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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以微波烧结制备钨钼铜

复合材料的方法是先将钨粉、钼粉和铜粉球磨充

分混匀，将混匀后的粉末放入模具内压制成圆柱

结构生坯，然后将生坯放入微波烧结炉内，以特

定的热处理工艺，在较低温度下制备钨钼铜复合

材料。由于本发明是针对现有传统方法制备钨钼

铜合金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以微波烧结制备钨

钼铜复合材料的方法，与现有传统方法相比，该

方法可使制备温度由1100~1600℃降低至700~
1000℃，也可使制备时间由100~760min缩短至20

~50min，且本发明只需混粉、压制、烧结三个步骤

即可完成致密化过程，简化了工艺、易于实施，还

可获得晶粒更细小、均匀且机械性能优良的产

品。解决了现有传统烧结方法存在的烧结温度

高、烧结时间长，工艺复杂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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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将以重量百分比计的10

~70wt%W、10~70wt%Mo和10~30wt%Cu粉按照配比混合均匀，再将混合好的钨钼铜粉末在模具

中压制成圆柱体结构且相对密度为68％~78％的生坯，然后将生坯放置于加热设备中，利用

微波对生坯进行加热，使生坯升温至200℃后保温1~5min，接着以25~50℃/min的升温速率

继续升温至700~1000℃并保温5~20min后断电随炉冷却得到W-Mo-Cu合金，优选烧结气氛为

氮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方法直接利用微波来对材料进行加热完成烧结致密化，简化了工艺、易于实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方法对生坯的烧结升温速度控制在25~5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方法可在700～1000℃的低温下完成烧结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整

个加热制备过程只需20~50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使

用的W、Mo粉的粒度为2~3μm，采用粒度为5~75μm的Cu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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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微波烧结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复合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以微波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的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W-Cu和Mo-Cu合金都是由既不互相固溶又不形成金属间化合物的两相混合组织组

成的复合材料。W-Cu具有良好的耐电弧侵蚀性、抗熔焊性、高强度和高硬度等特点，被广泛

应用于电子电气、军事装备、航空航天及其它新技术领域，Mo-Cu虽能很大程度上实现部件

的减重要求，但其高温强度和抗烧蚀性在高温恶劣环境下仍不能胜任，只能应用在一些使

用温度较低的场合，如空气舵、配重、连接板等。因此，在W-Cu合金的基础上，用部分Mo在成

分上替代W，合成W-Mo-Cu复合材料有望实现W-Cu、Mo-Cu合金性能的优化组合，且可根据需

要改变钨钼配比以更为灵活地对材料性能进行调控，进一步拓宽材料的应用范围，适用于

更多的领域。

[0003] 目前国内外对W-Mo-Cu复合材料的研究报道甚少，经技术查新所检索到的以及所

了解到的与本发明相关的技术仅有三例。唐亮亮等人（钨钼渗铜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组织研

究,粉末冶金工业,  2011,  21(3):6-10）采用传统熔渗法制备钨钼渗铜材料，该方法将粉末

粒度分别为6.64μm的钨粉和5.0μm的钼粉混匀后经冷等静压成形，通过特定的热处理工艺

制成钨钼骨架（具体工艺参数文中未给出），然后在渗铜炉中将金属铜熔渗到骨架中得到钨

钼渗铜材料。CN103194629公开了一种钨钼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同样以钨钼混合粉末压

制成钨钼素坯，再以先真空、后氢气气氛的烧结方法预烧得到钨钼骨架，而后将预烧骨架浸

入液相铜中制备得到钨钼铜复合材料。其制备工艺为：将钨钼素坯置于在真空条件下以10~
3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00~1600℃后保温60~240min，接着关闭真空，向加热炉内充入

氢气，继续保温60~240min，最后随炉冷却，得到钨钼骨架；再在1100~1400℃熔浸20~120min

后冷却得到钨钼铜复合材料。这种方法不仅对生产设备要求较高，且耗能高；其次因需先获

得钨钼骨架再熔浸，需经过两次热处理，故工艺复杂，制备周期长，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且

