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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

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是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

的粉末原料混合制成：30%～60% Ni基合金粉末、

30%～50% TiBCN粉末、10%～30% Nb粉。将所述钛

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激光熔覆在钛合

金表面，能够形成无气孔、无裂纹，组织致密、晶

粒细小的耐高温熔覆涂层，不仅能够明显提高熔

覆涂层的高温耐磨性和高温抗氧化性，而且熔覆

涂层表面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相较其他涂层也有

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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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粉末

原料混合制成：30%～60%  Ni基合金粉末、30%～50%  TiBCN粉末、10%～30%  Nb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其特征是所述的Ni基合金

粉末是含有Cr元素或Al元素的Ni基合金粉末。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其特征是所述的Ni基合

金粉末是FGH97合金粉末、Ni60合金粉末、Ni45合金粉末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其特征是所述Ni基合金

粉末、TiBCN粉末、Nb粉的粒度为100～30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其特征是将所述粉末原

料在球磨机中混合不少于2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其特征是将所述混合得

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加热至80～100℃真空干燥1～2h。

7.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在钛合金基体表面进行激光熔

覆形成熔覆涂层的方法，是将所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均匀铺覆在钛合金基体

表面，在惰性气体保护下，以激光照射扫描所述复合涂层材料，使其熔覆在钛合金基体表

面，形成耐高温熔覆涂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采用同轴送粉法，将所述复合涂层材料以4～

6g/min送粉速度均匀铺覆在钛合金基体表面进行激光熔覆。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激光熔覆过程的激光功率为1200～

1600W，激光光斑直径4mm，以5～9mm/s的激光扫描速度进行激光熔覆扫描。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激光扫描的搭接率为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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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表面涂层材料制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金属-陶瓷复合涂层材料，

特别是一种用于激光熔覆强化钛合金表面的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钛合金材料具有高的比强度、良好的高温力学性能，是航空航天、兵器、化工、医疗

等行业优选的结构和功能材料。但是，钛合金材料硬度低、耐磨性和高温环境中抗氧化性差

的缺点，限制了其在摩擦构件中的应用。

[0003] 激光熔覆作为一种先进的表面改性技术，属于快速凝固过程。激光熔覆过程是一

个动态熔化的过程，在熔覆各种传统氧化物陶瓷粉末、碳化物复合粉末、金属-陶瓷粉末的

过程中，由于熔池中各组分的元素密度不一致，以及其它物性差别，容易在熔覆过程中产生

气泡，导致最终形成的熔覆层内存在裂纹和气孔等缺陷。

[0004] CN  106835126A公开了一种钛合金表面激光熔覆用陶瓷复合材料，其由20～65wt%

Ti粉、25～75wt%TiBCN陶瓷粉末和2～10wt%B4C粉末混合制成。该陶瓷复合材料通过激光熔

覆技术，能够在钛合金表面形成与钛合金基体冶金结合的复合陶瓷熔覆涂层，涂层硬度可

达到钛合金基体的3.5～4.5倍，且涂层的耐磨性得到明显提高，试样磨损率只有钛合金基

体的1/3～1/4，较基体显著降低。上述复合陶瓷熔覆涂层采用Ti+TiBCN粉末体系掺和B4C制

成，结合了陶瓷涂层与原位自生陶瓷涂层的优势，不仅熔覆涂层的硬度和耐磨性得到提高，

而且减小了涂层的热膨胀性，降低了残余应力。然而，上述复合陶瓷熔覆涂层的气孔、裂纹

缺陷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0005] CN  108707893A公开了一种基于ZrO2掺杂的激光熔覆金属-陶瓷涂层材料，是由5

～20wt%Ti粉、70～92wt%TiBCN陶瓷粉末和3～10wt%ZrO2粉末混合制成。利用激光熔覆技术

将该涂层材料熔覆在钛合金基体表面，可以吸收激光熔覆残余热应力的应变能量，减少应

力集中造成的裂纹产生和延伸，提高熔覆涂层的断裂韧性，并增加熔覆涂层的强度和耐蚀

性，以形成增韧金属-陶瓷熔覆涂层。其掺杂的ZrO2粒子在激光的快速加热下，发生了从四

方相向单斜相的相变，从而吸收了激光熔覆残余热应力的应变能量，提高了熔覆涂层的断

裂韧性，达到了对涂层微观裂纹源的扩展控制。然而，ZrO2的增韧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且无

法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0006] 宋博瀚(Nb对激光熔覆镍基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D] .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6.)在45号钢表面分别制备了Ni60激光熔覆层和Nb+Ni60激光熔覆层，虽然使其磨损性

能有所改善，但耐磨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以其

激光熔覆在钛合金表面，能够提高钛合金表面的高温耐磨性，获得无孔洞、裂纹，晶粒细小

的熔覆涂层，并进一步提高熔覆层的高温抗氧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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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所述的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是由以下质量百

