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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材料加工领域，公开了一种Ti-

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本发明通过机械合金化(MA)的方法获

得Fe-Ti合金深共晶点附近得合金粉体，合金粉

体的熔化温度可达1085℃，通过无压烧结的方法

将合金粉体与ZTA陶瓷颗粒在1250～1550℃保

温，促使熔融液态Ti对ZTA表面进行活化处理，可

以显著提高ZTA与表面活化作用，陶瓷与粘结剂

间形成了Ti-O过渡层使得预制体的压溃强度，提

高陶瓷表面与钢铁溶液的润湿性，预制体的压溃

强度可达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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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以下

步骤：

(1)混粉并合金化：将还原铁粉和Ti粉混合，然后加入到球磨罐中球磨进行合金化，得

混合粉体粘结剂；

(2)混料：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合粉体粘结剂与ZTA颗粒混合，然后加入水玻璃作为固

化剂和石蜡颗粒作为造孔剂，搅拌使粉末粘结剂均匀包覆在ZTA陶瓷颗粒表面，得混合物

料；

(3)固化：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料填充到成型模具中，通过紧固磨具将预制体定

形和紧实，持续通入CO2气体进行固化，然后烘干脱模即得固化成型后的预制体；

(4)真空无压烧结：将步骤(3)中固化成型后的预制体放入真空烧结炉中进行烧结即得

具有一定强度和孔隙率的陶瓷预制体；

步骤(1)中所述的还原铁粉和Ti粉的用量满足Ti粉占还原铁粉和Ti粉的总质量的25～

35wt％；

步骤(1)中所述的球磨工艺为：球磨时间为24～30h，磨球直径为5～10mm，磨球与混合

粉末的重量比为10:1，球磨机转速为300～450r/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1)和步骤(2)均在保护气体下进行，所述的保护气体为氮气或氩气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1)中所述的还原铁粉的纯度为99 .99％，粒度小于等于100目；Ti粉的纯度

99.99％，粒度小于等于30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2)中所述的混合粉体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得混合物料总重量的3～8wt％；步骤

(2)所述的水玻璃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述的合金粉体重量的3～7％；步骤(2)中所述的石

蜡颗粒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得混合物料总重量的1-3wt％；所述的ZTA颗粒为余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3)中所述的紧固是将放入模具中的混料通过模具的中线对中合缝，然后紧固螺

栓；

步骤(3)中所述的持续通入CO2气体是指将装混合物料的模具置于一个出气孔打开的容

器中，充气速率为40～60cm3/s，充气时间为0.5～1h，进气管的管直径55～59mm，出气孔的

管直径要大于进气孔管直径，但要小于100mm；

步骤(3)中所述的烘干是指在60～80℃的真空干燥箱中保温1～2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步骤(4)中所述的烧结是指烧结过程真空度保持在2.9×10-3Pa，烧结保温温度控制在

1250～1550℃，保温1h，随炉冷却到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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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

瓷预制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在制备钢铁基复合材

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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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颗粒增强钢铁基复合材料中陶瓷颗粒起到提高钢铁材料耐磨损性的作用。在服役

过程中，钢铁基体支撑陶瓷颗粒，使其随着钢铁基体磨损量的增加突出于钢铁基体，阻挡了

钢铁材料的进一步被磨损。而在制备复合材料过程中陶瓷颗粒的粘结成型，以及陶瓷颗粒

与金属间的界面结合强度是复合材料性能改善的关键。

[0003] 在材料加工领域内，由于氧化锆增韧氧化铝陶瓷(ZTA)具有出色的硬韧性，被广泛

的作为填充料引入到高铬铸铁、钢、高锰钢以及部分硬质合金中。并且其较好的经济适用

性，也有利于材料的规模化和批量化生产；特别在材料的减磨，抗磨方面，ZTA颗粒常作为金

属材料的抗磨增强相，用来提高材料的抗冲击磨损性能。另外，在钢铁冶炼过程中，时常采

用微纳米尺度的ZTA陶瓷微粉作为孕育剂，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提高了材料整体机械性能

