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5 卷 第 5 期

2020 年 5 月 HEAT TＲEATMENT OF METALS
Vol. 45 No. 5

May 2020

非晶铝基粉末冷喷涂涂层及其耐磨性能
贾 利，陈 杰，崔 烺，赵 健

(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浙江 宁波 315103)

摘要: 为提高镁合金的耐磨性能，采用冷喷涂技术在 AZ91D 镁合金表面制备铝基非晶涂层，并利用扫描电镜对涂层的微观形貌进

行分析，采用 X 射线衍射仪分析喷涂粉末及涂层中的非晶含量，利用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研究了涂层的耐磨性能。结果表明: 冷

喷涂后涂层中仍含有铝基非晶结构，非晶含量为 48%，涂层微观组织致密，孔隙率为 0． 59%。铝基非晶涂层的磨损量和磨损率均

低于镁合金基体，摩擦因数高于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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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sed amorphous powder cold sprayed coating and its wear resistance
Jia Li，Chen Jie，Cui Lang，Zhao Jian

( NingBo Branch of Chinese Academy of Ordnance Science，Ningbo Zhejiang 31510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ar resistance of magnesium alloy，the Al-based amorphous coating was deposited on the magnesium alloy
substrate by cold spraying ( CS ) ． The micro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and the amorphous content in
sprayed powder and coating was analyzed by means of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The wear resistance and wear mechanism were also studied
by means of miniature controlled atmosphere friction and wear tes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rphous structure of the powder is retained
after the cold spraying process and the content of amorphous structure in the coating is about 48% ． The coating performs dense microstructure
and the coating porosity is 0． 59% ． The wear loss and wear rate of the coating are lower than the magnesium alloy matrix，but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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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优异的结构性能，镁合金作为结构材料被

大量应用在航空航天、电子、汽车等领域，且镁合金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前景也越来越广阔［1-2］。但是，由

于镁合金的耐磨性能较差，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应

用。因此，提高镁合金的耐磨性能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3］。
目前镁合金表面处理方法主要有微弧氧化、电镀

以及热喷涂等，但是以上几种防护方法往往伴随着环

境污染、涂层孔隙率大等问题［4-7］。冷喷涂作为一种

先进的涂层制备技术，可以完美地解决上述问题。国

内外学者近几年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涵盖喷涂工艺

优化、装备研制、新型喷涂材料研发及数值模拟等［8］，

但是冷喷涂制备铝基非晶涂层的研究鲜有报道。本文

拟采用冷喷涂技术在 AZ91D 镁合金表面制备铝基非

晶涂层并对其耐磨性能进行了研究。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基体材料采用 AZ91D 镁合金，冷喷涂铝基非

晶粉末的化学成分见表 1，粉末形貌如图 1 所示，可以

看出，粉末形态均一，为规则球形。粉末的平均粒径为

45 μm。图 2 为铝基非晶粉末的 XＲD 图谱，粉末的衍

射峰出现明显宽化现象，经计算其非晶含量为 57%。

表 1 铝基非晶粉末的化学成分( 原子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Al-based

amorphous powder( atom fraction，%)

Al Ni Y 其他

83． 81 7． 35 8． 36 0． 48

1． 2 试验方法

试验所用设备为德国 Kinetic4000 冷喷涂系统，工

作气体为氮气。喷涂工艺参数: 喷涂压力为 3． 5 MPa，

喷涂温度为 300 ℃，喷涂 距 离 为 30 mm。采 用 FEI
Quanta FEG 250 场发射扫描电镜分析涂层横截面微观

形貌。采用日本理学 D /MAX-3C X 射线衍射仪对涂

层进行物相分析并计算非晶含量。采用专业图像分析

软件 Image J 分析涂层孔隙率。采用型号为 LE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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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铝基非晶粉末的 SEM 形貌( a) 及其粒径分布( b)
Fig． 1 SEM image( a) and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b)

of the Al-based amorphous powder

图 2 铝基非晶粉末的 XＲD 图谱
Fig． 2 XＲD pattern of the Al-based amorphous powder

VMHT30M 的自动显微硬度测试计测量涂层的显微硬

度，加载砝码为 100 g，保荷时间为 10 s，沿着垂直涂层

表面方向，平均选取 5 个点作为测试点。摩擦试验在

美国 Ｒtec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行，对磨偶件是

直径为6 mm 的GCr15，载荷为5 N，往复频率为2 Hz，全

振幅为 5 mm。采用美国 Alpha-StepIQ 表面轮廓仪，对

涂层磨损体积进行测定，并计算涂层磨损率。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 3 ( a) 为冷喷涂铝基非晶涂层的截面 SEM 形

