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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 法制备球形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性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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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技术制备球形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利用激光粒度分析仪、O&N 分析仪、扫描电子显微镜(SEM)、X 射线衍射

(XRD)仪和纳米压痕仪对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粒径分布、氧氮含量、微观形貌、组织物相及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特性进行表征。 结果表明,
CuAl10Fe3 粉末的体积平均粒径(D50)为 74 滋m,松装密度、振实密度和流动性分别为4郾 45 g / cm3、4郾 6 g / cm3、16郾 3 s / 50 g;其平均氧、氮含量分别

为 0郾 024%和 0郾 004%,其中氧含量随 CuAl10Fe3 粉末粒度的减小而增大,氮含量则基本保持一致。 XRD 分析表明,CuAl10Fe3 粉末主要由 琢 相、
马氏体 茁忆相和少量的富铁 K 相组成。 大粒径粉末的表面形貌为快速凝固形成的花瓣状胞状树枝晶。 随着粉末粒度的减小,表面形貌由胞状树枝晶

向平面晶转变,截面形貌则由大块胞晶向细条状晶转变,且小粒径颗粒截面组织明显细化,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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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l10Fe3 spherical copper alloy powders were prepared directly from the master electrode by the plasma rotating electrode processing
(PREP). Then, the Laser particle size analyzer, O鄄N apparatu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X鄄ray diffractometer (XRD) and

nano鄄indentation tester were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ontent of oxygen and nitrogen, micromorphology, phase
composition and nano鄄hardness and modulus of the CuAl10Fe3 powders. It could be found from the results that the CuAl10Fe3 powders held an
average particle size (D50) of 74 滋m, the loose density of 4郾 45 g / cm3, the tap density of 4郾 6 g / cm3, the flowability of 16郾 3 s / 50 g. The mean
content of oxygen and nitrogen were 0郾 024% and 0郾 004%, respectively. The decrease of CuAl10Fe3 particle size would give rise to the increase
of oxygen concentration and exert no obvious effect on nitrogen content. XRD patterns of the obtained CuAl10Fe3 showed that the powders were
primarily composed of 琢 phase, martensite 茁忆phase, and a small amount iron rich K phase. As for the micromorphology of the CuAl10Fe3, pow鄄
ders with large particle size exhibits isometric petal鄄shaped cellular dendrite resulted from rapid solidification. The decrease of particle size forced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cell dendrites transform into planar crystals, the morphology of the cross section elements vary from the cellular crystal
to the fine stripe crystal. Moreover, CuAl10Fe3, powders with small particle size presented a greatly refined cross sec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improved nano鄄hardness and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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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言

铝青铜是机械工业领域中广泛应用的重要结构材料,当
其所含 Al 的质量分数为 5%~ 10%时,称其为简单铝青铜(即
二元 Cu鄄Al 合金) [1] 。 由于简单铝青铜受到硬度、屈强比、耐
磨性等性能的限制,在实际使用中常在其中添加一定量的

锰、铁、镍等元素来改善合金的性能,如铝青铜中添加一定量

的铁,凝固过程中富铁相的析出阻止结晶从而细化了晶粒,
显著提高了合金的综合力学性能。 目前,铝青铜合金由于价

格优势,已成为一些不锈钢、镍基合金和锡青铜合金等昂贵

金属材料的部分替代品。 其中,CuAl10Fe3 铝青铜合金以其

优异的加工可塑性和力学性能、耐磨、耐热和耐腐蚀性能被

广泛应用于轴承、轴套、齿轮、圆盘、导向摇臂衬套、接管嘴等

耐磨蚀零件的制造[1鄄5] 。
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迅猛发展,金属已成为当前研究的

热点之一,而粉末的质量对增材制造至关重要,其相关性能

(如成分、杂质、物理性能等)对最终产品的影响较大。 有研

究指出,如果使用低质量的金属粉末,即使采用最好的增材

制造工艺,仍然不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因此获得质优价廉

的球形合金化粉末是增材制造快速成形工艺制备高性能合

金构件的关键技术[6] 。 目前,激光选区熔化( 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激光近净成形(Laser engineered net shaping,
LENS)、电子束选区熔化(Electron beam selective melting,EB鄄
SM) [7]是最热门的粉床式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其对粉末粒径

