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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基非晶合金涂层以其良好的力学性能、优异的耐磨耐蚀性以及较低的经济成本已成为较有前景的非晶涂
层材料之一。本文综述了铁基非晶涂层材料的设计准则与材料体系，介绍了激光熔覆技术和热喷涂技术制备铁基
非晶涂层的进展和发展趋势，结合铁基非晶涂层的性能特点介绍了其工程应用概况。指出了目前铁基非晶涂层研
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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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on-based amorphous alloy coat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morphous coating
materials due to its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cellent wear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low economic cos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sign criteria and material system of iron-based amorphous coating materials, introduce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ron-based amorphous coatings prepared by laser cladding technology and
thermal spraying technolog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it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s introduced combining with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iron-based amorphous coating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ironbased amorphous coatings are pointed ou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prospected.
Keywords: Iron-based amorphous coating; Laser cladding; Thermal spra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温度、制备工艺和室温脆性的制约，目前铁基非

0 引 言

晶合金的临界尺寸最高仅在厘米级别，严重限制

铁基非晶合金具有长程无序、短程有序的原
子结构，没有晶体中的位错、晶界等缺陷，因而
[1]

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 。然而，受到非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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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作为工程材料的推广和应用。
研究发现铁基非晶合金的强度具有尺寸效应，
接近纳米尺度的铁基非晶合金具有比其同成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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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非晶合金更高的强度和弹性极限 [2-4]。在材料表

1.2 铁基非晶涂层材料体系

面制备铁基非晶涂层，不仅可以解决其非晶形成

经多年研究，目前开发出具有代表性的铁基

能力和室温脆性的问题，突破铁基非晶合金的推

非晶涂层材料体系主要有 Fe-ETM-M、Fe-LTM-M

广和应用的“瓶颈”，而且可以充分发挥铁基非

以 及 Fe-ETM-LTM-M 等

晶合金的磁性能、力学性能、耐磨性、耐蚀性等

transition metal) 为前过渡金属，即 III-V 族过渡金

优异特性，改善材料的表面性能，显著拓展了铁

属，如 Y、Nb 等；LTM(late transition metal) 为后

基非晶合金的应用范围，因而备受关注。本文将

过渡金属，即 VI-VIII 族过渡金属，如 Cr、Mo、

对前人的研究工作进行梳理，重点阐述铁基非晶

Mn、Ni 等；M(metalloid) 为 类 金 属， 如 B、P、

涂层材料体系与制备技术的研究现状，并指出该

Si、C 等。这种“铁－过渡金属－类金属”型非

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展望今后的发展方向。

晶合金，金属与类金属之间的原子键合使原子团

1 铁基非晶涂层材料
1.1 铁基非晶涂层材料设计准则
[5]

[6]

Turnbull 和 Cohen 认为，只要冷却速率足

[11]

， 其 中 ETM(early

簇比较稳定，当组分原子被束缚在这样的原子团
里时，难以重新排列，并且大原子团簇也较难进
行有序排列，这使得过冷液相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12]

。类金属元素如 B、P、Si 等原子半径较小，而

够高，任何合金熔体都可能发生玻璃转变，形成

过渡金属如 Cr、Nb、Mo 等原子半径较大，当同

非晶态结构。这一观点也被分子动力学模拟所证

时加入合金体系中时能够使体系中的原子尺寸差

实。通常采用临界尺寸或者临界冷却速度来评价

增大，混乱度增强，同时原子的长程无序性也增加，

合金的非晶形成能力高低。低的临界冷却速率、

使得体系的非晶形成能力增强，非晶相的稳定性

大的尺寸，意味着该合金有好的非晶形成能力。

增加。同时，大原子半径的过渡金属元素与小原

Inoue 等

[7-9]

归纳出非晶形成的三条经验规律：(1)

