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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熵合金在高温下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但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的不足制约了其实际工业应用。

概述了高熵合金的氧化机理，包括氧化动力学规律、氧化行为以及合金元素氧化顺序规律等，归纳了高熵
合金在高温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综述了近年来高熵合金高温抗氧化性的研究进展。其中，通
过添加可生成保护性氧化物的元素可以提高高熵合金氧化层中氧化物的金属原子与其氧化物分子的体积比
（Pilling-Bedworth Ratio，简称 PBR），进而增强抗氧化性。但在一些特定的高熵合金中，会因其他影响氧
化性的因素，降低抗氧化性。如在难熔高熵合金中加入 Cr 会生成 Laves 相进而造成晶界间的内腐蚀；含 Al
高熵合金中加入 Ti，在氧化过程中，反而会破坏氧化物层的致密性；含有 Laves 相的高熵合金中添加 Si，
会减弱其抗氧化性。1500 ℃以下的高温环境中，添加超高温陶瓷或者使高熵合金陶瓷化的方法，对高熵合
金抗氧化性的提升效果较好，但 1500 ℃以上，这种高熵合金高温抗氧化性能急剧下降。最后从添加有助于
生成致密氧化层的元素、引入陶瓷相、制备抗氧化涂层 3 个方面，对未来抗氧化性高熵合金体系的开发、
性能的优化及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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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entropy alloys have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at high temperatures. However, the lack of antioxidation at high temperatures restricts their practic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oxidation mechanism of high entropy alloys is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law of oxidation kinetics, oxidation behavior and the order of oxidation of alloying eleme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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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high entropy alloys at high temperatures are also induced.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es on antioxidation of high
entropy alloys at high temp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are mainly reviewed. Adding elements that can generate protective oxide will
increase the volume ratio of the metal atoms and their oxide molecules in the oxide layer (Pilling-Bedworth Ratio, PBR),
increasing the antioxidation. However, in some specific high entropy alloy systems, the antioxidation will be reduced due to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xidation. For example, the addition of Cr in the refractory high entropy alloy will generate Laves
phases, causing intergranular corrosion at high temperatures; adding Ti to Al-containing high-entropy alloy will destroy the
density of the oxide layer during the oxidation process; the antioxidation of high entropy alloys containing Laves phases will
decrease because of Si. Adding 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s or preparing high entropy ceramics has a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antioxidation of high entropy alloys in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s below 1500 ℃. The high temperature
antioxidation of high entropy alloys above 1500 ℃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oxidation-resistant high entropy alloy system are prosp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adding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dense oxide layer, introducing ceramic phases, and preparing antioxidant coatings.
KEY WORDS: high entropy alloy; antioxidation at high temperatures; alloy element oxide; oxide layer; 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s

高熵合金（High entropy alloy，简称 HEA）是由
等原子比或近等原子比 [1] 的多种金属元素形成的新
型合金。自 2004 年提出“高熵合金”这一全新形式
的合金概念以来 [2]，高熵合金凭借其特殊的相结构与
理想的力学性能而备受瞩目，成为国内外材料行业的
研究热点之一。Khaled 等 [3] 开发的 AlLiMg0.5ScTi1.5
纳米晶高熵合金密度仅为 2.67 g/cm3 ，而硬度可达
5.8 GPa，比强度与陶瓷相当且，退火后硬度仍能保
持在 4.9 GPa。以难熔金属元素 W、Mo、Ta 等为主
元的难熔高熵合金，在较大的温度范围下，仍能保持
良好的强度与力学性能，经退火处理的难熔高熵合金
Hf0.75NbTa0.5Ti1.5Zr1.25，在–269 ℃下的屈服强度可以
达到 2400 MPa[4]。近年来，随着我国航空航天等高温
领域飞速发展，对高温部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合
金材料在高温下的力学性能与抗氧化性能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然而铁基、钴基、镍基这些传统的高温合
金所能应用的温度范围已经接近上限，铝系化合物也
仅能在 1000 ℃左右使用 [5]。在这种背景下，高熵合