的目的。然而，由于ZTA陶瓷界面稳定性好，成型困难，与钢铁熔体之间的润湿性极低等特

点，成为钢铁基陶瓷复合材料发展的主要瓶颈。

[0004] 陶瓷颗粒与金属间界面的结合方式决定着所形成的界面的结合强度，目前陶瓷颗

粒与金属间界面主要以机械结合为主，冶金结合较难，这主要是由于陶瓷和金属截然不同

的化学性能、热膨胀系数等特性，因而导致陶瓷颗粒与金属间界面的不良结合。另外，ZTA陶

瓷预制体主要采用机械合金化(MA)与无压烧结结合的工艺进行制备。MA工艺是利用粉体颗

粒与磨球之间长时间激烈地冲击、碰撞，促使粉体间实现充分的原子扩散，无压烧结主要是

将活化粉体与陶瓷表面产生原子扩散，另外使得陶瓷颗粒之间可以通过粉体的烧结而实现

一定强度的连接成型。能够与陶瓷表面发生扩散反应的粉体，促使陶瓷表面具有一定的金

属性，可以显著的提高陶瓷表面在金属液中的浸润性，为后续的铸渗过程中陶瓷表面与金

属溶体实现充分接触。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可与金属间界面冶金结合的陶瓷。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Ti-Fe微

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该方法通过合金化处理Fe-Ti混合粉体，Ti含量

控制在25-35wt％区间，将粉体与陶瓷进行混合烧结，可实现陶瓷颗粒间较高的结合强度，

预制体的压溃强度可达5MPa，添加的Ti粉与ZTA陶瓷中的O结合，对陶瓷表面形成有效的活

化作用。

[0006]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方法制备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

体。

[0007] 本发明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在制备高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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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基或高锰钢基等钢铁基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方案实现：

[0009] 一种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制备方法，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混粉并合金化：将还原铁粉和Ti粉混合，然后加入到球磨罐中球磨进行合金

化，得混合粉体粘结剂；

[0011] (2)混料：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合粉体粘结剂与ZTA颗粒混合，然后加入水玻璃作

为固化剂和石蜡颗粒作为造孔剂，搅拌使粉末粘结剂均匀包覆在ZTA陶瓷颗粒表面，得混合

物料；

[0012] (3)固化：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料填充到成型模具中，通过紧固磨具将预制

体定形和紧实，持续通入CO2气体进行固化，然后烘干脱模即得固化成型后的预制体；

[0013] (4)真空无压烧结：将步骤(3)中固化成型后的预制体放入真空烧结炉中进行烧结

即得具有一定强度和孔隙率的陶瓷预制体。

[0014] 为防止球磨后的混合粉末比表面积增加，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通常步骤(1)

和步骤(2)均在保护气体下进行，所述的保护气体可为氩气或氮气中的一种；

[0015] 步骤(1)中所述的还原铁粉的纯度为99.99％，粒度小于等于100目；Ti粉的纯度

99.99％，粒度小于等于300目；

[0016] 步骤(1)中所述的还原铁粉和Ti粉的用量控制在Ti-Fe共晶区域成分附近，优选为

Ti粉占还原铁粉和Ti粉的总质量的25～35wt％；

[0017] 步骤(1)中所述的球磨机优选行星式球磨机，球磨工艺为：球磨时间为24～30h，磨

球直径为5～10mm，磨球与混合粉末的重量比为10:1，球磨机转速为300～450r/min。

[0018] 步骤(2)中所述的ZTA陶瓷颗粒的粒径为8～10目；步骤(2)中所述的石蜡颗粒的粒

径为10～12目；

[0019] 步骤(2)中所述的混合粉体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得混合物料总重量的3～8wt％；

步骤(2)所述的水玻璃(Na2SiO3·9H2O)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述的合金粉体重量的3～7％，

