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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

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属于超硬材料工具

制备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方法：将单质Ti粉、Al

粉、C粉为结合剂原料与金刚石磨料按照一定比

例称量混合，烘干，冷压制成坯料；将压坯置于氩

气保护反应器，采用微波作为诱发热源引燃自蔓

延反应烧结制备Ti3AlC2陶瓷基金刚石钻进工具

刀头。本发明利用微波点火来强化自蔓延过程，

有利于烧结体内液相元素的快速迁移，加速致密

化过程中烧结体内部气体逸出，样品烧结组织均

匀，可显著提高Ti3AlC2基金刚石工具刀头的生

产效率，获得综合力学性能优良的金刚石工具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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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1）按照摩尔比Ti:Al:C=2.9:1:2.1的比例称取Ti粉、Al粉及C粉，混合均匀后，备用；

（2）将步骤（1）所得混合粉末与金刚石颗粒进行混合，得到所需混合料，混合料中金刚

石颗粒的体积百分数为20%；

（3）将步骤（2）得到的混合料填入冷压模具中，将其压制成型，得到冷压生坯；

（4）将步骤（3）中所得的冷压生坯装入氩气保护的微波无压烧结炉中，利用微波能为热

源引燃冷压坯并发生自蔓延烧结反应，微波维持时间40‑60s，得到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

刚石刀头；

所述步骤（3）中冷压的压力为10‑30MPa；

所述微波的频率为2450MHz，微波功率3‑5kW，辐照时间6‑15s；

所述Ti粉、Al粉和C粉的粒度均为200‑400目；

所述步骤（1）中混粉方式为球磨，球磨时间为6‑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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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属于超硬

材料工具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金刚石工具因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强度及低环境污染等优势而被广泛应用

于钻探领域，其工作层复合材料通常采用金属、陶瓷及树脂等作为结合剂，经与金刚石磨料

混合后高温烧结而成，其中陶瓷材料是制备金刚石磨具结合剂的主要类别。

[0003] 目前常用的陶瓷基结合剂多以氧化物、玻璃或微晶等作为主要组元，在加入大量

碱性物料后烧结得到结合剂，出现基体与金刚石间热膨胀系数匹配性差、基体脆性大、金刚

石磨料把持力不足等问题，造成刀头在服役过程中金刚石脱落过快，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发

生脆裂现象，从而影响磨具磨削特性。此外，陶瓷导热性能差，磨削区域局部温度高，使磨粒

容易热损耗缩短了工具的使用寿命。

[0004] 可见传统的氧化物基陶瓷的固有缺陷限制了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磨具材料的选择

范围，要突破现有陶瓷结合剂金刚石材料性能，最可行的策略是采用新型陶瓷材料替换现

有结合剂种类。近年来以Ti3AlC2为代表的MAX相金属陶瓷结合剂，兼具金属和陶瓷的优点，

具有抗热震性强、导热性好、强韧性匹配易调控等优点，克服了传统陶瓷材料作为结合剂的

固有缺陷，已成为金刚石磨具开发的研究热点。

[0005] T i 3 A l C 2基金属陶瓷结合剂通常采用热压或放电等离子体烧结。专利

ZL201210243897.1提出一种锡碳化钛结合剂金刚石复合材料的热压烧结方法，采用100℃/

min速率升温，在800~1000℃和20~50Mpa下保温15~30  分钟烧结得到样品，但该方法存在烧

结能耗高、石墨模具消耗严重、样品尺寸受限等问题。Ching等采用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制备

得到多种MAX相金属陶瓷，但该方法存在设备投资大、尺寸适应性和批量生产受限等问题。

自蔓延烧结具有能耗低、样品适应性好、反应速度快等优点，是制备Ti3AlC2基金属陶瓷结合

剂的可行方法。Liang等探索了自蔓延烧结制备钛硅碳、钛锡碳基体的方法，但由于传统的

自蔓延反应点火方式通常为外部加热，使得内部气体逸出过程受阻，导致基体中存在大量

随机分布的大孔结构，降低了金刚石工具的服役性能。

[0006] 微波作为一种新型的外场强化手段，具有选择性加热、内部整体加热和能量原位

转化等特点，将微波能用作粉末冶金的热源，在自蔓延反应速率控制和组织结构均匀化等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处理对象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目前采用微波强化自蔓延反应制备

Ti3AlC2金属陶瓷，尤其在制备Ti3AlC2结合剂金刚石刀头领域尚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

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将单质Ti粉、Al粉、C粉为结合剂原料与金刚石按照一定比例

称量混合，烘干，压制成坯料；将微波能作为诱发热源，依靠微波强化自蔓延烧结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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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3AlC2陶瓷基金刚石钻头刀头，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按按照摩尔比Ti  :  Al  :  C=2.9‑3.1  :  1  :  1.9‑2.1的比例称取Ti粉、Al粉及