金凭借其在高温下的高熔点、出色的相稳定性和优良
的力学性能得到广泛重视，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
的实验研究，进一步挖掘了高熵合金在高温下的应用
潜力。
图 1 展示了高熵合金比强度和屈服强度随温度
变化的情况。如图 1a 所示 [6]，AlCoCrFeNi 在 800~
900 ℃下的比强度达到了 200 MPa·cm3/g，超过了同
等温度下的 TiAl 合金的比强度。VNbMoTaW 在 1500
℃下，比强度仍保持在 70 MPa·cm3/g 左右。图 1b 则
显示 [7]，在 0~1600 ℃下，高熵合金具有良好的力学
性能，MoNЬTa(V)W 在 1600 ℃下的屈服强度能保持
在 300~500 MPa。
表 1 为高温用高熵合金常用组元的元素特性与
功能，W、Mo、Ta、Nb 等难熔金属元素的熔点均在
1600 ℃以上，且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是高温用高
熵合金理想的合金元素，Al、Si、Ti 则经常作为高温
保护元素用来提升高熵合金的高温抗氧化性能。综合
来看，正是不同元素微观特性的组合决定了难熔高熵

图 1 高熵合金比强度和屈服强度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Fig.1 Changes in specific strength and yield strength of high entropy alloys with temperature: a) graph of the specific yield strength of
both high-entropy alloys and superalloys with temperature[6]; b) graph of yield strength of high entropy alloy with temperatur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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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温用高熵合金常用组元的元素特性与功能
Tab.1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refractory high entropy alloy components
Melting point
/℃

Density at 300
/(K·g–1·cm–3)

Main oxide

Melting point
of oxide/℃

Al

660

2.7

Al2O3

2800

Oxidation resistance

Si

1414

2.33

SiO2

1723

Oxidation resistance, hardness, corrosion resistance

Ti

1660

4.51

TiO2

1830

Oxidation resistance, hardness, corrosion resistance

Zr

1852

6.51

ZrO2

2700

Corrosion resistance
Oxidation resistance, hardness, corrosion resistance,
plasticity

Eleme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8]

Cr

1857

7.19

Cr2O3

2435

V

1902

6.11

V2O5

690

Hf

2227

13.31

HfO2

2758

Corrosion resistance, plasticity
Oxidation resistance, hardness, corrosion resistance,
creep resistance

Nb

2468

8.57

Nb2O5

1460

Mo

2610

10.22

MoO3

793

Corrosion resistance

Hardness, plasticity
Oxidation resistance, corrosion resistance, creep
resistance

Ta

2996

16.65

Ta2O5

1800

Re

3180

21.04

Re2O7

360

Plasticity, creep resistance

W

3410

19.35

WO3

1473

Hardness, creep resistance

合金的宏观性能。
难熔高熵合金在高温下优异的力学性能受到关
注，各国研究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
在实际环境中，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难熔高熵合金
较弱的抗氧化能力 [9]严重限制了高熵合金的应用。目
前，在实际生产中，对于高温下抗氧化性能较差的合
金只有采用涂层隔离的方法对其保护，涂层失效，则
零件也会报废 [7]。因此，除了发展耐高温涂层，提高
合金基体本身抗氧化性能也极为重要。高熵合金作为
一种固溶体，其抗氧化性更加依赖于其组成元素本身
的氧化性质。纯 Nb 在 350 ℃下会剧烈氧化，生成
Nb2O5 氧化膜，由于内应力过大而形成裂纹，甚至脱
落 [10]。Nb-W 二元合金在 1000 ℃下氧化，会出现“粉
化”现象 [11]。Ta-10W 合金在 900 ℃下氧化，会出现
氧化层剥落 [12]。Mo 的氧化物 MoO3 在 650 ℃以上开
始出现升华现象，使合金氧化层出现孔洞 [13]，极大降
低了合金的抗氧化性能。W 与 Mo 属于 VIB 主族，
性质类似，在 900 ℃左右，氧化物也会出现挥发现
象。因此，由难熔金属元素构成的难熔高熵合金在高
温环境下生成的氧化物致密性差。如难熔高熵合金
NbMoTaW，在 900 ℃以上，氧化层就开始出现剥落，
甚至发生灾难性氧化现象，导致氧化增重曲线呈直线
上升 [14]。如图 2 所示，相比较一些传统高温材料，难
熔高熵合金在高温下抗氧化能力并不理想。因此，如
何提高高熵合金，尤其是难熔高熵合金的抗氧化能
力，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通过在高
熵合金中添加不同合金元素来探究高熵合金抗氧化
性能的变化规律，本文总结了目前关于高熵合金抗高
温氧化的研究成果，期望能对高熵合金抗氧化性能的
探索与发展提供思路。

