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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
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基于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
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
接方法，
步骤为：
将三元层状陶瓷与铁素体不锈
钢的待连接表面用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金刚
石研磨膏抛光；
Al箔清除掉表面氧化膜；
按照三
元层状陶瓷/Al箔/铁素体不锈钢的顺序排列，
并
在样品侧面焊接测温铂丝，
将焊接后的样品进行
扩散连接；
连接实验完成后，
降温撤压，
得到扩散
连接接头。采用本发明所提供方法获得的接头界
面结合好，
连接温度低，
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
使用性能，
界面生成连续的反应层，
没有裂纹、
气
孔等焊接缺陷，
能解决合金连接体Cr挥发问题，
减少陶瓷连接体制备和加工费用，
扩大了三元层
状陶瓷Ti3SiC2及其固溶体材料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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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
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步骤一 ：将三元层状陶瓷与铁素体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分别用400#、600#、800#、
1000#、
1200#、
1500#、
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Al箔清除掉表面氧
化膜，
超声清洗、
吹干后待用；
步骤二：
将步骤一处理后的样品材料按照三元层状陶瓷/Al箔/铁素体不锈钢的顺序排
列，
然后在三元层状陶瓷和铁素体不锈钢侧面焊接测温铂丝，
将焊接测温铂丝的样品置于
-3
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设定真空度为5×10 Pa时开始加热，
设定升温速率为10℃/min，
升
温至700～1200℃，
压力为1～25MPa，
升压速率为1MPa/min，
保温时间为15～120min，
对样品
进行扩散连接；
步骤三：
连接实验完成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以10℃/min的降温速率使热模拟试验机降
温至室温，
然后匀速撤压，
待温度降至室温时使压力为0，
得到扩散连接接头。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三元层状陶瓷包括钛硅碳及其固溶
体，
所述固溶体为钛硅碳掺杂改性固溶体，
分子式为(Ti ,M) 3SiC2 ，
M＝Nb ,Ta ,W ,V。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铁素体不锈钢为SUS430、SS430、
Crofer22APU、
Fe-10Cr、
1 .4724、
Fe-17Cr-0 .2Y、
1 .4016、
Ferrotherm(1 .4742)、
Fe-18Cr-9W、
Fe-20Cr-7W、Fe-20Cr、AL 453、1 .4763(446) 、FeCrMn(LaTi) 、Fe-Cr-Mn、Fe-25Cr-DIN
50049、Fe-25Cr-0 .1Y-2 .5Ti、Fe-25Cr-0 .2Y-1 .6Mn、Fe-25Cr-0 .4La、Fe-25Cr-0 .3Zr、
Fe26CrTiY、
Fe26CrTiNbY、
Fe26CrMoTiY、
E-Brite、
Al29-4C、
Fe-30Cr中的任一种。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一中，
进行表面处理前，
首先将三
3
元层状陶瓷与铁素体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 的样品尺寸大小。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一中选用的Al箔纯度≥99％，
厚
度为5～80μm。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Al箔的厚度为5～80μm。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Al箔的厚度为10～60μm。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二中的压力为1～25MPa，
保温时
间为15～120min。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三中的压力为单向压力，
单向压
力的加载方向垂直于连接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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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
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陶瓷连接与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连接体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
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属于第三代燃料电池，
是一
种在中、
高温下直接将储存在燃料和氧化剂中的化学能高效、环境友好地转化成电能的全
固态化学发电装置。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连接体是板式SOFC电堆的关键部件之一，
其作用
是电连接电池单体，
分隔并分配阳极的燃气和阴极的氧化气。
[0003] 钛硅化碳(Ti3SiC2)是一种新型的三元层状可加工陶瓷材料，
是MAX相陶瓷家族中
的一员，
其中，
M指的是过渡金属，
A指A主族金属，
X指C或者N元素。Ti3SiC2综合了陶瓷和金属
的诸多优点，
如低密度、
高模量、
高强度、
高导热率和良好的抗氧化性及易加工等特点。
因而
Ti3SiC2陶瓷是很有希望应用在航空、
航天、核工业和电子信息等高技术领域的一种新型结
构功能一体化材料 ，尤其非常适合做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的连接体材料。特别的是 ，对
