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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它由配料、混料、压制、烧结

步骤所组成。其显著特点是，采用优化设计的成

分体系进行制备，在Fe-Cu-Ni-Mo-C系的基体材

料上，添加1wt%-2wt%的WC颗粒，可有效地填充基

体材料的孔隙，降低材料的孔隙率，增强材料的

硬度，提高材料的抗弯强度，依据本发明的WC颗

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所制备得

到的零件，可实现添加微量的WC，即可有效地提

升材料的硬度和抗弯强度，且采用的工艺适用于

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成本得到有效地降低，且

产品的性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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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是：

（1）配料：按质量百分比计，以铜粉1.3wt%、镍粉1.5wt%、钼粉0.5wt%、碳粉2wt%，余量为

铁，配制基体材料；再以基体材料98wt%-99wt%，碳化钨1  wt  %-2  wt  %进行配料；

（2）混料：在小型V型混料机中进行，混粉时间为90分钟，基体材料为98wt%-99  wt  %，碳

化钨1  wt  %-2  wt  %；

（3）压制：采用液压压制机压制生坯，压力为700MPa；

（4）烧结：采用网带烧结炉进行烧结，烧结气氛为分解氨；烧结过程分为6段，第一段温

度为865℃且时间为18分钟、第二段温度为975℃且时间为18分钟、第三段温度为1110℃且

时间为18分钟、第四段温度为1120℃且时间为18分钟、第五段温度为1115℃且时间为18分

钟、第六段为冷却段时间为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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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末冶金技术，具体是一种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基粉末冶金材料是以铁粉作为基本粉末，加入一定量的合金元素粉末，经过混

合、压制、烧结以及后续处理而得到的合金，粉末冶金工艺具有成本低、产量大、效率高、性

能好等优点，相比于传统的切削加工，其更加适合于大规模批量生产，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铁基粉末冶金材料为主的制品用途广泛，主要用于制造各类机械结构零件、轴承和耐磨材

料等。特别是在汽车制造行业中，粉末冶金铁基材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制备的零部件普

遍应用于发动机、传送系统、ABS系统、点火装置等。但是目前铁基粉末冶金零件在汽车制造

中的应用还没有被充分开发，随着汽车的产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粉末冶金零件在单辆汽车上

的用量增加，对于粉末冶金制品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此外，高性能的铁基粉末冶金零件

也已经广泛应用于机械传动装置、发动机以及其他通用机械产品，在机械制造业中的发展

前景非常广阔。

[0003] 国外每台轿车粉末冶金材料的用量已经超过12公斤。某些零件采用粉末冶金材料

后可以实现以铁取代铜，以铁取代钢，降低产品成本。例如，汽车上用的衬套、减速器外壳等

零件原来是青铜材料，改成粉末冶金铁基材料后，每个零件节约2-3公斤铜，成本降低近十

倍，而且其耐热性、抗压强度、耐磨性有很大提高。在汽车行业用烧结粉末冶金材料代替传

统的合金铸铁是必然趋势。

[0004] 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钢铁材料及结构件的耐高温和耐磨性能等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WC硬质颗粒增强钢铁基复合材料兼有钢铁材料的高强度、良好的塑性和WC

增强颗粒的高硬度、高耐磨性，而且WC增强颗粒通常具有优异的耐高温性能以致提高了相

应复合材料的耐高温性能。WC硬质颗粒增强钢铁基复合材料较基体材料具有更为优异的综

合力学性能。

[0005] 目前，WC颗粒增强Fe-Cu-Ni-Mo-C系粉末冶金烧结材料的已有专利（申请号

CN201110008273.7）公布了一种碳化钨颗粒增强的铁基粉末冶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其添

加较多的WC颗粒（10  wt  %-15  wt  %），采用放电等离子烧结工艺制备，存在较多的问题，包

括，WC的添加量高，由于WC的价格昂贵，造成产品的成本过高；放电等离子烧结工艺设备昂

贵，产品制备受限，也大幅度地提升产品的成本，不利于发挥粉末冶金工艺成本优势。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备Fe-Cu-Ni-Mo-C粉末冶金材料存在的

不足，优化设计了WC颗粒增强Fe-Cu-Ni-Mo-C粉末冶金复合材料的材料体系，提供一种简

单、实用、有效的制备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有效地提升材料的硬度和

耐磨性能等综合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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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采用铁粉、铜粉、镍粉、钼粉和碳为原

料，包括混粉、压制、烧结等步骤，其特征在于添加硬质颗粒WC。

[0008] 所述的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的具体步骤是：

1.配料：按质量百分比计，以铜粉1.3wt%、镍粉1.5wt%、钼粉0.5wt%、碳粉2wt%，余量为

铁，配制基体材料；再以基体材料98wt%-99wt%，碳化钨1  wt  %-2  wt  %进行配料。

[0009] 2.混料：在小型V型混料机中进行，混粉时间为90分钟，基体材料为98wt%-99  wt 

%，碳化钨1  wt  %-2  wt  %。

[0010] 3.压制：采用液压压制机压制生坯，压力为700MPa。

[0011] 4.烧结：采用网带烧结炉进行烧结，烧结气氛为分解氨，温度与时间见表1。

[0012] 表1烧结工艺

烧结段 温度/℃ 时间/min

1               865 18

2               975 18

3               1110 18

4               1120 18

5               1115 18

6               冷却段 90

压坯在烧结炉内烧结后，粉末冶金零件由机械咬合转化为金属结合。烧结是粉末冶金

最基本的工序之一，对粉末冶金零件最终的物理和力学性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烧结过

