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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金属陶瓷切削加工材料领域，尤

其涉及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及其制备

方法。所述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其所

用原料包括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基体粉末；所述

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的粒度小于等于0.4微米；所

述基体粉末的粒度为0.5-5 .0微米；所述基体粉

末为Ti(C,N)粉末；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在超细高

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作为粘结相：所述超细高

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硬度≥91.0HRA、抗弯

强度≥1850MPa、断裂韧性≥11.0MPa/m2、密度为

6.0-7.5g/cm3、截线晶粒尺寸<0.8μm。本发明所

的产品实现了高强度、高韧性、高硬度的统一，便

于大规模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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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其特征在于：其所用原料包括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基

体粉末、添加相粉末；所述基体粉末为Ti(C,N)粉末；

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在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作为粘结相；

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40％；

所述添加相粉末由WC、Mo2C  、TaC按质量比19:7:4组成；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质量

的30％；所述添加相所用原料的尺寸为1.0微米；

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由Cr、Ni、Fe、Co、Al、Cu、Zr、Mo按摩尔比；Cr：Ni：Fe：Co：Al：Cu：

Zr：Mo＝1:1:1:1:1:0.5:1:1组成，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30％；

所述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硬度等于91.0HRA、抗弯强度等于2980MPa、断裂

韧性等于19.4MPa/m2、平均晶粒度等于0.69μm；

所述的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通过下述步骤制备：

1)制备粉末混合料

按设计组分配取粒度为0.2微米的超细高熵合金预合金粉、粒度为1.0微米的基体粉

末、粒度为1.0微米的添加相粉末；以乙醇作为湿磨介质，在滚筒式球磨机中以球料比为8：

1，转速40转/分钟的速度球磨70h，制得粉末混合料；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的制备方法为：

按设计组分，配取超细高熵预合金粉所需各组元，将各组元在真空或保护气氛下熔融

后破碎，采用高能球磨得到；

2)石蜡成型剂在球磨36小时后加入，加入比例为混合料的3wt％,干燥后过筛，制粒；

3)压制

将步骤(2)制得的粉末进行压制，压制压力为200MPa；

4)烧结将步骤(3)的压坯置于真空或保护气氛中进行烧结；烧结的条件为：在真空度高

于10Pa的条件下，于420℃进行脱蜡，200-400℃之间的升温速度为0.3-0.5℃/min；然后升

温至1100℃～1300℃固相烧结1.5小时，最后在1420℃保温1小时，冷却后得到金属陶瓷；烧

结时，控制烧结压力为4MPa；

5)后续处理

包括烧结后产品表面打磨，去毛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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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陶瓷切削加工材料领域，尤其涉及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Ti(C,N)基金属陶瓷具有较传统硬质合金更优异的高温性能，耐磨性能和化学稳

定性能，同时还能节约大量战略“钨”“钴”资源。然而，强韧性不足是Ti(C,N)基金属陶瓷刀

具材料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面临的关键难题，也是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中国专利

201110138346.4通过气氛烧结制备了无钨钴Ti(C,N)基金属陶瓷，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然

而，较低的强韧性(抗弯强度≤1800，断裂韧性≤9 .5)也极大的限制了其应用。专利

201210321098.1利用高熵合金作为粘结相制备了金属陶瓷，但其无法同时满足“双高”(高

强韧性、高硬度)的要求，导致该材料在应用领域受到极大限制。

[0003] 目前金属陶瓷是以Ti(C,N)或TiC与TiN的混合粉末为硬质相，以Ni、Co、Mo等为粘

结相，且通常还加入WC、Mo2C、TaC、NbC、Cr2C3、VC等过渡族金属碳化物来改善并提高材料的

烧结和机械性能，这些都不能改变单一主元素的局限性。中国专利200610034982.1以多元

高熵合金粉末粘结相复合数种碳化物烧结，制备了具有高耐热性的硬质合金，但该产品还

是无法满足现有需求，尤其是无法满足同时具备高强、高韧、高硬度的要求。多主元高熵合

金突破了传统合金的发展框架，是一种以至少5种元素组成，每种元素的摩尔比在5％～

35％之间，能获得具有高温硬度、高耐磨性、高切削速度和精度同时具有高韧性等优异性能

的新型合金。

[0004] 本发明以Cr、Ni、Cu、Fe、Mn、Al、Ti、Mo、Zr粉末以及稀土元素中的至少5种金属粉末

按比例混合，经高温熔融后破碎，通过高能球磨得到超细高熵合金预合金粉，利用超细高熵

合金预合金粉的高硬度和高韧性以及良好的耐磨性、优异的耐腐蚀性、高的电阻率等性能

特点来改善Ti(C,N)基金属陶瓷的强韧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Ti(C,N)基金属陶瓷强韧性较低，无法满足“双高”

且性能不稳定等问题，提供一种高强韧性、高硬度Ti(C,N)基金属陶瓷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是以高熵合金粉末金属粉末按比例混合，经高温熔融后破碎，通过高能球

