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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WC-MoCoB 金属陶瓷涂层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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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碳化钨、碳化硼、钴和钼粉末为原料，按一定比例进行机械混合，采用团聚烧结工艺制备了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粉末，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能谱分析 (EDS) 和 X 射线衍射分析 (XRD) 对其微观
形貌、元素含量和相组成进行了表征；进而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 (HVOF) 工艺制备了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
涂层，并对涂层的微观组织、显微硬度、结合强度及抗腐蚀等性能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团聚烧结工艺制
备的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粉末具有流动性好、松装密度较高的特点。该粉末经过超音速火焰喷涂加工形成
的复合金属陶瓷涂层，结合强度高、孔隙率低，同时表现出优异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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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he WC-MoCoB Cermet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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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raw materials, such as tungsten carbide, boron carbide, cobalt and molybdenum
powders, were mixed mechanically on a certain ratio. WC-MoCoB composite cermet powders were prepared by
agglomeration sintering process, and its morphology, element contents and phase structures were observed by
SEM, EDS and XRD. In addition, WC-MoCoB composite cermet coating was prepared by high-velocity oxygenfuel spraying (HVOF) process. And its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including microstructure, microhardness, bonding
strength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C-MoCoB composite cermet powder
prepared by the agglomeration sintering proc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fluidity and high bulk density. The
composite cermet coating, which is processed by HVOF, has a high bonding strength, low porosity and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e.
Key words: WC-MoCoB；HVOF；Microstructure；Coating properties

0 引言
近年来，海洋盐雾腐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非常大。因此，为了减少海洋盐雾腐蚀的影响，
对暴露构件的表面进行防腐蚀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盐雾实验作为一种实验室加速腐蚀实验手段，可
以模拟海洋对金属构件的腐蚀，是检验材料耐盐
雾腐蚀性能的一种重要手段 [1,2]。
热 喷 涂 涂 层， 特 别 是 高 速 氧 燃 料 火 焰 喷 涂
(HVOF) 工艺制备涂层，已经应用于各类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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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音速喷涂碳化钨 (WC) 基金属陶瓷涂层不

温烧结法，制备出了流动性较好、松装密度较高

仅具有硬度高、韧性强、耐磨损、耐腐蚀等优异

的球形金属陶瓷粉末，然后采用超音速喷涂工艺

特性，而且制备速度快、成本低，已广泛地应用

成功制备出了孔隙率低、结合强度高和耐腐蚀性

[3]

于航空航天、机械、化工、汽车、电力等领域 。

能优异的新型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并观

随着热喷涂技术的发展和热喷涂工艺参数的逐步

察其在盐雾环境中的耐蚀性能。

优化，热喷涂涂层逐渐向着粘合强度高，残余应
力小和孔隙率低的方向发展。其中，碳化钨 (WC)
基金属陶瓷涂层材料，由于其高耐磨性和高温下的
[4]

[5]

1 试验
1.1 原材料选取

优异机械性能而备受关注 。王立杰等人发现 ，

选 用 Mo 粉（ 纯 度 ≥ 99.9 ％， 粒 度 为 1-3

向 WC-Co 中添加铬元素可以显著提高涂层的耐蚀

μm）、WC 粉（ 纯 度 ≥ 99.9 ％， 粒 度 为 0.8-1.2

性，其中金属粘结剂的化学成分是影响中性蒸气

μm）、B4C 粉（纯度 ≥ 99.9％，粒度为 1 μm）、

环境 HVOF 喷涂 WC 金属陶瓷涂层耐腐蚀性的重

Co 粉（纯度 ≥ 99.9％，粒度为 1-2 μm）为主要原料，

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设计 WC 基的金属陶瓷

并添加少量的粘结剂 PEG4000(3wt.％ ) 和消泡剂

[6]

涂层的成分 ，以适应耐腐蚀严苛的环境。到目

正辛醇，按照 WC-42.3Mo-4.9B4C-12Co 进行配料。

前为止，关于海洋大气中船体结构腐蚀的系统研

1.2 新型 MoCoB 基金属陶瓷粉体制备

[7]

究很多 ；然而，关于热喷涂 WC 金属陶瓷涂层

首先将原料进行湿法混料球磨，固含量控制

腐蚀的研究鲜有报道，特别是含有三元硼化物作

在 70％ ~75％左右，混料是球料比在 2.5~2.7:1，

粘结剂的 WC 金属陶瓷涂层在高温盐蒸气中的腐

球磨混料时间为 24h。然后将混合好的料浆在喷

蚀。

雾干燥机上进行喷雾干燥，喷雾干燥工艺参数如
本实验主要采用团聚烧结法是将碳化钨

表 1 所示。最后将喷雾干燥收集的粉末于真空氢

(WC)、 碳 化 硼 (B4C)、 钴 (Co) 和 钼 (Mo) 四 种 原

气气氛脱脂烧结炉中进行脱脂烧结，烧结后的粉

料粉按一定比例进行机械混合，经喷雾干燥 - 高

末需进行破碎和筛分。

表 1 喷雾干燥工艺参数
Table1 Spray drying process parameters
进口温度/℃

出口温度/℃

雾化盘转速/Hz

送料量/ (ml/min)