优选为5％；步骤(2)中所述的石蜡颗粒的用量为步骤(2)中所得混合物料总重量的1～

3wt％；所述的ZTA颗粒为余量；

[0020] 步骤(2)中所述的搅拌是为了使原料之间混合均匀，本领域常规使用的转速都可

以实现本步骤的目的，因此可不用限定搅拌速度，优选用玻璃棒搅拌5～15min；

[0021] 步骤(3)中所述的成型模具优选为30mm×20mm×10mm空心立方体，中间存在Φ

10mm圆柱体构成，模具为木质纤维材料，通过紧固螺栓连接各个分段模块。

[0022] 步骤(3)中所述的紧固是指将放入模具中的混料通过模具的中线对中合缝，然后

紧固螺栓即可。

[0023] 步骤(3)中所述的持续通入CO2是指将装有混合物的成型模具置于一个出气孔打

开的容器中，充气速率为40～60cm3/s，充气时间为0.5～1h，进气管的管直径55～59mm，出

气孔的管直径要大于进气孔管直径，但要小于100mm。

[0024] 步骤(3)中所述的烘干是指在60～80℃的真空干燥箱中保温1～2h；

[0025] 步骤(4)中所述的烧结是指烧结过程真空度保持在2.9×10-3Pa，烧结保温温度控

制在1250～1550℃，保温1h，随炉冷却到室温。

[0026] 一种由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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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上述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在制备高铬铸铁基或高锰钢基等钢

铁基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0028] 本发明的机理为：

[0029] Ti与O具有良好的结合特性，然而纯的Ti熔点1670℃，远高于钢铁材料的熔化温

度，不利于与ZTA中的氧结合，对ZTA表面活化作用下降，本发明通过机械合金化(MA)的方法

获得Fe-Ti合金深共晶点附近得合金粉体，合金粉体的熔化温度可达1085℃，通过无压烧结

的方法将合金粉体与ZTA陶瓷颗粒在1250～1550℃保温，促使熔融液态Ti对ZTA表面进行活

化处理，可以显著提高ZTA表面活化作用，陶瓷与粘结剂间形成了Ti-O过渡层使得预制体的

压溃强度增加，提高陶瓷表面与钢铁溶液的润湿性，预制体的压溃强度可达5MPa。

[0030]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1] (1)Fe-Ti微粉作为陶瓷颗粒的粘结剂可以与陶瓷表面的原子形成扩散反应，能够

极大的改善陶瓷表面的反应特性，预制体的强度和成型能力得到改善。

[0032] (2)预制体在定型固化过程中，固化剂与CO2的反应可以对预制体进行定型处理，

可加快具有复杂结构的预制体的定型，该方法适用于对预制体成型能力要求较高的金属基

复合材料的制备，可以显著提高预制体的定型效率和复杂型体的成型能力。

[0033] (3)通过石蜡颗粒的添加可以提高预制体的空隙形成能力，增加预制体的蜂窝状

多孔特性，提高ZTA陶瓷的浸润能力。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实施例1中制备的Ti-Fe微粉包覆下的多通道陶瓷预制体的照片图；

[0035] 图2为实施例1中烧结后预制体中陶瓷颗粒与粘结剂的背散射图像以及过渡层的

EDS线扫描图。

[0036] 图3为实施例1中烧结后ZTA陶瓷表面与高铬铸铁间润湿角测试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38] 实施例中所用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市场常规购得。实施例中所用的球磨机为

YXQM行星式球磨机。

[0039] 预制体的孔隙率通过以阿基米德排水法测试得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陶瓷预制

体的空隙为开气孔，通过阿基米德法测量气孔所占材料整体的体积百分比，以P表示孔隙

率。试验中采用水煮法测定预制体的孔隙率。首先称量需要的试样干重，记为m0；将称量完

地试样放入干净的烧杯中，往杯中注入蒸馏水，直至淹没试样。接着将烧杯置于电炉上加热

至沸腾，并保持沸腾状态1-2h，使蒸馏水完全渗透至预制体的空隙内。然后停止加热使其降

至室温。接着把试样快速取出放入事先准备好称重用的天平托盘中，称取饱和试样在水中

的悬浮重m1；将饱和试样取出，拭去饱和试样表面的水，快速称量饱和试样的质量m2，通过公

式算出孔隙率P。

[0040] P＝(m2-m0)/(m2-m1)

