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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给后续的致密化工序（如热挤压）提供较高质量的烧结坯，用扫描电镜和光学显微镜分析了 ３％Ｃ－
Ｃｕ 机

械球磨复合粉末所制备烧结坯的显微组织，并研究了工艺参数对其相对致密度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烧结温度对
未机械球磨混合粉烧结行为的影响很大，而机械球磨复合粉对烧结温度不敏感。 真空热压烧结可以明显地促进致
密化过程。 提高烧结温度、延长烧结保温时间或增加热压压强，均有助于提高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 在相同条件
下，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随着复合粉末机械球磨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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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 ／
铜复合材料在摩擦材料、含油轴承、电接
触材料、导电材料和机械零件材料等领域发挥着重

［ １－
３］

要作用
。 石墨 ／
铜复合材料为假合金，铜与石墨
［ ４－
７］
互不相溶，因此也被称为“厌溶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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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平，等：３％Ｃ－
Ｃｕ 机械球磨复合粉末的烧结

烧结是粉末冶金的一个关键工序。 通过烧结可
以控制材料的显微组织结构，对于现代工程技术材
料而言极其重要。 粉末体经冷压成形后，颗粒间的
接触有所增加，但只有通过烧结，具有一定物理和机
械性能的压坯才能满足使用要求。 此外，在烧结以
前各工序所带来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如成形压力的
波动及成形剂的存在等，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调
整烧结工艺条件而得以纠正、弥补或消除。 烧结过
程不仅影响粉末的致密程度，而且对材料的组织有
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组织对材料的性能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因此，烧结过程工艺参数的选择必须综合
考虑致密度和组织之间的权衡。
烧结膨胀是石墨／
铜复合材料所具有的特
［８－
９］
点
。 如何尽可能地抑制石墨 ／
铜复合材料的烧结
膨胀，成为获得理想致密度烧结坯的关键。 加压烧
结或二次烧结可以较好地解决石墨 ／
铜复合材料的
［１０－
１１］
烧结膨胀问题
。 本文主要研究了 ３％Ｃ－
Ｃｕ 机
械球磨复合粉末的烧结行为。

１

１８９

描电镜（ 加速电压 １５ ｋＶ，发射电流 ８ ５００ ｎＡ） 观察
烧结坯内部的显微组织。
依据 ＧＢ５１６３—８５，用阿基米德法测量密度，并
与其理论密度相比较求得相对致密度。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 １ 所示为球磨 ３ ｈ 的复合粉制备的冷压坯在
不同烧结条件下所得烧结坯的扫描电镜图。 由图 １
（ａ）可见，采用真空烧结所得到的坯料，内部组织非
常疏松，孔隙所占的比例很大，不能有效地提高材料
的致密度，无法为后续的热挤压工艺提供理想的坯
料。 石墨 ／
铜材料具有烧结膨胀的特点，真空烧结反
而扩展了生坯压制阶段所产生的侧表面裂纹，而在
坯料内部则表现为孔隙增多，组织变得更为疏松。
图 １（ ｂ）所示的烧结坯，尽管热压烧结中施加的压强
较小，却能有效地减少内部孔隙，提高烧结坯的致密
程度，因此热压烧结可以明显地促进坯料的致密化。

材料及实验方法

本实验的工艺路线为：混粉→ 机械球磨 → 压坯
压制→真空（热压）烧结。
实验用树枝状电解铜粉和片状石墨粉均为商业用
粉末，平均粒径分别为 ５０ μｍ 和 ３８ μｍ，纯度 ９９．
９％。
加入 １％的硬脂酸作为过程控制剂，以防球磨
过程中粉末的过度焊合及避免粘球。 铜粉和石墨粉
按照质量比 ９７∶３ 在混粉机中经初步混合，放入高
能球磨机球磨桶内球磨。
为防止粉末在球磨过程中氧化，采用高纯氩气作
为保护气体，球磨时球磨桶内充氩气至 ０．
１５ ＭＰａ。
磨球材料为 ＧＣｒ１５，直径 ８ ｍｍ，球料质量比为 １０∶１。
球磨时在桶壁采用循环水强制冷却，以免球磨桶的
温升太高。 转子转速为 ３００ ｒ ／
ｍｉｎ。
采用合理的压制工艺参数制备冷压坯：压制压
强 ７００ ＭＰａ，保压 ３０ ｓ。
－４
在最大真空度达 １０ Ｐａ 的 ＺＲＹ４５Ａ 型多功能
真空热处理炉中进行真空烧结和真空热压烧结。 真
空热压烧结制度为：采用石墨模具，抽真空，升温速
率为 １５ ℃ ／
ｍｉｎ，升温阶段加压大小为预定压强的
１／
２。 当达到预定温度时，迅速加压至预定压强，经
历实验所需的保温时间后，炉冷至 ４００ ℃除去压强，
炉冷至室温出炉。
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ＰＭＧ３ 光学显微镜、Ｓ－
５７０ 型扫描电
子显微镜（ 加速电压 ２０ ｋＶ） 和 Ｓ－
４７００ 型场发射扫

图１

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烧结坯的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
１ ＳＥＭ ｏｆ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ｉｌｌｅ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３ ｈ－
ｍｉｌｌ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图 ２ 为未球磨混合粉经压制和真空热压后所得
烧结坯腐蚀后的光学显微组织。 铜与石墨界面处存
在着尖角，表明 Ｃｕ 与 Ｃ 之间没有烧结扩散作用。
［ １２］
有关资料也证实存在着这种现象 。 经过压制成
形，粉末颗粒受到了一定的加工变形，因此，在烧结
时粉末颗粒要发生回复、再结晶和晶粒长大。 可见，

