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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首次提出一种稀土钼钨合金，重量百

分比组成，该合金包括：74.8-98.5％的钼，0.5-

25％的钨，0.2-3％的稀土。本发明提供的合金用

于切割丝时，具有电阻率小、切割电流大、切割速

度快、使用寿命长的优点，且具有良好的抗拉伸

强度以及耐高温能力。该合金的制备过程可保障

合金成分分布均匀、各组分含量稳定，提高了产

品的成品率，具有规模及商业化生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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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74.8-

98.5％的钼，0.5-25％的钨，0.2-3％的稀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

其组成包含：74.8-84.5％的钼，15-25％的钨，0.2-0.6％的稀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

其组成包含：84.5-89.5％的钼，10-15％的钨，0.4-0.8％的稀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

其组成包含：89.4-95％的钼，4-10％的钨，0.6-1.0％的稀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

其组成包含：95-98.5％的钼，0.5-4％的钨，0.2-3％的稀土。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1)混粉：按配方比例将稀土氧化物、钨粉、钼粉装入混料机中，混匀0.5-1 .5h，得合成

粉；

2)装粉：将合成粉装入胶套，用振动平台振动至均匀密实，加塞密封；

3)成型：将密封后的胶套放入冷等静压机中，加压、卸载、脱模，得到压坯；

4)预烧结：将压坯放入预烧炉，升温至1050-1150℃，保温20-30min，冷却至室温，得预

烧坯；

5)烧结：将预烧坯放入中频感应炉，升温至2200±50℃，保温1-4h，得烧结坯；

6)压力加工：将烧结坯锻打开坯，然后进行退火、拉制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合成粉中稀土氧化物的粒径

为150-220目筛，钨粉的费氏粒度为1.2-3.0μm，钼粉的费氏粒度为1.8-4.5μm。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加压过程包括上压、保

压和卸压过程；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上压过程为在5-6min内使压力由0MPa增加至145-

165MPa；145-165MPa下的保压过程持续时间为1-5min，卸压过程持续时间为3-5min。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预烧结过程的升温速率为

66-82℃/min，升温过程持续14-16min；优选地，步骤5) 中，烧结过程的升温速率为175-205

℃/h，升温过程持续11-12h。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述退火过程包括感应退

火方式或烧氢退火方式中的至少一个；优选地，所述感应退火方式是在1450-1550℃下处理

4-6min；所述烧氢退火方式是在1150-1250℃下处理29-31min。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06418 A

2



一种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合金研究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钨和钼统称难熔金属，均是稀有的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全世界

储量逐年减少。钨熔点高硬度大抗拉强度大但韧性差加工较难。钼熔点较钨略低，韧性好但

抗拉强度差，加工不易。钨钼合金具有优异的耐液态锌的腐蚀作用，用以制造炼锌工业中的

搅拌器，管道和容器内衬及其他部件。钨钼合金由于高温强度好，性能与钨相近而比重比钨

小，所以可用作相应的高温条件下火箭、导弹中的高温构件、电子管的灯丝、零件以及其他

高温材料。但是现有技术中钨钼合金、钨钼多元合金在机械性能以及耐高温性能等各方面

整体性的提高非常有限，这主要是因为整体性能与合金的组成、工艺步骤、工艺参数都息息

相关。

[0003] 由于金属钼丝具有熔点高、强度大、切割精度高、热膨胀系数小等优异性质，被广

泛应用在各类线切割机床加工高硬度高耐磨性工件上，但是其电阻率较大，导电性能较差，

使用一段时间后易发生垂直度不良的问题，进而影响其寿命，增大使用者成本。通过制备含

钼的合金成为解决钼丝缺点的一个途径。

[0004] 现有技术中，钨钼合金的虽然改善了钨韧性差这一缺点，但是仍然具有脆性大、加

工性能差的缺点；在钨、钼中掺入稀土氧化物可以提高其放电性，但同时会对其机械性能产

生较大影响；在钨中掺入硅、铝和钾可以改善其耐高温性能，但同时会对其导电性和机械性

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也只限用于光源行业。

[0005] 因此，提供一种可以整体性提高抗拉强度、抗下垂能力、导电导热性、熔点、耐热性

的长寿命的可用于切割丝的钼钨合金至关重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切割丝的稀土钼钨合金。

[0007] 本发明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上述稀土钼钨合金的制备方法，采用粉冶方法制备合

金材料。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9]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稀土钼钨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74 .8-

98.5％的钼，0.5-25％的钨，0.2-3％的稀土。

[0010] 合金中各金属元素的种类和含量对其性能有重要的影响。现有技术中钼钨合金改

善了钨韧性差这一缺点，但是同时具有抗下垂能力差、脆性大、抗拉强度弱、加工性能差以

及耐高温性能差等缺点，作为切割丝使用过程中受到了限制。

[0011] 在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在钼钨合金中加入了稀土元素。稀土元素可细化合