图 2 高熵合金、部分不锈钢、高温合金在 100 h 内的氧化
增重 [15]
Fig.2 Oxidation mass gain of HEAs and some stainless steels
and superalloys within 100 h[15]

1

高熵合金的氧化机理

大多数合金的氧化过程中，随着氧化时间增加，
其自身的总质量会不断增加，这称为金属氧化动力
学。氧化增重曲线的变化，实质上是不断增加的氧化
层厚度变化，反映了合金的抗氧化能力。氧化动力学
规律有许多种类，图 3 为增重曲线图，是常见的几种
氧化动力学规律曲线之一。在合金的氧化过程中，可
能会随着氧化时间增加而呈现一种或多种氧化规律。
其中，线性与抛物线型是高熵合金的氧化行为中比较
典型的两种氧化规律。
遵循线性氧化动力学规律的合金在氧化时，增重
情况随氧化时间成正比，氧化增重方程和氧化速率方
程如下：
W  k t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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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氧化动力学规律曲线 [16]
Fig.3 Oxidation kinetics curves[16]

dW
 kt
(2)
dt
式中， W 表示合金氧化增重，单位为 g； kt 表

示氧化速率常数，单位为 g/h；t 表示氧化时间，单位
为 h。
抛物线氧化动力学是金属或合金在氧化过程中，
增重的平方与氧化时间的关系，二者成正比，氧化增
重以及氧化速率的公式如下：
W 2  2kp  t

(3)

dW

dt

(4)

kp
2kp  t

式中， kp 表示抛物线氧化速率常数，其值 kp 
 Ea 
2
k0 exp  
 ，单位为 g /h，其中 k0 表示常数；Ea 表
 RT 
示活化能，单位为 kJ/mol；R 表示摩尔气体常量，单
位为 J/(mol·K)；T 表示热力学温度，单位为 K。
综合上述两种增重曲线发现，在相同温度下，氧
化时间相同时，遵循线性氧化规律的合金氧化增重
大，即随着氧化时间的增加，合金氧化速率没有明显
变化，说明抗氧化能力较弱；若合金遵循抛物线氧化
规律，表示合金随氧化时间增加，氧化速率逐渐降低，
抗氧化性能较强。若高熵合金遵循相同的氧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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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氧化速率常数 k 可作为衡量高熵合金抗氧化性的
重要指标之一，某温度下， k 值越大，说明该合金在
此温度下的抗氧化能力越弱。
以一种金属元素为主要合金元素，在此基础上添
加一些其他次要合金元素是一种传统提升合金性能
的方法。高熵合金是一种多主元的新型合金，与铁、
铝合金等传统单主元合金的氧化行为存在差异，因此
在探究其抗氧化性时，首先需要了解高熵合金的氧化
机理。由于合金材料的选择性氧化，在分析传统合金
抗氧化性时，分析重点是非主元元素，少量的合金元
素容易析出，并与氧气结合生成氧化膜，包裹住合金，
从而影响合金的抗氧化能力。高熵合金是一种简单固
溶体 [17]，各组元含量较为平均，溶质优先析出，发生
选择性氧化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高熵合金氧化过
程中，主要是氧化活化能低的元素与氧气结合，同时
也会受到扩散活化能 [18]、氧化产物性质与合金相结构
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分析高熵合金氧化时，应
首先分析组元元素性质，关注高熵合金组元中氧化活
化能最低的元素；其次是生成氧化物的性质，例如 W、
Mo、Cr 元素生成的氧化物在环境温度超过特定值时，
出现升华现象，严重破坏氧化层的致密度，从而增加
合金与氧气接触的面积，加快氧化速率。长时间高温
氧化环境下，也会生成一些复杂的氧化物，如表 2 所
示，这些复杂的氧化产物会影响高熵合金下一步的氧
化行为。高熵合金的组织结构也会影响合金的抗氧化
性，一些高熵合金在设计时，为了提高合金的力学性
能，会引入第二相，但这些相界可能成为氧气向内部
扩散的通道，从而降低高熵合金的抗氧化性能。活化
能也称为激活能，是合金中原子离开平衡位置到达另
一个平衡位置所需要的能量，氧化反应作为一个化学
反应，在高熵合金中也会受到扩散活化能的影响。扩
散活化能大的高熵合金，具有缓慢扩散效应，这会导
致在高熵合金的氧化过程中，各元素的扩散变慢，氧
气难以向内扩散进入合金内部，也会阻碍可形成保护
性氧化膜的金属元素快速成膜 [19]。

