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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我们的公司 首席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者(2005)

原中南大学校长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原中国科协副主席

黄伯云院士
名誉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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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是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现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湖南银洲股份有限公司（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全资成员企业邦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于1994年共同发起设立，现为湖南博云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97）的控股子

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30729.8955万元。公司是由我国顶级材料科学家黄伯云院士为首席科学家

和名誉董事长，集国内外人才和技术优势的产学研用一体化从事高性能硬质合金研发、生产、销售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钨业协会、中国模具工业

协会、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理事单位。公司拥有湖南省“典型纳米材料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湖南省高效精密硬质合金工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紧密依托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轻质高强结构材

料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粉末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承担了“国家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三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课题一项和多项省市科研项

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



特色一：学校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有色金属学科体系，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有色金属学科群。

特色二：学校拥有60多年历史的轨道交通学科体系，为青藏铁路、高铁、城轨及我国既有铁路6次提速等

重大铁道工程建设和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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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硬质合金技术领先者 09

1 地质

 2 采矿

 3 选矿

 4 冶金

5 材料

6 机械

中南大学特色学科

学校参与建设 “青藏铁路工程” 

铁路空气动力学系列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西部铁路提速和高速铁路建设



粉末冶金研究院是中南大学的31个二级学院之一，是我国新材料领域集教学、科研和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粉末冶金研究院建设有粉末冶金材料与技术研究开发基地： 

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粉末冶金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粉末冶金研究院



粉末冶金研究院辉煌历程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1989年

批准建设

引领粉末冶金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

1995年

对外开放运行

服务军民融合和创新驱动战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2004年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2003年

评比为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8年

评比为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1958年

成立

创立我国第一个粉末冶金专业

2011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7年

C919首飞

2018年

2011计划“有色金属先进材料与构件制造协

同创新中心”通过验收

2019年



          

预测与实验结果对比梯度硬质合金成分分布图

梯度硬质合金的组织结构表征和元素分布的定量描述

构建了国际上最完整的多元硬质合金热力学与动力学数据库，实现硬质合金梯度层中相和元素分布的准确预测，

以此为基础，利用集成计算开发出一系列新型梯度硬质合金。

1.提出辛-杜公式，实现液相扩散系数的高效预测；

2.16个组元的硬质合金热力学数据库和动力学数据库；

3.利用数据库，实现硬质合金梯度层中相和元素分布的定量描述。

热力学数据库 

动力学数据库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特种粉末冶金材料应用基础研究

粉末冶金研究院



公司品牌和市场

知识产权保障
“博云”商标除在中国注册外，在美国和欧盟也已

进行了注册。

业务覆盖
公司业务现已拓展至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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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是以难熔金属硬质化合物（WC、TiC等）和粘结金属（Co、Ni、Fe等）为原料，采

用粉末冶金方法制备而成的一种复合材料。硬质合金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高强度、

高弹性模量、低热膨胀系数、高红硬性及化学性质稳定等特点。 

硬质合金晶粒度分类表(ISO4499-2-2008)

合金类别 合金WC晶粒尺寸（μm）

纳米晶/Nano ＜0.2
超细晶/Ultrafine 0.2～0.5

亚微米晶/Submicron 0.5～0.8
细晶/Fine 0.8～1.3

中晶/Medium 1.3～2.5
粗晶/Coarse 2.5～6.0

特粗晶/Extra coarse ＞6.0

纳米硬质合金是指WC晶粒度小于0.2μm的硬质合金，纳米硬质合金比传统硬质合

金同时具有更高的硬度、更高的强度，有效解决了高温合金、钛合金、复合材料、淬

硬钢等难加工材料超高速切削的难题，大幅度提高了机械加工效率，是航空航天领

域和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优选的刀具材料。

特粗晶硬质合金是指WC晶粒度大于6μm的硬质合金，与粗晶硬质合金相比具有

更好的韧性、更好的抗热疲劳性、更高的耐磨性。广泛应用于极端工况条件下的盾

构、采矿、冲压模、冷镦模、轧辊等行业，产品可靠性大幅度提高。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特粗晶硬质合金SEM

