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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的微观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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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连续退火炉高温炉辊的表面质量，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技术制备了 CoCrAlTaY-30%Al2O3 涂层，研
究了喷涂工艺参数对涂层微观组织结构、相组成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
层中两种典型组织 Al2O3 相和合金相交互存在并分散较均匀，涂层主要由 Co 合金、α-Al2O3、γ-Al2O3 物相组成；
喷涂功率、喷涂距离和主气流量均对涂层的微观组织和物相无明显影响；随着喷涂功率的提高，粉末粒子的熔化
效果变好、孔隙率降低，在 40 kW 喷涂功率下，涂层的硬度最高，此时结合强度达到 68 MPa；在 80~140 mm 喷
涂距离范围内，粉末大部分已熔化，有少量的未熔颗粒存在，在喷涂距离为 120 mm 时涂层表面光滑致密，孔隙
率较低，结合强度最大为 78.6 MPa；主气流量为 40L/min 时，涂层的孔隙率最小而结合强度最大。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最优工艺参数为喷涂功率 40 kW、喷涂距离 120 mm、主气流量 40 L/min，得到的涂层孔
隙率为 3.689％、硬度为 HV0.3 664.9、拉伸强度 78.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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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rface quality of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roller, CoCrAlTaY-30%Al2O3
coating was prepared by air plasma spraying, and the effect of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microstructure,
phase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ating were researc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wo
typical structures of Al2O3 and alloy phase existing in the coating, but the dispersion was uniform. The coating was
mainly composed of Co alloy, α-Al2O3 and γ-Al2O3 phases, and the spraying power, spraying distance and main
gas flow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hase composition in the coating. With the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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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raying power, the melting effect of powder particles becomes better and the porosity decreases. At 40 kW
spraying power, the hardness of coating is the highest, and the bonding strength reaches 68 MPa. Within the range
of 80~140mm spraying distance, most of the powder has melted, and a small number of unmelted particles exist.
However, the porosity of the coating gradually increases, and the maximum bonding strength of the coating is 78.6
MPa at the spraying distance of 120 mm. When the main gas flow is 40 L/min, the coating has the lowest porosity
and the highest bonding strength. The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 for plasma-sprayed CoCrAlTaY-Al2O3 coating
was 40 kW spraying power, 120 mm spraying distance and 40 L/min main gas flow. In that case, the porosity of
the coating is 3.689%, and HV0.3 664.9, adhesive strength 78.6 MPa.
Key words: High-temperature furnace roll; CoCrAlTaY-Al 2O3 coating; Air plasma spraying;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特 别 是 含 锰 超 低 碳 素 钢 板（IF 钢） 的 生 产 [6]，

0 引言

CAL 温度高于 900℃后涂层出现结瘤，甚至部分

连续退火炉（Continuous Annealing Line 简称

涂层过早的失效，导致涂层材料的使用受限。虽

CAL）是钢铁行业中带钢热处理的重要设备之一，

然 Y2O3-ZrO2 和 Al2O3-ZrO2 等纯陶瓷涂层具有很

高温炉辊作为连续退火炉的核心部件，直接决定

好的抗结瘤性能，但因其与基体材料热膨胀系数

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行，严格地说，高温炉辊表面

不匹配，很容易在服役时发生脱落，虽然可以通

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带钢的品质，由此高质量炉

过增加金属粘结层来缓解热膨胀系数不匹配，但

辊对带钢的质量和生产效率甚至节能降耗均具有

是纯陶瓷涂层的脆性并没有太大改进，只能适用

十分重要的意义。连续退火炉高温炉辊一般采用

于直径较小的水平连续退火炉的高温炉辊 [7]。此

造价昂贵的 Cr25Ni20 奥氏体铬镍不锈钢，且需求

外，目前广泛使用的高温炉辊涂层是高速火焰喷

量大，甚至一座 CAL 对于炉辊的需求高达数十根

涂和爆炸喷涂 MCrAlY（M 为 Co、Ni 或 Co+Ni）

至上百根炉辊。然而，高温炉辊在使用过程中不

+ 氧化物在抗高温氧化性能方面完全可以达到钴

仅承受各种复杂的机械载荷，其使用工况还异常

基高温合金的水平，通过添加氧化物陶瓷，又

的苛刻（900 ℃以上的高温、摩擦磨损、腐蚀），

可以改善涂层耐磨性的同时提升涂层抗结瘤能

易引起炉辊表面磨损、产生结瘤物进而导致炉辊

力

失效。因此，通过先进表面技术以提高炉辊的表

离子喷涂具有焰流温度高、喷涂速度较快、涂层

面质量、减少更换频率、降低维修成本，越来越

致密性高、操作简单方便等优点，是目前应用最

引起冶金钢铁企业的广泛关注

[1-4]

