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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喷涂快速模具的 3Cr13 涂层工艺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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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确定电弧喷涂快速模具型壳材料 3Cr13 的喷涂工艺参数，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了喷涂工艺参数对涂层厚
度、涂层硬度和孔隙率的影响，并利用光学和电子显微镜对喷涂涂层的微观形貌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结果表明：
所获得的喷涂工艺参数，较好的实现了喷涂模具的制造及应用，可用于汽车覆盖件的冲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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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3Cr13 Coating Process Parameters
for Arc Spraying Rapid Tooling
Huaying Wu, Yuqiang Li, Zhi Wang, Runqiang Wei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54)

Abstract：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f 3Cr13 for rapid tooling making, an
orthogonal experiment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coating thickness, coating
hardness and porosity. The microstructure of spraying coating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raying rapid tooling was manufactured successfully by the
obtained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and can b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cover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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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喷射到母模基体表面上，相互叠加堆积而

0 引言

形成高密度、高结合强度的金属喷涂层，以其作

模具是汽车工业的基础工艺装备，在新车型

为模具型腔的壳体，并在背后进行增强加固，形

的开发中，90% 的工作量都是围绕车身型面的改

成快速模具，与传统的覆盖件钢模具相比，节约

变而进行的，60% 的开发费用于车身和冲压工艺

了大量金属材料，成本低，周期短。

[1]

及装备的开发 。车身覆盖件所用模具制造困难、

国内外对喷涂快速模具进行了系列研究，国

成本高、周期长，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一大问题，

内西安交通大学一直走在前列，其中机械学院一

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需要。而电弧喷涂

直致力于金属电弧喷涂快速模具的研究 [2-12]，以

快速制模技术是指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将高温

汽车覆盖件制造为应用对象，进行了喷涂模具材

电弧熔化的金属熔滴雾化成金属微粒，并以一定

料性能分析、涂层缺陷产生机理及控制、喷涂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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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试验及面向覆盖件的智能喷涂设备研制等一系

涂工艺参数对 3Cr13 涂层耐磨性与孔隙率的影响

列工作，并证明了电弧喷涂模具可以冲制出覆盖

[23]

件，所用材料多为中低熔点金属和合金材料

[13]

，但该项研究未考虑快速模具应用的服役需求。

，

本文将进行高熔点材料喷涂工艺探讨，结合覆盖

但这种材料的强度有限，使用寿命较低，生产批

件成形对模具需求和涂层微观表现进行分析，确

量小。高熔点材料涂层的机械性能好，但由于喷

定高寿命喷涂快速模具的涂层材料及工艺参数，

涂时，涂层收缩率、热应力、孔隙率都比较大

[14]

，

因而涂层容易氧化、开裂、变形，涂层制备困难，
国内应用较少。针对高熔点喷涂，P.S.Grant 等研
究发现，在加设在线母模温控装置情况下，通过
材料组织相变可以消除残余应力

[15]

实现其工程应用。

1 正交实验设计
覆盖件模具一般型面复杂，需要喷枪喷涂过

，并喷涂成功

程中进行多角度变换以保证尽量法向喷涂，实现

了 15mm 厚 800×600mm 的 T8 钢壳，在经过背衬

涂层的均匀性，因而喷涂距离对涂层质量影响非

加强后，利用电弧喷涂模具成功生产了十万件产

常关键。影响涂层性能的主要工艺参数还包括：

品。东京大学和日产汽车公司的喷涂制模法采用

喷涂电流、喷涂电压、雾化气压、喷枪移动速度、

不锈钢作为喷涂材料，制得的不锈钢模具已用于

喷涂角度、基体预热温度等，其中喷涂电流随着

数万至 20 多万件的轿车覆盖件成形。福特公司

喷涂送丝电压和喷涂电压的调节而变化，相互之

2002 年利用喷涂制模作出冲压模具，冲压出 Ford

间具有耦合关系。考虑到设备情况，本文将喷涂

Fiesta 的车门铰链，模具寿命达到 5 万件以上

[16]

。

角度固定为 90°，喷枪移动速度基于设备情况定为

但这些公司工程应用技术难点的攻破，未有公开

200mm/s，雾化气体压力为 0.55MPa。为了获得优

的刊物可以查得。

化参数组合，本文采用正交实验法进行 3Cr13 喷

高熔点电弧喷涂技术研究目前更多集中于提

涂工艺敏感性影响分析，以喷涂距离、送丝电压、

高材料表面性能，如利用 FeNiCrAl 复合涂层进行

喷涂电压及基体温度作为正交实验因素，每个因

涂层耐磨性的研究

[3,4]

，NiCrBSi 涂层在垃圾焚烧

电厂的抗高温氯腐蚀研究
抗腐蚀性研究
影响

[17]

