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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

的制备方法，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硝酸铈

水溶液中，在水浴温度下搅拌，向混合溶液中添

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将Mo-Ce合金

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

Ce合金粉；按质量百分比称量Mo-Ce合金粉、Si

粉、B粉和Zn粉，经球磨处理后，混合粉末烧压成

形，最终得到Ce&Zn共强化Mo-Si-B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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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硝酸铈水溶液中，搅拌混合，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

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Ce合金粉，其中，Ce在

合金粉的占比为0.5～1.1％；

(3)按质量百分数称量原料：Mo-Ce合金粉76～78％，Si粉11～13％，B粉7～10％和Zn粉

1～2.5％，将Mo-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混合，经球磨处理后，混合粉末烧压成形，最终

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步骤(1)中，搅拌混合的转速为410～540转/分；

步骤(2)中的还原处理是在氢气气氛中进行，温度为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

9℃/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硝

酸铈水溶液的浓度为0.1～0.4g/ml。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搅

拌混合是在35℃水浴中进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

球磨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3～5)：1，转子转速360～42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

混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60～1520℃，压力28MPa，升温速

率10℃/分，降温速率12℃/分。

6.一种由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其特

征在于，合金在1000℃断裂韧性为27～31MPa·m1/2，在1200℃氧化层厚度≥2.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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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耐高温钼合金领域，具体是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Mo-Si-B合金主要用于高温结构材料，在空气中可承受1100℃温度而不发生氧化。

其抗高温抗氧化的本质是：高温条件下Si、B氧化成SiO2-B2O3玻璃网络结构，与MoO2形成抗

氧化层。但在1100℃以上，MoO2逐渐溶解于SiO2-B2O3玻璃网络结构中，导致氧化层破坏，合

金进一步氧化。

[0003] 将Al、Ti等添加到Mo-Si-B合金中，高温下形成的Al2O3和TiO2可将MoO2与SiO2-B2O3

玻璃网络分隔开，抑制MoO2溶解。但难以实现Al、Ti等添加剂对Mo粉的均匀包裹，使其抗氧

化作用不明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针对常用Al、Ti等添加方法改善Mo-Si-B合金抗氧化性作用较小的研发

领域现状，提供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是采取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6] 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7]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硝酸铈水溶液中，搅拌混合，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

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0008]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Ce合金粉，其中，

Ce在合金粉的占比为0.5～1.1％；

[0009] (3)按质量百分数称量原料：Mo-Ce合金粉76～78％，Si粉11～13％，B粉7～10％和

Zn粉1～2.5％，将Mo-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混合，经球磨处理后，混合粉末烧压成形，

最终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0010] 步骤(1)中硝酸铈水溶液的浓度为0.1～0.4g/ml。

[0011] 步骤(1)中，搅拌混合是在35℃水浴中进行。

[0012] 步骤(1)水浴搅拌，转子转速为410～540转/分。

[0013] 步骤(2)中的还原处理是在氢气气氛中进行，温度为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

速率9℃/分。

[0014] 步骤(3)中的球磨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3～5)：1，转子转速360～420转/

分，球磨时间16小时。

[0015] 步骤(3)中的混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60～1520

℃，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分，降温速率12℃/分。

[0016] 一种由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合金在1000℃断裂韧性

为27～31MPa·m1/2，在1200℃氧化层厚度≥2.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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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0018] 本发明在制备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过程中，完全改变了已有方法中单纯采用

