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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s，简称PRMMcs)是目前抗磨熔覆涂层的重要研究课题n-s]。PRMMCs的主要强化机制为 

通过界面剪切由基体向增强相传递载荷而使增强相承载。界面具有双重作用。即传递应力使增 

强相承担主要载荷以及使裂纹偏移并吸收能量，因而界面的强韧性匹配将对性能产生重要影 

响。然而。由于陶瓷与基体的热物性参数存在较大差异以及陶瓷基体界面易形成界面反应物、 

附着物甚至非晶相。与基体相容性差并严重影响界面结合，因而陶瓷／基体相界面属于低强度 

尤其是低韧度的弱界面，使有效应力传递难以实现。近年来原位形成增强相的金属基复合材 

料的制备及研究引起极大的重视【6]，原位增强材料具有增强相与基体浸润良好、增强体分布 

均匀以及相界面结合良好等特征；同时，原位复合法形成的增强相常为亚微米级或纳米级。因 

而利用激光熔覆制备原位形成增强相的陶瓷／金属基复合材料可望有效改善界面结构及性能 

井获得亚微米尺度的增强相。 

本文利用激光熔覆制备了内晶型密度梯度原位 TiC陶瓷 PRMMcs涂层，并研究了微观 

组织、界面结构及涂层的耐磨性。 

1 实验材料、过程及方法 

激光熔覆合金为 Ni60A、Ti及石墨的混台糙末，粉末配比为：Ⅻ(Ni60A)／w(Tt+c)= 

8．5／i．5，w(Ti)／w(c)=4／1，另行添加少量稀土氧化物粉末。Ni60A化学成分( ，％)为： 

l6。B 3．5。Si 4．5。C 0．8，余 Ni。粒度 一280目。Ti及石墨的粒度及纯度分别为 一320目、 

99．9％及一240目、99．99％。基枋为经淬火及高温回火的5CrMnMo钢。 

采用3kW连续 O 激光，激光加工参数为：功率2．5kW，扫描速度 5-20ram／s,光斑直径 

2．5mm，预涂覆厚度 1．0ram，对激光熔池进行同轴及侧向氩气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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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Neophot21型光学显微镜、KYKY28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JEOL-2000Fx分析型透 

射电子显微镜(ATEM，配置EDAX／PEELs)及PHILIPS 0M12高分辨电子显微镜(H】 RM)进 

行微观组织及界面结构观察。利用计算图像分析仪进行增强相体积分数测量。利用显微硬度 

仪及销盘式磨损实验机测试熔覆组织的显微硬度及磨粒磨损性能。 

2 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 

2．1 激光熔覆组织的光学显微形貌 

图 la为熔覆组织／基材界面区域的低倍光学组织，在界面处形成约 8,urn厚的平界面生长 

的白亮带，表明涂层／基材界面间的良好冶金结合。涂层厚度为 630--840~m．稀释度约为 9％ 
～ 13％，涂层／基材结合界面处无气孔及裂纹。图 lb为距涂层／基材界面 200v．m处与界面垂 

直的截面光学显微组织，通过不同的腐蚀剂侵蚀，可分别获得基体相 及增强相的生长形貌特 

征，可以看出基体相具有胞状枝晶的生长形态，原位形成的细小 TiC颗粒弥散分布在基体相 

中。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表明熔覆组织的主要相组成为 TiC、7．Ni及 c (C，B)6。 

图 1 激光熔爱涂层的光学显微组织 

Fig．1 Optical raicrographs showing the eladded laye~(a)and morphologies of the matxix 

and TiC(b)respectively 

2．2 内晶型密度梯度的原位 TiC陶瓷 PRMMCs 

图2为熔覆层中原位复 合形成 TiC增强相的 SEM 及 TEM 形貌，激光扫描速度为 

15mm／s。图2a及 b分别对应于距涂层／基材界面 180及 450／zm处界面平行的截面．相应的基 

体组织分别为凝固速率较低的胞状枝晶区及凝固速率较高的枝晶生长区。原位形成的 TiC 

增强相弥散分布，颗粒直径范围为几十到几百纳米，比激光熔覆时直接外加的陶瓷增强相尺寸 

小 1-2个数量级。同时，即使在相对较低的凝固速度下(图 2a)，原位增强相已被液固界面所 

“捕捉”而未发生热力学平衡凝固条件下的颗粒“推移”现象；随凝固速率的增加，TiC主要分布 

于枝晶内部(图2b)。图2c为 TiC增强相的TEM形貌，可以看出 TiC均匀弥散分布于晶粒内 

部．形成“内晶型”的复合材料组织特征。图2d为TIc的衍射谱及标定。 

在复合材料、偏晶合金、含杂质(夹杂物)合金熔体的晶体生长过程中，高熔点颗粒或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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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位形成 TiC增强相的分布特征 