[0041] 预制体的压溃强度通过以下步骤测试得到：将制备的中空的圆柱形ZTA陶瓷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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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置于试验机的两平板之间，使试样的轴线与平板平行。无振动地连续加载，加载速度

0.5MPa/s-3MPa/s之间，加载时间10s，压溃强度根据公式：

[0042] K＝F(D-e)/Le2

[0043] 式中：K—径向压溃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0044] F--压溃负荷，单位为牛(N)；

[0045] L—试样长度，单位为毫米(mm)；

[0046] D—试样外径，单位为毫米(mm)；

[0047] e—试样壁厚，单位为毫米(mm)。

[0048] 实施例1：

[0049] (1)取纯度99.99％，粒度100～200目，还原Fe粉与纯度为99.99％，粒度300目的Ti

粉，按Ti粉占Ti粉和铁粉总重量的30wt.％进行混粉，然后加入到球磨罐中进行球磨合金

化，球磨工艺为：球料比10:1,转速300r/min，球磨时间24h，使Fe，Ti粉体实现均匀混合，得

到粉体粘结剂。

[0050] 球磨后的混合粉末粒度变小，表面能急剧增大，粉体极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

因此需在通入有惰性气体的手套箱中取出粉末；

[0051] (2)在30mm×20mm×10mm空心立方体，中间存在Φ10mm圆柱体构成的模具中，选取

粒径8～10目的ZTA陶瓷颗粒(ZrO2占20wt.％，Al2O3占80wt.％)30g，Ti-Fe混合微粉2.4g，水

玻璃的量为0.12g，10～12目的石蜡颗粒作为造孔剂加入0.65g。用玻璃棒搅拌10min，使粘

结剂均匀地包覆在ZTA颗粒表面，整个过程均在N2保护气氛中进行。

[0052] (3)将预制体放入手套箱中，打开出气孔，并充入CO2气体，气体通入时间0.5h，充

气速率为50cm3/s，待预制体固化成型后，将模具置入60℃的恒温炉中，保温30min进行烘

干，将预制体脱模取出。

[0053] (4)预制体采用无压烧结制备烧结过程的真空度保持在2.9×10-3Pa，烧结保温温

度为1300℃，保温时间1h，随炉冷却到室温制备出表面活化的多通道的ZTA陶瓷预制体。

[0054] 图1为实施例中所得ZTA陶瓷预制体的照片图。

[0055] 图2为实施例1中烧结后预制体中陶瓷颗粒与粘结剂的背散射图像以及过渡层的

EDS线扫描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ZTA陶瓷中的氧和粉体粘结剂中的Ti是形成过渡层的主要

成分，Ti与ZTA陶瓷中的O反应生成氧化物，对陶瓷表面出现失氧区，这些区域形成有效的活

化；陶瓷与粘结剂间形成2um～8um的Ti-O过渡层，陶瓷颗粒间结合强度较高，未发现明显开

裂现象，预制体的孔隙率60％，压溃强度5MPa。

[0056] 图3为实施例1中烧结后ZTA表面与金属高铬铸铁润湿角的测量结果，可以看出润

湿角小于15.1°，陶瓷表面显现出较好的润湿效果，表明烧结后的ZTA陶瓷表面可以被耐磨

钢液体较好的润湿，可以在复合界面形成有效的结合或者元素的扩散，有利于冶金界面的

形成。

[0057] 实施例2

[0058] (1)将球磨罐放入手套箱中，通入惰性气体，取纯度99.99％、粒度100-200目的还

原Fe粉与纯度为99.99％、粒度300目的Ti粉，按Ti粉占Ti粉和铁粉总重量比25wt.％进行混

粉；将球磨罐进行紧固密封，在YXQM行星式球磨机中合金化处理，其中磨球球径10mm，球料

比10:1,转速300r/min，球磨时间24h，使Fe，Ti粉体实现充分的反应，得到粉体粘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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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由于球磨后的混合粉末粒度变小，表面能急剧增大，粉体极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

