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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烧损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及涂层抗烧蚀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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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喷雾造粒-胶粘包覆的方法制备了一种低烧损核壳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研究了胶粘包覆过程中不
同清漆含量对粉末包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清漆含量不足时细粉包覆不完全，细粉出现单独团聚的现象；清
漆含量过多时，造成原始球形颗粒的粘连；当清漆含量为 4.5% 时，获得包覆效果良好的粉末，外层包覆完整均
匀。为了研究等离子喷涂过程中核壳结构粉末 SiC 发生分解烧损程度，对比了分别采用核壳结构和均匀弥散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所制备涂层的微观形貌及涂层中元素分布。结果表明核壳结构粉末喷涂涂层成分均匀性良好，
高熔点 ZrB2 保护内层 SiC，可有效减少 SiC 在等离子焰流中的烧损，实现涂层和粉末成分的一致性。对核壳结
构复合粉末制备的涂层进行了 20s 的氧-乙炔火焰烧蚀试验，涂层质量烧蚀率为 1.837×10-3g/s，对涂层抗烧蚀机理
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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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ow-burning and core-shell structure ZrB2/SiC composite powder with homogeneous dispersed
ZrB2/SiC as core and ZrB2 as shell was prepared by "spray granulation-adhesive coated" method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varnish content on the powder coated effect during the adhesive coating process was studied. When the
varnish content is insufficient, the shell is incomplete and the fine powder appears to be agglomerated separately.
Too much content of varnish caused the adhesion of the original spherical particles. When the varnish content
is 4.5%, the powder with good coated effect is obtained, and the intact outer layer is wrapp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degree of decomposition and burning for SiC in core-shell ZrB2/SiC powder during plasma spraying, the
micro-morphology and elements distribution for the coatings prepared by core-shell structure and homogeneous
dispersed composite powder were compared. The coating prepared by core-shell structure powder exhibits better
uniformity of composition than that prepared homogeneous dispersed. The high melting point ZrB2 prot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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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layer of SiC, and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urning loss of SiC in the plasma flame flow, which achiev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oating composition and the powder composition; The coating prepared by core-shell
structure powder was subjected to an oxygen-acetylene flame ablation test for 20s. The quality ablation rate of
coating was 1.837×10 -3g/s. The anti-ablative mechanism of the coating was discussed preliminarily.
Key words: ZrB2/SiC; Low-burning; Plasma spraying; Ablation resistance
程中清漆含量对粉末包覆效果的影响，分析了涂

0 引言

层微观组织形貌、元素分布状态，并对涂层的烧

高温结构材料如难熔金属及合金、陶瓷基复
合材料以及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在高温氧化环境
中应用时易发生氧化烧蚀

蚀性能进行了研究，探索了 ZrB2/SiC 涂层的抗烧
蚀机理。

[1,2]

，在其表面制备高

温抗氧化涂层是提高其抗高温氧化烧蚀性能的主
要方法之一 [3-5]。ZrB2/SiC 复相涂层材料由于具有

1 试验
1.1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

2600℃以上的高熔点，高热导率、良好的化学稳

ZrB2 粉体原料（秦皇岛一诺材料有限公司）

定性、优异的抗高温氧化冲蚀性，可有效提高高

纯度 99.5%，平均粒径 3~5μm。SiC 粉末原料（秦

[6]

温结构材料的抗氧化烧蚀性能 。

皇岛一诺材料有限公司）纯度 99.5%，平均粒径

目前高温抗氧化涂层的制备方法有包埋渗法、

约为 1.5~2.5μm。对 ZrB2 和 SiC 粉末原料采用球

料浆浸渍法、溶胶-凝胶法以及等离子喷涂法等。

磨的方法进行粒度细化处理后，按照设定的配比

其中，等离子喷涂技术利用等离子电弧产生极高

进行混合配制成料浆后进行球磨，然后进行喷雾

的温度，对涂层材料快速加热使其熔化，并将其

干燥团聚造粒，后处理得到均匀弥散结构的 ZrB2/

[7]

