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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其制备方法、

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

其制备方法、铼‑抗氧化涂层喷管，属于涂层制备

技术领域。本发明的抗氧化涂层具有高致密性和

成分均匀性。熔炼是制备贵金属材料普遍采用的

传统方法，优点是制备速度快、工艺成熟、设备简

单。通过熔炼预合金化、均匀化热处理、热锻和热

等静压加工，材料进一步均匀化和致密化，可以

获得相对密度超过99.9％的高致密涂层材料；采

用机加工制备涂层，涂层的厚度和加工精度完全

按照图纸设计要求进行加工，厚度均匀性可控，

尺寸精度可达±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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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铱熔炼，得到圆柱形锭坯；

将所述圆柱形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得到棒坯，所述热锻加工的开始加工温度为1600～

1800℃，终锻温度为1400～1500℃，总加工变形量不低于60％；

将所述棒坯进行表面处理，得到处理后棒坯；

将所述处理后棒坯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得到棒材，所述热等静压处理的条件：抽真空后

充入氩气，温度为1500～1600℃，压力为100～120MPa，时间为2h；

将所述棒材进行机加工，得到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熔炼依次包括第一熔炼和第二熔

炼，所述第一熔炼在电弧炉、真空充氩环境中进行，所述第二熔炼在高温陶瓷坩埚中，采用

中频真空进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熔炼采用氧化镁坩埚，真空

度不低于10‑2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铱替换为铱铑合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铱铑合金中铑元素的质量百分含

量为5～4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锻加工前还包括均匀化热处

理，所述均匀化热处理的真空度不低于5×10‑3Pa，温度为1800～2000℃，时间为2～4h。

7.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其特征在于，所

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厚度为250～500μm，精度为±10μm，相对密度≥99.9％。

8.一种铼‑抗氧化涂层喷管，其特征在于，由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在权利要求7所述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表面进行真空负压沉积铼基体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铼‑抗氧化涂层喷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负压沉积的温度

为1100～1300℃，氯化温度为500～800℃，压力为800～1000Pa。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铼‑抗氧化涂层喷管，其特征在于，所述铼基体层的厚度为1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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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其制备方法、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层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其制备方

法、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背景技术

[0002] 低推力航天发动机主要应用于空间飞行器的姿态和轨道控制。发动机的性能主要

取决于其工作温度，因此，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对发动机性能的提升意义重大，而工作温

度则由发动机推力器(喷管)材料的耐温能力决定，随着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发动机

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温度需要达到1800℃以上。铼是一种密排六方结构的高熔点

稀有金属，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良好塑性、抗热震及化学惰性等优异综合性能而成为三代

航天发动机喷管基体结构材料。但铼的抗氧化性能较差，高温氧化环境中使用必须有抗氧

化涂层保护。铱是一种具有较高熔点和较强抗氧化性能的贵金属，且铱与铼的热膨胀系数

非常接近，适合用作铼喷管基体材料的保护涂层。铼基/铱涂层发动机工作温度达到1800℃

以上，最高可达2200℃。

[0003] 铱涂层的制备方法主要是沉积方法，包括化学气相沉积(CVD)、电弧沉积和熔盐电

沉积等。CVD广泛应用的是利用铱的前驱体化合物(如乙酰丙酮铱)的热分解反应制备铱涂

层，该方法的优点是得到的涂层致密度较高，但存在沉积速率慢及成本高的缺点；电弧沉积

铱工艺是一种物理气相沉积(PVD)方法，该方法的优点是沉积速率快，但由于铱涂层沉积在

铼喷管内表面，涂层厚度控制、测量及涂层质量检验很难实现，沉积效率和铱靶的利用率不

高；铱的熔盐电沉积，优点是沉积速率较快，缺点是沉积质量难以控制，重现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其制备方法、铼‑抗

氧化涂层喷管。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能够得到高致密性和成分均匀的抗氧化涂层。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将铱熔炼，得到圆柱形锭坯；

[0008] 将所述圆柱形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得到棒坯，所述热锻加工的开始加工温度为

1600～1800℃，终锻温度为1400～1500℃，总加工变形量不低于60％；

[0009] 将所述棒坯进行表面处理，得到处理后棒坯；

[0010] 将所述处理后棒坯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得到棒材，所述热等静压处理的条件：抽真

