颗

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首先利用超

声辅助混合盐反应(K2TiF6/KBF4‑Al)制备出组织

均匀的Al‑TiB2中间合金，其中原位内生TiB2颗

粒的平均粒径<100nm。以Al‑TiB2中间合金和Al

为原料，或以Al‑TiB2中间合金、Al及合金元素为

原料，通过中间合金稀释法将纳米TiB2颗粒引入

铝(合金)基体内，并辅以超声搅拌处理，而后浇

注到模具内，在其凝固过程中施加超声(通过底

部导入法引入)，从而获得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
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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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1:2的摩尔比混合，而后加入到纯铝熔体内，并辅以超声搅

拌处理，制备得到组织均匀的Al-TiB2中间合金，且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金中TiB2颗粒的

平均粒径小于100nm；

其中，超声搅拌处理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

时间为5-10min，超声功率为0.5-1.5kW；

步骤2：以Al以及步骤1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或以Al、合金元素以及步骤1

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将原料熔化，熔化过程中辅以超声搅拌处理分散颗粒，

得到含TiB2颗粒铝熔体；

其中，超声搅拌处理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

时间为5-10min，超声功率为0.5-1.5kW；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含TiB2颗粒铝熔体浇注到模具中，在熔体凝固过程中，通过底部

导入法引入超声，凝固后获得高弥散分布的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其中，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声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振幅杆穿过模具底

部，凝固过程中与熔体接触，超声功率为0.5-1.5kW，超声时间为凝固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纯铝熔体温度为700-8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将原料在700-800℃熔化。

5.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

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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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声辅助液相复合法制

备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颗粒陶瓷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利用液相复合法，将纳米陶瓷颗粒引入铝熔体内并经凝固可制备纳米陶瓷颗粒/

铝基复合材料。纳米陶瓷颗粒对铝合金凝固组织具有细化、强化作用，可大幅提高合金的比

强度、比模量及抗热疲劳性能，使其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器件、体育器材等领域具有

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此外，液相复合法兼具生产成本低、适合规模化生产等优点，故该工

艺在纳米陶瓷颗粒/铝基复合材料制备领域备受瞩目。然而，陶瓷相与铝熔体润湿性较差，

这对高品质纳米陶瓷颗粒/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极为不利。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外加颗粒法

(辅以机械搅拌)很难将纳米陶瓷颗粒完全引入铝熔体内；另一方面，在常规凝固(重力铸

造)中，纳米陶瓷颗粒受固液界面推斥作用多偏聚于α-Al晶界(简称晶界)处，造成颗粒在晶

界大规模偏聚，易增加材料热裂倾向且严重降低其塑韧性，造成材料使用安全隐患，限制其

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能够获得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颗粒

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1:2的摩尔比混合，而后加入到纯铝熔体内，并辅以超

声搅拌处理，制备得到组织均匀的Al-TiB2中间合金，且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金中TiB2颗

粒的平均粒径小于100nm；

[0007] 步骤2：以Al以及步骤1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或以Al、合金元素以及

步骤1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将原料熔化，熔化过程中辅以超声搅拌处理分散

颗粒，得到含TiB2颗粒铝熔体；

[0008]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含TiB2颗粒铝熔体浇注到模具中，在熔体凝固过程中，通过

底部导入法引入超声，凝固后获得高弥散分布的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09] 进一步地，步骤1中纯铝熔体温度为700-850℃。

[0010] 进一步地，步骤1中超声搅拌处理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振幅杆浸入

熔体内，超声处理时间为5-10min，超声功率为0.5-1.5kW。

[0011] 进一步地，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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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步骤2中将原料在700-800℃熔化。

[0013] 进一步地，步骤2中超声搅拌处理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振幅杆浸入

熔体内，超声处理时间为5-10min，超声功率为0.5-1.5kW。

[0014] 进一步地，步骤3中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声具体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

振幅杆穿过模具底部，凝固过程中与熔体接触，超声功率为0.5-1.5kW，超声时间为凝固时

间。

[0015] 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采用上述的一种高弥散分

布纳米二硼化钛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制得。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7] 本发明利用超声辅助混合盐反应，通过高强超声在铝熔体内产生的空化、声流效