高速喷涂到基体表面，经过冷却形成涂层 ，具

SiC 复合粉末。采用胶粘包覆的方法在均匀弥散

有适合制备高熔点涂层材料、工艺重复性好、较

的 ZrB2/SiC 复合团聚粉末外制备一层 ZrB2 包覆层，

容易实现连续喷涂且制备的涂层的结构均匀可控

获得一种包覆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将复合

等优点，是一种理想的 ZrB2/SiC 抗氧化涂层的制

粉末进行热处理后，经过筛分得到满足粒度要求

备方法

[8-12]

。然而，采用传统机械混合方法或者

普通喷雾干燥团聚造粒技术制备的 ZrB2/SiC 复合

的具备核壳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
1.2 ZrB2/SiC 复合涂层的制备

粉末，进行等离子喷涂时，SiC 由于存在高温易

对均匀弥散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和包覆

分解、易挥发等特性会发生大量烧损，造成涂层

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采用相同的工艺参数进

中 SiC 成分不足，两相不能均匀弥散，难以满足

行大气等离子喷涂涂层的制备，所用的设备型号

高温热防护性能要求。

为 Metco 9MB。大气等离子喷涂的工艺参数为：

为了减少 SiC 在喷涂焰流中的烧损，本文采
用喷雾造粒-胶粘包覆的方法制备了一种低烧损的

功率 48kW，氩气和氢气流量比为 10:3，送粉速
率 3.5r/min，喷涂距离 110mm。

核壳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研究了胶粘包覆过
表 1 等离子喷涂工艺参数
Table1 Plasma Spray Process Parameters
功率 (W)

Ar、H2 流量比

送粉速率 (r/min)

喷距 (mm)

48

10:3

3.5

110

1.3 ZrB2/SiC 复合涂层的烧蚀试验
按 GJB323A 试验为要求，采用氧-乙炔烧蚀

装置对带涂层的样品进行烧蚀试验。烧蚀试验条
件为氧气流量为 1.5m3/h，乙炔流量为 1.2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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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如下表述所示：

涂层表面的距离为 l00mm，烧蚀时间 20s。试验
表 2 抗氧化烧蚀试验参数
Table2 Antioxidant ablation test parameters
氧气流量 (m3/h)

乙炔流量 (m3/h)

氧气压力 (Mpa)

乙炔压力 (Mpa)

烧蚀距离 (mm)

1.5

1.2

0.4

0.095

100

涂层的质量烧蚀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Rm=(m1-m2)/t

(b)

式中，Rm 是质量烧蚀率，m1 是试样初始质量，
m2 是试样烧蚀后质量，t 是总的烧蚀时间。
1.4 样品结构与性能表征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SU5000) 对制备
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及等离子喷涂 ZrB2/SiC 涂层
的表面和截面形貌进行分析并采用配套的能谱仪
(EDS) 对涂层内的元素分布进行分析，采用 X 射

30μm

线衍射仪 (XRD) 对涂层物相进行分析。
(c)

2 结果及分析
2.1 粉末微观组织结构
ZrB2/SiC 复合涂层材料的抗烧蚀性能与涂层
中两相化学成分分布均匀有关。成分分布均匀的
涂层能防止在氧化烧蚀过程中因某些区域中 Si 含
量较低而过早出现孔隙，避免氧气进入基体的通

30μm

道。采用细化粒径的方式对 ZrB2 和 SiC 粉末原料
进行球磨细化，继而进行喷雾干燥团聚造粒。制
得的复合粉末形貌如图 1(a)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粉末表面光滑，球形度良好，团聚粉末一次颗

(d)

粒粒径细小均匀。图 1(b)、(c) 和 (d) 为粉末剖面
(a)

30μm

30μm

图 1 均匀弥散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微观组织结构：
(a) 粉末表面形貌；(b) 粉末截面形貌；(c)Si 元素分布；
(d)Zr 元素分布
Fig. 1 Microstructure of ZrB2/SiC composite powder with
uniform dispersion structure：
(a)powder surface morphology, (b)powder cross-section
morphology, (c) Si element distribution, (d) Zr eleme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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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及对应的 Si 元素和 Zr 元素分析结果，从图