程中，除发生粉末颗粒之间的冶金结合外还发生各成分之间的合金化作用，铁粉压坯经过

烧结后其强度和伸长率大幅度地提高。

[0013] 依据本发明的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在Fe-Cu-Ni-Mo-C系的

基体材料上，添加1  wt  %-2  wt  %的WC颗粒，可有效地填充基体材料的孔隙，降低材料的孔

隙率，增强材料的硬度，提高材料的抗弯强度。

[0014] 依据本发明所制造的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采用常规的烧结方法，在基

体材料上添加1  wt  %-2  wt  %的WC颗粒，具有降低材料孔隙，提高材料硬度和抗弯强度的优

点，其与不同的WC颗粒添加量的材料的孔隙图与性能对比如表2和图1-11所示。可明显看

到，添加1  wt  %-2  wt  %的WC的材料的硬度和抗弯强度都较高，未添加WC和添加过多WC的材

料，反而使得材料性能下降，从孔隙分布图中，可以看到，添加1  wt  %-2  wt  %的WC的材料的

孔隙较少，WC颗粒可实现对Fe基粉末之间缝隙的较好填充，进而降低孔隙率，连通其他强化

效应，有效地提升材料硬度和抗弯强度，而添加过多的WC的材料的孔隙较大且存在WC团聚

的情况，其与析出的碳化物新相“桥接”到一起的概率增加，对Fe基体造成了割裂的效应，对

材料的性能不利。

[0015] 表2 不同WC添加量的材料的性能对比

序号 WC添加量（wt%） 硬度（HRB） 抗弯强度（MPa）

1              0 88.9 875.5787

2              1 100.4 932.7664

3              2 101.6 945.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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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96.9 884.6401

5              4 98.2 884.575

6              5 98.6 895.7192

7              6 98.4 876.6872

8              7 99.3 826.1722

9              8 90.4 769.9287

10         9 88 686.9852

11         10 73.5 654.1094

本发明的优点：

1.比未添加WC的产品，添加1  wt  %-2  wt  %的WC的材料的孔隙得到有效的填充，孔隙率

降低，密度提高，连通其他强化效应，有效地提升材料硬度和抗弯强度。

[0016] 2.比添加过多的WC的产品，添加1  wt  %-2  wt  %的WC的材料的孔隙较小，而添加过

多的WC的材料的孔隙较大且存在WC团聚的情况，其与析出的碳化物新相“桥接”到一起的概

率增加，对Fe基体造成了割裂的效应，对材料的性能不利。

[0017] 依据本发明的WC颗粒增强Fe基粉末冶金材料的制备方法所制备得到的零件，可实

现添加微量的WC，即可有效地提升材料的硬度和抗弯强度，且采用的工艺适用于工业化的

大批量生产，成本得到有效地降低，且产品的性能得到有效的提升，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市场前景。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0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19] 图2是0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20] 图3是1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21] 图4是1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22] 图5是2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23] 图6是2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24] 图7是3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25] 图8是3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26] 图9是4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27] 图10是4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28] 图11是5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29] 图12是5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30] 图13是6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31] 图14是6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32] 图15是7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33] 图16是7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34] 图17是8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35] 图18是8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36] 图19是9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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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20是9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38] 图21是10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100倍的孔隙图。

[0039] 图22是10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200倍的孔隙图。

[0040] 图23是1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金相组织图。

[0041] 图24是2wt%WC添加量的材料的金相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实施例1

选用水雾化铁粉，并按以下比例加入合金元素和辅料进行配料：按质量百分比计，以铜

粉1.3wt%、镍粉1.5wt%、钼粉0.5wt%、碳粉2wt%，余量为铁，配制基体材料；再以基体材料

99wt%，碳化钨1  wt  %进行配料；将所有原料装入V型混料机进行混合，在小型V型混料机中

进行，混粉时间为90分钟，基体材料为99  wt  %，碳化钨1  wt  %；将混合好的原料装入模具

中，采用液压压机压制成型，压制压力为600MPa，得到压坯；采用网带烧结炉进行烧结，烧结

气氛为分解氨，温度与时间见表3，其硬度为100.4HRB，其抗弯强度为932.7664MPa，孔隙图

与金相组织图见图3、图4与图23。

[0043] 表3烧结工艺

烧结段 温度/℃ 时间/min

1               865 18

2               975 18

3               1110 18

4               1120 18

5               1115 18

6               冷却段 90

实施例2

选用水雾化铁粉，并按以下比例加入合金元素和辅料进行配料：按质量百分比计，以铜

粉1.3wt%、镍粉1.5wt%、钼粉0.5wt%、碳粉2wt%，余量为铁，配制基体材料；再以基体材料

98wt%，碳化钨2  wt  %进行配料；将所有原料装入V型混料机进行混合，在小型V型混料机中

进行，混粉时间为90分钟，基体材料为98  wt  %，碳化钨2  wt  %；将混合好的原料装入模具

中，采用液压压机压制成型，压制压力为600MPa，得到压坯；采用网带烧结炉进行烧结，烧结

气氛为分解氨，温度与时间见表3，其硬度为101.6HRB，其抗弯强度为945.0644MPa，其孔隙

图与金相组织图见图5、图6与图24。

[0044]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

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457190 A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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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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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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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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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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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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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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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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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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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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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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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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