空后充入氩气，温度为1500～1600℃，压力为100～120MPa，时间为2h；

[0011] 将所述棒材进行机加工，得到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

[0012] 优选地，所述熔炼依次包括第一熔炼和第二熔炼，所述第一熔炼在电弧炉、真空充

氩环境中进行，所述第二熔炼在高温陶瓷坩埚中，采用中频真空进行。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二熔炼采用氧化镁坩埚，真空度不低于10‑2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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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铱中还包括铑元素。

[0015] 优选地，所述铱中铑元素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40％。

[0016] 优选地，所述热锻加工前还包括均匀化热处理，所述均匀化热处理的真空度不低

于5×10‑3Pa，温度为1800～2000℃，时间为2～4h。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所述

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厚度为250～500μm，精度为±10μm，相对密度≥99.9％。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铼‑抗氧化涂层喷管，由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0019] 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表面进行真空负压沉积铼基体层。

[0020] 优选地，所述真空负压沉积的温度为1100～1300℃，氯化温度为500～800℃，压力

为800～1000Pa。

[0021] 优选地，所述铼基体层的厚度为1～3mm。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铱熔炼，得

到圆柱形锭坯；将所述圆柱形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得到棒坯，所述热锻加工的开始加工温度

为1600～1800℃，终锻温度为1400～1500℃，总加工变形量不低于60％；将所述棒坯进行表

面处理，得到处理后棒坯；将所述处理后棒坯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得到棒材，所述热等静压

处理的条件：抽真空后充入氩气，温度为1500～1600℃，压力为100～120MPa，时间为2h；将

所述棒材进行机加工，得到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

[0023] 有益效果：

[0024] (1)抗氧化涂层具有高致密性和成分均匀性。熔炼是制备贵金属材料普遍采用的

传统方法，优点是制备速度快、工艺成熟、设备简单。原材料贵金属铱或铑中均含有一定的

气体，在熔炼过程中，气体并不能完全排除，少量气体溶解于溶液中，并在冷却过程中在铸

锭中形成气孔等缺陷；热锻造加工是先将棒材加热到1600～1800℃的高温，在此温度下，铱

或铱铑合金会有一定程度的软化，再利用热锻加工，将气孔中的气体挤出，大部分疏松孔得

以封闭，可基本消除铸锭中的的气孔、疏松等缺陷，改善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提高

材料的致密度；在高温(1500～1600℃)、高压(100～120MPa)下对棒材实施热等静压处理，

可进一步消除材料中的孔洞，材料进一步均匀化和致密化，从而获得相对密度接近其理论

密度的高致密材料，可以获得相对密度超过99.9％的高致密涂层材料。

[0025] (2)涂层厚度均匀可控。采用机加工制备涂层，涂层的厚度和加工精度完全按照图

纸设计要求进行加工，厚度均匀性可控，尺寸精度可达±10μm。

[0026] (3)尺寸适应范围大。对铼喷管涂层喉部尺寸没有特别的限制，对于喉部尺寸小于

5mm的涂层机械加工工艺完全可以实现。

[0027] (4)质量可直接检验。涂层加工完成后，可直接进行质量检验，包括涂层尺寸、表面

状况及材料内部组织等，检验合格后再在涂层外表面沉积铼基体层，获得铼/铱或铼/铱铑

合金喷管。

[0028] (5)成本较低。涂层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车削料可回收循环再利用，贵金属废料的

回收是成熟的技术，回收率可达95％以上，因此本发明还具有成本低的优势。

[0029] (6)基体与涂层结合牢固。在涂层上沉积铼的温度高达1100～1300℃，沉积时间10

～20h，沉积结束后，铼基体层与铱或铱铑合金涂层界面形成了10～20μm元素扩散层，结合

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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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地，本发明铱中还包括铑元素，在铱(Ir)中添加一定含量的铑(Rh)元素能

够大幅提升Ir的抗氧化性能。在1550℃的大气环境下氧化10h后，纯Ir的氧化失重率为

0.65％，加入15％的铑后，其失重率为0.51％，较纯Ir下降22％；加入30％的铑后，其失重率

为0.31％，较纯Ir下降52％。因此可以得出Ir‑15Rh和Ir‑30Rh合金的抗氧化性能比纯Ir分

别提高22％和52％。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制得的铼‑抗氧化涂层喷管的结构示意图，其中10为抗氧化涂层，20