，Inconel625 涂层的

素分别选取 3 个水平。根据 L9(34) 正交表，建立
正交设计方案（见表 1），并以此数据进行喷涂。

[18]

，Mo、Cr 元素等对涂层的性能

[19]

，采用电弧喷涂 3Cr13 的方法提高 ITER

极向场线圈销轴耐磨性能 [20], 通过 FeAlCr/3Cr13
复合涂层的高速电弧喷涂，进行曲轴再制造，提
高其使用耐磨性 [21]。李长久指出，热喷涂涂层技
术应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针对特定的服役条
件所要求的服役性能，需要通过喷涂材料与方法
的选择，通过工艺优化制备具有满足服役要求的
组织结构与性能的涂层 [22]，因而用于表面处理的
喷涂工艺参数未必适合于喷涂快速模具。
基于覆盖件成形的喷涂快速模具，首先需要
保证涂层较好的喷覆在母模表面，加工后型壳无
裂纹、脱层、孔洞等缺陷，根据模具涂层高硬度
耐磨损的服役需求，灵活地制备高表面质量涂层，
为热喷涂技术应用的关键 [22]。考虑到工程应用的
低成本需求，本文选用价价低性优的 3Cr13 作为
快速模具喷涂层材料。虽然刘峰等研究了电弧喷

图 1 AS-600 喷涂机
Fig.1 AS-600 s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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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捷获得涂层测试样件，进行涂层密度、

装备为西安交通大学先进制造研究所研制的 AS-

孔隙率、组织及显微硬度的测定，本文以 HT300

600 型金属电弧喷涂机器人（如图 1 所示），分

作为基材进行实验。所选用 3Cr13 的化学成分及

析测试仪器为 Everon 显微维氏硬度计 MH-5、分

力学性能见表 2，物理性能参数见表 3。电弧喷涂

析天平和 VH-Z100R 型显微镜。

系统为上海瑞法产 QD8-D 型电弧喷涂系统，喷涂
表 1 3Cr13 涂层喷涂工艺参数正交设计实验方案
Table1 Experimental scheme of orthogonal design for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f 3Cr13 coating
因素
水平

A

B

C

D

喷涂距离 L/mm

送丝电压 U/v

喷涂电压 U/v

基体温度 T/℃

1#

210

8

29

100

2#

210

10

32

200

3#

210

12

35

300

4#

230

8

35

200

5#

230

10

29

300

6#

230

12

32

100

7#

250

8

32

300

8#

250

10

35

100

9#

250

12

29

200

表 2 马氏体不锈钢 3Cr13 的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Table2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rtensitic stainless steel 3Cr13
牌号
3Cr13

化学成分 wt./%

力学性能

C

Cr

Si

Mn

P

S

其他

σb/MPa

δs/%

HBS

0.26~0.35

12~14

≤1

≤1

0.04

0.03

Ni≤0.6

≥735

≥12

≥217

表 3 马氏体不锈钢 3Cr13 的物理性能参数
Table3 Phys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martensitic stainless steel 3Cr13

牌号

密度
g/cm³20℃

熔点
℃

比热容
KJ/(kg·K)
0℃ ~100℃

热导率
W/(m·K)

线膨胀系数
10-6/K

电阻率
Ω·mm2/m
20℃

纵向弹性模
量 kN/mm2
20℃

3Cr13

7.76

1465

0.47

25.1~25.5

10.5~12.0

52

219

2 实验数据分析
喷涂 3Cr13 时，金属粒子束流较集中，涂层
原始外观呈灰黑色。将喷涂后的涂层型壳烘干，

切成数十个 10mm×10mm×1mm 大小的试样，测
试涂层厚度、密度、孔隙率及维氏硬度（结果见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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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涂层性能实验结果
Table4 Coating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编号