的要求分别是 15 ~ 45 滋m、74 ~ 250 滋m、45 ~ 105 滋m[8鄄9] ,且
要求粉末纯净度高、球形度好、氧含量低、空心粉少。 粉末球

形度越高,流动性越好,铺粉均匀且易控制,粉末能量吸收稳

定,最终成形件成分均匀、晶粒细小,气孔少、致密性高,因
此,粉末的球形度是增材制造成形工艺的关键[7鄄13] 。

Grell 等[11]研究了 EBSM 技术中粉末氧化对制品的影

响,结果表明,粉末在夹杂和氧含量高的情况下,不仅在高温

下会发生氧化,还会直接导致粉末球化现象发生,最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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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致密性和成形质量。 汤慧萍等[12] 和 Li 等[13] 分别研

究了 EBSM 和 SLM 技术过程中孔隙缺陷的形成与控制,结果

表明,气雾化制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量的空心

粉,由于熔化和冷却速率较快,空心粉含有的气体来不及逃

逸,残留在打印件中形成气孔,从而影响制品的力学性能。
由此可见,研究原始粉末性能对增材制造工艺参数优化及提

高成形制品质量有重大意义。
现阶段,快速凝固制粉工艺是制备高品质、低成本合金

粉末材料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制备技术主要有惰性气体雾化

(Gas atomization,GA)和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Plasma rotating
electrode process,PREP) [14鄄15] 。 相对于惰性气体雾化技术,旋
转电极技术无需高速惰性气体流就能直接分散金属液流使

之雾化,可以避免气体雾化法中的“伞效应冶引起的空心粉末

颗粒的形成,加之气体雾化粉末球形度低、粉末粒度分布不

好控制等缺点,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法成为制备合金粉末的

主流发展方向[6,15鄄16] 。 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法制备的粉末基

本为球形、实心、致密,且粉末粒度分布较窄、松装与振实密

度高。 粉末粒径可通过电极棒转速与直径来控制,该技术由

于设备转速的限制,唯一的缺点是细粉收得率较低。 目前,
国内等离子旋转雾化制粉技术的研究以俄罗斯 70 年代的技

术及装备为基础,通过引进鄄消化吸收鄄再创新的方式进行自

主研发,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都已

研制出工业级和“桌面级冶PREP 制粉设备。 顶立科技研制的

“桌面级冶等离子旋转雾化设备,其尺寸小(椎700 mm伊200
mm),料棒限转速高达 50 000 ~ 60 000 r / min,产能可达到

20 ~ 30 kg / d(以 TC4 计),棒料直径为 20 ~ 30 mm,-300 目细

粉收得率高达 40%以上[16] 。
综上所述,PREP 具有工艺流程简单和制备粉末性能好

等优点,已成为增材制造高性能零部件的理想原材料技术

之一[17鄄19] 。 目前,该技术以制备高温合金和钛合金为主,国
内外针对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法制备铜合金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主要针对 PREP 技术制备的不同粒度铜合金粉末的

表面、截面组织、相及微观力学性能进行研究,以期为电子

束选区熔化增材制造工艺的制定及参数优化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本实验采用 PREP 技术制备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并