聚的现象。图 2(c) 为清漆用量为 ZrB2/SiC 复合粉

中可以看出，Si 元素和 Zr 元素的分布均匀，表明

质量的 7% 时，得到的粉末截面形貌。从图中可

ZrB2 和 SiC 两相均匀弥散分布。

以看出，有较多 ZrB2/SiC 复合粉被外在的 ZrB2 细

采用包覆的方法在均匀弥散结构的 ZrB2/SiC

粉和清漆连成了一个大颗粒。即当清漆用量太大

复合粉末表面制备一层 ZrB2 外壳。图 2(a) 为清漆

时，易造成原始球形颗粒的粘连。将清漆用量优

用量为 ZrB2/SiC 复合粉质量的 3% 时得到的粉末

化到 4.5% 时，制备得到了包覆效果较好的 ZrB2

表面和截面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粉末包覆表

包 ZrB2/SiC 复合粉，粉末形貌如图 2(b) 所示。从

面不完整，并且包覆层厚度不均匀，表明清漆用

图中可以看出，内部 ZrB2 和 SiC 两相均匀分布，

量不足时，易造成细粉包覆不完全，细粉单独团

ZrB2 外壳包覆完整且厚度均匀。

(a)

(b)

(c)

30μm

30μm

50μm

图 2 包覆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剖面形貌：(a) 清漆用量为 3%；(b) 清漆用量为 4.5%；(c) 清漆用量为 7%
Fig. 2 Profile of ZrB2/SiC composite powder with cladding structure: (a)with 3% varnish, (b)with 4.5% varnish, (c)with 7% varnish

2.2 涂层微观形貌及相组成

离子喷涂涂层制备。图 3 为两种结构粉末等离子

为了研究喷涂过程中 SiC 的烧损情况，利用

喷涂制备的涂层表面形貌，其中图 3(a) 为均匀弥

均匀弥散结构的 ZrB2/SiC 复合粉末和包覆结构的

散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的涂层，图 3(b) 为

ZrB2/SiC 复合粉末，采用相同的工艺参数进行等

包覆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的涂层。两种涂

(a)

(b)

100μm

100μm

图 3 等离子喷涂涂层表面形貌：(a) 均匀弥散结构粉末制备的涂层；(b) 包覆结构粉末制备的涂层
Fig. 3 Surface profile of plasma sprayed coating: (a)coating prepared by uniformly dispersing structural powder,
(b)coating prepared by cladding structured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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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形成，粉末颗粒形成铺展效果较好，部分熔化区
由球形颗粒组成，颗粒之间存在细小的孔隙。由
于喷涂粉末在等离子焰流中所处的温度不同，一
些较大的颗粒只有表面被熔化，形成涂层的过程
中铺展效果较差，从而保留了粉末颗粒的原始形

20μm

貌，颗粒之间存在一定的孔隙。
为了对比不同结构粉末经等离子喷涂后 SiC

(d)

的烧损程度，对涂层截面进行了形貌与 EDS 分
析，截面形貌见图 4 和图 5。从中明显可以看出
均匀弥散结构粉末制备的 ZrB2/SiC 涂层中 Zr 元素
分布较均匀一致，而 Si 元素分布则出现了贫化区
域，说明均匀弥散结构的粉末经等离子喷涂后粉
末中的 SiC 烧损程度较严重，导致涂层中成分不

20μm

均匀，在应用环境下，涂层难以满足高温热防护
性能要求。从图 5 中元素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包
覆结构粉末制备的 ZrB2/SiC 涂层中 Zr 元素和 Si
元素分布较为均匀，没有明显的贫化区域。高熔
点的 ZrB2 包覆层保护内层 SiC，有效避免了在等
离子喷涂过程中，SiC 发生分解烧损，涂层成分
均匀性良好。
(a)