貌，可以看出，涂层组织致密，涂层孔隙率为 0． 59%。

涂层顶部存在少量孔洞，这是由于涂层是由喷涂粒子

撞击基体后发生变形堆叠而形成，在变形过程中存在

部分速度较低的粒子由于变形不充分，产生不完全堆

叠，导致孔洞的形成。涂层显微硬度为 300 HV0． 1。
通过对涂层的 XＲD 图谱( 图 3( b) ) 进行拟合后计算得

知涂层中的非晶含量为 48%，表明喷涂后涂层的非晶

结构成功保留。

图 3 铝基非晶涂层的截面形貌( a) 及 XＲD 图谱( b)
Fig． 3 Cross-section morphology( a) and XＲD pattern( b)

of the Al-based amorphous coating

图 4 镁合金基体和铝基非晶涂层的磨损量曲线
Fig． 4 Wear loss curves of the Mg alloy substrate and

Al-based amorphous coating

图 4 为干摩擦条件下镁合金基体和铝基非晶涂层

的磨损失重曲线。可以看到: 铝基非晶涂层和镁合金

基体在磨损初期都出现了增重现象，该阶段为磨合磨

损阶段; 随后随磨损时间的增加，磨损失重逐渐增加，

进入稳定磨损阶段。表 2 为镁合金和涂层与 GCr15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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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对磨时进入稳定磨损阶段后的平均摩擦因数和磨损

率。可以看出，涂层的磨损量和磨损率均低于镁合金

基体。由此可见，在干摩擦条件下，涂层具有较强的抗

磨损能力。

表 2 镁合金基体及铝基非晶涂层的平均摩擦因数和磨损率
Table 2 Averag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wear rate

of the Mg alloy substrate and Al-based amorphous coating

试样 平均摩擦因数 磨损率 / ( × 10 －3 mm3·N －1·m －1 )

镁合金基体 0． 31 1． 25

铝基非晶涂层 0． 52 0． 44

由于涂层是由喷涂粉末撞击基体发生塑性变形后

堆叠而形成，喷涂过程中颗粒撞击基体的速度不同，就

会出现颗粒不完全堆叠现象，从而产生微小孔隙，致使

涂层表面粗糙度增加，因此涂层的摩擦因数高于基体。

图 5 镁合金基体及铝基非晶涂层的表面磨痕 SEM 照片
( a) 基体; ( b) 涂层

Fig． 5 SEM images of worn surface of the Mg alloy
substrate and Al-based amorphous coating

( a) substrate; ( b) coating

图 5 为镁合金基体及铝基非晶涂层表面磨痕的形

貌。镁合金表面出现大量划痕和犁皱形成的沟槽，表

明镁合金基体具有磨粒磨损的特征。磨损时脱落的金

属磨屑以及从镁合金表面脱落下来的氧化物等充当了

磨粒。由于镁合金硬度较低，抵抗塑性变形能力较差，

因此当硬质颗粒受作用力而沿摩擦表面产生相对运动

时则会在镁合金表面形成较深的犁沟痕迹。此外，在

摩擦磨损试验过程中可以观察到 GCr15 摩擦副表面

附有粘着物，这表明镁合金在发生磨粒磨损的同时亦

发生了粘着磨损。
观察涂层摩擦磨损后的微观形貌( 图 5 ( b) ) ，可

以看到表面存在与滑动方向一致的划痕，并且发生了

层状剥落。在摩擦过程中，磨损面温度很高，Al 被氧

化形成氧化铝薄膜附着在涂层表面，氧化膜剥落后在

摩擦面之间形成了磨粒磨损。由于氧化铝薄膜不易被

破坏。其被破坏的速度小于生成速度，因此生成了一

层致密的加工硬化层，提高了涂层的耐磨性能。

3 结论
1) 采用冷喷涂技术成功在 AZ91D 镁合金表面

制备出铝基非晶涂层，涂层中的非晶含量为 48%。
涂层组织致密，涂层孔隙率为 0 ． 59% ，其显微硬度

为 300 HV0． 1。
2) 铝基非晶涂层的磨损量及磨损率均低于镁

合金基体，但平均摩擦因数高于基体材料。说明在

干摩擦条 件 下，铝 基 非 晶 涂 层 具 有 较 强 的 抗 磨 损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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