Ti 3 SiC 2 进行掺杂优化的 (Ti ,M) 3 SiC 2 (M＝Nb，
W，
Ta ,V)材料在SOFC服役环境下，
氧化生成
(Ti ,M)O2 和SiO2非晶均匀混合单层氧化膜，
导电性和抗氧化性均比相同厚度Cr2O3的高。
同
时，
(Ti ,M) 3SiC2具有优异的导电导热性，
高强度和高抗蠕变性能和合适的热膨胀系数，
是一
种极具潜力的SOFC连接体用材料。但是，
Ti3SiC2及其固溶体材料成品率低，
加工和制造成本
高，
合成大尺寸或形状复杂的块体材料或构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限制了Ti3SiC2的大规模
应用。
[0004] 含Cr的铁素体不锈钢由于价格低、
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能、抗氧化性与氧化膜导
电性、
热膨胀系数与其他部件相近等优点，
成为连接体材料应用与研究的重点。这类合金是
靠表面形成导电性较好的致密Cr2O3层保护基体。但是在SOFC(600～800℃)长期运行中，
在
6+
阴极侧Cr2O3易于形成Cr 挥发物(Cr2O3 ，
或者CrO2 (OH) 2)，
会降低阴极材料的活性，
导致阴极
中毒，
加快电堆失效进程。
因此，
解决合金连接体Cr挥发对阴极的毒害是维持SOFC电堆长期
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
[0005] 针对Cr挥发问题，
目前国内外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开发新型低Cr合金，
使合金氧化后表面生成双层结构氧化膜，
外层是非Cr2O3层，
内层是连续的Cr2O3层，
外层致
密的非Cr2O3层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阻挡Cr的化合物挥发的作用，
但挥发问题仍然存在，
连
接体长期性能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另外一种方案是在合金表面制备防护涂层，
但是涂层
在连接体部件上尚无长期应用实验研究，
其长期稳定性有待考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Al箔中间层
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连接方法，
将Ti3SiC2陶瓷与铁素
3

CN 114180982 A

说

明

书

2/5 页

体不锈钢进行焊接，
Ti3SiC2陶瓷或其固溶体置于阴极侧，
解决铬挥发的问题，
铁素体不锈钢
置于阳极侧，
减少Ti3SiC2陶瓷的使用数量，
进而减少制备和加工费用，
最后达到提供一种低
成本、制造形状复杂、
且具有优异性能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连接体材料，
应用到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连接体领域；
同时，
该焊接连接技术可以提高陶瓷结构的可靠性，
并可用于破损
陶瓷件的修复，
其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基于Al箔中间层的三元层状陶瓷钛硅碳及其固溶体与铁素体不锈钢的扩散
连接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09] 步骤一：
将三元层状陶瓷与铁素体不锈钢的待连接样品(10*10*2mm3块体)表面分
别用400#、
6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金刚石研磨膏抛
光；
Al箔清除掉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
吹干后待用；
[0010] 步骤二：
将步骤一处理后的样品10*10mm2平面按照三元层状陶瓷/Al箔/铁素体不
锈钢顺序排列，
然后在三元层状陶瓷和铁素体不锈钢10*2mm2侧面焊接测温铂丝，
将焊接测
-3
温铂丝的样品置于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等腔体真空度为5×10 Pa时开始加热，
设定升
温速率为10℃/min，
升温至700～1200℃，
压力为1～25MPa，
升压速率为1MPa/min，
保温时间
为15～120min，
对样品进行扩散连接；
所焊接上的铂丝作为控温铂丝；
[0011] 步骤三：
连接实验完成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以10℃/min的降温速率使热模拟试验
机降温至室温，
然后匀速撤压，
待温度降至室温时使压力为0，
得到扩散连接接头。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三元层状陶瓷包括钛硅碳及其固溶体，
所述固溶体为钛硅碳掺杂
改性固溶体，
分子式为(Ti ,M) 3SiC2 ，
M＝Nb ,Ta ,W ,V。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铁素体不锈钢为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常用合金连接体材料，
所述
铁素体不锈钢为SUS430、SS430、Fe-10Cr、1 .4724、Fe-17Cr-0 .2Y、1 .4016、Ferrotherm
(1 .4742)、
Fe-18Cr-9W、
Fe-20Cr-7W、
Fe-20Cr、
AL 453、
1 .4763(446)、
FeCrMn(LaTi)、
Fe-CrMn、
Fe-25Cr-DIN 50049、
Fe-25Cr-0 .1Y-2 .5Ti、
Fe-25Cr-0 .2Y-1 .6Mn、
Fe-25Cr-0 .4La、
Fe25Cr-0 .3Zr、
Fe26CrTiY、
Fe26CrTiNbY、
Fe26CrMoTiY、
E-Brite、
Al29-4C、
Fe-30Cr中的任一
种。
[0014]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一中，
进行表面处理前，
首先将三元层状陶瓷与铁素体不锈钢
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样品尺寸大小。
[0015]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一中选用的Al箔纯度≥99％，
厚度为5～80μm。
[0016] 进一步的，
所述Al箔的厚度为5～80μm；
优选的，
Al箔厚度为10μm、30μm、
40μm、50μ
m、
60μm。
[0017]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二中的压力为1～25MPa，
保温时间为15～120min，
优选30min、
60min和90min。
[0018]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三中的压力为单向压力，
单向压力的加载方向垂直于连接表