单层涂层厚度 mm

密度 g/cm3

孔隙率 %

显微硬度 HV

1#

0.07

7.21

6.23

340±41

2#

0.15

6.81

11.48

396±30

3#

0.16

7.21

6.31

407±44

4#

0.06

7.04

8.46

429±70

5#

0.14

6.97

9.41

380±37

6#

0.13

7.27

5.46

402±53

7#

0.07

6.70

12.96

410±49

8#

0.09

7.21

6.25

331±48

9#

0.12

7.16

6.98

296±46

对表 4 实验数据处理，分别得到各水平对涂

细孔进行油脂储存，反而对成形有利，因此涂层

层单层涂层厚度、孔隙率和硬度的影响（见表 5、

内部孔隙率越小越好，表面可适当有部分孔隙存

表 6、表 7），针对每个指标，将其各个因素的

在。根据快速模具所需的涂层服役条件，结合每

较优水平按主次顺序排列可得，单层涂层厚度：

个因素出现频次分析，因素 A 影响粒子到达基体

B1、A3、D1、C3；孔隙率：D1、B3、C3、A2；

时的固液相状态，从涂层强度考虑选取较优水平

硬度：C2、A2、D3、B1。对于覆盖件快速模具

A2，因素 B 控制送丝速度，涂层硬度对涂层性能

而言，模具的表面质量更重要，板料在成形过程

影响很大，兼顾喷涂的稳定性，考虑选取较优水

中表面不能出现损伤，这就说明对喷涂模具而言，

平 B1，从电弧稳定性和节省能量的角度考虑，因

涂层表面首先不能有任何缺陷产生，层厚尽量均

素 C 选择较优水平 C2，因素 D 对涂层孔隙率和

匀，要求涂层结合强度高，不易脱层，变形量小，

硬度的影响不一样，但硬度对涂层更为重要，故

喷涂稳定，涂层结构均匀；板料成形时，模具主

选择较优水平 D3。综合分析可得较优喷涂工艺参

要承受压应力，减少孔隙率可提高涂层的抗压能

数为 A2、B3、C2、D3（即喷涂距离 230mm，送

力；板料的成形流动对涂层产生的摩擦磨损，可

丝电压 8V，喷涂电压 32V，基体温度 300℃）。

通过涂覆润滑油进行改善，而涂层表面若有极微
表 5 喷涂工艺参数对单层涂层厚度的影响
Table5 Effect of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thickness of single layer coating
A

B

C

D

Ⅰ

0.38

0.20

0.33

0.29

Ⅱ

0.33

0.38

0.35

0.33

Ⅲ

0.28

0.41

0.31

0.37

R

0.10

0.21

0.04

0.08

较优水平

A1

B3

C2

D3

因素主次

B

A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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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喷涂工艺参数对涂层孔隙率的影响
Table6 Effect of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coating porosity
A

B

C

D

Ⅰ

0.2402

0.2765

0.2262

0.1794

Ⅱ

0.2333

0.2714

0.299

0.2692

Ⅲ

0.2619

0.1875

0.2102

0.2868

R

0.0286

0.089

0.0888

0.1074

较优水平

A2

B3

C3

D1

因素主次

D

B

C

A

表 7 喷涂工艺参数对涂层硬度的影响
Table7 Effect of spray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coating hardness
A

B

C

D

Ⅰ

1143

1179

1016

1073

Ⅱ

1211

1107

1208

1121

Ⅲ

1037

1105

1167

1197

R

174

74

192

124

较优水平

A2

B1

C2

D3

因素主次

C

A

D

B

3 实验涂层形貌观察及分析
利用 VH-Z100R 型显微镜，将 3Cr13 涂层放
大 1000 倍进行多点显微形貌观察（见图 2 和图 3），
并取具代表性图片展示，根据涂层内部金属相均
匀性及孔隙分布，确认作为模具涂层表面均质的
可能性。观察发现涂层由粗大空洞和微小孔隙组
成，空洞和孔隙会影响涂层的致密性，但当涂层
表面微细孔隙均质存在时，可对板料成形过程中
的润滑油脂进行储存，减小涂层受到的磨损，因
而对于喷涂模具而言，应尽量避免大的孔洞存在。
两图中亮白及灰色相组成主要为 Fe、Cr 相及其氧
化物，黑色部分为孔隙，主要观察黑色部分孔隙
状况。图 2 是喷涂平面涂层放大 1000 倍的显微形
貌，涂层是由熔滴堆积而成，涂层内的孔隙尺寸
并不均匀，大的可达 50μm，并且可以观察到涂层
试样 2 与 7 孔隙率较高，与实测结果相符。图 3
是喷涂横截面涂层放大 1000 倍的显微形貌，涂层

呈现明显的层状结构，但并非全部连续，且孔隙
出现在断面不同位置，熔融液滴的勾嵌咬合处更
可能出现孔隙；试样 3、6 截面致密度较高，对于
板料成形的抗压能力更强，利于提高模具的使用
寿命。9 个试样中，试样 4 单层厚度最小，使材
料在喷涂过程中更易保证温降的均匀性，也使喷
涂粒子在高速冲击下延展更充分，获得较为均匀
的孔隙分布。试样 4 孔隙率在几个试样中并非最
小，但其所测得的平均硬度却较高，适合作为喷
涂模具的涂层。这些说明较低的层厚对模具涂层
的制备，是有利的。
利用优化的喷涂工艺参数进行喷涂，获得了
HRC40， 孔 隙 率 在 6.8% 的 涂 层， 通 过 SEM 对
涂层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可以看到，涂层孔隙含量
较少，且分布均匀，涂层速冷后的微晶组织，使
得涂层性能整体有了提高（见图 4），可见参数
优化结果起到了明显作用。利用该参数进行总厚
3mm 涂层喷涂模具的制造，获得了较好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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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图 2 3Cr13 不锈钢涂层表面光学显微形貌：
(a) 试样 1#；(b) 试样 2#；(c) 试样 3#；(d) 试样 4#；(e) 试样 5#；(f) 试样 6#；(g) 试样 7#；(h) 试样 8#；(i) 试样 9#
Fig. 2 Optical micrograph of 3Cr13 stainless steel coating surface: (a) sample 1, (b) sample 2, (c) sample 3, (d) sample 4,
(e) sample 5, (f) sample 6, (g) sample 7, (h) sample 8, (i) sample 9#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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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图 3 3Cr13 不锈钢涂层断面光学显微形貌：
(a) 试样 1#；(b) 试样 2#；(c) 试样 3#；(d) 试样 4#；(e) 试样 5#；(f) 试样 6#；(g) 试样 7#；(h) 试样 8#；(i) 试样 9#
Fig. 3 Optical micrograph of 3Cr13 stainless steel coating section: (a) sample 1, (b) sample 2, (c) sample 3, (d) sample 4,
(e) sample 5, (f) sample 6, (g) sample 7, (h) sample 8, (i) sample 9#