结合激光粒度分析仪、扫描电镜(SEM)、X 射线衍射(XRD)
仪和纳米压痕仪等研究粉末的粒径分布、显微组织、物相成

分及微观力学(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以期为铜合金增材制

造的工业应用奠定基础。

1摇 实验

本实验采用中频感应熔炼炉制备的成分为 CuAl10Fe3
的合金铸锭为原料,然后将其机加工成 椎75 mm伊300 mm 的

预合金电极棒,最后通过 PREP 技术制备铜合金粉末。 PREP
设备原理图如图 1 所示,可简单描述为:将铝青铜合金制成

自耗电极,通过同轴等离子体电弧加热源将自耗电机端部熔

化成液膜,液膜在旋转离心力的作用下被高速甩出形成液

滴,熔融液滴与雾化室内氩气(Ar)摩擦,在切应力下进一步

破碎,随后熔滴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快速冷却凝固形成球形

粉末[20鄄21] 。
在 PREP 制粉过程中,为保证气氛的纯净,雾化室先经三

次抽真空鄄充氩气洗炉,最后充入高纯氩气,气氛压力为

150 Pa。 所用高纯氩气的纯度为 99郾 99% ,等离子弧电流强

度为 2 000 A,转速为 15 000 r / min,棒材进给速度为 1郾 3 mm /
s。 粉末快速冷却凝固后落入粉末袋,将其收集起来,待冷却

后将粉末取出筛分。

图 1摇 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制粉示意图
Fig郾 1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sma rotating electrode process (PREP)

采用 Malven2000 型马尔文激光粒度分析仪(英国)测试

粉末粒径分布;采用霍尔流速计测试粉末流动性,采用自然

堆积法和震动漏斗法测试粉末的松装密度、振实密度;采用

ON鄄3000 氧氮分析仪测试粉末的氧、氮含量;采用 Quanta2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自带的能谱仪(EDS))分析粉末

的表面和截面形貌;采用 Rigaku / max 2400 X 射线衍射

(XRD)仪分析粉末的物相结构,Cu鄄K琢 靶(姿 = 0郾 154 2 nm),
光管电压 40 kV,电流 30 mA,扫描范围(2兹)20 ~ 90毅,扫描速

率 8 (毅) / min;采用 Triboindenter 型纳米压痕仪对粉末颗粒的

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进行测试,选用 Berkovich 压头,系统的

载荷分辨率为 10 nN,位移分辨率为 0郾 01 nm,施加最大位移

为 1 000 滋m,加载和卸载速率为 100 滋N / s,在最大载荷处持

续时间为 10 s,取三次实验数据求平均值。

2摇 结果与分析

2郾 1摇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粒径分布与显微组织

PREP 制备金属粉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粉末粒径取

决于电极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工艺参数,它主要影响金属液滴

的冷却速率[10] 。 经测定,粉末流动性、松装密度和振实密度

分别为 16郾 3 s / 50 g、4郾 45 g / cm3、4郾 6 g / cm3。 与同粒径的雾

化粉末相比[22] ,PREP 技术制备的粉末流动性和松装密度更

好,更适用于铺粉式增材制造技术。 图 2 是铜合金粉末的粒

径分布图,从图 2 可以看出,PREP 法制备的铜合金粉末粒径

分布在 30 ~ 150 滋m,平均粒径 D50 = 74 滋m 且粒度呈正态分

布。 表 1 是粉末粒度区间分布,可以看出,粉末粒度大部分

分布在 50 ~ 105 滋m(约为 82% )。 图 3 为制得的粉末的表面

和截面 SEM 照片。 从图 3a、b 可以看出,粉末颗粒表面光滑,
伴生颗粒及卫星粉少,颗粒外表面光洁度高。 从截面图来

看,颗粒剖面光滑致密,无空心粉、缩孔等孔隙存在,如图 3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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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区间粒度分布
Table 1摇 Particle size region distribution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Powder size <50 滋m 50—105 滋m 105—150 滋m >150 滋m

Mass fraction / % 10郾 33 82郾 08 7郾 10 0郾 49

图 2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粒径分布
Fig郾 2摇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图 3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 SEM 照片:( a、b)铜合金
粉末的表面形貌;(c)铜合金粉末的截面形貌
Fig郾 3摇 SEM image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 a, b)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copper alloy powders with various parti鄄
cle size; (c) cross鄄sectional morphology

在离心力作用下,金属液滴在飞行过程中有足够的冷却

时间,在表面张力作用下金属液滴逐渐球化后凝固,测得其

球形度可达 95%以上。 根据等离子旋转雾化机理,对液滴进

行受力分析可知,在液滴脱离电极棒端部后,只有当表面张

力与离心力相等时才具备了形成球形液滴的临界条件[18] ,可
用式(1)表述:

仔d3

6 籽棕2 D
2 =滓仔d (1)