微观图片（2000X）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拥有黄伯云院士为首席科学家，以中南大学为依托，联合高端

客户德国WOLF集团、中国最大的盾构设备制造商中国铁建重

工集团、中国工业互联网第一品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组成的强大的产学研用跨学科的研发团队。

研发团队

技术优势    



超细/纳米硬质合金

特粗晶硬质合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先进的自活化高温还原-高温碳化特粗晶碳化钨粉末制备技术。

公司开发的WC晶粒度大于9μm的特粗晶硬质合金，与传统的超粗晶硬质合金相比

具有更好的韧性、更好的抗热疲劳性、更高的耐磨性。广泛应用于极端工况条件下

的盾构、采矿、冲压模、冷镦模、轧辊等行业，产品可靠性大幅度提高。

技术优势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博云东方从2002年开始联合中南大学，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计划)的支持,持续不断的开展了超细/纳米硬质合金的研发和制备。 



  

2003年

0.4μm

2008年

0.3μm

2016年

公司研发的WC晶粒度小于0.2μm

Since1994年

公司成立

超细/纳米硬质合金研发历程

2018年

2019年

纳米硬质合金SEM微观
图片（30000X）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开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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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涂层服务

独有的去涂层技术

独特的液滴处理技术 

优秀的涂层结合力

涂层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是德国EIFELER、德国WOLF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是德国EIFELER在中国的示范工厂

我们的涂层产品与德国涂层产品有同样的性能水平

涂层

良好的涂层耐磨性

 
 

 
 

 

技术优势    



主营业务为高性能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高性能超细/纳米硬质

合金棒材、高性能硬质合金模具材料、高性能特粗晶工程与矿用硬质合金、精深加工硬质

合金成品（零/部件）等。公司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国防建设、冶金、掘进工程和采

矿、3C等工业领域，得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特种刀具材料

盾构刀头

棒材

模具材料

涂层

深加工成品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涂层基本资料

涂层



采用物理气相沉积（PVD）技术制备的薄硬质涂层

在耐磨性和润滑性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

客制化的涂层可以实现不同要求的多种表面性能。

涂层牌号简介  

优秀的涂层
提升产品寿命
协助你取得成功！

涂层 涂层



涂层 涂层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常规涂层服务

客制化涂层服务

去涂层服务

涂层分析服务

涂层成份 涂层牌号 涂层颜色 涂层硬度 (HV) 涂层厚度 ( μ m) 摩擦系数 应用温度 (℃ )

AlTiN SUP 黑色 3,500 2-3 0.4 800 

AlTiN EX 黑蓝色 3,300 2-3 0.4 900 

AlTiN EX-S 银色 3,200 2-3 0.3 800 

AlTiN EX-G 金色 3,200 2-3 0.4 700 

AlTiN SIS 黑蓝色 3,500 2-3 0.4 1,000 

TiAlN VAR 暗粉色 3,500 2-3 0.2 600 

AlCrN CRO 黑色 3,200 2-3 0.4 1,100 

TiN TIN 金黄色 2,200 2-4 0.4 600 

TiCN TICN 灰蓝色 3,200 2-3 0.2 600 

CrN CRN 银灰色 2,500 2-4 0.3 800 

牌号性能表



涂层 涂层

刀具应用
长久以来涂层被广泛用于切削领域，几乎所有的切削工具都有使用涂层。 
由于对材料和切削参数的要求不断提高，使用涂层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工业领域