为铼基体层；

[0032] 图2为实施例1中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金相组织图；

[0033] 图3为实施例1中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实物图；

[0034] 图4为实施例3中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金相组织图；

[0035] 图5为实施例3中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实物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将铱熔炼，得到圆柱形锭坯；

[0038] 将所述圆柱形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得到棒坯，所述热锻加工的开始加工温度为

1600～1800℃，终锻温度为1400～1500℃，总加工变形量不低于60％；

[0039] 将所述棒坯进行表面处理去除杂质，得到处理后棒坯；

[0040] 将所述处理后棒坯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得到棒材，所述热等静压处理的条件：抽真

空后充入氩气，温度为1500～1600℃，压力为100～120MPa，时间为2h；

[0041] 将所述棒材进行机加工，得到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

[0042] 本发明将铱熔炼，得到圆柱形锭坯。本发明对铱的形态没有特殊的限定，可以为粉

末、片材或块体材料，所述铱的纯度优选≥99.95％。在本发明中，所述熔炼的作用主要将不

同状态的原料熔化形成一体组织。

[0043] 在本发明中，所述铱中优选还包括铑元素，即原料使用铱铑合金。在本发明中，所

述铱中铑元素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5～40％，更优选为15％或30％。当使用铱铑合金时，

所述熔炼可以将不同的元素融合，并均匀分布。

[0044] 在本发明中，所述熔炼优选依次包括第一熔炼和第二熔炼，所述第一熔炼优选在

电弧炉、真空充氩环境中进行，所述第二熔炼优选在高温陶瓷坩埚中，采用中频真空进行。

本发明对所述熔炼的温度和时间没有特殊的限定，能够使原料熔化均匀即可。

[0045] 本发明对所述电弧炉以及真空充氩环境的具体参数没有特殊的限定，能够得到锭

坯即可。

[0046] 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二熔炼优选采用氧化镁坩埚，真空度优选不低于10‑2Pa。

[0047] 所述第二熔炼完成后，本发明优选通过底漏浇铸，得到所述圆柱形锭坯。本发明优

选依据用于制备涂层的棒料对热锻总加工变形量的要求确定所述圆柱形锭坯直径的大小，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圆柱形锭坯的直径Φ优选为18mm、46mm或78mm。

[0048] 得到圆柱形锭坯后，本发明将所述圆柱形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得到棒坯，所述热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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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开始加工温度为1600～1800℃，优选为1700℃，终锻温度为1400～1500℃，总加工变

形量不低于60％，优选为63％、65％或66％。在本发明中，每道次加工变形量优选为15％以

内，更优选为10％。在本发明中，所述热锻加工的作用是消除合金中的孔洞等缺陷，改善合

金的组织结构。在本发明中，所述棒坯的Φ优选为11mm、27mm或46mm。

[0049] 在本发明中，当原料为铱铑合金时，所述热锻加工前还优选包括均匀化热处理，所

述均匀化热处理的真空度优选不低于5×10‑3Pa，温度优选为1800～2000℃，时间优选为2～

4h。在本发明中，所述均匀化热处理优选在高温真空钨丝炉中进行，所述均匀化热处理的目

的是使铱和铑在合金组织中更均匀分布。

[0050] 得到棒坯后，本发明将所述棒坯进行表面处理去除杂质，得到处理后棒坯。在本发

明中，所述表面处理优选为酸洗和/或车加工方法。本发明对所述酸洗和车加工方法没有特

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方式即可。

[0051] 得到处理后棒坯后，本发明将所述处理后棒坯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得到棒材，所述

热等静压处理的条件：抽真空后充入氩气，温度为1500～1600℃，优选为1550℃，压力为100

～120MPa，时间为2h。在本发明中，所述热等静压的温度对材料的致密度有最大的影响，本

发明控制热等静压温度为1500～1600℃，可以使材料的相对密度(致密度)达到其理论密度

的99.9～100.9％；压力对致密度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本发明中，所述氩气优选为高纯氩气。

[0052] 得到棒材后，本发明将所述棒材进行机加工，得到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在本

发明中，所述机加工优选利用数控机床(车、磨、铣)和专门的精密加工装置进行。

[005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所述

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厚度为250～500μm，精度为±10μm，相对密度≥99.9％。

