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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分级技术在钨制品中的应用
王芦燕，李曹兵，张宇晴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160）
摘要：为解决钨粉团聚及粒度控制对后续制品的影响，研究了四种分散分级方式，分析了不同钨粉产物的 SEM
形貌与粒度分布。结果表明采用射流分级技术实现了钨粉精确分级，分级后中粉产物粒径收窄明显。该技术对于
喷涂粉末以及致密 / 多孔材料的制备提供了可控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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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Jet Grading Technology
in Tungsten Products
Luyan Wang, Caobing Li, Yuqing Zhang
(BGRIMM Technology Group,Beijing 100160)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influence of tungsten powder agglome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control on subsequent
products，various dispersion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re studied, and SEM morphology an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ungsten powder produc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tungsten powder is realized by using jet class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medium powder
product is obviously narrowed after classification. The technology provides controllable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sprayed powder and dense/porous materials.
Keywords:Tungsten powder;Decentralization;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

0 引言
金属钨具有熔点高、蒸汽压低、密度大、强
度高等特点，具有优良的导电、导热及耐腐蚀性

严重制约了高端装备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近
年来，随着钨异型发热体制品、多孔钨阴极、热
喷涂等应用领域的发展，对于钨粉的技术需求也
不断提升。

能，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光源、电真空、高

钨作为高端装备中的重要材料，在高端装备

温炉等领域。我国钨资源丰富，居世界第一，但

用发热体 / 热屏等产业链中有着广泛应用和关键

钨深加工起步较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

作用，产品主要包括钨管 / 钨坩埚、高温热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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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电子器件和新光源的发展以及大型高端

于不同位置就可以得到粗、中、细不同精度范围

装备的国产自主化和升级换代，对于更高性能、

的产物，分级原理如图 1 所示。

更大尺寸的钨制品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现有
难熔金属制品已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
具体表现在致密度、晶粒大小及组织均匀性控制
方面，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
多孔钨是采用粉末冶金方法烧结制备的内部
含有大量孔隙的材料，常采用 10μm 以下的钨粉
烧结制备多孔钨，由于氢还原法制备的钨粉粒度
分布宽，为了避免烧结闭孔和孔隙不均匀产生，
应去除其中粒径 2μm 以下的超细钨粉以及 10μm
以上的偏粗钨粉。而常规的筛选法、吹送法等方
法很难对粒度 10μm 以下的这种活性大，非常易
于团聚的钨粉进行有效分级 [1]。因此，所以亟需
精确的分级技术。
在热喷涂领域，如果粉末粒度分布不均匀，
则送粉流动性难于控制且喷涂过程中受热不均，
涂层易出现未熔颗粒及裂纹。因此，喷涂用粉末

图 1 射流分级原理图
Fig. 1 The schematic of jet grading technology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原材料采用了工业级生产的还原钨粉。

要求球形度高、分散性好且粒度分布均匀的窄粒

钨粉费氏粒度分别为 3.2μm 和 5.5μm。

度钨粉。

2.2 试验方法

因此，无论是高致密均匀制品还是多孔材料

为解决粉末材料的粒度控制及团聚问题，本

制备，无论是制件还是粉末，对于钨粉的粒度及

实验分别采用机械打散、机械研磨、气流分级和

粒度均匀性要求非常苛刻且各有差异，由此可见

射流分级对钨粉进行处理，对比粉末状态。然后

分散分级操作是粉末制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采用射流分级粉及普通未分级粉末分别制备成致

