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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 - 凝胶法制备 TiO2 及其冷喷涂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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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110016)
摘要：冷喷涂陶瓷涂层的现有研究表明，大部分商业陶瓷粉末不适合用于冷喷涂，而实验室制备的纳米团聚粉末
更易于冷喷涂。溶胶 - 凝胶法是制备纳米 TiO2 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具有工艺简单、重复性高、反应易控制等优点，
而且可以通过实验参数的改变从分子水平对反应进行控制，从而获得结构形态各异的纳米粒子。本文采用基于钛
酸四正丁酯水解反应的溶胶 - 凝胶法制备纳米锐钛矿 TiO2，研究粉末的微观结构并考察其冷喷涂性能，在此基础上，
分析原料粉末性能对其冷喷涂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商业 TiO2 粉末相比，溶胶 - 凝胶法制备的 TiO2 粉
末具有良好的冷喷涂工艺适应性。溶胶 - 凝胶法制备的 TiO2 粉末微观结构为不规则形，经过热处理后由无定形态
转变为锐钛矿相。冷喷涂 TiO2 涂层晶体结构及涂层内部 TiO2 颗粒的微观形貌均与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保持一致。
冷喷涂 TiO2 涂层的光催化活性受原始喷涂粉末影响，当原始喷涂粉末的光催化活性高时，冷喷涂 TiO2 涂层的光
催化活性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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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d Spraying Performance of TiO2 Prepared by Sol-gel Method
Yanfang Shen, Wan Song, Xinyu Cui, Tianying Xiong, Tiefan Li
(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Abstract: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cold sprayed ceramic coatings indicates that the most commercial ceramic
powders cannot be successfully sprayed. Whereas agglomerated nanometer powders prepared in the laboratory
can achieve cold sprayed ceramic coating. Sol-gel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used methods to prepare
nanosized TiO2.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a simple process, low equipment requirement and simple control of
the reactions, etc. In order to obtain the nanoparticles of different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the reactions can
be controlled at the molecular level through the change of the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In this paper, nanoanatase TiO2 was prepared by the hydrolysis reaction of tetrabutyl titanate, and its cold spraying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wder properties on its cold spray performanc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O2 powders prepared by sol-gel method can be deposited as coatings easier than commercial
TiO2 powders by cold spray technology. Sol-gel TiO2 powders exhibit irregular morphology, and transferred to
anatase phase after thermal treatment. The crystal phase and micro-morphology of cold sprayed TiO2 coating
are the same with sol-gel TiO2 powders. Th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cold sprayed TiO2 coating is affected
by feed powders. The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the cold sprayed TiO2 coating has been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sol-gel TiO2 pow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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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结构对其光催化性能有影响，热喷涂 TiO2 涂

0 引言

层多是金红石相，光催化效率要低于锐钛矿相，

关于冷喷涂陶瓷涂层的现有研究表明，大部

冷喷涂 TiO2 光催化涂层的晶型与原始喷涂粉末保

分商业陶瓷粉末无法用于冷喷涂，而实验室制备

持一致，可以通过调控原始喷涂粉末的光催化活

的纳米团聚粉末更易于冷喷涂。商业陶瓷粉末一

性来制备高活性的涂层。

般分为纳米级粉末和微米级粉末，纳米级粉末颗

本文采用基于钛酸四正丁酯水解反应的溶胶 -

粒的一次粒径在 100nm 以内，经过喷雾干燥团聚

凝胶化学反应制备纳米锐钛矿 TiO2，研究 TiO2 粉

后其形态一般是不规则的近球形粉体，代表粉末

末的微观结构与形貌并采用冷喷涂技术制备 TiO2

如德国迪高沙的 P25。实验室制备的纳米粉体也

涂层，研究 TiO2 粉末和涂层的光催化性能。在此

多是近球形粉体，通过喷雾干燥法可以制备出球

基础上，分析原料粉末性能对其冷喷涂性能的影

形的纳米团聚粉体。冷喷涂的工作压力高，普通

响并找出规律。

纳米粉体不适合进行冷喷涂，在喷涂过程中喷枪会
在基体表面形成弓激波，将直径过小的纳米粉吹散，

1 实验方法

而直径过大的微米陶瓷粉末也不适合冷喷涂，只能

1.1 TiO2 粉末制备

对样品表面进行冲蚀。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

[1-4]