表面，并冲制出了需要的合格零件（见图 5）。

影响产品制件精度；但 3Cr13 喷涂模具在经过 30

对于低熔点喷涂模具而言，硬度仅有 HB120 左

件的冲压后，模具表面凸圆角无明显变化（见图

右，一般冲压几件后就会出现凸圆角过度光亮的

6(b)），寿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故该喷涂工艺

磨损特征（见图 6(a)），且还有涂层脱落风险，

参数在喷涂模具服役条件下，是完全可行可用的。

(a)

(b)

10μm

1μm

图 4 不锈钢涂层 SEM 显微形貌：(a) 表面微观；(b) 微观晶粒
Fig. 4 SEM micrograph of stainless steel coating: (a) surface microstructure, (b) microscopic grain

(a)

(b)

图 5 3Cr13 喷涂模具及压制的产品：(a)3Cr13 喷涂模具；(b) 压制产品
Fig. 5 3Cr13 spray mold and pressed products: (a) 3Cr13 spray mold, (b) press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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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ZnAl 喷涂模具与 3Cr13 喷涂模具圆角磨损对比：(a) ZnAl 喷涂模具；(b) 3Cr13 喷涂模具
Fig. 6 Comparison of fillet wear between ZnAl spray mold and 3Cr13 spray mold: (a) ZnAl spray mold, (b) 3Cr13 spray mold

4 结论

制造模具的精度研究 [J]. 中国机械工程 , 2006, (S1): 234238.

喷涂快速模具需要涂层孔隙分布均匀，喷涂
过程工艺稳定，涂层不能出现明显的变形、开裂
及脱层，涂层表面要硬度高、抗磨损，同时微小
均质孔隙还可储存润滑油。针对以上服役条件，
通过正交实验分析及涂层微观形貌观察，获得了
利用 3Cr13 马氏体不锈钢材料进行电弧喷涂快速
制模的优化工艺条件为：喷涂电压：32V，喷涂电

[7] 朱东波 . 基于 RP 技术的板料成形模具快速制造系统研
究 [D]. 西安 : 西安交通大学 , 2001.
[8] 李延平 , 朱东波 , 卢秉恒 . 基于 RP 技术的电弧喷涂板料冲
压模具快速制造 [J]. 电加工与模具 , 2004, (04): 52-57+64.
[9] 谢士兴 , 池金春 , 魏润强 , 等 . 基于 SL 原型的电弧喷涂
快速模具工艺研究 [J]. 模具工业 , 2012, (12): 56-60.
[10] 何仲赟 , 洪军 , 卢秉恒 , 等 . 金属电弧喷涂成型快速制
模关键技术与应用 [J]. 塑性工程学报 , 2008, (02): 65-69.

流：150A，喷涂距离：230mm，空气压力：0.55MPa

[11] 何仲赟 , 卢秉恒 , 朱东波 , 等 . 面向汽车覆盖件模具快

（氮气气体保护），喷枪移动速度：0.4m/s，基体

速开发的金属喷涂机器人研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预热温度：220℃。该参数获得了较好的喷涂模具
表面质量，并生产出了数十件合格制件，相较于
低熔点 ZnAl 合金喷涂模具而言，寿命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

2004, (11): 1173-1177.
[12] 李延平 , 朱东波 , 卢秉恒 . 汽车覆盖件模具快速制造技
术研究 [J]. 汽车工程 , 2005, (02): 241-245.
[13]Wu H Y, Guo C, Wei R Q. Structural analysis on the arc spraying
rapid tooling for sheet form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2015, 77 (9-12): 2277-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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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具有新的不同物料组成和成分配比、性能优良、
便于生产的新型镍基合金涂层的制备方法，提高合
金涂层的使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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