。

[8-11]

。与高速喷涂和爆炸喷涂技术相比较，等

广泛的喷涂工艺，采用等离子喷涂制备高温炉辊

为了提高炉辊的表面质量，减缓或阻止高

涂层已成为钢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节能减耗的

温下在炉辊表面形成结瘤物，热喷涂技术制备的

最有效技术手段，因此是高温炉辊防护涂层制备

高性能炉辊涂层得到应用，在高温炉辊涂层制

的首选技术之一 [12,13]。

备 技 术 中， 主 要 采 用 等 离 子 喷 涂 (Plasma Spray,

本 文 采 用 等 离 子 喷 涂 技 术 制 备 CoCrAlTaY-

PS)、 高 速 火 焰 喷 涂 (High Velocity Oxy-Fuel,

Al2O3 金属陶瓷防护涂层，研究了喷涂工艺参数（喷

HVOF) 和爆炸喷涂 (Detonation Spray, DS)。Praxair

涂功率、喷涂距离、主气流量）对涂层微观组织

surface technology 公司分别针对低于 700 ℃和高

结构、相组成和力学性能（涂层的结合强度、硬度）

于 700 ℃的炉辊分别采用爆炸喷涂制备了镍铬

的影响，为研究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

碳 化 铬 涂 层 (NiCr-Cr3C2) 和 钴 基 金 属 陶 瓷 涂 层

层的高温抗氧化性、高温摩擦磨损和抗结瘤性能

[5]

(CoCrAlTaSiY+Al2O3) 。这两种材料一直延用至
今，但随着生产对高性能钢的需求增大，两种涂
层体系已经满足不了种类繁多钢种的生产条件，

打下基础。

1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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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体材料及其预处理

层 喷 涂 粉 末 选 用 FUJIMI 生 产 的 CoCrAlTaY-

试样基体材料选用 310S 不锈钢， 14 mm×14

30%Al2O3(wt.%) 团聚烧结粉，图 1 是 CoCrAlTaY-

mm×6 mm 试样用于金相分析，Φ25 mm×55 mm

Al2O3 喷涂粉末的表面形貌和 XRD 图。从图中可

试样用于涂层结合强度试验 。喷涂前先用丙酮将

以看出，喷涂粉末呈球形且多孔形态，颗粒均匀，

试样清洗干净，并对试样进行喷砂处理。

粒径在 15μm~30 μm 范围内，这种形态有利于喷

1.2 喷涂粉末

涂热量进入粉末内部，保证喷涂粒子具有较好的

NiCrAlY 粘 结 层 粉 末 采 用 超 声 气 体 雾 化 制
得 的 合 金 粉 末， 粒 径 在 15~45μm 范 围 内； 面
(a)

熔 化 状 态 [14]； 喷 涂 粉 末 主 要 是 由 Co、Cr2Ta 和
α-Al2O3 以及少量的 TaO、TaC 相组成。

(b)

(c)

图 1 CoCrAlTaY-Al2O3 喷涂粉末 : (a 和 b) 表面形貌 ;(c) XRD
Fig. 1 CoCrAlTaY-Al2O3 spraying powders: (a and b) Surface morphology, (c) XRD patterns

1.3 制备涂层

如表 1 所示；通过改变单因素变量，依次改变喷

采 用 Oerlikon Metco UniCoatPro TM 喷 涂 系

涂功率、喷涂距离和主气流量，比较涂层的微观

统，喷枪型号为 F4MB-XL，主气为氩气，在一定

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能，获得最优的喷涂参数，工

程度上保护基体材料和熔融态的粒子不被氧化。

艺参数如表 2 所示。

在喷涂过程中，制备粘结层的工艺参数保持不变，
表 1 等离子喷涂 NiCrAlY 粘结层的工艺参数
Table 1 Process parameters of NiCrAlY bond coating for plasma spraying
功率
(kW)