分含量的粉末原料混合制成的：30%～60%  Ni基合金粉末、30%～50%  TiBCN粉末、10%～30% 

Nb粉。

[0009] 其中，所述的Ni基合金粉末可以是任何一种常规的含有Cr元素或Al元素的Ni基合

金粉末，例如，FGH97合金粉末、Ni60合金粉末、Ni45合金粉末等。

[0010] 具体地，本发明所述基于激光熔覆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中，所述Ni

基合金粉末、TiBCN粉末、Nb粉的粒度优选为100～300目。

[0011] 本发明所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是将所述各种粉末原料在球磨机

中充分混合后得到的。优选地，所述混合时间应不少于2小时。

[0012] 进一步地，本发明将所述混合得到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干燥后使

用。具体的干燥条件是将所述复合涂层材料加热至80～100℃真空干燥1～2h后，自然冷却。

[0013] 本发明上述提供的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适合于采用激光熔覆技术在

钛合金表面进行熔覆以形成耐高温熔覆涂层。

[0014] 具体地，是将所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均匀铺覆在钛合金基体表面，

在惰性气体保护下，以激光照射扫描所述复合涂层材料，使其熔覆在钛合金基体表面，形成

耐高温熔覆涂层。

[0015] 优选地，本发明是采用同轴送粉法，将所述复合涂层材料均匀铺覆在钛合金基体

表面进行激光熔覆。铺覆时优选的送粉速度为4～6g/min。

[0016] 更优选地，本发明设置所述激光熔覆过程的激光功率为1200～1600W，激光光斑直

径4mm，以5～9mm/s的激光扫描速度进行激光熔覆扫描，扫描搭接率45～55%。

[0017] 更进一步地，本发明在进行激光熔覆前，首先对钛合金基体表面进行预处理，包括

表面进行打磨以除去表面的氧化层及杂质，并用酒精或丙酮进行清洗干燥。

[0018] 本发明通过在镍基合金粉末和TiBCN陶瓷粉末中添加铌粉获得钛合金表面耐高温

复合涂层材料，以其在钛合金基体表面激光熔覆，能够形成无孔洞、无裂纹，组织致密、晶粒

细小的耐高温熔覆涂层，不仅能够明显提高熔覆涂层的高温耐磨性和高温抗氧化性，而且

熔覆涂层表面硬度和耐腐蚀性能相较其他涂层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0019] 激光熔覆过程中，复合涂层材料中的Nb元素占据了晶界，增强了涂层晶界间的结

合力；同时，部分TiBCN发生分解，C与部分Nb形成的NbC先共晶析出，形成异质核，提高了凝

固结晶过程中的形核率。以上因素使得熔覆涂层的组织得以细化，从而有效控制了气孔、裂

纹的产生。

[0020] 熔覆涂层性能得以提高的原因极为复杂，除了TiBCN本身因素外，主要还包括有

TiC、TiN、TiB2及Ti(CN)、Ni3B等多种硬质相，以及在细晶强化、固溶强化和激光熔覆过程中

基体中的Al进入熔池所形成的NbAl3金属间化合物等因素的影响。TiBCN粉末可以在加热过

程中析出新的强化相并促进其周边发生界面反应，为其他陶瓷相的生成提供元素。熔覆过

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陶瓷相、金属间化合物相以及固溶体相，使得熔覆涂层的高温耐磨性能

进一步提高，获得了无气孔裂纹、组织致密、晶粒细小的熔覆涂层，同时提高了钛合金基体

表面的高温抗氧化性能。

[0021] 另一方面，致密的组织结构与低气孔率也是涂层高温抗氧化性能提高的重要因

素。其次，Ni基合金粉末除自身具有耐高温性外，粉末中的Cr或Al元素在高温环境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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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2O3或Al2O3保护膜，也有效防止了Nb在温度超过600℃后氧化速率增大的缺点。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各实施例和比较例制备的熔覆涂层的磨损率对比图。

[0023] 图2是实施例1(A)和比较例1(B)熔覆涂层的截面扫描电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能够更充分体现和更容易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所述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技术方案，而

不是用于对本发明进行任何限制。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针对这些实施例所作的任何变化、修改、等同替换和

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5] 实施例1。

[0026] 称取粒度200目的FGH97合金粉末40g、TiBCN粉末40g、Nb粉20g，加入球磨机中混合

2h，取出后在80℃真空环境下干燥1小时，得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

[0027] 取规格20×20×20mm的钛合金试样，以180目金相砂纸将其表面进行粗磨处理，先

用丙酮清洗以除去油污，拭净，再用酒精擦拭、吹干，得到预处理的钛合金基体材料。

[0028] 将表面处理后的钛合金试样置于激光熔覆工作台上，调节激光熔覆工艺参数为：

激光功率1400W，光斑直径4mm，扫描速度7mm/s，送粉速率80mg/s，搭接率50%，合金粉末载气

压强0.8MPa。采用同轴送粉的激光熔覆方式，将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装入激光