[005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铼‑抗氧化涂层喷管，由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0055] 在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的表面进行真空负压沉积铼基体层。

[0056] 在本发明中，所述真空负压沉积的温度优选为1100～1300℃，更优选1200℃，氯化

温度优选为500～800℃，更优选为700℃，压力优选为800～1000Pa。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中，所述真空负压沉积的具体过程优选为：

[0057] 通入Cl2与原材料Re反应生成ReCl5气体，ReCl5气体输运到已被加热至沉积温度的

所述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在涂层表面发生热分解反应，析出Re原子，Re原子的不断堆积而

形成铼基体层。

[0058] 在本发明中，所述铼基体层与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界面优选形成10～20μm元素扩

散层。

[0059] 在本发明中，所述铼基体层的厚度优选为1～3mm。在本发明中，所述铼喷管的相对

密度≥99.9％，室温极限抗拉强度优选为685～782MPa，延伸率优选为30～38％。

[0060] 图1为铼‑抗氧化涂层喷管的结构示意图，其中10为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20为铼

基体层。

[0061]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提供的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及其

制备方法、铼‑抗氧化涂层喷管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

限定。

[0062] 实施例1

[0063] 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铱铑合金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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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1)按照Ir‑30Rh合金成分配料150g，将配料均匀分成5份，每份30g。利用电弧炉将

每份配料熔炼成小锭坯，将5个小块锭坯置于中频炉中进行真空熔炼，浇铸成Φ18mm的圆柱

形锭坯；

[0065] (2)将Ir‑30Rh合金锭坯放入高温真空钨丝炉中，系统抽真空度至2×10‑3Pa开始升

温，在1800℃的温度下均匀化热处理2h后降温；

[0066] (3)将Ir‑30Rh合金锭坯放入氧化镁坩埚中，利用氧‑乙炔加热锭坯至1700℃时开

始锻造，采用圆形模对合金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当棒材温度降至1400℃停止锻造。道次加工

量控制在10％，经多次热锻获得Φ11mm的合金棒材，总加工变形量为63％。采用酸洗和车加

工方法对合金棒进行表面处理；

[0067] (4)将Ir‑30Rh合金棒材放入热等静压炉钼坩埚中，系统抽真空后充高纯氩气，然

后升温至1500℃，继续充入高纯氩气至压力100MPa，保压时间2h后泄压降温。得到的合金棒

材的相对密度为99.9％，合金的金相组织如图2所示，说明本实施例制得的Ir‑30Rh合金棒

材致密度高。

[0068] (5)按照设计图纸要求编制数控加工程序，选用合适的硬质刀具进行涂层机械加

工。获得具有喷管内表面形状的Ir‑30Rh合金涂层，实物如图3所示。涂层厚度为250μm，喉部

内孔径为3.10mm，身部内径为10.00mm，尺寸精度为±10μm；适合于作为10N推力的姿态控制

发动机铼喷管的抗氧化保护涂层使用；

[0069] (6)将喷管状Ir‑30Rh合金涂层置于化学气相沉积室的旋转台上，适量原材料铼片

放入氯化室中。沉积系统抽真空至3×10‑1Pa，将待沉积铼的合金涂层加热至1100℃，氯化室

加热至500℃。然后通入氯气100mL/min，调节沉积室的压力至800Pa。控制沉积时间得到沉

积的铼层厚度为1.5mm，铼材料的相对密度为99.90％，室温极限抗拉强度为685MPa，延伸率

为30％。对铼层外表面进行加工，最终获得铼/铱铑合金喷管，即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0070] 在1550℃的大气环境下氧化10h后，纯Ir的氧化失重率为0.65％，添加30％Rh(质

量百分比)后，其失重率降为0.31％，较纯Ir下降52％，即Ir‑30Rh合金涂层的抗氧化性能比

纯Ir提高了52％。

[0071] 实施例2

[0072] 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铱铑合金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3] (1)按照Ir‑15Rh合金成分配料1000g，将配料均匀分成10份，每份100g。利用电弧