图 4 均匀弥散结构粉末制备的 ZrB2-SiC 涂层截面形貌
及对应的元素分布：(a) 涂层截面形貌；(b)C、Si、Zr
元素分布；(c)Si 元素分布；(d)Zr 元素分布
Fig.4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and corresponding
element distribution of ZrB2-SiC coating prepared by uniform
dispersion structure powder: (a)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of the coating, (b)C, Si, Zr element distribution, (c)Si element
distribution, (d)Zr element distribution

(a)

20μm
(b)

9μm
(b)

20μm
9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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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μm
(d)

图 6 烧蚀后涂层试样形貌
Fig. 6 Topography of the coated sample after ablation

图 7 是 ZrB2/SiC 涂层烧蚀后表面 XRD 图谱，
9μm
图 5 包覆结构粉末制备的 ZrB2-SiC 涂层截面形貌及对
应的元素分布：(a) 为涂层截面形貌；(b) C、Si、Zr 元
素分布；(c)Si 元素分布；(d)Zr 元素分布
Fig.5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and corresponding
element distribution of ZrB2-SiC coating prepared by
cladding structured powder: (a)cross-sectional morphology
of the coating, (b)C, Si, Zr element distribution,
(c)Si element distribution, (d)Zr element distribution

由图可知，烧蚀后涂层含有 ZrO2、SiO2、ZrB2 和
SiC 相。烧蚀后样品烧蚀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
中心烧蚀区、过渡烧蚀区和边缘烧蚀区。烧蚀中
心区具有较多乳白色斑点，能谱分析可知，其组
成元素为 Zr、Si 和 O。ZrB2/SiC 涂层烧蚀过程中
主要发生以下反应：
ZrB2(s)+5/2O2(g) → ZrO2(s)+B2O3(l)

(1)

B2O3(1) → B2O3(g)

(2)

SiC(s)+3/2O2(g) → SiO2(l)+CO(g)

(3)

SiO2(l) → SiO2(g)

(4)

中心烧蚀区直接暴露在氧炔焰火焰下，该区
2.3 涂层抗烧蚀性能

域温度及气流压力均最高，ZrB2 氧化后在试样表

为了检测核壳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的

面残存的氧化产物主要为 ZrO2，SiC 氧化后残存

涂层在高温下的抗烧蚀性能，并研究其在高温下

的氧化产物主要为 SiO2，结合烧蚀后涂层 XRD

的抗烧蚀机理，选择氧-乙炔火焰烧蚀试验对涂层

图谱，该白色物质应该为 ZrO2 和 SiO2 的混合物。

进行考核，测量了烧蚀前后涂层试样的质量，计

该白色点状物质可能是 ZrO2 和 SiO2 混合物冷却

-3

算涂层试样的质量烧蚀率为 1.837×10 g/s。烧蚀

后形成的液滴，由于其粘度低与试样的结合力差，

后涂层试样形貌如图 6 所示，整个涂层保持完整，

在烧蚀过程中易被高速氧乙炔焰流吹散，此时，

未发生明显剥落现象。核壳结构 ZrB2/SiC 粉末的

烧蚀过程受化学烧蚀和机械剥蚀综合作用。

ZrB2 外壳对 SiC 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减小了

过渡烧蚀区域离氧炔焰中心较远，相比中心

喷涂过程中 SiC 的烧损，SiC 氧化后生成的熔融

区域涂层温度及所受压力均显著降低，过渡区主

状态的 SiO2 利用自身良好的自愈合性对涂层起到

要为白色氧化物，没有大颗粒液滴点状物质，白

了良好的保护作用。

色氧化物为 ZrO2 和 SiO2。边缘烧蚀区域离氧炔焰
中心最远，所以承受的温度及压力最低，从形貌
来看，在此区域几乎没有发生烧蚀现象，只受到
氧化作用，仅附着了少量白色氧化物。