表 2 部分高熵合金相结构与氧化产物
Tab.2 Phase structure and oxidation products of part of HEAs
Alloy
MoNbTaW[14]
CrMo0.5Nb0.5TaTiZr[20]

Phase structure

Temperature/℃

BCC

1000

Ta16W18O94, Nb14W3O44

Oxidation products

2BCC+Laves

1000

Complex oxide

Al0.5CrMoNbTi[21]

BCC

1300

(TiCrNbV)O2

[21]

BCC

1300

CrNbO4, CrVNbO6, Al2O3, VOx

Al0.5CrMoNbV

Al0.5CrMoNbTiV

[21]

BCC

1300

(TiCrNbV)O2, Al2O3, VOx

Al0.5CrMoNbSi0.3TiV[21]

BCC+M5Si3

1300

(TiCrNbV)O2, Al2O3

AlCrMoNbTi[22]

BCC +Laves

900~1100

Al9.2Cr5.7Hf0.5Mo1.3Nb47.0Ti25.9V9.6W0.8[23]

BCC

800

[23]

BCC

1100

TiO2, TiNb2O7

Al9.2Cr5.7Hf0.5Mo1.3Nb47.0Ti25.9V9.6W0.8[23]

BCC

1200

CrVNbO6, TiNb2O8

Al9.2Cr5.7Hf0.5Mo1.3Nb47.0Ti25.9V9.6W0.8

CrAlTiNb mixed oxide
TiO2, Nb9VO25, CrVNbO6, TiNb2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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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氧化物对高熵合金抗氧化
性的影响

高熵合金在高温氧化过程中，外部会先氧化生成
一层氧化层，当氧化层覆盖整个试样后，高熵合金的
氧化行为会受到氧化层阻碍。氧化层对合金氧化的阻
碍可以用氧化物的金属原子与其氧化物分子的体积
比（Pilling-Bedworth Ratio，简称 PBR）作为判断依
据 [24]，PBR 的计算公式如下，
V
M M
PBR  ox 
(5)
VM nAox
式中：M 和 A 分别为氧化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和
金属相对原子质量，单位为 mol；  M 和  M 分别为氧
3

化物的密度和金属的密度，单位为 g/cm ；n 为氧化
物中金属原子数目。PBR 值小于 1 时，合金生成的氧
化层无法完全覆盖基体；PBR 值大于 3 时，生成的氧
化膜会由于较大的内应力而剥落，均无法对基体起到
保护作用。PBR 值在 1~2 左右时，氧化物形成的氧化
层具有较好的保护性，例如 α-Al2O3 的 PBR 值为 1.28，
Cr2O3 的 PBR 值为 2.02，SiO2 的 PBR 值为 1.88，TiO2
的 PBR 值为 1.71[25]。