应，可显著加速混合盐反应进程，可在较低温度下(低于850℃)和较短时间(小于10min)内

合成平均粒径小于100nm的TiB2颗粒，且TiB2颗粒的产率可达90％以上(无其它杂质相存

在)。而采用传统混合盐反应工艺(无超声辅助)时，熔体温度需高于850℃且反应时间需

30min以上(为了保证TiB2颗粒的合成率)，而得到的TiB2颗粒尺寸为亚微米、微米粒径。可

见，采用超声辅助可明显减小TiB2粒径且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此外，超声在铝熔体内产生

的搅拌作用可有效破碎TiB2颗粒团聚，超声空化效应可明显改善TiB2颗粒与铝熔体的润湿

性，使其在熔体内充分分散，并且超声处理具有除气除杂作用，浇注后可得组织均匀、气孔/

夹杂少的Al-TiB2中间合金。上述结果可实现后续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复合材料中TiB2颗

粒含量可控)，从而获得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18] 本发明中使用的超声振幅杆为Nb-Zr合金材质，其较传统Ti合金在铝熔体内具有

更加稳定(铌在铝熔体内的溶解度极低)，可有效避免在铝熔体内引入其它合金元素。

[0019] 通过底部导入法在复合材料凝固中引入超声，一方面，在α-Al形核阶段，超声可以

明显改善TiB2颗粒与熔体润湿性且超声场可使熔体温度/溶质场更加均匀，可极大提高颗

粒作为异质形核的形核能力(更多TiB2颗粒可以通过α-Al形核进行晶内)；另一方面，在α-

Al长大阶段，超声场可加快固液界面的推进速度，有利于TiB2颗粒被固液界面捕获(更多

TiB2颗粒进入晶内)。此外，超声场产出的声流效应可避免凝固中纳米TiB2颗粒在熔体内沉

淀。超声场还可以有效细化铝基体的凝固组织，基体晶粒细化可使纳米TiB2颗粒的的分散

性进一步提高。综上所述，本发明可显著提高纳米TiB2颗粒在铝基体内的分散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实施例1中制备的Al-TiB2中间合金微观组织照片及物相XRD衍射图谱，其中

(a)为中间合金微观组织形貌，(b)为中间合金物相XRD分析，(c)为萃取TiB2颗粒形貌及物

相XRD分析，(d)为TiB2颗粒粒径分析。

[0021] 图2为常规凝固(无超声)和实施例1超声辅助凝固下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

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照片，其中(a)为常规凝固(无超声)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形貌，(b)为超

声辅助凝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形貌。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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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一种高弥散分布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本发明首先利用超

声辅助混合盐反应(K2TiF6/KBF4-Al)制备出组织均匀的Al-TiB2中间合金，其中原位内生

TiB2颗粒的平均粒径<100nm。以Al-TiB2中间合金、Al及合金元素为原料，或以Al-TiB2中间

合金和Al为原料，通过中间合金稀释法将纳米TiB2颗粒引入铝(合金)基体内，并辅以超声

搅拌，而后浇注到模具内，在其凝固中施加超声(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从而获得高弥散分

布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24]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1:2的摩尔比混合，而后加入到700-850℃的纯铝熔体

内，并辅以超声搅拌处理，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制备组织均匀的Al-TiB2中

间合金，其中TiB2颗粒的平均粒径小于100nm，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

分数≤15％。

[0026] 步骤2：以Al以及步骤1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或以Al、合金元素以及

步骤1所制得的Al-TiB2中间合金为原料，其中，合金元素为Si，Mg，Cu，Zn等(铸造、变形铝合

金常用合金元素)，通过调控比例，配制不同TiB2颗粒含量的铝基复合材料，将原料在700-

800℃熔化，辅以超声搅拌处理分散颗粒，得到含TiB2颗粒铝熔体。

[0027] 步骤3：将步骤2中含TiB2颗粒铝熔体浇注到模具中，在熔体凝固过程中，通过底部

导入法引入超声，凝固后获得高弥散分布的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28] 步骤1和步骤2中采用的超声辅助搅拌的加入方式为：将材质为Nb-Zr合金的超声