面。
[0019] 本实验采用的是热模拟试验机Gleeble3000，
也可以选择在热压炉中进行扩散连
接实验。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为获得完整的、
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和力学性能的扩散连接接头，
通过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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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l箔作为中间层材料，
利用固相扩散连接技术，
实现三元层状陶瓷Ti3SiC2及其固溶体材
料与铁素体不锈钢的连接；
采用本发明获得的接头界面结合好，
连接温度低，
利用本发明提
供的方法连接后，
界面生成连续的反应层，
没有裂纹、气孔等焊接缺陷，
制成的SOFC连接体
材料的抗氧化性能优异，
面比电阻低，
扩大了三元层状陶瓷Ti3SiC2及其固溶体材料的应用
范围，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按顺序排列的用于扩散连接的样品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连接后界面背散射电子像照片；
[0024] 上图1中，
1、
铁素体不锈钢；
2、
Al箔；
3、
钛硅碳及其固溶体；
4、测温铂丝。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的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6]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将(Ti ,Nb) 3SiC2陶瓷和Crofer22APU不锈钢用线切割，
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
寸大小，
然后将(Ti ,Nb) 3SiC2陶瓷和Crofer22APU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
600#、800#、
1000#、
1200#、
1500#、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
度为30μm的Al箔，
将Al箔在抛光膏上打磨，
清除掉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
述进行表面处理后的材料放入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 ,Nb) 3 SiC 2 陶瓷/Al箔/
Crofer22APU不锈钢的顺序排列，
然后用焊枪在(Ti ,Nb) 3SiC2陶瓷和Crofer22APU不锈钢金
属块的2mm侧面边上焊接测温铂丝。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
度达到5×10-3Pa时开始加热，
在温度为950℃、
压力为5MPa下恒压保温30min，
扩散连接(Ti ,
Nb) 3SiC2陶瓷和Crofer22APU不锈钢。
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热模拟试验机以10℃/
min的速率降到室温，
然后停止抽真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
观察连接后界面微观形貌，
界面连接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线存在。
[0029] 实施例2
[0030] 将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寸大小，
然后将Ti3SiC2
陶瓷和SUS430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
600#、800#、
1000#、
1200#、
1500#、2000#金相砂
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度为10μm的Al箔，
将Al箔在抛光膏
上打磨，
清除掉其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述进行表面处理后的材料放入
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3SiC2陶瓷/Al箔/SUS430不锈钢的顺序排列，
然后用焊枪在
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金属块的2mm侧面边上焊接测温铂丝。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
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度达到5×10-3Pa时开始加热，
在温度为850℃、
压力为2MPa
下恒压保温30min，
扩散连接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
热模拟试验机以10℃/min的速率降到室温，
然后停止抽真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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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观察连接后界面微观形貌，
界面连接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
线存在。
[0031] 实施例3
[0032] 将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寸大小，
然后将Ti3SiC2
陶瓷和SUS430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
600#、800#、
1000#、
1200#、
1500#、2000#金相砂
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度为30μm的Al箔，
将Al箔在抛光膏
上打磨，
清除掉其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述进行表面处理后的材料放入
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3SiC2陶瓷/Al箔/SUS430不锈钢的顺序排列，
然后用焊枪在
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金属块的2mm侧面边上焊接测温铂丝。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