子半径的类金属元素之间具有较大的负混合热焓，

由三个以上组元构成的多组元体系；(2) 主要组元

能够与周围彼此约束的近邻原子形成类似网状结

间的原子尺寸差异较大 ( 大于 12%)，且符合大、中、

构或骨架结构，从而进一步阻碍原子的扩散或者

小的关系；(3) 主要组元间的混合热为适当的负值。

原子团的迁移，降低原子的有序化程度。此外，

符合这三条规则的合金具有大的玻璃形成能力和

这种骨架结构还能抑制过冷熔体形核，阻碍晶体

宽的过冷液相区 ΔTx，并且形成一种与传统非晶

相长大，有利于非晶相的形成。

态合金不同的新型的非晶态组织，其特点为原子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典型铁基非晶合金涂层

呈高度密堆排列，并产生新的区域原子组构，且

材料体系见表 1。从中可以看到，近 3 年来的研

原子间存在相互吸引的长程均匀性。Inoue 准则被

究多集中在 Fe-LTM-M 和 Fe-ETM-LTM-M 体系，

普遍接受，并依据它发现了许多非晶形成能力较

这是因为 Fe-LTM-M 和 Fe-ETM-LTM-M 体系的非

强的合金体系，如 Fe 基、Mg 基、Al 基、Zr 基、

晶形成能力强，且合金元素种类较多，便于根据

La 基、Ti 基、Cu 基等。此外，还可以参考的规

需求添加不同的合金元素以获得所需性能。

则有

[10]

：元素之间互扩散是非对称的，这样元素

之间很难形成金属间化合物；合金的成分要在其

2 铁基非晶涂层制备技术

相图的共晶点附近，这样的合金熔点低，容易快

从目前来看，较成熟的制备铁基非晶涂层的

速凝固；溶体晶核形成的热力学、动力学势垒要

技术有激光熔覆和热喷涂。它们都具备快速凝固

大；尽量减少氧的影响（高真空）；合适的微量

的特征，是非晶形成的前提条件，此外，涂层沉

元素掺杂。这些因素使合金难于形成稳定的晶核，

积过程中热输入较小，亦有利于非晶相形成。

在凝固过程中可以较容易地抑制结晶相形核与长

2.1 激光熔覆技术制备铁基非晶涂层

大，不能形成稳定的晶化相，从而提高非晶形成
能力。

激光熔覆是一种绿色的制造工艺，具有能量
密度高、热输入低及工件变形小、光束位置变动

铁基非晶合金涂层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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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铁基非晶合金涂层材料体系
Table 1 Typical iron-based amorphous alloy coating material system
材料体系

成分

参考文献

Fe-ETM-M

Fe-(Nb)-(B, Si)

[13] [14] [15]

Fe-(Nb)-(Si, B, P)

[16], [17]

Fe-(Cr)-(B, P, C)

[18]

Fe-(Cr, Mo)-(C, B)

[19]

Fe-(Ni, Cr)-(Si, B, P)

[20]

Fe-(Cr)-(Si, B, C)

[21]

Fe-(Zr)-(Cr, Mo)-(C, Si)

[22]

Fe-(Y)-(Cr, Mo)-(C, B)

[23], [24]

Fe-(Nb)-(Cr, Ni, W)-(B, Si)

[25]

Fe-(Nb)-(Cr, Mo, Ni)-(P, C, B, Si)

[26]

Fe-(Nb)-(Cr)-(B)

[27]

Fe-LTM-M

Fe-ETM-LTM-M

灵活等优点，其冷却速度可高达 106K/s

[28-30]

。熔

的影响。他们在四种不同粗糙度的 F2229 SS 不

覆层与基体呈冶金结合，可有效解决涂层脱落的

锈钢基板上激光熔覆了 FeCrMoCB 非晶涂层，结

问题。此外，激光熔覆制造周期短，加工范围广，

果表明 FeCrMoCB 熔覆层中非晶含量百分比随基

易实现自动化。因此，激光熔覆制备铁基非晶涂

体表面粗糙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非晶含量和相

层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

的影响，喷砂基板上的熔覆层硬度高于抛光基板

[31]