Al、Ti等作为添加剂的思路，而是采用固/液掺杂法引入稀土Ce，制成Mo-Ce合金粉末，再以

Zn作为添加剂，并研究溶液浓度、水浴反应参数、粉末配比和烧压成形工艺的关系，即：对于

Mo-Si-B合金，力学性能好条件下保持更高抗氧化性能的最佳液浓度、水浴反应参数、粉末

配比和烧压成形工艺参数。此方法具有成分控制精度高，工艺稳定性和重复性较强，可实现

抗氧化Mo-Si-B合金的制备。特别地，本发明用固/液掺杂法制备的Mo-Ce合金粉末，Ce元素

在Mo表面均匀铺展，高温条件下形成的CeO2与晶界处ZnO共同抑制MoO2溶解于SiO2-B2O3玻璃

网络结构，大大提高Mo-Si-B合金抗氧化性；烧压成形过程中，Ce元素亦可强化晶界，提高合

金力学性能。

[0019] 本发明制得的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在空气中可承受1100℃温度而不发生氧

化，力学性能良好。实验表明：该合金在1000℃断裂韧性为27～31MPa·m1/2，1200℃氧化层

厚度≥2.2μm。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一种铈锌共强化钼硅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21]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1～0.4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

下搅拌，转子转速为410～54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其

中，Ce在合金粉的占比为0.5～1.1％；

[0022]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0.5～1.1)Ce合

金粉；还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23] (3)按质量百分比76～78：11～13：7～10：1～2.5称量Mo-(0.5～1.1)Ce合金粉、Si

粉、B粉和Zn粉，球磨处理，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3～5：1，转子转速360～420转/分，

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60

～1520℃，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分，降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Ce&Zn共强化Mo-Si-B

合金。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2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48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0027]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0.7Ce合金粉；还

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28] (3)按质量百分比76：13：9：2称量Mo-0.7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磨处理，设

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4：1，转子转速360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合粉

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90℃，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分，降

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Ce&Zn共强化Mo-Si-B合金。

[0029] 实施例2

[0030]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4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53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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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1.1Ce合金粉；还

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32] (3)按质量百分比78：12：7.5：2.5称量Mo-1.1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磨处

理，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5：1，转子转速42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

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520℃，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

分，降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Ce&Zn共强化Mo-Si-B合金。

[0033] 实施例3

[0034]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2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50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0035]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0.65Ce合金粉；

还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36] (3)按质量百分比77：11：10：2称量Mo-0.65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磨处理，

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4：1，转子转速40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合粉

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80℃，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分，降

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0037] 实施例4

[0038]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15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44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0039]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0.53Ce合金粉；

还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40] (3)按质量百分比77.3：12.4：7.8：2.5称量Mo-0.53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

磨处理，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3：1，转子转速42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

得混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95℃，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

℃/分，降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0041] 表1不同实施例制备Ce&Zn共强化Mo-Si-B合金的性能参数

[0042]

[0043] 由表1可以得出，本发明制备的合金在1000℃断裂韧性为27～31MPa·m1/2，1200℃

氧化层厚度≥2.2μm。

[0044] 实施例5

[0045]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1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41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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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0.5Ce合金粉；还

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47] (3)按质量百分比77.5：13：7：2.5称量Mo-0.5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磨处

理，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4：1，转子转速40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

合粉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80℃，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

分，降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0048] 实施例6

[0049] (1)将钼粉经超声处理后加入到0.4g/ml硝酸铈水溶液中，在35℃水浴温度下搅

拌，转子转速为540转/分，向混合溶液中添加草酸铵，制得Mo-Ce合金前驱体；

[0050] (2)将Mo-Ce合金前驱体进行洗涤、干燥、还原、研磨处理，得到Mo-1.04Ce合金粉；

还原处理条件：处理温度760℃，升温速率6℃/分，降温速率9℃/分，氢气气氛；

[0051] (3)按质量百分比77：12：10：1称量Mo-1.04Ce合金粉、Si粉、B粉和Zn粉，球磨处理，

设备采用行星球磨机，球料比3：1，转子转速420转/分，球磨时间16小时；将球磨所得混合粉

末烧压成形，设备采用真空热压烧结炉，烧结温度1495℃，压力28MPa，升温速率10℃/分，降

温速率12℃/分，最终得到铈锌共强化Mo-Si-B合金。

[0052]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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