式中:滓 为液滴表面张力,mN / m;d 为液滴直径,mm;籽 为液

滴密度,g / cm3;D 为电极棒直径,mm;棕 为电极棒角速度,
rad / s。 对于特定合金,籽、滓 是不变的,因此液滴的直径就是

粉末颗粒的直径,式(1)可表述为式(2)的形式:

d= M
棕 D

(2)

式中:M= 12
滓籽为常数。

可计算得到铜合金粉末颗粒直径与电极转速简单近似

表达为式(3):

d=6 000
n

1
D

(3)

式中:n 为电极棒转速,r / min。
由上述公式可知,粉末的粒度与电极棒的直径、转速以

及液滴的密度和表面张力有相互关系,可以根据工艺的不同

要求进行匹配。
2郾 2摇 气体杂质元素的影响

雾化粉末中的杂质含量,尤其是高的氧气、氮气含量将

会严重损害铜合金制件的力学性能,且粉末表面的氧化层和

氮化层会对粉末后续致密化过程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雾化

和粉末收集过程均需要在高纯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以降低

粉末的气体杂质含量。 由图 4 可以看出,粉末中氮气的含量

很低,并且氮含量随粉末粒度的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

0郾 004% (质量分数)以下;粉末中的氧含量则随着合金粉末

的粒度变小而逐渐增大,当粉末颗粒尺寸减小到 78 滋m 以下

时,氧含量为 0郾 024% (质量分数),仍保持较低的水平。 粉体

颗粒表面若吸附微量的水蒸气和氧气等有害杂质,将直接影

响粉末冶金制品的性能,因此需要尽可能地降低粉末中杂质

的含量。

图 4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氧、氮含量随粉末粒径的
变化
Fig郾 4摇 Oxygen and nitrogen content of CuAl10Fe3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as a function of particle size

2郾 3摇 不同粒径铜合金粉末的形貌及相结构

2郾 3郾 1摇 粉末表面形貌

PREP 技术制备的不同粒径粉末在不大于 75 滋m、75 ~
105 滋m 和不小于 105 滋m 三个粒度区间对应的表面形貌如

图 5 所示,可以看出,不同粒径范围的合金粉末均以球形为

主。 对比图 5a—c 可知,粉末粒径越小,其表面越光滑,球形

度越高。 粉末在不小于 105 滋m 粒度区间的表面凝固组织形

貌为花瓣状的胞状树枝晶,且粉末表面粗糙不平整,光滑度

较差,个别粉末有卫星球;随着粉末粒度的减小,粉末在 75 ~
105 滋m 粒度区间的表面形貌逐渐演变为尺寸相对较小的花

瓣状胞状枝晶;在不大于 75 滋m 粒度区间,粉末表面均为细

小的胞状晶,且粉末晶粒尺寸细小,表面光滑,无卫星球。 总

体上,随着粉末粒度的减小,粉末的表面形貌由粗大胞状树

枝晶转变为细小的胞状晶。 这也与经典快速凝固理论具有

相似的形貌演变规律[23鄄24] ,即随着粉末粒度减小,粉末发生

“花瓣树枝状寅胞状寅平面状冶转变。 另外,粒径较大的粉末

表面胞状晶粒晶界处有白色相存在,随着粉末粒度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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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晶组织细化,白色相缓慢减少。 这是因为粉末粒度与冷却

速率密切相关,所以不同粒径粉末的表面形貌差异主要是

冷却速率的差异引起的。 粉末粒径和表面光洁度与冷却速

率相关,尺寸小的粉末表面光洁是因为冷却速率高时,会使

得结晶过程受到抑制,粉末表面只有轻微的收缩;大尺寸颗

粒的冷却速率相对较低,因其体积较大,冷却凝固时间较

长,容易造成凝固收缩差异,从而使得大粒径粉末表面光洁

度较差。

图 5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不同粒度区间的表面形貌:
(a)逸105 滋m,(b)75 ~ 105 滋m,(c)臆75 滋m
Fig郾 5摇 Surface morphology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with particle size range of (a)逸105 滋m,(b)75—105 滋m,(c)臆75
滋m