2.1

技

Al2O3 的作用

曹元奎等人 [26] 对 TiNbTa0.5Zr、TiNbTa0.5ZrAl、
TiNbTa0.5ZrAlMo0.5 三种难熔高熵合金进行氧化实验，
探究氧化生成的 Al2O3 和 MoO3 对难熔高熵合金的抗
氧化性能的影响。在空气中对试样进行 1000 ℃的等
温氧化测试，获得三种高熵合金在 1000 ℃等温氧化
后的氧化增重曲线。通过氧化增重曲线可以看出
（图 4），开始氧化阶段，TiNbTa0.5Zr 呈线性氧化增
重规律，5 h 后氧化速率缓慢下降，呈抛物线氧化增
重规律，平均氧化速率为 k=3.0 mg/(cm2·h)；添加
Al 元素后，TiNbTa0.5ZrAl 的氧化速率大幅降低，平
均氧化速率降至 k=1.1 mg/(cm2·h)；添加 Mo 元素之
后，TiNbTa0.5ZrAlMo0.5 在氧化 40 h 内呈线性氧化规律，
其平均单位面积氧化速率增加到 k′＝3.8 mg/(cm2·h)。观
测 氧 化 后 试 样 ， TiNbTa0.5Zr 试 样 中 的 氧 化 产 物 为
TiO2、Nb2O5、Ti3O5、ZrO2，在添加了 Al 和 Mo 之后，
则增加了 Al2O3 和少量的 MoO3。TiNbTa0.5ZrAl 试样
表面氧化层变薄，并且 Al2O3 密布在氧化层中，形成
对基体的保护；TiNbTa0.5ZrAlMo0.5 试样表面氧化层
出现裂缝以及孔隙，认为是由 MoO3 挥发导致，从
而使内部基体与氧气充分接触，降低了合金的抗氧
化性。此外，由于 Al2O3 和高熵合金基体之间的热
膨胀系数差距较大，在氧化后的冷却期间会发生氧
化层脱落现象，添加如 Y、Zr、Hf 等元素可以提高
氧化铝的可塑性，加固 Al2O 3 与高熵合金基体间的
结合 [27] 。

图 4 高熵合金 1000 ℃等温氧化增重曲线 [26]
Fig.4 Oxidation mass gain curves of HEAs at 1000 ℃ [26]

Bronislava Gorr 等 [28]进一步对含 Al 难熔高熵合
金进行氧化实验探究。对在 1000 ℃下氧化 48 h 后的
高熵合金进行了元素面扫描，获得了各组元元素在试
样截面上的分布情况。如图 5 所示，TiMoCrTiAl 氧
化试样中，Al 元素在氧化层中聚集，形成一层保护
层，由于 MoO3 的挥发，导致氧化层中已经没有 Mo
元素的存在。实验发现，由于 Al2O3 和 WO3 之间发生
反应生成 Al2(WO4)3，降低了 Al2O3 保护层生成的可
能性，对比 NbMoCrTiAl、TiMoCrTiAl，WMoCrTiAl
的抗氧化性能较差。然而对比 W、Nb、Ta 等难熔金
属的高温抗氧化性，AlCrMoTaTi 抗氧化性仍可达到
Ni 基合金的水平，说明 Al2O3 对高熵合金抗氧化性能
提升显著，氧化层中 Al2O3 的含量直接影响着高熵合
金的抗氧化性能。

2.2

Cr2O3 作用

Cr 元素在结构钢和工具钢中常被用来提高钢的
抗氧化性，在 1300 ℃以下，Cr2O3 能起到隔绝氧气、
保护基体的作用，超过 1300 ℃时，Cr2O3 继续氧化
生成气态 CrO3，丧失保护能力。在高熵合金中同时
加入 Al 和 Cr，由于 Al 的热力学活性较高，会优先
与氧气反应生成 Al2O3，生成的 Cr2O3 也会被 Al 置换
生成 Al2O3，加快 Al 与氧气结合的速率，增强合金的
抗氧化性。Middleburgh 等 [29]研究 CrCoFeNi 高熵合
金时，发现在高熵合金的氧化过程中会生成连续的
Cr2O3 氧化层，起到保护基体的作用。张冲等 [30]进一
步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在 900 ℃下，随着 Cr 含量
增加，FeCoCrxNiB 高熵合金氧化产物中稀松尖晶石
类的氧化物减少，氧化层的 PBR 值降低，氧化层趋
于致密，FeCoCrxNiB 高熵合金涂层的抗氧化性随之
增强，并且在 x=3 时，氧化层中只存在 Cr2O3。王玲
等 [31]验证了在 1000、1100 ℃下，Cr 元素仍对高熵合
金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保护作用。同时，Ti、Zr、Hf、
Nb、Ta 会与 Cr 生成金属间化合物 Laves 相 [32]，因
此含 Cr 的难熔高熵合金中一般会存在 Laves 相。
Müller 等 [33]对 TaMoCrTiAl 难熔高熵合金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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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高温氧化时，Laves 相中的 Cr 氧化生成 Cr2O3
氧化膜，N2 可以通过保护膜接触基体，导致 Laves
相周围发生内部腐蚀。图 6 为 Laves 相周围的腐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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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腐蚀产物组成，晶界附近有大量含 Al 氧化物，
并掺杂着 Ti2N、CrN 等氮化物，且 CrN 的生成速率
大于 Cr 2O 3。