C粉，混合均匀后，备用；

[0009] （2）将步骤（1）所得混合粉末与金刚石颗粒进行混合，得到所需混合料，混合料中

金刚石颗粒的体积百分数为10‑30%；

[0010] （3）将步骤（2）得到的混合料填入冷压模具中，将其压制成型，得到冷压生坯；

[0011] （4）将步骤（3）中所得的冷压生坯装入氩气保护的微波无压烧结炉中，利用微波能

为热源引燃冷压坯并发生自蔓延烧结反应，微波维持时间40‑60s，得到Ti3AlC2基陶瓷结合

剂金刚石刀头。

[0012]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Ti粉、Al粉和C粉的粒度均为200‑400目。

[0013]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1）中混粉方式为球磨，球磨时间为6‑10h。

[0014]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3）中冷压的压力为10‑30MPa。

[0015]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微波的频率为2450MHz，微波功率3‑5kW，辐照时间6‑15  s。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本发明利用微波作为整体热源，诱发自蔓延烧结反应获得服役性能优良的金

刚石钻进工具刀头，微波对烧结过程的强化，有利于液相元素的迁移实现金刚石工具的致

密化，提高基体对金刚石的把持力，可有效降低金刚石在服役过程中的脱落率，缩短工艺流

程，降低生产成本。

[0018] （2）相比TiC等高熔点陶瓷，本发明采用熔点较低、性能优良的Ti3AlC2材料作结合

剂，通过优化制备工艺，将Ti3AlC2结合剂金刚石钻头刀头的烧结温度降低至1000℃以下，为

Ti3AlC2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制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烧结方法，在实际工业生产中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0019] （3）Ti3AlC2结合剂密度较低、熔点高，具有优良的导热性及冲击韧性，结合剂中的

Ti可与金刚石发生化学反应生成TiC过渡层，从而使结合剂与金刚石磨料间具有良好的化

学键结合，可提高基体对金刚石磨料的把持力，有效增强金刚石工具的抗弯强度和使用寿

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

所述内容。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选用粒度为300目的

Ti粉、Al粉及C粉，按照摩尔比为Ti  :  Al  :  C=3  :  1  :  2的比例称取，在球磨机中充分混合

5h，得到混合均匀的粉料；在所得粉料加入体积百分数为10%的金刚石颗粒，混合1h，得到配

方料；将配方料填入冷压模具，利用冷压机压制成型，冷压压力控制在10MPa，得到尺寸为55

×10×10  mm的冷压压坯；所得冷压坯装入氩气保护的微波无压烧结炉中，利用2450MHz微

波能为热源，微波功率3kW，辐照时间6s，引燃冷压坯并发生自蔓延烧结反应，微波维持时间

40s，得到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刀头，其相对密度为96 .89%，横向断裂强度为

895.2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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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实施例2

[0024] 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选用粒度为300目的

Ti粉、Al粉及C粉，按照摩尔比为Ti  :  Al  :  C=2.9  :  1  :  2.1的比例称取，在球磨机中充分

混合6h，得到混合均匀的粉料；在所得粉料加入体积百分数为20%的金刚石颗粒，混合2h，得

到配方料；将配方料填入冷压模具，利用冷压机压制成型，冷压压力控制在20MPa，得到尺寸

为55×10×10  mm的冷压压坯；所得冷压坯装入氩气保护的微波无压烧结炉中，利用

2450MHz微波能为热源，微波功率4kW，辐照时间10s，引燃冷压坯并发生自蔓延烧结反应，微

波维持时间50s，得到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刀头，其相对密度为98.27%，横向断裂强

度为923.67MPa。

[0025] 实施例3

[0026] 一种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钻进工具刀头的制备方法，选用粒度为300目的

Ti粉、Al粉及C粉，按照摩尔比为Ti  :  Al  :  C=3.1  :  1  :  1.9的比例称取，在球磨机中充分

混合7h，得到混合均匀的粉料；在所得粉料加入体积百分数为30%的金刚石颗粒，混合3h，得

到配方料；将配方料填入冷压模具，利用冷压机压制成型，冷压压力控制在30MPa，得到尺寸

为55×10×10  mm的冷压压坯；所得冷压坯装入氩气保护的微波无压烧结炉中，利用

2450MHz微波能为热源，微波功率5kW，辐照时间15s，引燃冷压坯并发生自蔓延烧结反应，微

波维持时间60s，得到Ti3AlC2基陶瓷结合剂金刚石刀头，其相对密度为97.15%，横向断裂强

度为913.64MPa。

[0027] 上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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