早在 1969 年，Jones

就利用脉冲激光开展

上的熔覆层，最高可达 1278HV0.1。Gargarella 等

采用激

人 [34] 通过激光熔覆在 AISI 1020 钢基板上制备了

光熔覆技术在 AISI 1018 钢基体上分别制备了单

FeCoBNbSi 非晶涂层，涂层相组成为非晶相，富

层、双层和三层结构的 FeCrMoYCB 非晶合金涂

含 Fe 和 Co 的 δ 相以及 (Fe,Co)2B 相（如图 2 所示），

层，如图 1 所示。该单层和双层结构的非晶合金

其硬度可达 1040±16 HV0.5，超过 AISI 1020 钢

涂层的硬度可达 650HV0.3，三层结构的非晶合

基板六倍以上。Basu 等人 [35] 采用激光熔覆技术

金涂层的硬度可达约 1100HV0.3，与类似成分的

在 AISI 4140 钢 表 面 制 备 了 FeCrMoYCB 非 晶 涂

了材料非晶化技术的研究。Paul 等人

烧结非晶合金硬度相当。Ibrahim 等人

[32]

[33]

探索了

层，具有很好的耐磨性和耐蚀性。

基板的表面粗糙度对激光熔覆铁基非晶涂层性能

图 1 AISI 1018 钢基体上激光熔覆技术制备的 FeCrMoYCB 非晶涂层截面 SEM 图：(a) 单层；(b) 双层；(c) 三层 [32]
Fig.1 Cross section SEM of FeCrMoYCB amorphous coating prepared by laser cladding on AISI 1018 steel substrate:
(a) one layers; (b) double layers; (c) three layer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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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ISI 1020 钢基板上激光熔覆技术制备的 FeCoBNbSi 非晶涂层：
(a) TEM 图；(b) 基体部分的选区电子衍射图；(c) 图 2(a) 中左下部分的选区电子衍射图 [34]
Fig.2 FeCoCobSi amorphous coating prepared by laser cladding on AISI 1020 steel substrate: (a) TEM; (b) Selected area
electron diffraction (SAED) pattern from the homogeneous/featureless matrix; (c) from the left bottom region of Fig. 2(a) [34]

国内直到 1989 年才出现激光熔覆铁基非晶
[36]

二层为等价树枝状相和第三层为非晶粒子复合

首次在

相，如图 3 所示。形成该分层结构的主要原因是

A3 钢上进行了铁基合金的激光熔覆实验，发现涂

由于三层的化学组成不同。涂层的显微硬度和耐

层中的非晶相显著提高了涂层的耐蚀性能。Zhu

磨性也表现出分层特性。第一层，第二层和第

涂层的报道，天津纺织工学院的杨洗陈

[37]

研究了扫描速率对铁基非晶涂层中非晶含

三层的显微硬度平均值分别为 729、680 和 1245

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稀释率和扫描速度是激光熔

HV0.05。在相同的滑动摩擦条件下，第三层的

覆制备 FeCoBSiNb 非晶涂层的两个主要因素。低

摩擦系数是基板的 28%。Liu 等人 [39] 在用于锅炉

稀释率对于非晶相的形成至关重要。当稀释率较

高温部件的碳钢试样表面激光熔覆制备了厚度为

低时，熔覆层中非晶相的比例随着扫描速度的增

15mm 的 FeCrNiCoBMoCuSi 非 晶 涂 层， 测 试 了

等人

[38]

等人在低碳钢基板上激光熔覆

650℃下非晶涂层在熔融 Na2SO4+K2SO4 中的耐腐

制备了厚度为 0.6mm 的 FeCoBSiCNb 非晶涂层，

蚀性能。结果表明涂层中的非晶结构有利于形成

在涂层 / 基材界面附近显示出分层的微观结构，

连续的 Cr2O3 保护膜，在热腐蚀过程中充当腐蚀

通常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柱状树枝状相，第

物质向内扩散的有效屏障，增强了涂层的耐热腐

加而增加。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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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能。Zhu 等人 [40] 通过在 AISI 1020 低碳钢基