图 5 1000 ℃氧化 48 h 后合金截面各元素含量 [28]
Fig.5 Element contents in alloy cross section after oxidation at 1000 ℃ for 48 h[28]

图 6 1000 ℃氧化 6 h 后 Laves 相周围的腐蚀现象 [33]
Fig.6 Corrosion around Laves phase after oxidation at 1000 ℃ for 6 hour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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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

面

TiO2 作用

Ti 元素加入高熵合金中，能够起到细化晶粒、提
高合金硬度的作用，如高熵合金 CrTeCoNiTix 的硬度
以及压缩强度均随着 Ti 含量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34]。
TiO2 的 PBR 值为 1.71，因此 Ti 在高温氧化时能够生
成致密的 TiO2 氧化层，并且在一些高熵合金中能生
成复杂氧化物，从而达到保护合金基体的作用。姜惠
仁等 [35]在 Nb 基合金中加入 Ti 元素，并在 1250 ℃下
发生氧化，氧化生成 Nb2O5、TiO2、TiNb2O7、TiNb10O29
四种氧化物，使氧化层 PBR 值降低，氧化层更加完
整，抗氧化性明显提高。含有 Ti 和 Cr 的高熵合金氧
化时，Ti 更加倾向于作为一种催化剂提高 Cr 的活性，
从而加速 Cr2O3 的生成[36]。Senkov 等[20]在研究 1000 ℃
下 NbCrMo0.5Ta0.5TiZr 高熵合金的氧化行为时，也发
现了氧化层下方区域 Ti 原子百分含量增加的现象。
Azmi Erdogan 等 [37]在研究 Al、Ti 对高熵合金抗氧化
性影响时 ， 将 CoCrFeNiTi0.5、CoCrFeNiAl0.5 等几种高
熵合金在 1000 ℃下高温氧化 100 h 的横截面进行了
电子显微镜扫描，发现在 CoCrFeNiTi0.5 试样中同样
出现了 Ti 在氧化层下方区域富集的现象，此时氧化
层 主 要 由 Cr2O3 组 成 ， 并 且 其 抗 氧 化 性 能 要 优 于
CoCrFeNiAl0.5。谢红波 [38]、张华 [39]等在含 Al 高熵合
金中加入 Ti 时，均发现氧化增重速率增加、抗氧化
性减弱的现象，这是由于 Ti 元素和 Al 元素在空气中
同时氧化，且两者不发生化学反应，TiO2 和 Al2O3 无
法形成连续致密的氧化层，使氧元素内扩散 [40]，高熵
合金的抗氧化性降低。