金中的晶粒并加强晶界结合力，改进钼钨合金由于烧结不充分而具有脆性这一缺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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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抗拉强度以及钼钨合金的加工性能；此外，稀土元素在提高合金放电性能和导电性能的

同时，还加强了合金中晶界的结合力，进而提高合金的抗高温性能；而且稀土元素可使钼钨

合金的导电率靠近钨的导电率，进而使合金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有利于延长其寿

命。

[0012] 本发明中，所述稀土包括但不限于镧、铈、钇、锆，稀土可由含有稀土元素氧化物提

供。

[0013] 优选地，所述稀土钼钨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74.8-84.5％的钼，15-

25％的钨，0.2-0.6％的稀土。具有该组成的稀土钼钨合金制作切割丝，其线切割速度增加

40％，使用寿命延长50％，虽然成本增加了约13％，但是在生产效率和寿命极大提高的情况

下，还是极大的降低了使用成本。

[0014] 优选地，所述稀土钼钨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84.5-89.5％的钼，10-

15％的钨，0.4-0.8％的稀土。具有该组成的稀土钼钨合金用于切割丝，其线切割速度增加

30％，使用寿命延长40％，成本增加约8％，综合来说还是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寿命延长

亦降低了使用成本。

[0015] 优选地，所述稀土钼钨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89.4-95％的钼，4-

10％的钨，0.6-1 .0％的稀土。具有该组成的稀土钼钨合金用于切割丝，其切割速度增加

20％，使用寿命延长30％，成本增加约5％。在少量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适当的提高了生产效

率，降低了使用成本。

[0016] 优选地，所述稀土钼钨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包含：95-98.5％的钼，0.5-

4％的钨，0.2-3％的稀土。具有该组成的稀土钼钨合金用于切割丝，其线切割速度增加

10％，使用寿命延长15％，成本增加约2％。在成本基本不增加的前提下，较好的提高了切割

效率。

[0017] 根据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由本发明提供的稀土钼钨合金制备得到的切割丝具

有电阻率小、切割电流大、切割速度快、使用寿命长的优点，其线切割速度的提高可达40％，

使用寿命可延长50％。尽管加入钨，少量增加了制造成本，但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总

得来说大大的降低了使用成本。

[0018] 本发明第二个方面提供上述稀土钼钨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混粉：按配方比例将稀土氧化物、钨粉、钼粉装入混料机中，混匀0.5-1.5h，得合

成粉；

[0020] 2)装粉：将合成粉装入胶套，用振动平台振动至均匀密实，加塞密封；

[0021] 3)成型：将密封后的胶套放入冷等静压机中，加压、卸载、脱模，得到压坯；

[0022] 4)预烧结：将压坯放入预烧炉，升温至1050-1150℃，保温20-30min，冷却至室温，

得预烧坯；

[0023] 5)烧结：将预烧坯放入中频感应炉，升温至2200±50℃，保温1-4h，得烧结坯；

[0024] 6)压力加工：将烧结坯锻打开坯，然后进行退火、拉制处理。

[0025] 根据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混料机选用“V”型混料机有利于提高合成粉中各组

分的混匀程度，有利于提高合金各部分性能的均匀性；所述成型过程可以在冷等静压机中

进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将密封后的胶套放置于胶套架上，然后将胶套架放置于冷等静

压机缸桶内，然后进行加压、保压、卸压，完成冷静压制后，取出料架，卸摸可得到压坯；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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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烧炉可选用带有自动走料机的预烧炉，预烧过程既消除了粉末压制的应力又激活了合成

粉的活化能，制得的预烧坯具有一定的强度；经烧结过程可制得理论密度百分之九十的烧

结坯；压力加工过程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而制成不同的型件，退火过程则会使合金中晶

粒实现再结晶。

[0026] 优选地，步骤1)中合成粉中稀土氧化物的粒径为150-220目筛，钨粉的费氏粒度为

1.2-3.0μm，钼粉的费氏粒度为1.8-4.5μm。

[0027]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加压过程包括上压、保压和卸压过程；优选地，所述上压过

程为在5-6min内使压力由0MPa增加至145-165MPa；145-165MPa下的保压过程持续时间为1-

5min，卸压过程持续时间为3-5min。

[0028] 优选地，步骤4)中，预烧结过程的升温速率为66-82℃/min，升温过程持续14-

16min。

[0029] 优选地，步骤5)中，烧结过程的升温速率为175-205℃/h，升温过程持续11-12h。

[0030] 优选地，步骤6)中，所述退火过程包括感应退火方式或烧氢退火方式中的至少一

个。

[0031] 优选地，所述感应退火方式是在1450-1550℃下处理4-6min；所述烧氢退火方式是

在1150-1250℃下处理30±1min。

[0032] 根据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退火过程的选择与最后要制备得到的型件相关。将