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度达到5×10-3Pa时开始加热，
在温度为850℃、
压力为20MPa
下恒压保温90min，
扩散连接Ti3SiC2陶瓷和SUS430不锈钢。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
热模拟试验机以10℃/min的速率降到室温，
然后停止抽真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
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观察连接后界面微观形貌，
界面连接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
线存在。
[0033] 实施例4
[0034] 将(Ti ,Ta) 3SiC2陶瓷和Fe-17Cr-0 .2Y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寸大小，
然后将(Ti ,Ta) 3SiC2陶瓷和Fe-17Cr-0 .2Y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
600#、800#、
1000#、
1200#、
1500#、
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度为50μ
m的Al箔，
将Al箔在抛光膏上打磨，
清除掉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述进行
表面处理后的材料放入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 ,Ta) 3 SiC 2陶瓷/Al箔/Fe-17Cr0 .2Y不锈钢的顺序排列，
然后用焊枪在(Ti ,Ta) 3SiC2陶瓷和Fe-17Cr-0 .2Y不锈钢金属块的
2mm侧面边上焊接测温铂丝。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度达到
-3
5×10 Pa时开始加热，
在温度为1050℃、压力为2MPa下恒压保温30min，
扩散连接(Ti ,Ta)
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热模拟试验机以10℃/
3 SiC 2陶瓷和Fe-17Cr-0 .2Y不锈钢。
min的速率降到室温，
然后停止抽真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
观察连接后界面微观形貌，
界面连接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线存在。
[0035] 实施例5
[0036] 将(Ti ,V) 3SiC2陶瓷和Fe-10Cr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寸大小，
然后将
(Ti ,V) 3SiC2陶瓷和Fe-10Cr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
600#、800#、
1000#、
1200#、
1500#、
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度为60μm的Al箔，
将Al
箔在抛光膏上打磨，
清除掉其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述进行表面处理后
的材料放入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 ,V) 3SiC2陶瓷/Al箔/Fe-10Cr不锈钢的顺序排
列，
然后用焊枪在(Ti ,V) 3SiC2陶瓷和Fe-10Cr不锈钢金属块的2mm侧面边上焊接测温铂丝。
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度达到5×10-3Pa时开始加热，
在温
度为1200℃、
压力为10MPa下恒压保温60min，
扩散连接(Ti ,V) 3SiC2陶瓷和Fe-10Cr不锈钢。
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热模拟试验机以10℃/min的速率降到室温，
然后停止抽真
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观察连接后界面微观形貌，
界面连接
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线存在。
[0037]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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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Ti ,W) 3SiC2陶瓷和Fe-18Cr-9W不锈钢分别切割成10*10*2mm3的尺寸大小，
然后
将(Ti ,W) 3SiC2陶瓷和Fe-18Cr-9W不锈钢的待连接表面用400#、600#、800#、
1000#、
1200#、
1500#、2000#金相砂纸逐级磨光，
再用粒度1μm的金刚石研磨膏抛光；
选用厚度为40μm的Al
箔，
将Al箔在抛光膏上打磨，
清除掉其表面氧化膜，
超声清洗并吹干，
备用。将上述进行表面
处理后的材料放入前处理机中，
在水平台上按照(Ti ,W) 3SiC2陶瓷/Al箔/Fe-18Cr-9W不锈钢
的顺序排列，
然后用焊枪在(Ti ,W) 3SiC2陶瓷和Fe-18Cr-9W不锈钢金属块的2mm侧面边上焊
接测温铂丝。将焊接后的样品固定在热模拟试验机真空仓内，
当真空度达到5×10-3Pa时开
始加热，
在温度为700℃、压力为5MPa下恒压保温90min，
扩散连接(Ti ,W) 3 SiC 2陶瓷和Fe18Cr-9W不锈钢。连接结束后，
在原真空条件下使热模拟试验机以10℃/min的速率降到室
温，
然后停止抽真空，
匀速撤压，
温度降到室温后压力撤至0。用扫描电镜观察连接后界面微
观形貌，
界面连接良好，
没有气孔、
裂纹或残余焊接线存在。
[0039] 上述说明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
并
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显然，
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明的
内容范围内所做出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型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之
内。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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