2.4

SiO2 作用

传统合金抗氧化性表明，SiO2 在合金氧化过程中
能增强合金抗氧化能力。例如少量 Si 掺杂的钢在加
热时，会在表面生成 SiO2 保护膜，提高钢在较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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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的抗氧化性能。和其他合金元素不同的是，由于
一般高熵合金中添加的 Si 含量较少，在一些含 Al 较
多的高熵合金中，Si 对抗氧化性的增强作用，主要体
现在作为活化剂加速 Al2O3 等致密氧化层的形成。
Gorr 等 [22]在 NbMoCrTiAl 高熵合金中加入 Si 后，发
现高熵合金在 1100 ℃下会生成相对较薄且致密的
Al2O3 氧化层，能够降低合金氧化速率，增强抗氧化
性。董利民 [41]等在 TiAl 合金中加入 Si，发现 Si 能促
进氧化生成 Al2O3，形成连续致密的 Al2O3 氧化层，
从而降低合金氧化的氧化速率，提高合金的抗氧化
性。周芳等 [42]研究了 Si 和 Al 对 MoFeCrTiW 高熵合
金涂层的影响，发现加入 Si、Al 之后，高熵合金涂
层的抗氧化性均有提升，且 Si 还有利于提高高熵合
金涂层的耐磨性。值得注意的是，Kai 等 [43]在进一步
探究 Si 含量对高熵合金氧化性能的影响时，发现在
700、800、900 ℃下，FeCoNiCrSix 高熵合金的抗氧
化性均随着 Si 含量的增加而增强。并且在氧化过程
中，SiO2 率先生成，其次 Cr 元素发生氧化反应，两
者混合形成氧化层，但两者之间不会产生反应，无复
杂氧化物出现。然而 Müller 等 [33]在研究添加 Si 对
TaMoCrTiAl 难熔高熵合金的影响时，发现添加原子
数分数为 1%的 Si 原子时，高熵合金的抗氧化性能反
而下降。这是由于在 TaMoCrTiAl 难熔高熵合金中存
在着 Laves 相，在高温氧化过程中，Laves 相与基体
BBC 之间的相界允许氧气和氮气通过，在高温氧化
过程中，合金产生沿相界的内部腐蚀。图 7 分别为
TaMoCrTiAl 和 TaMoCrTiAlSi0.05 在 1400 ℃下氧化
20 h 后的背散射电子显微图，图中白色的物相即为
Laves 相。对比图 7a、7b 可以清晰地看到 Si 的加入
明显增加了 Laves 相的尺寸和体积分数，并且使 Laves
相均匀地分布在高熵合金基体中。这些均匀分布且较
大的 Laves 相增大了相界面积，导致高熵合金内部腐
蚀加剧，抗氧化性能下降。

图 7 1400 ℃下氧化 20 h 后的背散射电子显微图 [33]
Fig.7 Backscattered electron micrographs after oxidation at 1400 ℃ for 20 h[33]

第 50 卷

3

第1期

丁一等：高熵合金高温抗氧化性的研究进展

其他提高高熵合金抗氧化性的方法

超高温陶瓷是一类熔点高于 3000 ℃的材料，主
要为 Zr、Ti、Hf 等过渡族金属的氮化物、硼化物和
碳化物 [44]，高熵合金中加入这类材料，强度与耐磨性
能得到有效提升。此外，许多超高温陶瓷材料在高
温下也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如 ZrB2、HfB2、SiC
等，这类材料提高高熵合金的抗氧化性机理和添加
保护性元素的方式类似，通过选择性氧化，超高温
陶瓷中的 Si、B 等元素首先与氧气反应，在合金表
面生成致密的氧化膜隔绝基体与氧气接触。利用超
高温陶瓷，提高高温用合金氧化性是当下热门的研
究方向。例如，目前，高温环境下，涂层的研究大
多数都是以 SiC 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原理是通过氧
化形成 SiO 2 致密氧化层达到保护基体的目的 [45]。朱
刚等 [46] 将 Ti(C,N)金属陶瓷与 AlCoCrFeNi 高熵合金
结合，探究其高温氧化性能，发现在 1100 ℃下，氧
化层 PBR 值明显降低，生成的氧化膜致密，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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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提高。
王康等 [12]在 MoNbTaW 难熔高熵合金中分别加
入原子数分数为 1%的 TiB2 和 ZrB2，发现高熵合金的
相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合金在 800 ℃下氧化 4 h，
生成了含 TiO2、ZrO2 的高致密度氧化膜。由图 8 中 3
种试样的氧化增重曲线看出，在 800、900 ℃条件下，
添加超高温陶瓷的试样的氧化速率远低于未添加超
高温陶瓷材料的 MoNbTaW 难熔高熵合金。但是在
1000 ℃时，由于 B2O 3 的挥发，导致氧化层出现缺
陷，抗氧化性降低，添加陶瓷相对 MoNbTaW 难熔
高熵合金抗氧化性的增强作用下降。Beilin 等 [47,48]
则在高熵合金的基础上，将高熵合金各组元陶瓷化，
对(Hf0.2Zr0.2Ta0.2Nb0.2Ti0.2)C 高熵陶瓷在 800~1500 ℃
下进行氧化，发现(Hf0.2Zr0.2Ta0.2Nb0.2Ti0.2)C 在该温度
区间保持了良好的抗氧化性，并且单位面积氧化速率
kp'随温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趋势，如表 3 所
示，在 1300 ℃下氧化速率仅为 1.370mg2/(cm4·h)，
但是 1500 ℃以上抗氧化性能仍然有待提高。