F ．2 The distn~tlon of h ~ormed TiC particles 

a)and b)SEM m唧 Id0gi∞ of'TiC particles o 叩∞ding∞ cellular and dendrite growth 

托g 伽 啦6 y． c)and d)TEM m fo aph d TiC 8nd ts SADP~ tivdy 

液界面“捕捉”而存在于正在生长的晶体内部，或被固液界面“推移”而存在于最后凝固的区域。 

颗粒在凝固过程中的短程不良分布会极大地降低材料的力学性能．尤其是断裂韧度，材料的受 

控长程分布则可被利用于控制材料表面的组织梯度及性能梯度。凝固过程中的颗粒“推移”现 

象存在于物理冶金[’·。 以及生物科学 等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领域．因而对颗粒“推移”现象 

及其机制的研究受到极大重视，甚至已进行了多次太空微重力实验。Uhlmann等 及 

Or~enyi等[1”提出被广泛接受的颗粒推移平衡热力学判据．即当颗粒一基体相的界面自由能 

大于颗粒一液相的界面自由能与基体相一液相界面自由髓之和时，颗粒将被推移。经6O多个 

颗粒一基体体系的实验研究，证实其判据对直径为 lO--2001an的颗粒成立。Uhlm~n认为存 

在颗粒被界面推移与捕捉的晶体生长速率临界值．当凝固速度大于颗粒在界面前沿的运动速 

度时，颗粒将被移动的固液界面所“捕捉”。该值与颗粒半径的平方成反比，并且与颗粒形态、 

导热性以及液体的粘度、流动有关。文献[12]根据颗粒与液固界面相互作用的热、力学平衡关 

系．得出界面与粒颗相互作用行为图。然而．上述理论及假说[10-12]仅在晶体生长速率极低的 

条件下成立．换言之，由热力学理论得出的颗粒推移判据及假说仅适用于平衡态或近平衡态凝 

固。 

图3为激光扫描速度为5mra／s时TiC增强相在涂层中的分布形态特征。图3a及b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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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凝固速率较低的胞状枝晶区及凝固速率较高的枝晶生长区，可以看出当晶体以胞状晶 

生长时，颗粒被固相 捕捉”，而在凝固速率更高的树枝晶生长时，颗粒反而被“推移”偏聚在树 

枝晶间，表明颗粒推移的平衡热力学判据无法描述高生长速率条件下的颗粒运动行为。上述 

实验结果与文献[13]的研究结果吻合。实验观察发现当激光扫描速率低于5mm／s时开始出 

现颗粒的推移现象。 

图 3 TiC颗粒推移现象 

Fig．3 Pushing of／n“c“formed TiC particle~by the solidified interface 

a)and b)corresponding to cellular and dendrite growth region zespe~vely 

对快凝动力学条件下颗粒增强相“推移”机制的影响规律研究是极为重要而进展缓慢的课 

题。当晶体生长速率较高时，颗粒被固液界面推移与否无疑将取决于凝固动力学条件。显然， 

用简单地近平衡的热力学判据说明快凝实验现象是不恰当的。激光熔覆过程为非平衡的凝固 

过程，尽管热力学判据与一些在激光熔覆及合金化条件下获得的实验结果相吻合，但其正确性 

仍值得怀疑。 

文献[14]提出在高生长速率条件下颗粒与液固 

界面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液体流动以两种机制作 

用于颗粒：颗粒滚动机制及流体速度梯度机制。颗 

粒滚动机制认为，流体对颗粒作用一粘滞力使静止 

的颗粒被推出固液界面的凹陷处，即造成颗粒的“推 

移”。流体速度梯度机制认为，固液界面前沿存在流 

体速度梯度，对颗粒施加垂直于流线方向的侧向力， 

根据流体的流动方向以及颗粒与流体的相对密度大 

小，该侧向力决定颗粒被快速移动的液固界面“捕 

捉”还是“推移”。可以看出，颗粒滚动机制影响平面 

晶前沿以及胞晶、枝晶间的颗粒推移，而流体速度机 

制则决定颗粒能否进入固液两相区。在本文实验 

中，TiC与基体相 T-Ni原位复合而完全润湿，界面能 

为零，同时 TiC陶瓷颗粒的密度小于 Ni基合金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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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原位TiC的体积分散 

Fig．4 Dis~ibufion of volume fraction of 

TiC particles as afunction ofthe 

layer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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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iC与 T．Ni界面高分辨相 

Hg 5 HREM images showing intet~aces between in 5 4 formed TiC and~-Ni 

的密度，颗粒的上浮方向与熔体的凝固方向一致。根据文献【14]，原位形成的 TiC颗粒在凝 

固过程中将被固液界面“捕捉”而呈内晶型分布。然而，增强相颗粒被固液界面“捕捉”后的进 
一 步动力学行为随凝固速度的改变将出现不同的机制．即颗粒被“捕捉”后随凝固速率的增加 

又分为两种情况，进入基体并弥散分布(图2b)或被推移至晶界(图 3b)。虽然尚无完善的理论 

可描述该实验现象，但毫无疑问存在着陶瓷颗粒呈内晶型分布的临界凝固速度，从本文实验结 

果可以看出提高固液界面的凝固速率是形成内晶型复合结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图2还可看出，原位 TiC的分布沿涂层厚度方向不均匀，呈密度梯度分布，与 Hu等⋯ 