烧结温度高、烧结时间长，容易造成材料晶粒粗大，影响该材作为新型功能材料的应用。 

CN102154568公开了一种Mo-W-Cu合金的制备方法，提出了一种机械合金化法制粉（原料混

粉+机械制粉）、等静压成型、液相烧结和热挤压变形加工制备Mo-W-Cu合金的方法。具体步

骤为：（1）原料混粉：按照以下质量分数钼粉75～80%、钨粉10～15%、铜粉5～15%取钼粉、钨

粉和铜粉于球磨罐中，在球磨机上混粉30～40分钟，制得原料粉；（2）机械制粉：向步骤（1）

的球磨罐中加入不锈钢球和原料粉重量2～4%的乙醇，然后在氩气气体保护下球磨20～30

小时，制得复合粉末；（3）压型：将复合粉末放入橡胶包套中，于190～220MPa压力下保压10

～20分钟，冷等静压压制成压型坯体；（4）烧结：将压型坯体放入烧结炉中，以200～250℃/h

的速度升温至1300～1400℃，保温1～1.5小时，然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出炉制得Mo-W-Cu液

相烧结体；（5）热挤压：将Mo-W-Cu液相烧结体加热至950～1000℃，进行热挤压变形加工，变

形率为30～40%，热挤压后在640～660℃进行消除应力退火，退火保温时间为1～1.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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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后随炉冷却至200℃，出炉冷却至室温，制成Mo-W-Cu合金。其优选的烧结炉为氢气烧结

炉。

[0004] 综上，对于上述现有的三例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的方法均为传统制备方法，这些

方法存在烧结温度高、烧结时间长、晶粒长大严重等缺点，而且这些繁琐的过程增加了生产

工序，加大了生产的难度，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钨钼铜复合材料的推广

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以微波烧结制备钨钼铜

复合材料的方法，本发明给出的技术解决方案概括地说是：采用的是微波烧结法，通过制

粉、压制、烧结三个步骤在低于铜熔点的较低温度下实现短时快速固相烧结来制备W-Mo-Cu

合金，本发明的核心是通过微波这种物理作用来实现活化烧结。微波烧结方法（Microwave 

Sintering）与传统粉末冶金法的真空炉加热方式具有本质的不同。微波烧结方法是利用微

波所具有的特殊波段与材料的基本微结构耦合而产生热量，材料在电磁场中的介质损耗使

其材料整体加热至烧结温度而实现致密化的方法，其烧结示意图如图1所示。由于微波烧结

是材料吸收微波能转化为内部分子的动能和热能，使得材料整体均匀加热，因此这种工艺

具有快速加热、烧结温度低、细化材料组织、改进材料性能、安全无污染以及高效节能等优

点。与现有的传统方法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相比，将微波烧结法应用于烧结制备W-Mo-Cu合

金，制备温度可由1100~1600℃降低至700~1000℃，制备时间也可由100~760min缩短至20~
50min，钨、钼晶粒细小且结合紧密，比传统烧结方法节能70%以上，解决了现有传统方法存

在的烧结温度高、烧结时间长，工艺复杂等缺点。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以微波烧结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的方法，该方法的具体工艺步骤和

条件如下。

[0007] 1、先将10~70wt%W、10~70wt%Mo和10~30wt%Cu粉加入高能行星式球磨机内的不锈

钢球磨罐中，然后进行球磨以混合均匀（球磨转速为80~150r/min，球磨时间为0.5~4小时），

球磨的同时加入少许酒精以防止粉料在球磨过程中被氧化。

[0008] 2、将球磨混合均匀的钨钼铜粉末在模具中压制成圆柱体结构且相对密度为68％~
78％的生坯，然后将生坯放置于微波烧结炉内，利用微波加热来对材料进行烧结，使生坯升

温至200℃后保温1~5min，接着以25~50℃/min的升温速率继续升温至700~1000℃并保温5~
20min后断电随炉冷却完成烧结得到W-Mo-Cu合金，优选烧结气氛为氮气。