图 8 MoNbTaW、MoNbTaW+ZrB2 和 MoNbTaW+TiB2 的氧化动力学曲线 [12]
Fig.8 Oxidation kinetics curves of MoNbTaW, MoNbTaW+ZrB2 and MoNbTaW+TiB2[12]
表 3 (Hf0.2Zr0.2Ta0.2Nb0.2Ti0.2)C 在不同温度下的单位面积氧化速率 [47,48]
Tab.3 Oxidation rate per unit area of (Hf0.2Zr0.2Ta0.2Nb0.2Ti0.2)C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47,48]
Oxidation temperature/℃
2

–4

–1

kp'/(mg ·cm ·h )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0.573

1.860

15.109

7.814

4.509

1.370

2.960

40.41

耐高温涂层设计能显著提高材料的抗氧化性能[49]，
是传统高温用合金提升抗氧化性的一种常用手段。董
凯等人 [50]研制的 Ta10W 高温抗氧化复合涂层能使基
体在 1800 ℃下连续工作 10 h 左右。徐方涛 [51]等研制
出钽合金复合高温抗氧化涂层，可在 1800 ℃条件下
保护基体约 100 h。铱熔点高（2443 ℃），氧渗透率
低，高温抗氧化性能与耐蚀性能优异 [52]，是制作抗氧
化涂层的优秀材料，例如国外研发的涂覆铱涂层的航
天发动机喷管可以在 2200 ℃下正常使用 [53] 。Lloyd
等 [54]在 C-C 复合材料上设计了铱抗氧化涂层，使材
料在高温下氧化损失降低一半。目前对于高熵合金在
高温下的抗氧化涂层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抗氧化
涂层的研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高熵合金的研究重点，

是难熔高熵合金抗氧化性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4

总结与展望

高熵合金性能优异，应用前景广阔，尤其是部分
高熵合金在高温下拥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使其具有成
为新型高温合金的潜力，但是高温氧化性能仍是制约
其实际应用的重要阻碍。对于大多数高熵合金而言，
Al2O3 参与形成的致密氧化层有助于提升抗氧化性
能，但会对高温条件下的力学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在
一些高熵合金体系中，Cr2O3、SiO2、TiO2 等氧化物
也能起到致密氧化层、提高抗氧化性能的作用。但由
于高熵合金体系众多，Si、Ti、Cr 等元素的作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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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仅体现在其氧化产物，需要结合高熵合金的组元成分
与相结构等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从现有研究结果
来看，在难熔高熵合金中加入一定含量的超高温陶瓷
材料，或者在高熵合金的基础上进行陶瓷化，都能够
较为明显地提高合金的硬度，对一定温度下的高温抗
氧化性能也有较好的提升效果，但更高温度下，ZrB2、
TiB2 等超高温陶瓷对高熵合金高温抗氧化性能的提
升作用并不理想，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究或者寻找其他
超高温陶瓷材料。高温抗氧化性能的研究对加快其实
际应用进程十分关键，但现在仍存在很多亟待研究的
问题。
未来高熵合金抗氧化性研究应包括以下方向：
1）寻找并添加其他有助于生成致密氧化层的元
素，改善高熵合金抗氧化性能。根据传统合金抗氧化
研究数据以及高熵合金的成分设计机制，添加一些高
温抗氧化性能强的金属元素或化合物，例如铱、铑等
金属元素。
2）在高熵合金中引入陶瓷相，可能是提高难熔
高熵合金高温抗氧化性的有效方法，包括添加超高温
陶瓷材料以及将组元陶瓷化等。
3）为高熵合金制备抗氧化涂层。在现有高温抗
氧化涂层的基础上，针对高熵合金研究开发新型的抗
氧化涂层，尝试结合增材制造等先进表面技术，直接
在高熵合金表面成形，制备高效且有助于高熵合金抗
氧化的涂层。
高熵合金的研究现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55]，需要
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来分析高熵合金的高温性能，也需
要更加创造性地探索推动其应用进程。高熵合金在航
空航天、交通能源、医疗与国防等领域具有十分广阔
的应用前景和潜力，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高熵合金
在高温下的综合性能必将取得不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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