的实验结果一致。实验观察及计算图像分析表明从涂层／基体界面至表层，TiC的体积分数逐 

渐增加，如图4所示．表明原位形成的TiC在熔覆组织中具有密度梯度分布特征，在熔覆组织 

的亚表层 TiC体积分数最大为 38％。 

2．3 TiC／~．Ni相界面的高分辨电镜观案 

图5是 Tic与 7．Ni界面的高分辨相．表明存在 

两种类型的界面结椅。从图 5a可以看出 T|c／7．Nj 

界面洁净，无反应物、附着物l}l及非晶相，界面清洁 

是原位反应生成增强相增强复合材料的一大特征． 

也是这类材料具有优异性能的主要原因。图 5b表 

明在相界面存在约 2nm宽的微晶化过渡层，过渡层 

由非常细小的微晶构成．微晶的尺寸范围约为几纳 

米，这类微晶过渡层亦为一种理想的具有较高韧度 

特征的相界面结台方式ll 。 

2．4 熔覆组织硬度 

图6为原位 Tic熔覆组织的显微硬度沿涂层厚 

度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由于 Tic颗粒的体积分数 

沿涂层深度方向呈梯度分布．使熔覆组织尤其是涂 

层／基材界面处的硬度变化较为平缓，熔覆组织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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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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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具有最高硬度(1250HV0．2)o 

2．5 熔覆组织的磨损行为 

图7为激光熔覆PRMMCs涂层的磨损体积、磨损速率及摩擦系数的变化情况，并与 

Ni60A合金及基材的耐磨性能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TiC／Ni基 PRMMCs涂层的磨损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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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涂层在磨粒磨损条件下的磨损体积、磨损速率及摩擦系数 

Fig．7 Wear vdume，speed and friction coeffieent of layers 

1-- in situ TiC／Ni60A．2-- Ni60A’3——Substrate 

}I}动距离／ra 

比基材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而摩擦系数稍高于Ni60A台金涂层，表明原位 TiC的形成可在不 

明显增加涂层摩擦系数的条件下可显著提高耐磨性能。Cerfi等 的实验结果表明，wC／Ni- 

B．si及 TiC／Fe—Cr-A1-Y激光熔覆涂层的磨粒磨损机制为涂层基体磨损所导致的陶瓷相脱落， 

而且陶瓷相愈均匀愈细小，磨损速率愈低。文献[15】指出陶瓷颗粒／金属基复合涂层的磨损机 

制亦可为剥落磨损，由亚表层的形变、裂纹形核、扩展、连接及失稳所导致，而裂纹的萌生处常 

为陶瓷／基体相的界面。因此，从上述磨损机制看来，原位形成的超细弥散分布增强相及洁净 

的相界面是有效提高耐磨性的主要因素。 

3 结论 

1)利用激光熔覆制备了内晶型密度梯度 TiC陶瓷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PRMMcs)， 

其中TiC为在熔覆过程中原位形成。实验结果表明存在 TiC颗粒被固液界面完全捕捉的临 

界快凝速率高于临界速率，原位 TiC可弥散分布于晶粒内部，形成内晶型强化组织，相反则被 

推移至枝晶闻。原位 TiC颗粒细小，尺寸为几十到几百纳米。 

2)原位TiC颗粒呈密度梯度分布，在熔覆组织亚表层的体积分数为38％；原位TiC与基 

体相存在简单洁净及微晶过渡两类界面结构。 

3)原位TiC增强的熔覆组织具有较高的显微硬度及耐磨性。 

n 仉 n 仉 仉 仉 m m 

5  2  9  6  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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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9卷 

ABSTRACT In situ TiC particle reinforced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PRMMcs)layers by laser 

syntheses were realized．The rei~omed TiC particles were introduced by an in situ reaction of ti+ 

tanium an d graphite during laser clad process，rather than TiC particles being directly added into 

the 1aser molten poo1．The microstructural ch aracteristice。interaetion of ceramic partieles with a 

rapidly moved solid／liquid interface，ceramic／matrix interface and wear properties of layers wear 

studied by OM，TEM and HREM (EDAX／EELS)et al respectively．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in 

situ TiC particles formed in the layer were ultra-fine， with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in a sub— 

micrometre range TiC particles distributed dispersely within grains．There e~sted a critical rapid 

solidification speed．which resulted in a transition of ceramic particles from pushing tO trapping by 

advancing solid／liquid interface Additionally．the volume fracdon of TiC possessed density-gradi- 

ent distribution from the layer／substrate interface tO the layer surface．The maximum of volume 

fraction of TiC particles iS about 38％ at the sub-surface of the layer．Moreover．it was observed 

by HREM that the in situ generated Tic／matrix interfaces were free from gas absorption．oxida 

tion or other deleterious SUrface reactions，which 1ead to a strong  matrix．TiC interface bond．The 

microhacdness of PRM fCs layer gradlendy cha ng ed tOO and the higheat one was 1250 HV0．2 at 

the sub-surface ．The wear properties of the layer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mpa red to the 

SUbtrate materiaIs． 

KEY WORDS hser cladding， in situ formation of TiC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