280~300

130~140

40~42

630~650

1.3 涂层制备

采用 SU5000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对 MoCoB

本实验采用 JP-8000 超音速火焰喷涂设备进

基金属陶瓷粉末及涂层微观组织形貌进行观察；

行涂层的制备。此设备以煤油作为燃料，氧气作

采用 WDW-100A 型万能试验机，按照国家标准

为助燃气，氮气为送粉载气。实验中以 316L 不锈

GB8642-2002 对涂层的结合强度进行测试，试验

钢作为喷涂基体，其尺寸为 φ50mm×5mm。首先

结果取 5 组平行试样的平均值。采用 402MVA 显

以无水乙醇对基体进行清洗，在喷涂前用 60 目的

微维氏硬度计测定涂层的显微硬度，测量时施加

白刚玉沙 (Al2O3) 对基体进行喷砂粗化处理，并在

的载荷为 300g，持续时间 10 秒，取 5 个均匀分

喷沙工艺后以压缩空气对基体表面进行吹扫。本

布的点进行测定，取其平均值。

实验中，氧气流量选择 2000L/min，煤油流量选

1.5 涂层耐腐蚀性能测试

择 6L/h，喷涂距离选择 360mm，制备涂层厚度为

根据 GJB150.11A-2009 实验室盐雾腐蚀实验

200μm。

方法，本实验中采用 5%±1%NaCl 的中性盐雾腐

1.4 组织及性能检测

蚀实验来检测涂层样品的耐蚀性。本涂层基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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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L 不锈钢，耐蚀性差，因此将基体部分涂上防

从表面图的形貌可以看出，粉末中粘接相熔融性

锈胶，进行耐蚀处理。实验中采用 5%±1% 氯化

较好，且在硬质相周围分布均匀，颗粒组织比较

钠溶液，中性范围 pH 值 (6.5~7.2) 作为喷雾溶液。

紧凑。粉体颗粒中的孔结构是由于在烧结过程中

试验温度均取 35±2℃，盐雾沉降率在 1~3ml/80

颗粒内部有机物的挥发向外逸出所留下的孔道。

2

-1

cm •h 之间。将样品放入盐雾腐蚀实验机，对涂

该复合结构团聚粉末能够有效避免复合粉末在超

层进行 48h 的喷盐雾腐蚀实验程序，实验过程中

音速火焰喷涂过程中被烧蚀分解，同时也在喷涂

应确保试验箱内的风速尽可能为 0。试验结束后

过程中更容易吸收热量，熔化均匀，沉积效果更好，

取出检测分析。

减少脱碳现象的发生 [8]。
图 2 是球状 WC-MoCoB 金属陶瓷复合粉末

2 结果及分析

颗粒剖面的元素平面分布图。由图可知，Co 元素

2.1 WC-MoCoB 金属陶瓷粉末性能分析

分布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球形表面，说明粉末

图 1 为 采 用 团 聚 烧 结 法 制 备 的 WC-MoCoB

在混料的均匀性以及烧结过程中 Co 元素的扩散

金属陶瓷复合粉末。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粉末

较为均匀，加热速度、保温时间较合理。W、Mo

颗粒呈较为规则的球形，粉末粒径范围为 -325+500

元素整体分布也算均匀，局部出现富 Mo、贫 W

目，应为 -45μm+28μm，测试表明其松装密度为 3.36

元素分布区域，分析表明，这是由于添加了 WC

3

g/cm ，流动性为 21.89 s/50 g，适合作为超音速火

造成的，因为碳化钨是硬质难熔相，难以发生元

焰用喷涂粉末。图 1(a) 在低倍下可以看出粉体的

素的扩散流动，同时碳化钨颗粒对 Mo 元素的扩

球形度，大部分颗粒呈球形，这样在喷涂过程中

散有阻隔作用 [9]。

就会流动性较好，便于送粉；图 1(b) 在 2000 倍下，

图 3 为 WC-MoCoB 复 合 金 属 陶 瓷 粉 末 的 X
射线衍射图谱。从图中可见，粉体的物相组成包

(a)

括 三 元 硼 化 物 (CoMo2B2) 和 二 元 碳 化 物 (WC、
Mo2C)，二元硼化物与单质钴的反应比较容易 [10]，
由此推测发生了钼与碳化硼生成二元硼化物的反
应，再与钴进一步反应生成三元硼化物陶瓷的物
相。二元硼化钼价格昂贵，相比于传统的二元硼
化物与金属钴单质进行热反应生成三元硼化物的
制备方法，该方法生成三元硼化物同样达到生成
100μm