环节。

密、多孔制品及球形喷涂粉末，对比两类粉末应
用情况。

1 射流分级原理

2.3 分析与测试

射流分级技术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技术

采用 Mastersizer2000 激光粒度仪分析粉末的

原型由德国 Karlsruhe 大学 Rumpf 教授、Clausthal

粒度分布；用 HITACHI SU5000 型扫描电镜观察

大学 Leschonski 教授发明，80 年代后期开始在日

粉末及制品断面形貌。

本实现商业化应用 [2]。国内在稀土抛光粉、铁镍
等金属粉的研制中得到应用，而钨粉的应用研究

3 结果与讨论

较少。射流分级机区别于一般带有转动部件（如

3.1 不同分散分级工艺方式对粉末粒度及解团聚

涡轮）的气流分级机，其本体内没有任何可动部件，

效果的影响

采用平面射流附壁流动原理——Coanda 效应 [2-3]。

采用液体分散剂，进行湿法机械打散，操作

是将气固两相流从喷嘴中高速喷出，由于该射流

时间 30min。钨粉 D50 由 14.16μm 降低为 9.71μm；

两侧的压强差异使射流急速偏转沿弯曲的固体壁

但 D90 反而由 36.45μm 增至 38.98μm，而且双峰

面作回转运动，由于不同粒径的颗粒其惯性力、

更为明显，如图 2 和图 3。说明该方式可实现部

离心力和流体阻力的差异产生不同的飞行轨迹。

分粉末细化，但整体分散效果不理想，且造成粉

细颗粒靠近曲面，粗颗粒远离曲面。分级刀口处

末粒度范围宽化。进一步观察处理前后钨粉形貌

·

72 ·

11 卷

热 喷 涂 技 术

如图 4 和图 5，发现粉末团聚现象明显。分析认为，
钨粉进行分散操作时，部分硬团聚在机械作用下
消失，但是由于范德华力影响，细粒径粉末又重
新形成软团聚。

50μm
图 2 原料钨粉粒度
Fig. 2 Particle size of the raw tungsten powder

图 5 机械打散后钨粉 SEM 形貌
Fig. 5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dispersed by mechanical approach

采用干法研磨方式操作 30min，钨粉 D50 由
14.16μm 降低为 7.59μm；同时 D90 由 36.45μm 降
低至 22.06μm，未出现双峰现象，如图 6 和图 7。
说明该方式细化效果明显，且粒度分布曲线收窄。

图 3 机械打散后钨粉粒度
Fig. 3 Particle size of the tungsten
powderdispersed bymechanical approach

图 6 原料粉末粒度
Fig. 6 Particle size of the raw tungsten powder

50μm
图 4 原料粉末 SEM 形貌
Fig. 4 SEM of the raw tungsten powder

图 7 机械研磨后粉末粒度
Fig. 7 Particle size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mechanical gr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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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形貌，发现粉末团聚现象加剧，如图 8。
团聚加剧主要是由于粉末在不断细化的过程中，
随着粒径的减小，比表面积增大，表面吉布斯自
由能增大，颗粒就会自发地相互连接 [4]。

图 10 气流分级后粉末粒度
Fig. 10 Particle size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air-stream classification

50μm
图 8 机械研磨后钨粉 SEM 形貌
Fig. 8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mechanical grinding

采用气流分级方式，钨粉 D50 由 14.16μm 降

50μm

低为 2.25μm；同时 D90 由 36.45μm 降低至 4.01μm，
且粒度分布窄化，如图 9 和图 10。说明该方式分
级及分散效果显著，图 11 显示该方式处理的钨粉
粒度均匀，且团聚现象明显改善。然而，由图 10

图 11 气流分级后粉末形貌（低倍）
Fig. 11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air-stream classification(low magnification)

可知，分级后粉末有轻微双峰现象，主要是由于
该方式为动态分级，物料与分级机的转子相互接
触，钨粉形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钨粉多面
体棱角被磨圆，并出现细小碎片，如图 12。

10μm
图 12 气流分级后粉末形貌（高倍）
Fig. 12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air-stream classification (high magnification)
图 9 原料粉末粒度
Fig. 9 Particle size of the raw tungsten powder

采用射流分级方式，钨粉 D50 由 14.16μm 降
低为 4.09μm；同时 D90 由 36.45μm 降低至 6.79μm，
粉末粒度呈标准正态分布，未出现双峰现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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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和图 14。说明该方式分级效果良好，图 15
显示该方式处理的钨粉粒度均匀，且团聚现象有
一定改善。然而原始粉末中有粗大颗粒，也有以
硬团聚或软团聚形式存在的团聚体。射流分级可
以实现粗大颗粒的有效去除，改善软团聚现象，

10μm

图 13 原料粉末粒度
Fig. 13 Particle size of the raw tungsten powder

图 16 射流分级后粉末形貌（高倍）
Fig. 16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jet grading (high magnification)

去掉了初始粉末中大部分的硬团聚，但对于部分
硬团聚无法彻底消除。在形貌方面，由于射流分
级属于静态分级，分级钨粉形貌保持良好，未遭
到破坏，如图 16。分级收得率高于 95%，该实验
所需中粉收集比例为原料粉末的 63%，若调整粉
末目标粒度范围，中粉收得率会有不同。
综上所述，对比不同粉末处理方式，射流分
级对于钨粉分散、分级具有良好的能力。该方式
具有如下特点：(1) 可精确剔出大颗粒和细小颗粒。
图 14 射流分级后中粉粒度
Fig. 14 Medium particle size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jet grading