，

钛 酸 四 正 丁 酯 (Ti(OC4H9)4) 作 为 前 驱 体，

直径在 2~10μm 的微米粉末，以及由纳米粉团聚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AB) 作为分散剂，采

的微米粉可采用冷喷涂工艺实现良好的沉积形成

用硝酸调节 pH 值。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将 50ml

陶瓷涂层。

无水乙醇、25 滴 70% 的浓硝酸、7.2ml 去离子水

溶胶 - 凝胶法是制备纳米 TiO2 最常用的方法

和 1.0g CTAB 搅拌均匀得到 A 溶液；将 20ml 钛

之一，具有工艺简单、设备要求低、反应易控制

酸四正丁酯加入到 50ml 无水乙醇中，搅拌 30 分

等优点，而且可以通过实验参数的改变从分子水

钟，得到混合均匀的溶液 B。剧烈搅拌 A 溶液，

平对反应进行控制，从而获得结构和形态各异的

同时将 B 溶液逐滴加入溶液 A 中，在此过程中，

纳米颗粒。Liu 等

[5]

通过钛醇盐在去离子水中的

溶液 A 逐渐变为乳白色的溶胶。所得溶胶在室温

水解缩聚反应得到锐钛矿相的混合晶型纳米 TiO2

下静置 24 小时得白色凝胶，然后在 60℃的水浴

粉体。Cassaugnon 等

[6]

将 TiCl4 溶入去离子水中，

锅中干燥 10 小时得到干凝胶，研磨后得白色粉

经回流处理后得到金红石相、锐钛矿相和板钛矿

末。

相混合的纳米 TiO2 粉体。溶胶 - 凝胶法最常用的

1.2 冷喷涂制备 TiO2 涂层

钛源是钛酸丁酯，它在乙醇溶液中的胶凝化时间

冷喷涂的实验装置采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最短，所以多采用乙醇作溶剂 [7]。反应中加水速

所和俄罗斯科学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共同联合

度过快会导致钛酸四丁酯剧烈水解，水解产生的

研制的冷喷涂装置。实验采用铜、铝、不锈钢作

聚合物来不及溶于乙醇而直接发生缩聚反应，从

为 基 体， 将 其 线 切 割 成 10mm×10mm×2mm 的

而产生大量的絮凝物，无法生成稳定的透明溶胶。

试样片，其表面用 2000# 砂纸打磨，并用丙酮、

所以实验中需向水中逐滴加入反应前躯体，才能

乙醇进行超声波清洗后吹干。冷喷涂试验前，试

较好的控制水解反应速度。凝胶干燥后得到的是

样表面进行喷砂处理。喷涂前要将喷涂的 TiO2 粉

无定形 TiO2，必须经过煅烧才能转化为晶相。研

末放入干燥箱中 60℃加热 12 小时，以除去粉末

究表明，TiO2 由无定形向锐钛矿相转变的温度约

中的水蒸汽，避免堵枪。喷涂的工艺参数为：载

为 400℃，而当煅烧温度高于 500℃后，TiO2 开始

气为压缩空气，载气温度 550℃，载气压力 1.8MPa，

[8]

由锐钛矿相向金红石相转变 。但是，TiO2 相变

喷涂距离 20mm。

转化温度与粉末的制备方法有关，可以通过差热

1.3 分析测试方法

分析 (DTA) 确定相变转化烧结温度。同时，TiO2

样品的晶型和结晶度采用日本理学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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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ax2500pc 型 X － 射 线 衍 射 仪 (XRD) 进 行 分
析，采用 Cu 靶的 Kα 射线扫描涂层试样，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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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kV， 管 流 100mA， 扫 描 速 度 4°/min。 晶 粒 尺
寸由谢乐公式计算得出。采用设备型号为 Inspect
F50( 美国，FEI) 及 S-3400N 的扫描电子显微镜，
进行了涂层试样的显微组织观测和能谱定点分析。
使 用 型 号 为 Tecnai G2 F20（ 美 国 FEI 公 司） 和
JEM-2010（日本 JEOL 公司）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对样品进行微观形貌分析和选区电子衍射分析。
TiO2 粉末的差热分析采用法国 SETARAM 公司生
产的 SETSYS Evolution18 综合热分析仪，本实验
选用 TG-DTA 附件。
为了研究 TiO2 粉末及其涂层在可见光下的
催化活性，选用亚甲基蓝 (MB) 和罗丹明 B(RhB)

