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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
瓷复合材料，
由20～65wt%Ti粉、
25～75wt%TiBCN
陶瓷粉末和2～10wt%B4 C粉末混合制成。本发明
所述陶瓷复合材料通过激光熔覆技术能够在钛
合金表面形成与钛合金基体冶金结合的复合陶
瓷熔覆涂层，
涂层硬度可达到钛合金基体的3 .5
～4 .5倍，
且涂层耐磨性得到明显提高，
试样磨损
率只有钛合金基体的1/3～1/4 ，
较基体显著降
低。
本发明的陶瓷复合材料可在钛合金表面进行
多次激光熔覆重复操作，
实现熔覆涂层厚度的按
需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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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是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原料混合制
成：
Ti粉
20～65wt%
TiBCN陶瓷粉末
25～75wt%
B4C粉末
2～10wt%。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陶瓷复合材料，
其特征是所述Ti粉和TiBCN陶瓷粉末的粒度不
小于100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陶瓷复合材料，
其特征是所述B4C粉末的粒度不小于500目。

2

CN 106835126 B

说

明

书

1/6 页

一种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表面强化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陶瓷复合材料，
特别是一种用于激
光熔覆强化钛合金表面的陶瓷复合材料。
技术背景
[0002] 钛合金密度小，
比强度高，
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和疲劳抗力，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国防、汽车、
医疗等领域。但钛合金的摩擦系数高、对粘着磨损和微动磨损非常敏感。硬度、
耐磨性及高温抗氧化性差的缺点制约了其更广泛的应用。
[0003] 激光熔覆技术是指以不同的添料方式在熔覆基体表面放置选择的涂层材料，
经激
光辐照使之与基体表面薄层同时熔化，
并快速凝固后形成稀释度极低、与基体成冶金结合
的表面涂层，
以显著改善基体表面的耐磨、
耐蚀、
耐热、
抗氧化及电气特性的工艺方法，
从而
达到基体表面改性或修复的目的。激光熔覆技术既能满足对材料表面特定性能的要求，
又
可以节约大量的贵重元素。
[0004] 由于激光熔覆技术具有无污染、
制备出的涂层与基体呈冶金结合等优点，
已成为
当代金属或合金表面改性的研究热点。与其他表面技术相比 ，
激光熔覆技术涂层厚度可控，
且熔覆层为快速凝固组织，
对基体热影响不大，
己经在许多高价值零件如航空发动机涡轮
叶片等的修复、
再制造以及零件表面性能的提高等方面得到很好的应用。
[0005] 采用激光熔覆技术在钛合金表面熔覆陶瓷涂层，
或金属-陶瓷颗粒增强的复合材
料涂层，
形成强韧性良好的激光熔覆层，
是提高钛合金表面耐磨性能的有效途径。激光熔覆
陶瓷涂层按其涂层组成，
目前可分为陶瓷涂层、
金属陶瓷复合涂层、
原位自生陶瓷涂层等几
种。
[0006] 由于陶瓷与金属基体的性能参数差别很大，
一般情况下，
在金属表面熔覆陶瓷涂
层时需要增加一层过渡组织，
即预涂一层Ni、
Cr、
Co、
Al、
Y等的连结层，
然后再在连接层上激
光熔覆陶瓷层。
[0007] 陈传忠等(45钢表面激光熔敷陶瓷涂层的研究[J] . 金属学报 , 1999 , 35(9):
989-994 .)以NiCrAl为过渡层，
在45钢表面激光熔覆Al2O3陶瓷涂层，
得到了均匀连续的陶瓷
激光熔覆层。但是，
由于Al2O3陶瓷涂层与NiCrAl连接层之间，
以及NiCrAl连接层与45钢基体
之间均为机械结合界面，
陶瓷涂层较大的脆性使得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不足，
再加上熔
覆层表面成型质量较差等问题，
导致陶瓷涂层容易开裂、
脱落。
[0008] 激光熔覆原位制备陶瓷涂层具有工艺简单、
陶瓷颗粒分布均匀、
陶瓷相与基体界
面处无污染、相溶性和润湿性较好以及界面结合强度较高的优点，