快速飞行并撞击较冷基体表面，发生扁平化并快

材上激光熔覆金属粉末，开发出 FeNiSiBV 非晶

速凝固，其冷却速率可达 105~107 K/s，因而可以

复合涂层。涂层中间大部分为非晶相，周围分布

用来制备高性能非晶涂层。

着少数 Fe2B 纳米晶相 / 结晶相。涂层显微硬度可

日本是较早开展热喷涂非晶涂层研究的国

采用激

家，1984 年 Miura 等人 [42] 首次采用火焰喷涂技

光熔覆技术获得了 FeCoNiZrSiB 非晶涂层，其厚

术制备了 FeNiPBSi 非晶涂层，涂层结合强度为

度最大为 1.3mm，显微硬度可达 1270HV0.02，且

10~20MPa。Nayak 等人 [18] 在 316L 不锈钢基板表

具有很好的耐蚀性。

面采用超音速火焰喷涂 (HVOF) 制备了 FeCrBPC

达 1208 HV0.2，远高于基材。Wu 等人

[41]

非晶态 / 纳米晶复合涂层，从 TEM 图像中可以
看到纳米晶相均匀分布在非晶态基体上，且随着
送 粉 速 率 从 15g/min（ 图 4(a)） 提 高 到 30g/min
（ 图 4(b)）， 纳 米 晶 相 的 尺 寸 和 体 积 分 数 都 变
小， 非 晶 含量 增 多。经 过 工艺 调整， 得 到的 涂
层最低孔隙率 2.9％ ±0.5 vol.％、最高非晶含量
85%，涂层的耐腐蚀效果较好。与低碳钢基材以
及 SS316L 涂层相比，铁基非晶 / 纳米晶复合涂层
具有更高的腐蚀抑制效率。Mahata 等人 [23] 采用
HVOF 技术在冷轧钢板上制备了 FeSiBCrC 涂层，
涂层呈现一种非晶态和纳米晶复合结构，并指出
涂层厚度及非晶含量取决于送粉率，涂层硬度超
过 1000HV0.1，且比基体具有更好的耐腐蚀性。
Yasir 等 人 [43] 在 316L 不 锈 钢 基 体 上 采 用 HVOF
制 备 了 20wt.%Al2O3 增 强 FeMoCrYCB 非 晶 复 合
涂层，其摩擦系数从 0.6~0.7 降低至 0.3，磨损量
不 到 316L 基 体 的 1/10。Kim 等 人 [44] 通 过 控 制
HVOF 的参数制备了孔隙率分别为 0.6±0.2%、
图 3 低碳钢基板上激光熔覆制备的 FeCoBSiCNb 非晶
涂层：(a) 涂层的宏观结构；(b) 横截面的 SEM 图像；
(c) 涂层 / 基体界面附近的涂层微观结构；(d) 涂层顶部
的微观结构；(e) 渐变涂层的示意图 [38]
Fig. 3 FeCoBSiCNb amorphous coating prepared by laser
cladding on low carbon steel substrate: (a) Macrostructure
of the coating; (b) SEM image of the cross-section; (c)
microstructure of the coating near the interface of coating/
substrate; (d) microstructure of the top of the coating; (e)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graded coating[38]

2.2 热喷涂技术制备铁基非晶涂层
热喷涂技术是利用热源（电弧、火焰等）将
喷涂材料加热至熔化或半熔化状态，并采用高压
气流或焰流使其加速沉积到经过预处理的基体表
面形成涂层的方法。喷涂过程中，高温喷涂粒子

1.4±0.4% 和 3.6±0.6% 的铁基非晶 / 纳米晶复合
涂层，研究了孔隙率对涂层的耐气蚀性能的影响。
在空化侵蚀试验的早期，孔隙率为 3.6±0.6% 的
涂层，观察到较高的空化侵蚀率，而相对在后期获
得低的气蚀速率。涂层表面附近的孔充当气泡形成
的成核位置，因此是微射流撞击的优先位置，明显
增强了空化作用腐蚀速率以及涂层的腐蚀速率。
相对而言，国内的热喷涂制备非晶涂层研究
起步较晚，1993 年洛阳工学院和清华大学首次联
合报道了通过火焰喷涂 FeSiBC 自熔性合金粉末制
备非晶涂层，发现涂层呈现层状结构，该涂层内
有一定数量的高硬度合金非晶质点，但是大部分
非晶已被晶化，其耐磨性能是 20 钢基体的 4.9 倍
[45]