熔覆装置的粉末腔里，铺覆在钛合金试样表面，在激光能量照射下，在钛合金表面生成与基

体冶金结合的熔覆涂层。

[0029] 实施例2。

[0030] 称取粒度200目的Ni60合金粉末45g、TiBCN粉末45g、Nb粉10g，加入球磨机中混合

2h，取出后在80℃真空环境下干燥1小时，得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

[0031] 将钛合金试样按照实施例1方法进行预处理后，置于激光熔覆工作台上。调节激光

熔覆工艺参数：激光功率1600W，光斑直径4mm，扫描速度7mm/s，送粉速率65mg/s，搭接率

50%，合金粉末载气压强0.8MPa。采用同轴送粉的激光熔覆方式，将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

涂层材料装入激光熔覆装置的粉末腔里，铺覆在钛合金试样表面，在激光能量照射下，在钛

合金表面生成与基体冶金结合的熔覆涂层。

[0032] 实施例3。

[0033] 称取粒度200目的Ni45合金粉末45g、TiBCN粉末40g、Nb粉15g，加入球磨机中混合

2h，取出后在80℃真空环境下干燥1小时，得到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涂层材料。

[0034] 将钛合金试样按照实施例1方法进行预处理后，置于激光熔覆工作台上。调节激光

熔覆工艺参数：激光功率1200W，光斑直径4mm，扫描速度5mm/s，送粉速率65mg/s，搭接率

50%，合金粉末载气压强0.8MPa。采用同轴送粉的激光熔覆方式，将钛合金表面耐高温复合

涂层材料装入激光熔覆装置的粉末腔里，铺覆在钛合金试样表面，在激光能量照射下，在钛

合金表面生成与基体冶金结合的熔覆涂层。

[0035] 比较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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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取实施例1中预处理后的钛合金基体材料，按照实施例1的激光熔覆参数条件，在

基体表面熔覆由50wt%  FGH97合金粉末与50wt%  TiBCN组成的混合粉末形成熔覆涂层。

[0037] 比较例2。

[0038] 取实施例1中预处理后的钛合金基体材料，按照实施例2的激光熔覆参数条件，在

基体表面熔覆由50wt%  Nb粉与50wt%  TiBCN组成的混合粉末形成熔覆涂层。

[0039] 比较例3。

[0040] 取实施例1中预处理后的钛合金基体材料，按照实施例3的激光熔覆参数条件，在

基体表面熔覆由50wt%  Ni45合金粉末与50wt%  Nb粉组成的混合粉末形成熔覆涂层。

[0041] 分别针对上述实施例1～3和比较例1～3得到的熔覆涂层进行高温耐磨性和抗高

温氧化性的测试。

[0042] 高温摩擦磨损实验在HT-1000型高温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行。试验选用Si3N4陶瓷

球作为摩擦副，电机转速500r/min，摩损时间30min，试验载荷5N，实验温度800℃，摩擦半径

1mm。

[0043] 需磨损试样的上下两个平面光滑平行，并用超声波清洗。实验完成后，使用MT-500

型探针式材料表面磨痕测量仪测量磨损率，磨损率结果如图1所示。

[0044] 磨损率越小，表明熔覆涂层的高温耐磨性越好。根据图1，实施例1～3的磨损率分

别为0.215、0.229和0.234，比较例1～3的磨损率分别为0.493、0.514和0.927，各比较例的

高温耐磨性明显劣于相应的实施例。

[0045] 其中，比较例1和比较例2中由于分别没有使用Nb粉和Ni基合金粉末，其高温耐磨

性明显劣于实施例1和实施例2。而比较例3与实施例3相比，由于缺少了陶瓷相的强化作用，

其高温耐磨性更是显著降低。

[0046] 抗高温氧化性实验是根据HB  5258-2000航空工业标准，在静态、常压、大气气氛中

进行的，试验设备采用箱式电阻炉。

[0047] 分别将实施例1～3和比较例1～3制备的试样以及未激光熔覆任何熔覆涂层的钛

合金基体试样加热至800℃高温氧化100h，空冷后称重，计算出试样熔覆涂层单位面积的氧

化增重，具体测试结果列于表1中。熔覆涂层的氧化增重越少，表明其抗氧化能力越强，使用

寿命越长。

[0048] 其中，比较例1的高温抗氧化性明显劣于实施例1。而比较例2中虽然通过添加Nb元

素提高了熔覆涂层的致密性，减少了气孔、裂纹的产生，但在800℃的高温下，Nb易被氧化，

使得熔覆涂层的高温抗氧化性不仅与实施例2相比有所降低，而且相较实施例1反而降低更

多。同样，由于缺少了陶瓷相的强化作用，比较例3的高温抗氧化性与实施例3相比较差。

[0049] 图2分别给出了实施例1和比较例1涂层截面SEM形貌图，很明显可以看出实施例1

涂层截面较致密、无气孔、无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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