可望避免发生界面处的
裂纹扩展现象，
能够与金属基体形成冶金结合的激光熔覆层。
[0009] 激光熔覆原位生成技术是近些年来新兴的表面强化技术。
激光熔覆原位生成熔覆
层不仅与基体之间实现了冶金结合，
而且原位涂层厚度可以在几十微米到几毫米之间变
化，
大大提高了涂层厚度和涂层与基体的结合能力，
同时熔覆层具有优异的抗磨和抗腐蚀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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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王明华(金属材料激光表面改性与高性能金属零件激光快速成形技术研究进展
[J] . 航空学报 , 2002 , 23(5): 473-479 .)分别以元素氮及元素碳为合金元素，
对BT9、
TC4
等钛合金进行激光表面合金化，
利用氮气及碳粉与钛合金表面激光熔化高温熔池之间的冶
金化学反应，
在钛合金表面制得了以高硬度高耐磨TiN及TiC初生树枝晶为耐磨相的“原位”
耐磨复合材料表面改性层。改性层与钛合金基材间为完全梯度渐变冶金结合、平均硬度达
1000Hv以上，
实验室常温干滑动磨损试验结果表明改性层的耐磨性较钛合金基材提高了45
～93 .8倍。但是其基材表面熔覆的改性层厚度有限，
只在0 .4～2 .0mm内可调。
[0011] 文向东等(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原位制备Ti-B-C复合陶瓷涂层质量控制[D] . 南
华大学 , 2013)以TiC和TiB2为原料，
采用预置涂层的方式，
激光熔覆原位制备Ti-B-C复合
陶瓷涂层，
其硬度最大可以达到1240Hv。但其存在预置涂层厚度不好控制的问题，
且不利于
调节涂层厚度。
[0012] 虽然采用高温性能优良的TiB和TiB2强化的钛基复合涂层在钛合金高温强化方面
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
也开始逐渐成为制备各种结构涂层材料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其基本
上都是通过熔化所添加的混合材料与基材微熔的方式来制备熔覆层。
虽然熔覆层与基材之
间也能呈冶金结合，
但由于熔覆层与基材之间的互熔量太低，
还是会使结合强度不够好。而
且较少考虑通过基材与粉末之间的原位反应来制备熔覆层，
不易进一步减少工业应用中的
成本投入。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以提高钛合金的
表面耐磨性能。
[0014] 本发明所述的陶瓷复合材料是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原料混合制成的：
[0015] Ti粉
20～65wt%
[0016] TiBCN陶瓷粉末
25～75wt%
[0017] B4C粉末
2～10wt%。
[0018] 具体地，
本发明所述的陶瓷复合材料中，
优选所述Ti粉和TiBCN陶瓷粉末的粒度不
小于100目，
B4C粉末的粒度不小于500目。
[0019] 本发明陶瓷复合材料使用的主要原料TiBCN陶瓷粉末是一种对TiCN进行硼化处理
获得的新材料，
其相当于在TiN的空位中又固溶进去了B和C元素，
不但具有高的硬度，
还具
有良好的韧性。因此，
TiBCN陶瓷粉末非常适合作为熔覆材料，
特别是适合于进行以钛合金
为基体材料的激光熔覆。
[0020] 在激光熔覆的过程中，
TiBCN增强相发生局部熔化，
其组织形貌由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熔化熔体凝固过程中的动力学条件、
热力学条件及TiBCN的晶体结构等。TiBCN陶瓷粉
末材料具有四元NaCl型面心立方(fcc)晶体结构，
可视为是由fcc-TiB，
fcc-TiC和fcc-TiN
三种基元化合物复合而成。其Ti原子位于面心立方点阵(000)晶格结点位置，
处于八面体中
心，
B、
N和C原子分别位于点阵的(1/2 ,0 ,0)位置，
晶胞内各原子呈中心对称排列，
使得Ti(B ,
C ,N)在对称晶面上的生长速率一样，
在凝固过程中容易形成规则、
对称的组织，
故而形成的
熔覆涂层组织均匀致密，
硬度得以提高。
[0021] 熔覆涂层硬度的提高主要归因于其熔覆材料TiBCN本身的硬度，
以及激光熔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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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形成的TiC、TiB、TiB2等硬质相和细小致密的组织结构。TiBCN粉末的熔点远高于Ti的