。Tian 等人 [46] 在低碳钢板上使用高速空气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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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16L 不锈钢基板表面 HVOF 制备了 FeCrBPC 非晶态 / 纳米晶复合涂层：(a) 送粉速率为 15g/min 涂层的 TEM；(b)
送粉速率为 30g/min 涂层的 TEM；(c) 送粉速率为 15g/min 涂层的 SAED；(d) 送粉速率为 30g/min 涂层的 SAED [18]
Fig.4 FeCrBPC amorphous/nanocrystalline composite coating was prepared by HVOF on 316L stainless steel substrate: (a)
TEM of the coatings deposited by the feeding rate of 15g/min; (b) TEM of the coatings deposited by the feeding rate of 30g/
min; (c) corresponding SAED pattern of the coatings deposited by the feeding rate of 15g/min; (d) corresponding SAED
pattern of the coatings deposited by the feeding rate of 30g/min [18]

热喷涂 (HVAF) 制备了 SAM2X5 (Fe49.7Cr18Mn1.9Mo
W1.6B15.2C3.8Si2.4) 非晶涂层，并系统研究了 Mo、W、

人 [25] 系统地研究了超音速等离子喷涂工艺氩气流

7.4

量和喷涂功率对 FeCrMoCBY 非晶涂层组织和非

Mn、Cr 在钝化膜中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Mo

晶相含量的影响。涂层非晶相含量和显微硬度随

和 W 有利于在较低电势下形成致密稳定的 Cr2O3

氩气流量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随功率的增大而

钝化膜，而钝化膜中 Mn 的大量富集提高了相对

增大。在喷涂功率为 62 kW，氩气流量 110L/min

[20]

采用等离

的条件下，涂层的非晶相含量可达 96.78%，显微

子喷涂在低碳钢基板上制备了 FeCrMoCB 非晶涂

硬度可达 1005 HV0.1，涂层的相对磨损率可提高 6

层，并比较了非晶涂层与基板以及 316L 不锈钢在

倍。Ma 等人 [26] 分别采用 HVOF 和 HVAF 在低碳

3.5 wt.% NaCl 溶液中的耐腐蚀性能。电位动力学

钢基板制备了 FeCrMoNiPBCSi 非晶涂层，耐腐

测试表明，所制备的铁基非晶涂层由于钝化范围

蚀性测试结果表明 HVAF 非晶涂层在 3.5wt.％的

广，因此比 316 不锈钢具有更高的抗局部腐蚀性

NaCl 溶液中显示出比 HVOF 非晶涂层更高的耐腐

能。电化学阻抗谱测量进一步说明了涂层的长期

蚀性，这是因为 HVOF 涂层具有更多的缺陷，例

腐蚀过程，并表明了其优异的耐腐蚀性。Zhou 等

如微孔 / 微裂纹和氧化物夹杂物，它们是点蚀形

较高电势下的钝化能力。Chu 等人

铁基非晶合金涂层的研究进展

第4期

·

7 ·

核和生长的优选位置。HVOF 涂层中的异相和微

的 FeCrSiBMn 合金复合涂层具有非晶态和纳米晶

晶会对其结构均匀性产生负面影响，如图 5 所示。

复合结构，纳米晶晶粒大小为 10~50nm。非晶相

因此，在 HVAF 涂层上的钝化膜比 HVOF 涂层上

的形成是由于熔融液滴的高冷却速率，以及通过

的钝化膜更致密，且生长速率更高，能够有效阻

有效添加 C、Mn、Si 和 B 使合金具有较高的非晶

止侵蚀性离子渗透到氧化膜中。Wu 等人

[47]