电流
(A)

电压
(V)

送粉率
(g/min)

喷涂距离
(mm)

Ar 流量
(L/min)

喷枪移动速度
(mm/s)

步距
(mm)

33

460

72

36

120

40

800

4

1.4 涂层性能检测
采用 Rigaku Ultima Ⅳ X-ray diffractometer 进
行涂层和粉末物相分析，扫描角度为 20º~80º，扫
描速度为 20º /min，Phenom XL 型扫描电镜观察
涂层的表面和截面微观组织结构以及粉末形貌，

备涂层试样，用 WDW-5E 万能拉伸试验机检测涂
层的抗拉结合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喷涂功率的影响

使用 Image J 软件进行孔隙率计算，HV-1000 维氏

图2是不同喷涂功率下等离子喷涂

硬度计测量涂层硬度，按 GB/T8642 中的规定制

CoCrAlTaY-Al2O3 涂层形貌图。从涂层的 SEM 图
片可以看出，涂层的铺展状况比较好，说明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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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工艺参数
Table 2 Process parameters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 for plasma spraying
功率 (kW)

送粉率 (g/min)

喷涂距离 (mm)

Ar 流量 (L/min)

喷枪移动速度 (mm/s)

步距 (mm)

44

32

100

40

600

3

40

32

100

40

600

3

36

32

100

40

600

3

32

32

100

40

600

3

40

32

80

40

600

3

40

32

120

40

600

3

40

32

140

40

600

3

40

32

120

35

600

3

40

32

120

45

600

3

40

32

120

50

600

3

涂过程中粉末受到充分的加热，粉末的融化较好；

涂层的结合较致密，也可降低涂层中裂纹的扩展。

同时，涂层中有少量的未熔颗粒、裂纹和孔洞存在。

此外，图 2(e) 截面中相应的点 EDS 成分结果表明，

从涂层的截面形貌可以看出，CoCrAlTaY-Al2O3 涂

涂层中灰色为 Al2O3，灰白色主要含有 Co、Cr、

层中的灰色组织和灰白色的组织相互混合较均匀

Al 和 Ta 等元素，亮白色的点状颗粒是 Ta 元素富

地存在，这两种不同组织的较均匀交互存在使得

集的部位（如表 3），这是由于 Ta 元素的熔点较高，

图 2 不同喷涂功率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表面和截面形貌： (a 和 e)32 kW;(b 和 f)36 kW；(c 和 g)40 kW；(d 和 h)44 kW.
Fig. 2 Surface and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 power：
(a and e) 32 kW; (b and f) 36 Kw; (c and f) 40 kW; (d and h) 44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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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一部分 Ta 在喷涂过程中没有完全熔化，使得

渐减小，是因为喷涂功率增大，粉末的融化效果

Ta 出现在某一部位富集，形成亮白色区域。从等

越好，涂层的致密性越好，此外涂层的截面没有

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孔隙率分析结

发现贯穿孔洞。从涂层的形成过程分析，涂层的

果表明（见表 4），在喷涂功率 32 kW 至 44 kW

孔隙主要因为粉末融化不良、气体逸出和熔滴高

的范围内，随着喷涂功率的增大，涂层孔隙率逐

速撞击基体所形成 [15]。

表 3 喷涂功率为 32 kW 时 CoCrAlTaY-Al2O3 涂层中对应点的 EDS 成分
Table 3 Corresponding points components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 with 32 kW spraying power
Co