熔点1668℃。因此，
熔覆过程中，
金属Ti基体熔化，
而TBCN粉体颗粒不熔化，
或仅边缘熔化。
TiBCN颗粒在Ti熔体的对流作用下，
固化连接在一起并生长。TiBCN的生长形貌不仅与凝固
过程中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有关，
而且与TiBCN的晶体结构有关。
由于TiBCN为面心立方
结构，
Ti原子与轻原子B、
C、
N在单胞内交替排列，
并成完全中心对称结构，
导致TiBCN在对称
晶面的生长速率相同 ，
因此容易生成有规则的、对称的晶体形貌，
或等轴球形颗粒，相邻
TiBCN颗粒也会按自组织规律完成结晶连接过程，
在钛合金基材表面制备成良好的TiBCN熔
覆涂层，
无明显变形和裂纹，
熔覆涂层与基体过渡平稳、均匀，
形成了致密的冶金连接，
不易
剥落。
[0022] 然而 ，
TiBCN块体的硬度与TiN处于相同水平 ，低于TiC和TiCN。因此 ，本发明在
TiBCN陶瓷粉末中添加少量的B4C来进一步提高其硬度。一方面，
B的固溶给TiBCN带来一些
前所未有新特性，
使TiBCN陶瓷粉末可以在加热过程中析出TiB2强化相和促进其周边发生
界面反应析出新强化相。另一方面，
B4C、Ti可发生原位反应B4C+3Ti=2TiB2+TiC，
增加TiC、
TiB2硬质强化相来增强熔覆涂层的硬度；
再按B4C+5Ti=4TiB+TiC反应，
使TiB、
TiB2弥散分布
于熔覆涂层中，
进一步提高熔覆涂层的性能。
[0023] 同时，
B4C的添加量太多，
又会导致熔覆涂层表面的耐磨性下降。因此，
本发明通过
合理控制B4C的含量，
获得了希望得到的技术效果。
[0024] 本发明采用Ti粉、
TiBCN陶瓷粉末和B4C粉末按比例机械混合，
制得了一种复合陶
瓷粉末。将该陶瓷粉末通过激光熔覆技术在钛合金表面形成的复合陶瓷熔覆涂层不仅与钛
合金基体呈冶金结合，
减小了涂层的热膨胀不匹配，
降低残余应力，
而且该熔覆涂层结合了
陶瓷涂层与原位自生陶瓷涂层的优势，
不仅熔覆涂层的硬度可以达到钛合金基体(340Hv)
的3 .5～4 .5倍，
而且熔覆涂层的耐磨性能也得到了明显提高，
试样磨损率只有钛合金基体
的1/3～1/4，
较基体显著降低。
[0025] 本发明提供的陶瓷复合材料不仅能够在钛合金表面进行激光熔覆得到熔覆涂层，
还可以在得到的熔覆涂层表面继续进行激光熔覆，
从而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钛合金表面激
光熔覆多层熔覆涂层，
实现熔覆涂层厚度的按需调节。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不同实施例和比较例中钛合金试样的硬度对比。
[0027] 图2是不同实施例和比较例中钛合金试样的磨损量对比。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
并不用于对本发明进行任何限制。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
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9]
用于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的陶瓷复合材料中，
其主要组分是粒度不小于100目的
Ti粉和TiBCN陶瓷粉末，
其中Ti粉含量20～65wt%，
TiBCN陶瓷粉末含量25～75wt%。
[0030]
另外，
本发明还在陶瓷复合材料中添加了少量的粒度不小于500目B4C粉末，
B4C粉
末的含量占到2～1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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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组分机械混合均匀，
即可得到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0032] 在激光熔覆前，
需要先对钛合金试样进行包括机械清理和化学清理的表面处理。
[0033] 机械清理是依次使用240＃、
360＃、
600＃、
800＃和1200＃的SiC砂纸打磨钛合金的待熔
覆表面，
去除表面氧化膜，
再机械抛光使待熔覆表面平整光滑。
[0034] 化学清理是采用丙酮清洗钛合金待熔覆表面，
之后用清水冲洗、再用酒精将待熔