烧结坯经锻打开坯加工至直径 然后在1450-1550℃下感应退火4-6min，锻打

可得到直径 钨钼杆；拉制至 再在1150-1250℃下烧氢退火

30±1min，可再次进行拉制到所需规格的材料。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4] 本发明首次提出用于切割丝的一种稀土钼钨合金，该合金包括74.8-98.5％的钼，

0.5-25％的钨，0.2-3％的稀土。本发明提供的稀土钼钨合金作为切割丝使用，电阻率皆小

于0 .080Ω·mm2/m，其单轴拉伸强度皆大于2200MPa，屈服应力皆大于2500MPa，直径

的合金杆的最小起弧电流皆不大于4.5A。因此，其具有优良的导电导热性能，以

及抗拉伸强度以及较小的起弧电流，从而可以得到较大的切割电流及放电火花，极大的提

高了切割效率；此外，还具有良好的抗下垂能力、抗拉伸强度以及耐高温能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下面所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不应以此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6] 实施例1

[0037] 稀土钼钨合金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混粉：按照重量比钼74.4％、钨25％以及稀土0.6％，将37.2kg的钼粉、12.5kg钨

粉、0.176kg的氧化镧、0.8kg的氧化铈装入“V”型混料机中，混匀0.5h，得合成粉；

[0039] 2)装粉：取920克合成粉装入振动平台上的胶套，振动0.5h，振动至均匀密实，加塞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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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3)成型：对密封后的胶套放置于胶套架上，然后将胶套架放入冷等静压机缸桶中，

5-6min内使压力由0MPa增加至145-165MPa，在145-165MPa下的保压过程持续时间为1-

5min，然后在3-5min内完成卸压，完成冷静压制后，取出料架，卸模可得到压坯；

[0041] 4)预烧结：将压坯放入带有自动走料机的预烧炉，以为66-82℃/min，升温至1050-

1150℃，保温20-30min，然后在通有氢气保护的冷却水套内自然冷却至室温，得预烧坯；

[0042] 5)烧结：将预烧坯放入中频感应炉，以175-205℃/h的速率，在11-12h内升温至

2150-2250℃，保温1-4h，得烧结坯；

[0043] 6)压力加工：

[0044] a .将烧结坯锻打开坯，加工至 钨棒，然后在1450-1550℃下感应退火4-

6min，锻打至 钨钼杆；

[0045] b.将 的钨钼杆经3道拉制，再经矫直无心磨床加工取直径 长

175mm的钨钼杆；

[0046] c.将直径 钨钼杆经24道拉制,制备得到直径 的线切割丝。

[0047] 该稀土钼钨合金的单轴拉伸强度为2300MPa，屈服应力为2550MPa，电阻率为0.073

Ω·mm2/m，将该牌号钼钨合金加工、磨削至直径 的金属杆，最低起弧电流为3A。

[0048] 实施例2-4

[0049] 在实施例2-4中，其合金的制备过程与实施例1中的条件完全相同，只是改变了其

组分的比例，具体如下表1所示。

[0050] 表1实施例2-4中稀土钼钨合金的组成以及性能参数

[0051]

[0052] 从表1可知，本发明提供的稀土钼钨合金作为切割丝使用，电阻率皆小于0.080

Ω·mm2/m，其单轴拉伸强度皆大于2200MPa，屈服应力皆大于2500MPa，直径 的合

金杆的最小起弧电流皆不大于4.5A，这说明本发明提供的稀土钼钨合金作为切割丝具有优

良的导电导热性能和抗拉伸强度，以及较小的起弧电流，从而可以得到较大的切割电流及

放电火花，极大的提高了切割效率。

[0053] 对比例1-3

[0054] 在对比例1-3中，其合金的制备过程与实施例1中的条件完全相同，只是改变了其

组分的比例，具体如下表2所示：

[0055] 表2对比例1-3中稀土钼钨合金的组成以及导电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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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在对比例1-3中，纯钼或是不包含稀土的钼钨合金的电阻率较高，机械性能比较

低、起弧电流大，造成放电能力较差，在线切割使用时，承受的切割电流小、电火花也小，切

割效率低于专利中提出的钼钨稀土合金丝。

[0058] 通过实施例1-4与对比例1-3的结果对比，可以发现，由本发明提供的稀土钼钨合

金制作得到的切割丝，其电阻率更小，起弧电流更小，且包括单轴拉伸强度和屈服应力在内

的机械性能更优良，因此切割时可以得到较大的切割电流及放电火花，极大的提高了切割

效率，且延长了寿命。

[0059]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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