Cr

Al

O

Ta

Y

1

14.0

9.9

-

-

76.1

-

2

-

-

73.5

26.5

-

-

3

61.5

25.0

4.4

-

8.4

0.7

图 3 是不同功率下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

态 α-Al2O3 相存在于涂层中 [16]，而不是喷涂粉末

Al2O3 涂层的 XRD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涂层主

中存在的单一的 α-Al2O3 相，这与之前文献报道的

要是由 Co3Ta、Al5Co、α-Al2O3 和 γ-Al2O3 物相构成。

结果基本一致 [17,18]。同时由于等离子焰流温度高，

随着喷涂功率从 32 kW 增加到 44 kW，涂层的物

在高温情况下，粉末中的 TaC 和 Cr2Ta 发生分解；

相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喷涂功率的变

合 金 成 分 Co 与 Al 和 Ta 在 高 温 下 生 成 Co3Ta 和

化对涂层中的物相几乎无影响；对比喷涂粉末的

Al5Co2 相。与此同时，从图 3 中也可观察到涂层

XRD 结果（图 1）发现，在喷涂过程中，粉末的

物相中 γ-Al2O3 的衍射峰较强，α-Al2O3 的相对较

物相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在喷涂

弱。

后涂层中 α-Al2O3 和 γ-Al2O3 两相共存，在等离子

表 4 为 不 同 喷 涂 功 率 下 的 CoCrAlTaY-Al2O3

喷涂过程中，γ-Al2O3 的形核壁垒能量低于 α-Al2O3，

涂层的孔隙率、维氏硬度和拉伸结合强度。涂层

因此在快速的冷却过程中涂层组织以 γ-Al2O3 的结

的力学性能结果表明：喷涂功率 40 kW 的涂层维

构形核凝固，未完全熔融的 α-Al2O3 颗粒则以稳

氏硬度最高，硬度为 721.5 HV0.3，远高于其他喷
涂功率下涂层的硬度；表 4 拉伸强度数据显示在
不同喷涂功率下涂层的结合强度均大于 65 MPa，
说明涂层与基体之间、涂层与涂层之间均具有较
高的结合强度。
当低的喷涂功率时，涂层具有较高拉伸强
度，而孔隙率高和维氏硬度低；保持较高的功
率虽然涂层的拉伸强度有所降低，但涂层却可
以保持较低的孔隙率。连续退火炉高温炉辊在
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面临着高温氧化、摩擦磨损
等不利因素，防护涂层高硬度间接地说明涂层
的耐磨性较好，孔隙率低说明涂层的抗高温氧

图 3 不同喷涂功率下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 XRD 图
Fig. 3 XRD spectra of plasma-sprayed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ing power

化和腐蚀性能会更加优异。综上所述，选择喷
涂功率为 40 kW 的涂层，其硬度最高，孔隙率低，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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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

43 ·

表 4 不同喷涂功率下的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孔隙率、维氏硬度和拉伸强度
Table 4 Poros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 power
参数 (KW)

孔隙率(％ )

硬度 (HV0.3)

抗拉结合强度（MPa）

32

5.103

623.4

72.3

36

4.784

589.9

72.6

40

3.742

721.2

68.5

44

2.965

580.0

70.2

2.2 喷涂距离的影响

光滑致密，主要由扁平状的结构构成，涂层与涂

选定喷涂功率为 40kW，除喷涂距离外其它

层间的结合也比较致密。但是，在等离子喷涂过

喷涂工艺参数不变，研究改变喷涂距离对涂层微

程中粉末的熔化效果越明显，粉末在从熔融状态

观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不同喷涂距离下

冷却过程中，在涂层内部产生的残余应力也越明

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工艺参数如

显，在喷涂距离为 140 mm 的涂层表面可以看出

表 2 所示。图 4(a) 为喷涂距离为 80 mm 时涂层的

涂层存着明显的显微裂纹和孔洞，在冷却的过程

表面形貌，可以看出涂层主要由熔化或半熔化的

中，气体从熔融的涂层中逸出会产生明显的气孔。

球形或半球形尺寸大小不同的团聚体组成，粉末

另外，从涂层的截面形貌可以看出，涂层中也是

的熔化效果不理想，粉末在喷涂过程中并未完全

有同样的灰色组织和灰白色的组织交互存在，涂

熔化。由文献

[19]

可知，随着喷涂距离的增大，等

离子焰流对于粉末的加热时间延长，粉末的熔化

层比较致密，这种结构与不同喷涂功率下的截面
形貌相似。

效果也越显著。喷涂距离为 120 mm 的涂层表面

图 4 不同喷涂距离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表面和截面形貌：
(a 和 e)80 mm；(b 和 f)100 mm；(c 和 g)120 mm；(d 和 h)140 mm
Fig. 4 Surface and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 distance:
(a and e)80 mm, (b and f)100 mm, (c and f)120 mm, (d and h)1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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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是不同喷涂距离下 CoCrAlTaY-Al2O3 涂