覆表面擦拭干净，
吹干。
[0035] 表面处理后的钛合金试样置于激光熔覆工作台上待用。
[0036] 采用同轴送粉的激光熔覆方式，
将配制好的陶瓷复合材料装入激光熔覆装置的粉
末腔里，
调节激光熔覆工艺参数为：
激光功率1000～1500W，
光斑直径1 .5～5mm，
扫描速度3
～10mm/s，
送粉率200mg/s。
以氩气作为保护气体，
设置保护气压强0 .4Mpa，
陶瓷复合材料载
气压强0 .6Mp，
使陶瓷复合材料在激光照射下在钛合金表面生成与钛合金表面冶金结合的
TiBCN硬质复合涂层。
[0037] 熔覆过程中利用氩气作为保护，
可以防止空气浸入，
减小或消除涂层中的气孔。
[0038] 实施例1。
[0039]
用于制备陶瓷复合材料的原料包括粒度100目的Ti粉、
150目的TIBCN陶瓷粉末和
500目的B4C粉末。其中，
TiBCN陶瓷粉末与B4C粉末在配制前先进行烘干，
以防止在熔覆涂层
中形成气孔，
给熔覆涂层带来缺陷。
[0040] 称取Ti粉220g，
TiBCN陶瓷粉末750g，
B4C粉末30g，
加入球磨机中混合2h，
得到钛合
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0041] 使用上述制备得到的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在已经进行过表面处
理的钛合金试样表面进行激光熔覆。具体的激光熔覆工艺参数包括：
激光功率1500W，
光斑
直径1 .5mm，
扫描速度3mm/s，
陶瓷复合材料载气压强0 .6Mp、送粉率200mg/s，
保护气氩气压
强0 .4Mpa。
陶瓷复合材料在激光能量照射下，
在钛合金表面生成与钛合金冶金结合的TiBCN
硬质复合涂层。
[0042] 将激光熔覆后的钛合金试样纵向切开，
暴露出熔覆涂层横截面。依次使用240# ～
1200# (包括240＃、360＃、600＃、800＃和1200＃)的SiC砂纸打磨横截面并机械抛光得到光滑表
面，
测试钛合金试样熔覆涂层横截面的硬度变化趋势。
[0043] 硬度是衡量材料综合性能的主要指标。
采用HVS-1000数显硬度计对钛合金试样的
硬度进行检测。调整试验力为1 .98N，
载荷持续时间20s，
沿熔覆涂层横截面由表及里进行打
点。垂直方向每隔0 .03mm打一个点，
水平方向打三个点，
取平均值，
得到图1中所示的熔覆涂
层由表及里的硬度变化趋势曲线。
[0044] 根 据 硬 度曲 线 可以 看 出 ，本 实 施 例得 到的 熔 覆 涂 层 硬 度 较 高 ，位 于 1 2 6 9 ～
1393Hv0 .2之间。
[0045] 试样的摩擦磨损实验在MG-2000型试验机上进行。
试验选用硬度63～64HRC的YG6
硬质合金作为磨轮，
转速200r/min，
摩损时间10min，
试验载荷200N。
[0046] 需磨损试样的上下两个平面光滑平行，
超声清洗后，
电子天平称量重量，
记录。将
试样固定在卡具上，
试样卡具不转动，
摩擦盘在试样下方以设定速度转动。实验完成后，
再
次用电子天平称量磨损后试样的重量，
获得试样的磨损量，
并计算得出试样的磨损率(磨损
量/磨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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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方法测试得到未经激光熔覆的钛合金基体的磨损率。
[0048] 结果显示，
本实施例试样熔覆涂层的磨损率为1 .73mg/min，
而钛合金基体的磨损
率达到6 .01mg/min，
是熔覆涂层磨损率的约3 .5倍。
[0049] 由磨损试验机产生的摩擦系数μ可以通过试验中测出的摩擦力矩计算得出。
根据
摩擦力矩与库仑力之间的关系公式：
F=μN，
M=Fd，
可知μ=F/N=M/(dN) ，
从而计算出摩擦系数
μ。其中，
μ为摩擦系数(常数) ，
F代表摩擦力，
N为法向的正压力，
M为摩擦时产生的力矩，
d为
摩擦盘中心到试样中心的距离。
[0050] 固定磨损试样，
试验载荷200N，
摩擦盘以转速200r/min(0 .314m/s)相对转动，
摩擦
时间20min，
记录实验时每分钟的摩擦力矩M值，
并将法向正压力N=200N和摩擦盘中心到试
样中心的距离d=3cm代入，
计算得到摩擦系数μ的平均值。
[0051] 经测试，
本实施例试样熔覆涂层在磨损试验时的摩擦系数为0 .5。
[0052] 上述试验结果显示，
本实施例在钛合金试样的表面激光熔覆形成了厚度可控的、
冶金质量良好的耐磨涂层，
熔覆涂层表面质量良好，
内部无气孔，
涂层组织分布均匀且耐磨
性能优异。Ti(B ,C ,N)增强相颗粒使得材料的耐磨性提高，