(2) 在分级过程中能够保持原料形貌。由于在分级
过程中没有同原料发生大面积直接碰撞的机械部
件如涡流分级机的转子等，因此对原料的原始形
貌基本上不会造成破坏，从而便于充分发挥粉体
的固有属性。
粒度分布宽度是影响钨粉后续应用性能的重
要指标。一般通过比较粉末径距 span 值的变化来
表征粒度收窄的程度。span 值指 [D(0.9)-D(0.1)]/
D(0.5)，span 值的大小反应了钨粉粒度分布宽度，
span 值越小，则粒度分布越窄 [5]。根据不同用途
制品钨粉粒度需求，可以进行多次分散分级，不

50μm

断优化粒度范围。两种原料粉末经二次射流分级，
具体粒度情况见表 1。经计算，费氏粒度 3.2μm
的钨粉，分级前后钨粉的 span 值由 2.28 降至 1.06；

图 15 射流分级后粉末形貌（低倍）
Fig. 15 SEM of the tungsten
powder after jet grading (low magnification)

费氏粒度 5.5μm 的钨粉，分级前后钨粉的 span 值
由 2.69 降至 1.08，说明两种原料均可获得粒径分
布范围非常窄的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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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粒度钨粉分级后粒度情况
Table1 Particle size of two kinds of tungsten powder after grading
二次分级后激光粒度分布

原料钨粉

D(0.1)

D(0.5)

D(0.9)

原料粉 3.2μm

4.116

14.159

36.448

原料粉 5.5μm

6.277

15.674

48.370

3.2μm

2.459

4.094

6.785

5.5μm

3.227

5.481

9.149

3.2 射流分级粉末应用

烧结工艺，与分级处理后的钨粉进行烧结后的对

3.2.1 针对烧结制品的应用研究

比。

采用费氏粒度 3.2μm、5.5μm 的原料钨粉经

烧结体致密 / 疏松程度主要取决于烧结温度

二次射流分级后的中粉产物，经等静压压制、高

与粉末粒度，烧结温度越高，烧结完成度越好，

温氢气保护烧结后，制得多孔钨骨架及致密烧

烧结体致密性就越好；而粉末粒度越细，需要的

结制品。本试验采用等静压成型的粉末生坯各

烧结温度就越低。表 2 所示为费氏粒度 3.2μm、

部位孔隙率相对一致 性 更好，更 有 利 于 后续 的

5.5μm 分级钨粉压制成型烧结后的密度情况，并

烧结工艺形成均匀组织。对压制成型后的物料

根据测得的密度计算得到总孔隙率。结果表明，

进行氢气保护气氛下的高温烧结，所用高温烧

费氏粒度 3.2μm 的钨粉分级后在 1700℃ ~1900℃

结设备为中频感应烧结炉。烧结温度范围选取

之间烧结难以得到孔隙率大于 19% 的多孔钨，而

1700~2300℃，保温 3h 后随炉冷却至室温，并

5.5μm 钨粉分级后在此温度范围内烧结，均获得

使用两种未分级处理的原始钨粉进行相同压制、

总孔隙率为 19%~25% 之间的多孔钨。

表 2 不同粒度粉末不同温度下的烧结密度与总孔隙率
Table2 The density and porosity of compacts made of powders with different size and sinter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烧结温度 (℃ )

3.2μm 分级钨粉

5.5μm 分级钨粉

烧结密度 (g/cm3)

总孔隙率 (%)

烧结密度 (g/cm3)

总孔隙率 (%)

1700

15.74

18.45

14.67

23.99

1800

16.13

16.42

14.92

22.69

1900

16.80

12.95

15.86

17.82

2000

17.59

8.86

16.26

15.75

2100

18.08

6.32

16.78

13.06

2200

18.25

5.44

17.49

9.38

2300

18.40

4.66

17.98

6.84

采用原料粉末与处理后的中粉分别压制成生

后的粉末，更易获得高致密制品。分级处理处理

坯，由图 17-19 可以看出，较之未分级钨粉，分

后的钨粉具有更好的堆垛性能，有助于提升压坯

级后钨粉烧结所得多孔钨断口形貌孔隙分布更均

密度，促进后续烧结过程中收缩均匀。在 2300℃

匀。相比 5.5μm，采用费氏粒度 3.2μm 钨粉分级

高温下，尽管烧结后的晶粒明显长大，但是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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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仍 ≤50μm，且晶粒大小较为均匀，如图 20 所
示。由此可知，粉末分级预处理可提升钨制品烧
结性能。
(a)