表 5 是不同喷涂距离下 CoCrAlTaY-Al2O3 涂

层的 XRD 图。不同喷涂距离下涂层的物相种类没

层的孔隙率和力学性能。由于喷涂距离的增大，

有发生变化，还是主要是由 Co3Ta、Al5Co、α-Al2O3

在等离子喷涂过程中喷涂粉末在等离子焰流中的

和 γ-Al2O3 物相构成。涂层中的 Al2O3 物相仍主要

加热时间变长，伴随着涂层急冷时气体逸出产生

以 γ-Al2O3 相存在。XRD 结果表明，喷涂距离对等

的气孔增多，导致涂层的孔隙率随着喷涂距离的

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物相无影响。

增加，孔隙率不降低反而呈现上升趋势，如表 5
所示。此外，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80~120 mm 的
喷涂距离范围内，随着喷涂距离的增加，涂层的
结合强度增大。当喷涂距离为 140 mm 时，涂层
结合强度达到 70.3 MPa，但是涂层的孔隙率高达
5.407％，不利于涂层的耐高温氧化和耐磨。当喷
涂距离为 120 mm 时，喷涂粉末得到较为充分的
加热，与其它喷涂距离下涂层的硬度相差不大，
涂层却具有较小的孔隙率和最高的结合强度，可
提高涂层的服役寿命和抗氧化能力。
综合喷涂粉末的熔化情况、涂层的孔隙率和
力学性能，在其它喷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喷涂距

图 5 不同喷涂距离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 XRD 图
Fig. 5 XRD spectra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ing distance

离为 120 mm 的涂层具有抗拉结合强度高、孔隙
率小和硬度高等特点。

表 5 不同喷涂距离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孔隙率和力学性能
Table 5 Poros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spray distance
参数 (mm)

孔隙率 (%)

硬度 (HV0.3)

抗拉结合强度 (Mpa)

80

2.381

719.0

61.1

100

3.741

721.2

68.5

120

3.686

664.9

78.6

140

5.407

702.9

70.3

2.3 主气流量的影响

差。这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主气流量，可以

主气流量对于等离子喷涂涂层性能影响显

提高等离子焰流的刚性，也就是提高了粉末粒子

著，因为主气流量大小直接影响等离子焰流的流

在焰流中的速度和加热温度，从而可以提升粉末

速和热焓，从而影响涂层致密性和粉末颗粒的熔

的融化效果和熔滴到达基体前的速度，在一定程

化程度，适当的主气流量可以获得较优的涂层性

度上可以提升涂层的致密度；主气流量过大时，

能。因此，在其它喷涂工艺参数一定的情况下，

虽然粉末粒子在焰流中的速度较大，但也带走了

研究了主气流量对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一部分热量，导致粒子熔化效果变差 [20,21]。当氩

涂层的微观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气流量为 45 L/min，表面出现多孔疏松的组织（如

图 6 为不同主气流量下涂层的表面和截面形

图 8c 所示），这是由于粉末在等离子焰流中加

貌图。从图中涂层的表面形貌可以看出，喷涂粉

热过于充分，在熔滴凝固的过程中气体逸出，形

末的熔化效果随着主气流量的增加先变好然后变

成大量的气孔，这也导致了涂层的孔隙率急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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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表 6）。从涂层的表面形貌可以得出，氩

相应的孔隙率也最低（如表 6 所示），说明喷

气流量为 40 L/min 的涂层表面更加光滑致密，

涂粒子在此主气流量下具有优异的熔化效果。

图 6 不同主气流量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表面和截面形貌：
(a 和 e)35 L/min；(b 和 f)40 L/min；(c 和 g)45 L/min；(d 和 h)50 L/min
Fig. 6 Surface and cross-sectional SEM images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main gas flow:
(a and e)35 L/min, (b and f)40 L/min, (c and f)45 L/min, (d and h)50 L/min

图 7 为不同主气流量下涂层的 XRD 图，可以

的增加，α-Al2O3 的峰逐渐增强，γ-Al2O3 的峰逐

发现四种涂层的物相基本趋于一致，主要物相同

渐减弱，说明随着主气流量的增加，涂层中稳定

样 是 Co3Ta、Al5Co、α-Al2O3 和 γ-Al2O3 物 相。 略

的 α-Al2O3 相逐渐增多。

微不同的是，在较小的主气流量时，在 25º 和 55º

表 6 是不同主气流量下涂层的孔隙率和力学

附近的 α-Al2O3 峰几乎完全消失，随着主气流量

性能，从中可以看出当主气流量过高或过低时，
由于受到粉末加热温度和熔滴速度的影响，涂层
的致密性较差，孔隙率变大，涂层与涂层、涂层
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强度也变差（表 6），涂层性
能不佳，主气流量为 40 L/min，涂层在保持较低
的孔隙率同时，还有着较高的结合强度。