而B4C的加入，
使得涂层硬度和耐
磨性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由于硬度的提高，
试样能够承受较高的应力，
其磨损机制主要是微
观剥落，
伴有轻微的犁沟磨损，
表现为良好的抗干滑动摩擦磨损性能。
[0053] 比较例1。
[0054] 称取Ti粉220g，
TiBCN陶瓷粉末780g，
加入球磨机中混合2h，
得到钛合金表面激光
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0055] 按照实施例1激光熔覆工艺条件，
在钛合金试样表面激光熔覆TiBCN复合涂层。并
按照实施例1测试方法测试熔覆涂层的各项性能。
[0056]
测试结果显示，
本比较例在钛合金表面形成的熔覆涂层硬度1212～1303Hv0 .2 ，
涂
层磨损率2 .27mg/min，
磨损试验的摩擦系数为0 .6。
[0057] 图1和图2中分别给出了实施例1与比较例1的硬度和磨损量的比较结果。
根据测试
数据可以看出，
实施例1熔覆涂层的硬度比比较例1显著提高，
且磨损率明显小于比较例1。
[0058] 实施例2。
[0059] 分别称取粒度300目的Ti粉450g、
300目的TiBCN陶瓷粉末490g、500目的B4 C粉末
60g，
按照实施例1方法制备得到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0060] 激光熔覆工艺参数为：
激光功率1000W，
光斑直径2mm，
扫描速度5mm/s，
其他同实施
例1，
按实施例1方法在钛合金表面生成TiBCN硬质复合涂层。
[0061] 按照实施例1测试方法测试熔覆涂层的性能，
熔覆涂层硬度1147～1245Hv0 .2 ，
涂层
磨损率1 .53mg/min，
磨损试验的摩擦系数为0 .4。
[0062] 比较例2。
[0063] 称取Ti粉450g，
TiBCN陶瓷粉末550g，
不添加B4C粉末，
按照实施例2方法制备陶瓷
复合材料，
在钛合金试样表面激光熔覆TiBCN复合涂层，
并测试熔覆涂层各项性能。
[0064] 本比 较 例在钛合金表面形成的 熔覆涂层硬度1092～1196Hv 0 .2 ，
涂层磨 损率
2 .04mg/min，
磨损试验的摩擦系数为0 .5。
[0065] 由图1和图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实施例2熔覆涂层的硬度明显高于比较例2，
磨损
率明显小于比较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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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3。
[0067] 分别称取粒度150目的Ti粉650g、
200目的TiBCN陶瓷粉末250g、500目的B4 C粉末
100g，
按照实施例1方法制备得到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
[0068] 激光熔覆工艺参数为：
激光功率1400W，
光斑直径3mm，
扫描速度5mm/s，
其他同实施
例1，
按实施例1方法在钛合金表面生成TiBCN硬质复合涂层。
[0069] 按照实施例1测试方法测试熔覆涂层的性能，
熔覆涂层硬度986～1076Hv0 .2 ，
涂层
磨损率1 .71mg/min，
磨损试验的摩擦系数为0 .3。
[0070] 比较例3。
[0071] 称取Ti粉650g，
TiBCN陶瓷粉末350g，
不添加B4C粉末，
按照实施例3方法制备陶瓷
复合材料，
在钛合金试样表面激光熔覆TiBCN复合涂层，
并测试熔覆涂层各项性能。
[0072] 本比较例在钛合金表面形成的熔覆涂层硬度893～994Hv0 .2 ，
涂层磨损率2 .15mg/
min，
磨损试验的摩擦系数为0 .4。
[0073] 由图1和图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实施例3熔覆涂层的硬度明显高于比较例3，
磨损
率明显小于比较例3。
[0074] 实施例4～10。
[0075]
用于制备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的各原料用量如表1，
按照实施例1方法在钛合
金试样表明进行激光熔覆并测试各性能指标。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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