磨得到超细高熵合金预合金粉。相比于传统的高熵合金粉，高能球磨制得的预合金粉的优

势在于：1)大大提高金属陶瓷使用性能。由于预合金粉比机械混合粉末元素分布均匀,从根

本上避免了成份偏析,使胎体组织均匀、性能趋于一致；预合金粉合金化充分,使胎体具有

高硬度和高冲击强度,可大大提高烧结制品的抗压、抗弯强度,提高金属陶瓷把持力,增加

金属陶瓷的锋利度,延长金属陶瓷的使用寿命。2)明显降低金属陶瓷成本。由于预先合金化

大大降低了烧结过程中金属原子的扩散所需的激活能,烧结性能好,烧结温度低,烧结时间

缩短,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避免金属陶瓷高温损伤,另一方面可降低石墨模具用量与电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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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3)便于产品质量控制。由于预合金粉各元素成分固定,从根本上避免了配混料过程中各

种问题的产生,为产品质量的稳定提供了条件。超细高熵合金预合金粉能提高粉末表面活

化能，实现对金属陶瓷中硬质相的有效湿润，提高Ti(C,N)基金属陶瓷的烧结性能，从而防

止硬质相聚集粗化，进而提升材料硬度与韧性，最终获得综合性能优于未添加预合金粉的

超细Ti(C,N)基金属陶瓷。本发明是通过在配料中采用多种碳化物，采用模压和挤压相结合

的压制工艺，采用真空和压力烧结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成熟硬质合金的生产工艺，探索出可

制备高性能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其所用原料包括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基体

粉末；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的粒度小于等于0.4微米；所述基体粉末的粒度为0.5-5.0微

米；所述基体粉末为Ti(C,N)粉末；

[0008] 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在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作为粘结相：所述超细高熵预

合金粉由Cr、Ni、Cu、Fe、Mn、Al、Ti、Mo、Zr粉末以及稀土元素中的至少5种组成，其添加量占

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8-30％；

[0009] 所述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硬度>91.0HRA、抗弯强度>1850MPa、断裂韧

性>11.0MPa/m2、密度为6.0-7.5g/cm3、截线晶粒尺寸<0.8μm。

[0010] 本发明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其所用原料还包括添加相：即第二类碳化

物，所述添加相为元素周期表第4族、第5族和第6族金属的碳化物、氮化物、碳氮化物及碳氮

化物固溶体中的至少一种。如WC，Mo2C、TaC、NbC、Cr3C2、(Ti,W)C、(Ta,Nb)C等。所述添加相所

用原料的尺寸为0.5-5.0微米。

[0011] 本发明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添加相占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

10-30％。

[0012] 作为优选方案；其所用原料包括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基体粉末、添加相粉末；所述

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的粒度小于等于0.4微米；所述基体粉末的粒度为0.5-5.0微米、所述添

加相粉末的粒度为0.5-5.0微米；

[0013] 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由Cr、Ni、Fe、Co、Al与M组成，所述M选自Cu、Zr、Ti、Mo、稀土

中的至少一种组成；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18～30％；

[0014] 所述基体粉末为Ti(C,N)粉末；所述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40～51％；

[0015] 所述添加相粉末选自WC、Mo2C、TaC、NbC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

质量的11～31％。

[0016]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51％、所述添加相粉末由

WC、Mo2C、TaC按质量比19:7:5组成；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31％；所述超细高熵预

合金粉由Cr、Ni、Fe、Co、Al与Mo按摩尔比；Cr：Ni：Fe：Co：Al：Mo＝1:1:1:1:1:1组成，所述超

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18％。

[0017]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49％、所述添加相粉末由

WC、Mo2C、TaC按质量比20:7:4组成；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31％；所述超细高熵预

合金粉由Cr、Ni、Fe、Co、Al、Cu、Zr、Mo、稀土按摩尔比；Cr：Ni：Fe：Co：Al：Cu：Zr：Mo：稀土＝1:

1:1:1:1:0.5:1:1:0.5组成，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20％。

[0018]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45％、所述添加相粉末由

WC、Mo2C、NbC按质量比18:7:5组成；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30％；所述超细高熵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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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粉由Cr、Ni、Fe、Co、Al、Cu、Zr、Mo、稀土按摩尔比；Cr：Ni：Fe：Co：Al：Cu：Zr：Mo：稀土＝1:

1:1:1:0.5:0.5:1:1:0.5组成，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25％。

[0019]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基体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40％、所述添加相粉末由

WC、Mo2C、TaC按质量比19:7:4组成；所述添加相粉末占原料总质量的30％；所述超细高熵预

合金粉由Cr、Ni、Fe、Co、Al、Cu、Zr、Mo按摩尔比；Cr：Ni：Fe：Co：Al：Cu：Zr：Mo＝1:1:1:1:1:

0.5:1:1组成，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占原料总质量的20％。

[0020] 本发明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21] 步骤一

[0022] 按设计组分配取超细高熵预合金粉、基体粉末、添加相粉末；以有机物作为湿磨介

质，采用湿法球磨的方式，制备混合料；湿法球磨时，控制球料质量比为7-15：1；球磨时间

48-100h；

[0023] 步骤二

[0024] 往混合料加入成形剂，混合均匀，制粒，得到粒径为60-200目的预压粉料；步骤三

[0025] 压制成形，得到压坯；

[0026] 步骤四

[0027] 将步骤三所得压坯，置于真空炉内进行脱蜡；得到脱蜡后的压坯；

[0028] 步骤五

[0029] 将步骤四所得脱蜡后的压坯置于烧结炉内；于1400-1500℃烧结至少1小时；得到

成品；烧结时，控制烧结压力为3-5MPa。

[0030] 本发明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制备方法；所述超细高熵预合金粉的制备

方法为：

[0031] 按设计组分，配取超细高熵预合金粉所需各组元，将各组元在真空或保护气氛下

熔融后破碎，采用高能球磨得到粒径小于等于0.4微米的粉末。

[0032] 在工业上应用时，步骤一中所用有机物优选为乙醇。

[0033] 在工业上应用时，步骤一中湿法球磨时，控制球磨转速为：40～60/分钟。通过球磨

转速和时间的控制，在完成混料的同时，还能解决气雾法制粉时，极易产生内部空心缺陷的

不足。

[0034] 在工业上应用时，步骤二中，所述成形剂为石蜡。其添加量为混合料的3wt％。

[0035] 在工业上应用时，步骤三中，压制成形的压力优先为200MPa。压制方式涵盖现有所

有的粉末冶金压制成型方法。

[0036] 在工业上应用时，步骤四中，将步骤三所得压坯，置于真空炉内，在真空度高于

10Pa的条件下，于200-400℃进行进行脱蜡；得到脱蜡后的压坯。真空脱蜡时，当温度升至

200℃后，以0.3-0.5℃/min升温速率升温至设定温度。

[0037] 作为优选方案，步骤五中，将步骤四所得脱蜡后的压坯置于烧结炉内；在真空气氛

下；以2-8℃/min升温速率升温至1100℃～1300℃固相烧结1-2.5小时、优选为2小时；然后

以1-5℃/min升温速率升温至1400-1500℃，保温1～3小时，冷却。

[0038] 与常规超细晶Ti(C,N)基金属陶瓷相比，本发明所制备的产品可获得以下技术指

标：

[0039] 硬度大于等于91.0HRA；抗弯强度大于等于1850MPa；断裂韧性大于等于1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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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0040] 密度：6.0-7.5g/cm3；截线晶粒尺寸<0.8μm。

[0041] 经优化后，在各组分和制备工艺的协同作用下，所得产品的性能为：

[0042] 抗屈服强度大于等于2450MPa、进一步优选为2700MPa-3000MPa；

[0043] 硬度HRA大于等于91HRA；同时断裂韧性大于等于14.8MPa/m2；最高可达19.4MPa/

m2。

[0044] 本发明通过适当粒径的各原料粉末的配合；通过个原料粉末组分的设计，在制备

工艺参数的协同作用下，取得意料不到的效果。尤其是优化后的方案，实现了高强度、高硬

度、高韧性的统一。

[0045] 本发明所得产品便于后续精加工；最后经精加工即可作为刀具材料使用。

附图说明：

[0046] 图1为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扫面图片。

[0047] 图2为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维氏硬度压痕形貌。

[0048] 图3为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金属陶瓷的裂纹扩展形貌。

[0049] 图4超细高熵合金粘结相预合金粉XRD分析图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1)制备粉末混合料

[0051] 按比例称取高能球磨制备的超细高熵合金预合金粉(粒度为0.2微米)及硬质相粉

末(粒度为1.0微米)，以有机物(乙醇等)作为湿磨介质，在滚筒式球磨机中以球料比为(7-

15)：1，转速40～60/分钟的速度球磨60～100h，制得粉末混合料。

[0052] 2)石蜡成型剂在球磨36小时后加入，加入比例为混合料的3wt％,干燥后过筛，制

粒。

[0053] 3)压制

[0054] 将步骤(2)制得的粉末进行压制(常规粉末冶金压制工艺，模压和挤压相结合)压

制压力为200MPa；

[0055] 4)烧结将步骤(3)的压坯置于真空或保护气氛中进行烧结。在真空度高于10Pa的

条件下进行脱蜡工序，200-400℃之间的升温速度为0.3-0.5℃/min；然后升温至1100℃～

1300℃固相烧结2小时，最后在1400-1500℃保温1～3小时，冷却后得到金属陶瓷。

[0056] 5)后续处理

[0057] 包括烧结后产品表面打磨，去毛刺等精加工处理，同时对样品进行性能检验。

[0058] 6)原料的组分配比，制备工艺及金属陶瓷性能参数见表1、表2、表3。

[0059] 表1.化学元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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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表2.球磨烧结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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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表3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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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对比例

[0066] 按照实施例4设定的组分配取各原料，其中高熵合金的原料为单质，采用V型混料

设备混料后，压制、烧结工艺和实施例4一致；其所得产品的抗弯强度≤1800MPA，硬度≤

92HRA，断裂韧性KIC≤9.8Mp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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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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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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