反应，因此将球磨罐仍然放入充满惰性气体的手套箱中进行开罐取粉，并且将取出来的合

金粉末放入密闭的容器中保存；

[0060] (2)在30mm×20mm×10mm空心立方体，中间存在Φ10mm圆柱体构成的模具中，选取

粒径8～10目的ZTA陶瓷颗粒(ZrO2占20wt.％，Al2O3占80wt.％)30g，Ti-Fe混合微粉2.4g，水

玻璃的量为0.12g，10～12目的石蜡颗粒作为造孔剂加入0.65g。用玻璃棒搅拌10min，是粘

结剂均匀地包覆在ZTA颗粒表面，整个过程均在N2保护气氛中进行。

[0061] (3)将预制体放入手套箱中，打开出气孔，并充入CO2气体的，气体通入时间0.5h，

充气速率为50cm3/s，待预制体固化成型后，将模具置入60℃的恒温炉中，保温30min进行烘

干，将预制体脱模取出。

[0062] (4)预制体采用无压烧结制备，烧结过程的真空度保持在2.9×10-3Pa，烧结温度为

1250℃，保温时间1h，随炉冷却到室温制备出表面活化的多通道的ZTA陶瓷预制体。

[0063] 所得ZTA陶瓷预制体，从烧结后预制体中陶瓷颗粒与粘结剂的背散射图像以及过

渡层的EDS线扫描图可以判断，陶瓷颗粒与粘结剂间形成约1um～3um的Ti-O过渡层，预制体

的孔隙率62％，压溃强度1MPa。

[0064] 实施例2中烧结后ZTA表面与金属高铬铸铁润湿角也小于15.1°，说明本实施例烧

结后的ZTA陶瓷表面可以被耐磨钢液体较好的润湿，可以在复合界面形成有效的结合或者

元素的扩散，有利于冶金界面的形成。

[0065] 实施例3：

[0066] (1)取纯度99.99％，粒度100-200目，还原Fe粉与纯度为99.99％，粒度300目的Ti

粉，按Ti粉占Ti粉和铁粉总重量的35wt.％进行混粉，然后加入到球磨罐中进行球磨合金

化，球磨工艺为：球料比10:1,转速300r/min，球磨时间为24h，使Fe，Ti粉体实现均匀混合，

得到粉体粘结剂。

[0067] 球磨后的混合粉末粒度变小，表面能急剧增大，粉体极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

因此需在通入有惰性气体的手套箱中取出粉末；

[0068] (2)在30mm×20mm×10mm空心立方体，中间存在Φ10mm圆柱体构成的模具中，选取

粒径8～10目的ZTA陶瓷颗粒(ZrO2占20wt.％，Al2O3占80wt.％)30g，Ti-Fe混合微粉2.4g，水

玻璃的量为0.12g，10～12目的石蜡颗粒作为造孔剂加入0.65g。用玻璃棒搅拌10min，是粘

结剂均匀地包覆在ZTA颗粒表面，整个过程均在N2保护气氛中进行。

[0069] (3)将预制体放入手套箱中，打开出气孔，并充入CO2气体的，气体通入时间0.5h，

充气速率为50cm3/s，待预制体固化成型后，将模具置入60℃的恒温炉中，保温30min进行烘

干，将预制体脱模取出。

[0070] (4)预制体采用无压烧结制备，烧结过程的真空度保持在2.9×10-3Pa，烧结保温温

度为1300℃，保温时间1h，随炉冷却到室温制备出表面活化的多通道的ZTA陶瓷预制体。

[0071] 所得ZTA陶瓷预制体，通过烧结后预制体中陶瓷颗粒与粘结剂的背散射图像以及

过渡层的EDS线扫描图可以确定，陶瓷与粘结剂间形成2um-5um的Ti-O过渡层，陶瓷颗粒间

结合强度较高，未发现明显开裂现象，预制体的孔隙率61％，压溃强度5MPa。

[0072] 实施例3中烧结后ZTA表面与金属高铬铸铁润湿角也小于15.1°，说明本实施例烧

结后的ZTA陶瓷表面可以被耐磨钢液体较好的润湿，可以在复合界面形成有效的结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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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扩散，有利于冶金界面的形成。

[007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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