2郾 3郾 2摇 粉末截面形貌

粉末颗粒的内部组织既反映合金的凝固状态,也体现凝

固过程中合金的结晶和长大状况[22] 。 图 6 所示为不同粒径

粉末横截面的 SEM 形貌。 随着粉末粒径的减小,组织由粗大

的胞状晶(图 6a)逐渐转变为“短针状冶枝晶(图 6b),最后转

变为生长方向不一的 “细长条状冶棒状晶(图 6c),粉末晶粒

尺寸逐渐减小。 表 2 为铜合金粉末不同粒度区间粉末中心

处 X 射线能谱分析(EDS),粉末与原材料铸锭电极棒成分相

比,Al 含量稍有烧损。

表 2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不同粒度区间的 X 射线能谱
分析(EDS)
Table 2摇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with various particle size ranges

Particle size range
Elements / at%

Al Fe Cu

臆75 滋m 9郾 49 2郾 77 87郾 74

75—105 滋m 9郾 56 3郾 01 87郾 43

逸105 滋m 9郾 68 2郾 82 87郾 50

2郾 3郾 3摇 粉末的物相结构

图 7 所示为不同粒径铜合金粉末的 XRD 谱。 由图 7 可

知,粉末的相组成主要为 琢 相、马氏体 茁 相和少量的 K 相。
琢 相是以铜为基的固溶体塑性相,为面心立方结构( fcc);茁
相是高温塑性相,为体心立方结构;K 相是弥散分布的颗粒

富铁相。 当铝含量较高( >9郾 4% )时,由于实际冷却条件不

同,在 565 益时发生的 茁寅琢+酌2 共析转变往往不能完成,总
会保留一部分 茁 相,茁 相随后少量分解为(琢+酌2)共析体及 茁
相以无扩散相变的形式转变为马氏体 茁忆相,此时金属强度明

显上升而塑性有所下降[25] 。

图 6摇 PREP 制备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不同粒度区间的截面形貌:
(a)逸105 滋m,(b)75 ~ 105 滋m,(c)臆75 滋m
Fig郾 6摇 Cross鄄sectional morphology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鄄
pared by PREP with particle size range of (a)逸105 滋m,(b)75—105 滋m,
(c)臆75 滋m

图 7摇 PREP 制备的不同粒径区间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 XRD 谱
Fig郾 7摇 XRD pattern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with various particle size ranges

铜合金粉末的相组成与粒度密切相关,结合图 5 粉末的

表面形貌可知,粉末外表面组织主要由胞状等轴树枝晶 琢 相

组成,靠近粉末界面的 琢 相较多且晶粒比较粗大,如图 5a 所

示。 随着粒度减小、冷却速率的提高,粉末表面的白色颗粒

慢慢消失,颗粒表面变得光亮整洁,这是由于冷却速率的提

高造成结晶过程的抑制,表面只有轻微的收缩[23] ;而对于粉

末截面组织则由粗大胞状晶向细长条的棒状晶组织转变。
这是由于等离子旋转雾化粉末在快冷条件下,茁寅琢+酌2 的转

变往往不能完成,而保留少量 茁 相,茁 相的出现阻碍了先析

出相晶粒的长大。 从图 7 不同粒径粉末的 XRD 谱中也可以

看出,随着粒径的减小,衍射峰的半高值宽化,说明粉末粒径

在变小,晶粒逐渐得到细化。 同时小粒径粉末 琢 相( fc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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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都在减小,茁 相( bcc)的峰值在增加,说明随粒径的减

小,塑性相 琢 相减少,茁 相增多,同时 K 相也略微增多。 这是

因为金属熔滴的冷却速度极快,茁寅琢+酌2 的共析体分解被抑

制,茁 相来不及析出 琢 相,在随后的冷却中发生无扩散型相

变,生成针状的马氏体 茁忆组织。 同时,少量铁的加入,具有析

出变质作用,阻止相变重结晶从而细化晶粒。 由此可以得出

粉末颗粒的冷却速率越高,其晶粒组织越细小致密,综合力

学性能就越好。
同时发现,颗粒外层晶粒比内部晶粒组织细小致密,这

是由于粉末制备过程中熔融的金属液滴表面与其内部冷却

不同步,粉末外层的冷却速率较快,能够抑制外层晶粒的生

长和组织的粗大,使粉末外层具有较细的组织。
2郾 4摇 不同粒径粉末的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分析