也报

道了通过 HVOF 在 1Cr18Ni9Ti 不锈钢基体上制备

形成能力。纳米晶是在非晶区或非晶相与硼化物
的界面通过均质和非均质形核形成的。

图 5 低碳钢基板上的 FeCrMoNiPBCSi 非晶涂层的 SEM：(a) AC-HVAF 工艺制备的非晶涂层；(b) HVOF 工艺制备的
非晶涂层；(c)AC-HVAF 非晶涂层高倍 SEM；(d) HVOF 非晶涂层高倍 SEM[26]
Fig.5 SEM of FeCrMoNiPBCSi amorphous coating on low carbon steel substrate: (a) AC-HVAF amorphous coatings;
(b) HVOF amorphous coatings; (c) magnified images of AC-HVAF amorphous coatings; (d) magnified images of HVOF
amorphous coatings [26]

3 铁基非晶涂层的应用

钢的 3 倍以上。在常温海水中，SAM1651 的耐腐

铁 基 非 晶 涂 层 具 有 低 成 本、 超 高 的 硬 度、
抗磨损和优异的耐蚀性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2003 年 美 国 国 防 部 DARPA 投 资 3000 万 美
元启动了“海军先进非晶涂层”(Naval Advanced
Amorphous Coating-NAAC) 计 划

[48-51]

。该计划

研 发 出 两 种 成 分 的 铁 基 非 晶 合 金 涂 层， 即 为
SAM1651(Fe48Cr15Mo14C15B6Y2) 和 SAM2X5(Fe49.7
Cr18Mn1.9Mo7.4W1.6B15.2C3.8Si2.4)，其中子吸收能力分
别是不锈钢和 Ni 基高温合金 (C22) 的 7 倍，是硼

蚀性能要是 C22 镍基合金的 4 倍以上，如图 6 所示。
涂覆这两种非晶涂层在核废料储存罐内壁能保持
4000~10000 年的安全有效期。因此，铁基非晶涂
层十分适合喷涂在舰船的甲板 / 外壳，以及核潜
艇的关键零部件等地方，可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
除此之外，在其他经常遭受恶劣的腐蚀与磨损的
工件表面如碎煤滚筒、造纸烘缸、以及石油管道
涂覆非晶涂层也将大大的提高其使用寿命。
在 SAM 系 列 合 金 的 基 础 上，201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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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南 加 州 大 学 的 Khanolkar 团 队 [52] 研 发 出 了

铁基非晶涂层在电厂锅炉水冷壁上也得到了

SAM2X5-630(Fe49.7Cr17.7Mn1.9Mo7.4W1.6B15.2C3.8Si2.4) 铁

广泛的应用。早在 90 年代初，美国 Metal-spray

基非晶合金，其弹性极限可达 11.76 ± 1.26GPa，

公 司 用 HVOF 制 备 了 FeCrWTiNi 抗 冲 蚀 氧 化 涂

打破了非晶合金弹性极限的记录，将其作为涂层

层，随后该公司又推出了高速火焰电弧喷涂涂层

在防弹衣、卫星等航天器护盾上有很大的应用前

新 Duocor 涂层，用于电厂煤粉锅炉、循环流化床

[53, 54]