3 结论
采用等离子喷涂制备了连续退火炉高温炉辊
用 CoCrAlTaY-30%Al2O3(wt.%) 涂层，分别研究了
喷涂功率、喷涂距离和主气流量对涂层微观组织
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得到如下结论：
图 7 不同主气流量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 XRD 图
Fig. 7 XRD spectra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main gas flow

(1) 随着喷涂功率的增大，粉末粒子的熔化
效果逐渐变好，涂层的致密性越高，涂层中存在
两种的典型组织交互存在但较均匀；涂层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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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主气流量下 CoCrAlTaY-Al2O3 涂层的孔隙率和力学性能
Table 6 Poros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CoCrAlTaY-Al2O3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main gas flow
主气流量 (L/min)

孔隙率 (%)

硬度 (HV0.3)

抗拉结合强度 (Mpa)

35

5.358

678.6

67.0

40

3.686

664.9

78.6

45

6.227

719.5

57.1

50

3.985

672.7

56.8

由 Co 合金、α-Al2O3、γ-Al2O3 物相构成，喷涂功
率对涂层中的物相无明显影响；当喷涂功率为 40
kW 时，涂层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较低的孔隙率。
(2) 在 80~140 mm 喷涂距离范围内，喷涂粒
子绝大部分已熔融，涂层中的物相没有发生变化；
在喷涂距离 120 mm 时，涂层的孔隙率较低而结
合强度最大达 78.6 MPa。
(3) 在主气流量由 35~50 L/min 范围内，主气
流量的增加导致粉末粒子的熔融效果先变好然后

Japan, 2004: 23-29.
[6] 高阳 . 连续退火炉内热喷涂炉底辊使用中的问题和涂层
材料的开发 [J]. 中国表面工程 , 2015(1): 42-46.
[7] 姚舜 , 毕刚 , 郝荣亮 , 等 . 连续退火炉辊热喷涂涂层失
效方式与涂层材料使用 [J]. 重型机械 , 2007(1): 1-5.
[8] 陶翀 , 宋丹 . 等离子喷涂 MCrAlY 涂层的高温氧化性能
[J]. 物化检验 - 物理分册 , 2019, 55(2): 80-83.
[9]Richer P, Yandouzi M, Beauvais L, et al. Oxidation
behaviour of CoNiCrAlY bond coat produced by plasma
HVOF and cold gas dynamic spraying[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10, 204(24): 3962-3974.

变差，涂层的结合强度先增大后减小，这是由于

[10]Jegadeeswaran N, Ramesh M R, Bhat K U. Hot

过大的主气流量会使气体从等离子焰流中带走热

corrosion studies on as-received and HVOF sprayed

量，等离子焰流的热焓值有所降低所致；在 40 L/

Al2O3+CoCrAlTaY on Ti-31 alloy in salt environment[J].

min 时涂层的孔隙率最小而结合强度最大；此外，
主气流量的变化对涂层中的相组成没有明显的影
响。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3(64): 1013-1019.
[11]Mobarra R, Jafari A H, Karaminezhaad M. Hot corrosion
behavior of MCrAlY coatings on IN738LC[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16, 201(6): 2202-2207.

综上所述，等离子喷涂 CoCrAlTaY-Al2O3 涂

[12]Vardelle A, Moreau C, Nickolas J, et al. A perspective of

层的最优的工艺参数为：功率为 40 kW、喷涂距

plasma spray technology[J]. Plasma Chemistry and Plasma

离 120 mm、主气流量 40 L/min，得到的涂层孔隙
率为 3.689％、硬度为 HV0.3 664.9、拉伸结合强度
78.6 MPa。

Processing, 2015, 35(3): 491-509.
[13]Fauchais P, Vardelle M, Vardelle A, et al. Plasma spray:
study of the coating generation[J]. Ceramic International,
1996, 22(4): 2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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