该物相的效果，同时降低了原料成本，是理想的
相组成结果。

(b)
2.2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涂层性能研究
2.2.1 涂层微观组织结构分析
图 4 为超音速火焰喷涂后 WC-MoCoB 复合
金属陶瓷涂层扫面电镜背散射照片。从图中可以
看出，涂层与基体结合良好，没有明显的裂纹和
间隙，涂层结构致密均匀、孔隙率较低，image J
软件计算涂层平均孔隙率为 1.06%。涂层的孔隙
20μm
图 1 WC-MoCoB 复合粉末微观形貌
Fig.1 Microscopic photo of the WC-MoCoB composites powders

率明显低于常规 WC-Co 多峰涂层的孔隙率（分别
为 1.32%、1.78%、2.26%）[11]，涂层致密度进一
步提升，进而提升复合涂层抗盐雾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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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0μm
(c)

(d)

60μm

60μm

图 2 WC-MoCoB 复合粉末颗粒的表面元素的平面分布：
(a) 颗粒剖面；(b)Co 元素分布；(c)Mo 元素分布；(d)W 元素分布
Fig.2 The map scanning analysis of WC-MoCoB composites powders:
(a)particle profile, (b)Co element distribution, (c)Mo element distribution, (d)W element distribution

2.2.2 涂层显微硬度及结合强度
表 2 为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涂层截面
显微硬度测试结果。由表可知，涂层截面显微硬
度高达 1229.3 HV0.3，而其基体 316L 不锈钢硬度
通常小于 200 HV0.3，涂层明显高于基体的显微硬
度。这主要是由于在涂层中同时存在 WC 硬质陶
瓷相和三元硼化物 CoMo2B2 相，使得涂层呈现出
高硬度特征。表 3 是 WC-MoCoB 复合金属陶瓷
涂层的结合强度测试结果，其平均结合强度达到
了 81.3 MPa。经过对断口的观察，发现每次拉伸
断裂面均为胶面，而涂层未发生断裂，这表明使
图 3 WC-MoCoB 复合粉末的 XRD 衍射曲线
Fig.3 XRD patterns of WC-WB-Co composite powders

胶体发生断裂的拉力无法使涂层发生断裂，因此
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高于胶的粘结强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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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50μm

10μm
图 4 WC-MoCoB 复合涂层微观形貌
Fig.4 Microscopic photo of the WC-MoCoB composite coating
表 2 WC-MoCoB 复合涂层的显微硬度
Table2 The micro hardness of WC-MoCoB composite coating
编号

1

2

3

4

5

平均值

显微硬度/HV0.3

1261.2

1040.5

1397.7

1153.3

1294

1229.3

表 3 WC-MoCoB 复合涂层的结合强度
Table3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WC-MoCoB composite coating
编号

1

2

3

4

5

平均值

结合强度/MPa

87.31

77.99

82.42

78.05

80.74

81.3

超音速火焰喷涂工艺制备的 WC-MoCoB 复合金

脱落，形成图中的腐蚀斑点。一方面涂层表面的

属陶瓷涂层具有良好的结合强度。

孔隙易成为腐蚀介质 Cl- 的扩散通道，致使孔隙局

2.2.3 涂层耐盐雾腐蚀性能

部范围内 Cl- 浓度高，引发局部点蚀；另一方面，

本实验中采用 3.5%NaCl 的中性盐雾腐蚀实

一些微观缺陷或者不均匀的表面微观结构，容易

验来检测涂层样品的耐蚀性。本涂层基体为 316L

引起局部各点的腐蚀电位差，形成微观腐蚀电池，

不锈钢，耐蚀性差，因此将基体部分涂上防锈胶，

进而导致涂层的进一步腐蚀。图 5 为腐蚀前后的

进行耐蚀处理。实验中对涂层进行 48h 盐雾腐蚀

SEM 对比图片，可以看出，涂层腐蚀前后形貌变

实验，取出检测。

化不大。由此可以判断，涂层具有很好的耐蚀性，

实验前对样品进行称重，其重量为 12.7g。将
样品进行盐雾腐蚀后取出，洗净并吹干后进行称
重，其重量仍为 12.7g，图 4 为涂层表面宏观形貌，

腐蚀程度较轻。

3 结论

可以看出涂层表面出现少量腐蚀斑点。由此判断，

(1) 本文以碳化钨、碳化硼、钴和钼粉末为

涂层表面发生少量腐蚀。由于涂层中含有 WC 相

原料，采用团聚烧结工艺制备出了新型的 WC-

和 Co 相，在腐蚀中生成 CoO 和 WO 3 相。生成

MoCoB 复合金属陶瓷粉末，所制备粉末颗粒球形

的相耐蚀性差，在盐雾腐蚀容易发生点蚀，逐渐

度高，粉末粒径范围为 -325~+500 目，其松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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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金属陶瓷涂层，涂层组织均匀致密，孔隙率低，
其显微硬度可高达 1229.3 HV0.3，结合强度达到了
81.3 MPa。盐雾腐蚀试验表明，该涂层具有优异
的耐腐蚀性能，能够有效提升零部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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