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时间为5-10min，超声功率为0.5-1.5kW，步骤1中控制K2TiF6、

KBF4粉的添加量可制备不同TiB2颗粒含量的Al-TiB2中间合金，步骤3中超声的引入方式：将

Nb-Zr材质的超声振幅杆通过模具底部，凝固中与熔体接触，超声功率为0.5-1.5kW，超声时

间即为凝固时间。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摩尔比1:2进行混料，充分混合后，然后加入到温度为

800℃的纯铝熔体内，同时将Nb-Zr合金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10min，超声功率

为1.2kW，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得到Al-TiB2中间合金，所得到的Al-TiB2中间

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10％。

[0032] 步骤2：以Al-TiB2中间合金、Al为原料，配制3wt.％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3％)，在750℃熔化，超声处理5min，

超声功率为1.2kW。

[0033] 步骤3：将熔融态铝基复合材料浇注入钢铁模具中，同时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

声，超声功率为1.2kW，凝固后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34] 图1显示采用超声辅助混合盐反应制备的Al-10TiB2中间合金微观组织均匀(a)，

且无其它增强相生成(b)。原位内生TiB2颗粒平均粒径小于100nm(c)-(d)。

[0035] 图2中(a)显示常规凝固中纳米TiB2颗粒主要偏聚在α-Al晶界处，而(b)显示超声

辅助凝固可有效提高TiB2颗粒的分散性。

[0036] 实施例2

[0037]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摩尔比1:2进行混料，充分混合后，然后加入到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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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的纯铝熔体内，同时将Nb-Zr合金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10min，超声功率

为1.0kW，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得到Al-TiB2中间合金，所得到的Al-TiB2中间

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5％。

[0038] 步骤2：以Al-TiB2中间合金、Al为原料，配制5wt.％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5％)，在800℃熔化，超声处理5min。

[0039] 步骤3：将熔融态铝基复合材料浇注入钢铁模具中，同时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

声，超声功率为1.0kW，凝固后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40] 实施例3

[0041]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摩尔比1:2进行混料，充分混合后，然后加入到温度为

700℃的纯铝熔体内，同时将Nb-Zr合金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10min，超声功率

为1.5kW，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得到Al-TiB2中间合金，所得到的Al-TiB2中间

合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15％。

[0042] 步骤2：以Al-TiB2中间合金、Al为原料，配制7wt.％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7％)，在750℃熔化，使用超声处理

5min，超声功率为1.5kW。

[0043] 步骤3：将熔融态铝基复合材料浇注入钢铁模具中，同时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

声，超声功率为0.5kW，凝固后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44] 实施例4

[0045]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摩尔比1:2进行混料，充分混合后，然后加入到温度为

850℃的纯铝熔体内，同时将Nb-Zr合金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8min，超声功率为

1.0kW，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得到Al-TiB2中间合金，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

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1％。

[0046] 步骤2：以Al-TiB2中间合金、Al为原料，配制10wt.％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10％)，在700℃熔化，使用超声处理

10min，超声功率为1.0kW。

[0047] 步骤3：将熔融态铝基复合材料浇注入钢铁模具中，同时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

声，超声功率为1.0kW，凝固后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48] 实施例5

[0049] 步骤1：将K2TiF6、KBF4粉按照摩尔比1:2进行混料，充分混合后，然后加入到温度为

850℃的纯铝熔体内，同时将Nb-Zr合金超声振幅杆浸入熔体内，超声处理5min，超声功率为

0.5kW，去除熔体表面液态熔盐杂质，浇注后得到Al-TiB2中间合金，所得到的Al-TiB2中间合

金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10％。

[0050] 步骤2：以Al-TiB2中间合金、Al、合金元素Si为原料，配制3wt.％TiB2颗粒增强铝基

复合材料(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TiB2颗粒的质量分数为3％)，在700℃熔化，使用超

声处理8min，超声功率为0.5kW。

[0051] 步骤3：将熔融态铝基复合材料浇注入钢铁模具中，同时通过底部导入法引入超

声，超声功率为1.5kW，凝固后获得纳米TiB2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0052] 其中合金元素Si还可以采用Mg，Cu，Zn等(铸造、变形铝合金常用合金元素)。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257655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0257655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