低烧损 ZrB2/SiC 复合粉末制备及涂层抗烧蚀性能研究

第4期

·

37 ·

参考文献
[1] 刘东向 , 金永中 , 邓建国 . 超高温陶瓷材料的抗氧化性
[J]. 陶瓷学报，2010, 31 (1): 151-157.
[2] Bongiomo A, Forst C J, Kalia R K, et al. A perspective on
modeling materials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oxidation of
ultrahigh-temperature ceramics[J]. MRS Bulletin, 2006,
31: 410-418.
[3] 黄剑锋 , 李贺军 , 熊信柏 , 等 . 碳/碳复合材料高温抗氧
化涂层的研究进展 [J]. 新型碳材料 , 2005, 20(4): 347379.
[4] 成来飞 , 张立同 , 徐永东 , 等 . 碳/碳复合材料复合防
氧化涂层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

图 7 烧蚀后涂层 XRD 图谱
Fig. 7 XRD pattern of the ablated coating

1998, 16(2): 129-132.
[5] 付前刚 . 炭/炭复合材料抗氧化复合涂层的研究 [D]. 西
安 : 西北工业大学 , 2004.
[6] 谢昌明 , 钱扬保 , 魏玺 , 等 . C/C-ZrB2-ZrC-SiC 超高温复

3 结论

相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性能 [J]. 过程工程学报 , 2012(5):

本文采用喷雾造粒结合胶粘包覆的方法制备
了核壳结构 ZrB2/SiC 复合粉末，研究了核壳结构
复合粉末喷涂涂层的烧蚀性能，主要结论如下：

864-869.
[7] 许中林 , 李国禄 , 董天顺 , 等 . 等离子喷涂层磨损/接触
疲劳失效行为研究现状 [J]. 表面技术 , 2014, 43(2): 126133.

(1) 采用喷雾造粒方法制备了均匀弥散结构的

[8] 曹玉霞 , 杜令忠 , 张伟刚 , 等 . 等离子喷涂 NiCoCrAlY/

ZrB2/SiC 复合粉末，利用胶粘包覆的方法在其表

Al2O3 涂层的制备及摩擦性能研究 [J]. 表面技术 , 2015,

面制备一层 ZrB2 外壳，包覆过程中，当清漆用量

44(5): 62-66.

为 4.5% 时制备的 ZrB2 外壳包覆完整且厚度均匀，
获得了包覆效果良好的核壳结构。
(2) 均匀弥散结构复合粉末相比，核壳结构复

[9] 田永生 , 陈传忠 , 刘军红 , 等 . ZrO2 障涂层研究进展 [J].
中国机械工程 , 2005, 16(16): 1499-1503.
[10] 陈 炳 贻 . 热 障 涂 层 技 术 的 发 展 [J]. 航 空 科 学 技 术 ,
2005(2): 37-39.

合粉末制备的涂层中 Zr 和 Si 元素分布较均匀，

[11] Li H J, Xue H, Wang Y J, et al. A MoSi2-SiC-Si oxidation

没有明显偏聚区域，高熔点 ZrB2 保护内层 SiC，

protective coating for Carbon/Carbon composites[J].

可有效避免在等离子喷涂过程中，SiC 发生分解
烧损，实现涂层成分和粉末成分的一致性。
(3) 对核壳结构复合粉末制备的涂层进行烧蚀
-3

试验，涂层质量烧蚀率为 1.837×10 g/s，涂层烧

Surface& Coatings Technology, 2007, 201: 9444-9447.
[12] Niu Y, Wang H Y, Li H, et al. Dense ZrB 2 -MoSi 2
composite coating fabricated by low pressure plasma spray
(LPPS) [J].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13, 39(8): 97739777.

蚀后形成典型的烧蚀三区：中心烧蚀区、过渡烧
蚀区及边缘烧蚀区。

（上接 46 页）
[19] 王卫泽 , 李长久 . 热喷涂涂层的结构及其表征 [J]. 材料
保护 , 2006, 39(11): 43-47.

78-81.
[21]Matějíček J, Mušálek R, Veverka J. Materials and

[20] 古思勇 , 张厚安 , 颜建辉 . 等离子喷涂距离和氩气流

process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ress evolution and

量对 MoSi2 涂层结构的影响 [J]. 矿业工程 , 2019, 29(6):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lasma sprayed coatings[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19(371): 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