切削用的涂层
1.SIS    适合加工高硬度材料

2.EX-S 适合加工铝、铜及其他有色合金

切削应用领域
1.钻孔

涂层可保护切削刃，降低摩擦和增加排屑

2.铣削

涂层可以增加耐磨性和提高切削效率

3.车削

涂层可增加耐磨性

4.齿轮切削

涂层可以增加滚齿刀寿命

涂层在切削加工中的优势
1. 高耐磨涂层可以增加刃口的使用寿命

2. 涂层可减少侧面磨损和月牙洼磨损

3. 减少摩擦提升排屑效率

4. 降低切屑沾黏，防止刃口积屑

5. 耐高温涂层可用于干加工

6. 高硬和难切割的材料可以用超硬涂层



涂层 涂层

冲压和成形用PVD涂层

CRN 适合铜及有色合金加工

TICN 适合钢材冲压成形工具的通用涂层

VAR 适合使用在批量成型的模具上

多层涂层用于冲压和成形工具部件上。

冲断需要高硬涂层来保护刀刃

各种的成形过程，需要涂层的帮助。

冲压成型模应用

冲压成形用PVD涂层的优势

提高冲压成形刀具寿命的耐磨涂层

利用涂层改善表面和切割表面质量

减少使用过程中的摩擦、附着力和材料堆积

在干成形工艺范围内减少润滑剂的使用

冲压过程中行程率的增加和成形过程中拉深步骤的减少提高成

形、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

1.冲断

耐磨损涂层可以保护冲断模的刃口

2.冲压

冲压模具使用涂层可提高寿命

3.成型

曲面模、拉深模和压花模都可以使用涂层

4.批量成型模

块状成形、热成形和锻造都是涂层的应用范围

冲压和成型的应用领域



涂层 涂层

涂层被广泛地运用在塑料模领域，如注射成型、压出成型以及相关部件。

塑料模应用

塑料工艺中的涂层

TIN 作为脱模剂或耐磨材料 

CRN 用于减少残渣或防腐

EX 作为玻璃钢等耐磨材料

塑料加工使用涂层的优势

结构表面和抛光表面的耐磨保护

减少模具残留和清洗效果

减少腐蚀和化学磨损

改进脱模和降低循环时间

可移动部件的减摩和干运转选择

塑料零件表面的改进

1.注射成型

模具和部件的涂层

2.压出成型

工具组件的涂层

3.塑料切削

切断工具的涂层

4.塑料连接

例如用涂层工具焊接塑料

塑料模技术应用领域



涂层 涂层

减少摩擦力、微动腐蚀和卡滞倾向

涂层允许使用无润滑的机械零件

防止腐蚀和所有形式的化学磨损

医用、制药和食品工业用食品安全生涂层

吸收涂层减少测量技术和光学中的散射辐射

机械工程使用涂层的优势
减少摩擦力、微动腐蚀和卡滞倾向

涂层允许使用无润滑的机械零件

防止腐蚀和所有形式的化学磨损

医用、制药和食品工业用食品安全生涂层

吸收涂层减少测量技术和光学中的散射辐射

在机械工程领域涂层被广泛的使用。
例如将耐磨和润滑层，用于机械零部件上可以显着
延长使用寿命。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应用领域
1.齿轮部件
齿轮及其它齿轮部件的减摩涂层

2.泵技术
减少泵活塞的磨损和摩擦

3.液压
液压泵和阀门用无氯乙烯PVD涂层系统

4.轴承
减少润滑和磨损的轴承部件涂层



涂层 涂层

高科技涂层为您进步。
在汽车、卡车和赛车领域，可提及的用途或涂层是发动机和传动系统的主要部件。

汽车工业

涂层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

涂层在汽车工业中的优势

DLC 在发动机和传动系中的耐磨性和摩擦性

CRN 具有抗氧化性和良好润湿性的硬质涂层

EX-S 将耐磨保护层与润滑层结合在一起

所有机械应力部件的耐磨保护涂层

减少摩擦，优化油耗

涂层有允许组件的紧急运行特性

防止腐蚀和所有形式的化学磨损

F1赛车中高科技部件的涂层

内外饰的装饰涂层

1.发动机部件

减少磨损和摩擦，例如活塞销和活塞环

2.气阀

通过涂覆摇臂和筒式挺杆减少摩擦

3.燃油喷射件

单体喷油器和共轨系统中的组件涂层

4.齿轮零件

齿轮及其它齿轮箱组件的减摩涂层

汽车工业应用领域



涂层 涂层

高活动性
在医学技术中，PVD涂层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除了手术器械或牙科医疗器