[0009]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还采用了以下措施：即使用的W、Mo粉的粒

度为2~3μm，采用粒度为5~75μm的Cu粉。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积极效果。

[0011] 1、本发明采用的微波烧结是依靠材料本身吸收微波能转化为材料内部分子的动

能和势能，材料内外同时均匀加热，这样材料内部热应力可以减少到最小，其次在微波电磁

能作用下，材料内部分子或离子的动能增加，使烧结活化能降低，扩散系数提高，可以进行

低温快速烧结，使细粉来不及长大就被烧结。

[0012] 2、烧结温度大幅度降低，烧结时间缩短。本发明以微波烧结法制备钨钼铜复合材

料，相对于传统的辐射加热过程致密化速度加快，与现有的传统方法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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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该方法可使制备温度由1100~1600℃降低至700~1000℃，制备时间由100~760min缩短

至20~50min。

[0013] 3、比传统烧结方法节能70%以上，降低烧结能耗费用。微波烧结的时间大大缩短，

烧结温度大幅度降低，大大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

[0014] 4、使用微波法快速升温和致密化可以抑制晶粒组织长大。由于用本发明方法制备

钨钼铜复合材料的烧结温度低，烧结时间短，因而烧结体的晶粒生长能得到有效控制，采用

微波烧结法可以制备0.5~4μm左右的超细晶粒组织，有利于提高材料的性能。而用传统方法

时，制备钨钼铜合金的晶粒组织为10~15μm。

[0015] 5、相比传统方法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本发明直接利用微波来对材料进行加热完

成致密化过程制备钨钼铜复合材料，因而大大简化了生产工艺，缩短了制备周期，不仅可降

低能耗，进一步节约了生产成本，还可改善制备环境的工作条件。因此耗能低、周期短、效率

高，符合“绿色生产”的要求。

[0016] 6、本发明方法简单、可靠，易于调节控制。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所采用的微波烧结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钨钼铜复合材料显微形貌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7制备的钨钼铜复合材料显微形貌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9制备的钨钼铜复合材料显微形貌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8制备的钨钼铜复合材料显微形貌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1制备的钨钼铜复合材料显微形貌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描述，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本实施例只用于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技术熟练人员

可以根据上述本发明的内容做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

[0025] 值得说明的是：1)以下各实施例所用物料的比例均为质量百分比；2)本发明实施

例都是压制成直径为13mm，高度为11mm的圆柱生坯，再将生坯放置于微波烧结炉内，利用微

波来对材料进行加热而实现烧结致密化。

[0026] 本发明具体的实施步骤如下。

[0027] 实施例1~21。

[0028] 1、将粒度为5~75μm的铜粉，粒度为2~3μm的钨粉和钼粉分别按照表中所列的质量

配比加入高能行星式球磨机内进行球磨，同时在球磨罐中加入少许酒精以防止粉料在球磨

过程中被氧化。

[0029] 2、将球磨混匀的钨钼铜粉末装入模具内压制成圆柱结构的生坯，且生坯相对密度

保持在68％~78％。

[0030] 3、将生坯放置于微波烧结炉内，生坯升温至200℃后保温1~5min，接着以25~50℃/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700~1000℃并保温5~20min后断电随炉冷却完成烧结得到W-Mo-Cu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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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0031] 4、烧结过程中坯体形状保持完好，所得钨钼铜合金的致密化程度很高；为了比较

本发明方法与传统烧结法制备的钨钼铜合金的微观形貌差异，将本发明实施例2、7、9、18、

21烧结所得钨钼铜合金用扫描电镜对其进行了观测照相，其照片分别见图2、3、4、5、6。从图

中可以看出，用本发明方法烧结钨钼铜复合材料晶粒都极为细小，这说明本发明能获得细

晶粒组织并具有高性能的钨钼铜合金。

[0032] 表1  W-Mo-Cu复合材料的各实施例的配方和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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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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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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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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