图 18 原料费氏粒度 3.2μm 的钨粉分级前后烧结断口
SEM：(a) 原料钨粉，1700℃高温烧结；(b) 分级中粉，
1700℃高温烧结
Fig. 18 SEM of the fraction of compacts made of tungsten
powderswhose Fisher particle size is 3.2μm: (a)the raw
tungsten powder, sintered at 1700℃ , (b)medium particles
after grading, sintered at 1700℃

10μm
图 17 原料费氏粒度 5.5μm 的钨粉分级前后烧结多孔钨
断口 SEM：(a) 原料钨粉，1700℃高温烧结；(b) 分级中粉，
1700℃高温烧结
Fig. 17 SEM of the fraction of compacts made of tungsten
powder whose Fisher particle size is 5.5μm: (a)the raw
tungsten powder, sintered under 1700℃ , (b)medium
particles after grading, sintered under 1700℃

图 19 原料费氏粒度 3.2μm 的钨粉分级前后烧结断口
SEM：(a) 原料钨粉，2300℃高温烧结；(b) 分级中粉，
2300℃高温烧结
Fig. 19 SEM of the fraction of compacts made of tungsten
powderswhose Fisher particle size is 3.2μm:(a)the raw
tungsten powder, sintered at 2300℃ , (b)medium particles
after grading, sintered at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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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原料费氏粒度 3.2μm 的钨粉分级中粉 2300℃高温
烧结断口 SEM
Fig. 20 SEM of the fraction of compacts made of medium
particles which is obtained by grading tungsten powder
with3.2μm Fisher particle sizeand sintered at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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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未分级球形钨粉 SEM 形貌图
Fig. 21SEM of the spherical tungsten powder without
grading

3.2.2 针对喷涂粉末的应用研究
在热喷涂领域，由于钨粉硬度高，耐磨损，
耐冲蚀，可用作高温喷嘴等高温部件的耐热耐冲
蚀涂层。近年来，国内外针对等离子体制备球形
粉末开展了许多研究，制备了不同用途纳米及微
米级粉末 [6-8]。众所周知，均匀致密的涂层可实现
更好的耐热和耐磨效果，为此要求喷涂粉末流动
性好、粒度分布均匀。如果钨粉原始粒度分布不
均匀，在穿越等离子体炬时，钨粉颗粒受热及熔
化程度不一样，使钨粉液滴粘附、长大的几率增多，
导致制备出的球形钨粉粒度分布不均匀 [9]。采用
喷雾造粒、等离子球化制得球形钨粉，图 21、22
分别为采用和未采用分级技术获得的球形钨粉形
貌。可以看出，采用射流分级技术，实现了粉末
粒度均一化，对于提升喷涂质量有重要意义。如
前所述，射流分级与传统带有机械旋转机构的分
级方式相比，具有独特优势，在分级过程中能够
很好的保持原料形貌不受破坏。因此，在球形粉
体的制备流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将射流分级作
为粉末前处理或后处理工序，方便灵活。作为前
处理工序时，更易于控制球化参数，使得粉末受
热熔化均匀可控。

图 22 分级球形钨粉 SEM 形貌图
Fig. 22 SEM of the spherical tungsten powder after grading

4 结论
(1) 通过对比湿法分散、干法研磨、动态分级、
静态分级四种粉末处理方式，发现采用射流分级
技术实现了钨粉有效分级，粉末的粒度正态分布
良好，范围收窄非常明显，粉末形貌保持良好，
团聚现象有一定缓解。
(2) 钨粉分级预处理可有效控制钨制品烧结密
度、晶粒尺寸及分布均匀性。采用费氏粒度 5.5μm
的原料粉末，射流分级得到窄粒径分布的中钨粉
产物，经成形高温烧结后可制备多孔钨骨架，孔
隙质量较采用未分级钨粉明显提升，孔隙分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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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
(3) 采用费氏粒度 3.2μm 的原料粉末，更易获
得高致密制品。经分级处理后，获得的烧结制品
晶粒尺寸更为均匀，密度＞ 18.4g/cm3，粒度尺寸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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