械等明显的涂层区域外，还有许多用于医疗部件和设备的功能涂层。

医疗技术

医学技术应用领域
1.仪器

外科和牙科医疗器械涂层

2.骨锯和骨钻

工具的耐磨涂层

3.人体植入

减少磨损和低摩擦的医用植入物涂层

4.医疗器械

具有不同功能层的医疗器械

医用PVD涂层

PVD涂层在医疗技术中的优势

经FDA批准作为标准溶液的氮化钛工具的磨损防护和耐磨性

医疗仪器和工具的磨损防护

在高压釜中消毒时的耐腐蚀性

吸收涂层防止散射红光辐射的问题

涂层的生物兼容性允许在人体内无害使用

涂层具有抗菌和抗过敏特性

机械系统中的减摩和无润滑使用



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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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 涂层

被加工材料 车刀 钻头 铣刀 螺纹刀 拉刀 滚刀

低碳钢 EX、EX-plus、TIN EX、EX-plus、SUP EX、EX-plus、SUP TIN、TICN EX、EX-plus CRO
高碳钢 EX、EX-plus、TIN EX、EX-plus、SUP EX、EX-plus、SUP EX、TICN EX、EX-plus CRO
高硬钢 SIS SIS SIS EX、SIS SIS CRO
不锈钢 EX、EX-plus、EX-S EX、EX-plus、EX-S EX、EX-plus、EX-S EX、EX-S

铸铁 EX、EX-plus、SUP EX、EX-plus、SUP EX、EX-plus、SIS EX、EX-plus、SUP CRO
铝合金 EX-S、DLC EX-S、DLC EX-S、DLC EX-S、DLC

铝硅合金 EX-S、DIAMANT EX-S、DIAMANT EX-S、DIAMANT
镍合金 SIS SIS SIS SIS
钛合金 EX-S EX-S EX-S EX-S

铜、黄铜、青铜 CRN、EX-S、DLC CRN、EX-S CRN、EX-S CRN、EX-S、DLC
石墨 DIAMANT DIAMANT DIAMANT
塑料 EX、EX-plus、SIS EX、EX-plus、SIS EX、EX-plus、SIS

纤维复合材料 SIS、DIAMANT SIS、DIAMANT SIS、DIAMANT

切削刀具

被加工材料 冲切 精冲 冷成型 大规模成型 热成型

钢 EX-plus、TICN EX-plus、TICN TIN、TICN VAR、TICN EX、EX-plus
不锈钢 EX、EX-plus EX、EX-plus EX-plus、TICN VAR、EX、TICN EX、EX-plus

高强度钢 EX、SIS EX、SIS VAR、EX EX、VAR EX、EX-plus
镀锌钢 EX、EX-plus、EX-S EX、EX-plus、EX-S EX、EX-plus、EX-S EX、EX-S、VAR EX、EX-plus
铝合金 EX-S、DLC EX-S、DLC EX-S、DLC EX-S、DLC EX-S、EX-plus

铜，黄铜，青铜 EX-S、CRN EX-S、CRN EX-S、CRN EX-S、CRN EX-S、CRN
钛合金 EX-plus、EX-S EX-plus、EX-S EX-plus、EX-S EX-plus、EX-S EX-plus、EX-S

冲压成型应用

塑料类型 塑料种类 推荐牌号

聚烯烃 PE、PP、PB CRN、DLC
氯胺基聚合物 PVC CRN

苯乙烯基聚合物 PS、SAN、SB、ABS、ASA TIN
缩醛树脂 POM CRN
聚酰化物 PMMA TIN

聚酰胺 PA6、PA66、PA12 TIN、CRN
线性聚酯 PC、ABS、PBT CRN、TIN

混合 PC/ABS、PC/PBT CRN、TIN
聚酰亚胺 PEI、PAI、PMI CRN、DLC

聚亚芳基乙烯 PEEK、PPS、PSU、PES、PPE、PPO CRN
氟基聚合物 PTFE、PVDF CRN

弹性体 PUR、TPU、TPE、EPDM、NBR、FDM CRN
硬质体 PF、MF、MP、UF、UP、EP CRN

塑料加工技术

生物相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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