图 8 为不同粒径铜合金粉末的加、卸载荷鄄压深曲线。 可

以看出,加载和卸载曲线近似抛物线,表明该合金在压头压

力作用下既产生了弹性变形,又产生了塑性变形[26] 。 在最大

深度 1 000 nm 处保持 10 s,曲线上出现微小的平台,说明合

金产生了蠕变,合金粉末的蠕变量约为 8 nm。 卸载后弹性变

形得到恢复,而塑性变形则保留了下来。 为了定量地表征塑

性变形的大小,采用弹性回复系数 R(式(4))评价合金的塑

性。

图 8摇 PREP 制备的不同粒径区间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纳米压痕
载荷鄄压深曲线(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8 摇 Load鄄displacement curves obtained by nanoindentation test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pared by PREP with various particle size
ranges

R=
hmax-hf

hf
伊100% (4)

式中:hmax和 hf 分别为纳米压痕过程中峰值载荷下的最大位

移和卸载后的参与位移。
表 3 为铜合金粉末的纳米压痕测试结果,列出了不同粒

径粉末的纳米压痕硬度(H)、弹性模量(Er)和弹性回复系数

(R)。

表 3摇 PREP 制备的不同粒径区间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纳米压痕测
试结果
Table 3 摇 Nanoindentation result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鄄
pared by PREP with various particle size ranges

Powder
size H / GPa Er / GPa hmax / nm hf / nm R / %

逸105 滋m 3郾 502 84郾 89 1014郾 74 752郾 98 34郾 76

75—105 滋m 3郾 953 85郾 32 1011郾 99 756郾 98 33郾 69

臆75 滋m 5郾 434 114郾 87 1009郾 45 701郾 20 43郾 96

摇 摇 图 9 为不同粒径铜合金粉末截面中心位置的纳米硬度

和弹性模量曲线。 由图 9 可以看出,随着粉末粒度的增大,
粉末的纳米硬度和弹性模量同时逐渐减小。 这是由于随着

粉末粒度的减小,粉末相组成和组织细化程度也在发生变

化[27] 。 首先,随着粉末粒径的减小,截面晶粒组织细化,如
图 6 所示。 其次,结合图 7 可知,大尺寸(75 ~ 105 滋m)的粉

末中呈现粗大的胞状晶组织的是塑性 琢 相。 随着粒径减小、
冷却速率的加快,最小尺寸区间(臆75 滋m)粉末颗粒中 K 相

和条状的马氏体 茁忆相含量增加,使得粉末的显微纳米硬度和

弹性模量明显提高。

图 9摇 PREP 制备的不同粒径区间的 CuAl10Fe3 铜合金粉末的纳米硬度
和弹性模量
Fig郾 9摇 Nano鄄hardness and modulus of CuAl10Fe3 copper alloy powders pre鄄
pared by PREP with various particle size ranges

3摇 结论

(1)采用等离子旋转电极雾化技术,当电流强度为 2 000
A,转速为 15 000 r / min 时制备出粒径范围为 40 ~ 150 滋m 的

CuAl10Fe3 球形铜合金粉末。 粉末的平均粒径 D50 = 74 滋m,
其松装密度、振实密度和流动性分别为 4郾 45 g / cm3、4郾 6 g /
cm3、16郾 3 s / 50 g。

(2)粉末平均氧含量为 0郾 024% ,随着粉末粒径的减小,
氧含量有所增加,但不超过 0郾 026% ;氮含量随粉末粒径减小

的变化不大,约为 0郾 004% 。
(3)随着粉末粒度的减小,粉末表面发生“花瓣树枝状寅

胞状寅平面状冶的转变,粉末截面则发生“胞状晶寅短针状寅
细长条状冶枝晶的转变;相组成主要为 琢 相、残留未转变的马

氏体 茁忆相和少量的富铁 K 相。
(4)由于不同粒径粉末的冷却速率不同,随着粒径的减

小,组织逐渐变得均匀并得到细化,加上弥散相 K 相的增加

和硬脆相马氏体 茁忆相的出现,使得小颗粒粉末的纳米硬度和

弹性模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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