图２

经腐蚀，２０ ＭＰａ

未球磨混合粉真空热压烧结坯的光学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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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ｉｌｌｅ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０ ｈ－
ｍｉｌｌｅｄ ｐｏｗｄ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ｃｕｕｍ ｈｏｔ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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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温度越高，所得烧结坯中的 Ｃｕ 晶粒就越大，并
且主要以孪晶铜的形式存在。 由于混合粉没有经过
机械球磨，只是 Ｃｕ 与 Ｃ 粉之间的简单混合，因此，
其中的 Ｃ 颗粒尺寸较大，且分布不均匀，对 Ｃｕ 晶粒
的长大所起的抑制作用不太大，从而得到 Ｃｕ 晶粒
尺寸较大的烧结坯。 图 ２ 也说明，烧结温度的高低，
极大地影响着未球磨混合粉的烧结行为，未球磨混
合粉对烧结温度很敏感。
图 ３ 所示为机械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经压制和真空
烧结后所得烧结坯腐蚀后的光学显微组织。 显然，
图 ３ 中的 Ｃｕ 晶粒尺寸要比图 ２ 中所示的小得多。
用扫描电镜分别观察了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经 ６００ ℃和
８５０ ℃真空热压烧结坯腐蚀后的显微组织 （ 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见，铜与石墨界面处同样存在着尖
角，表明 Ｃｕ 与 Ｃ 之间没有烧结扩散作用。 ２ 种烧结
坯中的 Ｃｕ 晶粒非常细小。 这是因为，经３ ｈ机械球磨
得到了 Ｃｕ 晶粒和 Ｃ 颗粒均被细化的 Ｃ ／
Ｃｕ 复合粉，
而且弥散分布于其中的 Ｃ 颗粒，在烧结阶段有效抑制
了球磨阶段预变形及后续压制阶段产生加工变形的
Ｃｕ 晶粒长大，从而得到晶粒细小而均匀的 Ｃｕ 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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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粒十分接近，分别约为 ０．
６ μｍ 和 ０．
８ μｍ。 说明经
３ ｈ 机械球磨后，烧结温度的高低几乎不影响烧结
坯中 Ｃｕ 晶粒的再结晶和长大，即烧结温度几乎不
影响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的烧结行为，机械球磨３ ｈ复合
粉对烧结温度不敏感。 原因是机械球磨复合粉具有
［ １３］
良好的组织热稳定性 。
图 ５ 所示为机械球磨 ３ ｈ 的复合粉末经 ７００ ＭＰａ
压制，热压烧结压强为 ２０ ＭＰａ 时，烧结坯的相对致
密度随烧结温度变化的关系。 可见，烧结温度对粉末
压坯致密度的影响较大。 但烧结温度超过 ８５０ ℃以
后，提高烧结温度对致密度的影响不太大。 另外，增
加烧结保温时间也有助于提高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

图５

烧结温度和烧结保温时间对烧结坯致密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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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经腐蚀，２０ ＭＰａ

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真空热压烧结坯的光学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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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给出了烧结温度 ６００ ℃、烧结保温 １ ｈ 时，
热压压强对复合粉末烧结坯致密度的影响关系。 可
见，只要施加微小的热压压强，就能使烧结坯致密度
有很大提高。 热压压强为 ２５ ＭＰａ 之前，致密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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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腐蚀， ２０ ＭＰａ

图 ４ 球磨 ３ ｈ 复合粉经真空热压烧结坯的扫描电镜图

图 ６ ６００ ℃烧结保温 １ ｈ 时，热压烧结压强对烧结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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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６００ ℃和 ８５０ ℃温度下烧结所得坯料的 Ｃｕ

密度的影响

ｏｆ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ｉｌｌｅｔｓ，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ｔ ６００ ℃ ｆｏｒ １ｈ

金永平，等：３％Ｃ－
Ｃｕ 机械球磨复合粉末的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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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超过 ２５ ＭＰａ，致密度增加变缓，４０ ＭＰａ 之后，
增大热压压强对提高烧结坯致密度的贡献很小。
图 ７ 是以 ４８ ＭＰａ 的热压压强在 ６００ ℃烧结时，
保温时间对复合粉末烧结坯致密度的影响。 从中可
见，在热压烧结过程的 ０ ～０．
５ ｈ 内，烧结坯致密度
随烧结保温时间的延长而急剧增加，而当烧结保温
时间超过 ０．
５ ｈ，再延长烧结保温时间，烧结坯致密
度呈缓慢增加的规律，说明继续增加烧结保温时间
对提高烧结坯致密度的效果不太明显。

烧结工艺参数相同的情况下，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
随着球磨时间的延长而减小。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
烧结温度为 ６００ ℃、烧结保温时间为 １ ｈ 及热压压
强为 ４８ ＭＰａ 时，所得机械球磨 ３ ｈ 复合粉末烧结坯
的致密度达 ９６．９４％，可以为后续进一步致密化工
序（如热挤压）提供较高质量的坯料。

３

结

语

烧结温度对未机械球磨混合粉烧结行为的影响
很大，而机械球磨复合粉对烧结温度不敏感。 提高
烧结温度和延长烧结保温时间，均有助于提高烧结
坯的相对致密度。 真空热压烧结可以明显地促进致
密化过程。 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随热压压强的增加
而增大。 在相同的条件下，烧结坯的相对致密度随
着复合粉末机械球磨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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