炉将每份配料熔炼成小锭坯，将10个小块锭坯置于中频炉中进行真空熔炼，浇铸成Φ46mm

的圆柱形锭坯；

[0074] (2)将Ir‑15Rh合金锭坯放入高温真空钨丝炉中，系统抽真空度至2×10‑3Pa开始升

温，在2000℃的温度下均匀化热处理4h后降温；

[0075] (3)将Ir‑15Rh合金锭坯放入氧化镁坩埚中，利用氧‑乙炔加热锭坯至1800℃时开

始锻造，采用圆形模对合金锭坯进行热锻加工，当棒材温度降至1400℃停止锻造。道次加工

量控制在10％，经多次热锻获得Φ27mm的合金棒材，总加工变形量为66％。采用酸洗和车加

工方法对合金棒进行表面处理；

[0076] (4)将Ir‑15Rh合金棒材放入热等静压炉钼坩埚中，系统抽真空后充高纯氩气，然

后升温至1550℃，继续充入高纯氩气至压力100MPa，保压时间2h后泄压降温。得到的合金棒

材的相对密度为100.9％，说明本实施例制得的Ir‑15Rh合金棒材致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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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5)按照设计图纸要求编制数控加工程序，选用合适的硬质刀具进行涂层机械加

工。获得具有喷管内表面形状的Ir‑15Rh合金涂层。涂层厚度为350μm，喉部内孔径为

11.70mm，身部内径为26.00mm，尺寸精度为±10μm；适合于作为150N推力的姿态控制发动机

铼喷管的抗氧化保护涂层使用；

[0078] (6)将喷管状Ir‑15Rh合金涂层置于化学气相沉积室的旋转台上，适量原材料铼片

放入氯化室中。沉积系统抽真空至3×10‑1Pa，将待沉积铼的合金涂层加热至1200℃，氯化室

加热至700℃。然后通入氯气100mL/min，调节沉积室的压力至1000Pa。控制沉积时间得到沉

积的铼层厚度为2.0mm，铼材料的相对密度为99.92％，室温极限抗拉强度为753MPa，延伸率

为33％。对铼层外表面进行加工，最终获得铼/铱铑合金喷管，即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0079] 在1550℃的大气环境下氧化10h后，Ir‑15Rh的氧化失重率为0.51％，较纯Ir下降

22％，即Ir‑15Rh合金涂层的抗氧化性能比纯Ir提高了22％。

[0080] 实施例3

[0081] 一种铼喷管用抗氧化涂层(铱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准备铱原料(纯度不低于99.95％)3600g，均匀分成18份，每份200g。利用电弧

炉将每份配料熔炼成小锭坯，将18个小块锭坯置于中频炉中进行真空熔炼，浇铸成Φ78mm

的圆柱形锭坯；

[0083] (2)将铱锭坯放入氧化镁坩埚中，利用氧‑乙炔加热锭坯至1600℃时开始锻造，采

用圆形模对铱锭进行热锻加工，当棒材温度降至1500℃停止锻造。道次加工量控制在10％

以内，经多次热锻获得Φ46mm的合金棒材，总加工变形量为65％。采用酸洗和车加工方法对

铱棒进行表面处理；

[0084] (3)将铱棒放入热等静压炉钼坩埚中，系统抽真空后充高纯氩气，然后升温至1600

℃，继续充入高纯氩气至压力120MPa，保压时间2h后泄压降温。得到的铱棒材的相对密度为

99.98％，铱的金相组织如图4所示，说明本实施例制得的铱棒材致密度高。

[0085] (4)按照设计图纸编制数控加工程序，选用合适的硬质刀具进行铱涂层机械加工。

获得具有喷管内表面形状的铱涂层，实物如图5所示。涂层厚度为500μm，喉部内孔径为

18.00mm，身部内径为45.00mm，尺寸精度为±10μm；适合于作为490N推力的轨道控制发动机

铼喷管的抗氧化保护涂层使用；

[0086] (5)将喷管状铱涂层置于化学气相沉积室的旋转台上，适量原材料铼片放入氯化

室的石英管中。沉积系统抽真空至3×10‑1Pa，将待沉积铼的铱涂层加热至1300℃，氯化室加

热至800℃。然后通入氯气100mL/min，调节沉积室的压力至1000Pa。控制沉积时间得到沉积

的铼层厚度为3.0mm，铼材料的相对密度为99.98％，室温极限抗拉强度为782MPa，延伸率为

38％。对铼层外表面进行加工，最终获得铼/铱喷管，即铼‑抗氧化涂层喷管。

[008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应当

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

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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