利用 Ni 和 P

锅炉和垃圾焚烧锅炉炉管高温抗冲蚀磨损防护。

取代 SAM 合金中昂贵的稀土、W 和 Mo，以及调

80 年代，瑞典运用电弧和火焰丝材喷涂相结合的

控 Cr 和 Mo 的比例，研制出了低成本 Fe 基非晶

技术制备 Fe22Cr6Al 非晶涂层，具有较好的抗硫

合金涂层，在模拟海水中的耐腐蚀性能和室温下

化和抗氧化性能，对锅炉水冷壁、过热器管道具

的干摩擦磨损性能可与 SAM1651 和 SAM2X5 等

有很好的防护效果。

景。同年，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SAM 系非晶涂层相媲美，但原材料成本可降低

国内近年来也开始使用铁基非晶涂层替代

50% 以上，对铁基非晶合金的工业化应用起到了

传统合金涂层进行防护。内蒙古华电乌达热电有

很大的推动作用。

限公司（乌达电厂）自 2013 年 4 月采用铁基非
晶 涂 层 对 150MW 的 CFB 锅 炉 的 水 冷 壁 进 行 防
护，运行 26 个月后，非晶涂层的平均剩余厚度
是 0.215mm，在磨损最严重的部位检测，厚度仍
有 0.13mm，非晶涂层平均减薄约为 30%[55]。据此
推算，非晶涂层防护的 CFB 锅炉水冷壁可以使用
长达 5 年以上，而常规的晶体合金材料涂层只能
使用半年。因此，采用非晶涂层大大节约了检修
停机时间，节省了运维费用，在一个大修周期，
150MW 的 CFB 锅炉，可为电厂带来 1040 万元的
经济效益。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柳州电厂
使用的煤质含硫量高达 3.5%，煤粉炉的水冷壁长
期暴露在高硫环境，易导致腐蚀和磨损。2014 年
8 月在其煤粉炉的水冷壁上采用超音速电弧喷涂
制备铁基非晶涂层，使用 12 个月后，非晶涂层剩
余厚度为原来的 89%，与同时期喷涂的 45CT，结
焦厚度也大大减少 [56]。据此推算，采用非晶涂层
可以大大延长防护涂层的使用寿命，减少水冷壁
腐蚀磨损导致的停炉次数，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
此外，铁基非晶涂层还被广泛应用于柱塞、

图 6 三种不同环境中 SAM1651 HVOF 涂层和参考材料
（锻造 C-22 镍基）的耐腐蚀性能对比（30℃天然海水，
90℃天然海水以及 105℃ 5M CaCl2 熔液）[49]
Fig. 6 Summary of corrosion potentials for the thermal spray
coatings of SAM1651 and the reference material (wrought
nickel-based Alloy C-22) in three relevant environments,
natural seawater at two temperature levels and hot
concentrated calcium chloride (5M CaCl2 at 105 ℃ ) [49]

水轮机叶轮多个领域，例如美国科盾（天津）公
司其生产的 Armacor 非晶柱塞产品应用于乳品行
业的均质机，涂层结合强度达到 70MPa，孔隙率
小于 1%，在强酸溶液洗涤环境下运行 12 个月后，
表面依然无明显腐蚀痕迹，使用寿命为传统塞柱
的 5 倍以上 [57]。采用铁基非晶涂层对火电厂脱硫
浆液循环泵、采油厂转油脱水提升泵的叶轮进行
防护，在运行使用中可有效抵抗输送介质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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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及介质中夹杂颗粒带来的冲蚀磨损，使用寿

国耶鲁大学的 Schroers 教授研究组 [58] 在 2012 年

命可比普通叶轮的延长最高 3 倍。

利用共溅射沉积的方法制备包含 800 个 2 × 2 mm

4 铁基非晶涂层研究展望

成分梯度变化的非连续 Au-Cu-Si 合金薄膜方块，
以此为基础获得了所有成分的等温形核温度曲线，

铁基非晶涂层具有高强度、高硬度、高耐磨、

并根据曲线得到 Au-Cu-Si 合金体系具有较高玻璃

耐腐蚀、抗氧化及抗辐照等优异的性能，受到国

形成能力的成分为 Au67Cu13Si20，这与试验发现的

内外科学家们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兴趣。同时其

临界尺寸较大的非晶合金成分 Au55Cu25Si20 十分接

低廉的生产成本、丰富的原材料资源等优势必然

近。

会促进铁基非晶涂层在工程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实验手段的革新以及现代

然而，目前制备的铁基非晶合金仍然存在非晶含

计算机技术、软件和算法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材

量不够高、孔隙和氧化物等缺陷较多、成分难以

料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以及高通量计算与实验手

精准控制以及涂层中残余应力较大等问题，尚需

段的兴起，铁基非晶涂层将继续散发强大的生命

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铁基非晶涂

力，并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层的性能，推动铁基非晶涂层的应用，可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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