(b)

为降解目标进行考察。降解实验中的光源为 13W
的荧光灯，光源与被降解溶液的液面距离控制在
10cm。 亚 甲 基 蓝 的 初 始 浓 度 均 为 5mg/L， 罗 丹
明 B 的浓度为 10mg/L，所添加的光催化剂的量
为 500mg。光照前，先将添加了催化剂的溶液在
暗态下搅拌 30 分钟，使有机物在催化剂表面达到
吸附 - 脱附平衡。亚甲基蓝和罗丹明 B 溶液的浓
度采用 V550 型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进行分析，
在 200~800nm 内自动扫描分析。其中，亚甲基蓝
和罗丹明 B 的最大吸收波长分别位于 664nm 及
554nm。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TiO2 粉末差热分析
制 备 的 白 色 粉 末 是 无 定 形 的 TiO2， 必 须 经
过焙烧，通过差热分析 (DTA) 确定烧结温度，粉
末差热分析的升温和降温过程分别如图 1(a) 和图
1(b) 所示。可以看出，408℃附近出现明显的放热
峰，表明无定形 TiO2 晶化转变为锐钛矿 TiO2，释
放结晶潜热。而 382℃处的吸热峰应是有机物的
挥发所致。在 983℃附近出现了放热峰，表明锐
钛矿 TiO2 发生不可逆相变，转变为金红石相。所
以烧结温度在 406~983℃范围内时均能得到锐钛
矿 TiO2。将干凝胶在 600℃空气中焙烧 4 小时，
得到锐钛矿 TiO2 粉末。

图 1 TiO2 差热分析：(a) 升温过程；(b) 降温过程
Fig.1 The DTA analysis of TiO2 powders: (a) the process of
temperature arising; (b) the process of temperature falling

2.2 TiO2 粉末结构及形貌
溶胶 - 凝胶法制备的 TiO2 粉末及冷喷涂涂层
的 XRD 如图 2(a)、(b) 所示，由 XRD 图谱可以看
出，TiO2 粉末及涂层主要由单一的锐钛矿相组成，
不含金红石相，即使热处理温度升高到 600℃ (2
h)，TiO2 粉末也是单一的锐钛矿相。锐钛矿的光
催化活性优于金红石相，由于混晶效应，含少量
金红石相的锐钛矿 TiO2 催化活性比纯锐钛矿相更
好，比如商业 TiO2 粉末迪高沙 P25，具有优良的
光催化活性。冷喷涂 TiO2 涂层是采用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制备的，其 XRD 衍射结果也是单一的
锐钛矿相，与原始喷涂粉末保持一致。然而，冷
喷涂 TiO2 涂层的衍射谱峰（图 2(b)）发生了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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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化，这说明冷喷涂 TiO2 的高压作用于后使其晶

小尺寸的纳米颗粒团聚而成的。在超细粉末中，

粒发生形变或破碎，导致涂层中 TiO2 晶粒细化。

颗粒的比表面积、表面能急剧增加，使其成为一

TiO2 的衍射峰十分尖锐，2θ 为 36.9、37.7、38.5

个不稳定的热力学体系 [9]。颗粒之间有自发聚集

处的三个衍射峰也分离开，说明 TiO2 的结晶度非

以降低系统自由焓的趋势，逐步团聚形成二次颗

常好，利用 Jade 软件粗略估计其晶粒尺寸，大约

粒。这是一种自发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团聚方

为 25nm。

式分为软团聚和硬团聚，软团聚是靠静电引力、
范德华力、毛细管力等较弱的力聚合在一起，常

(a)

在液相反应阶段产生，通过化学作用和机械作用
可以消除；粉末的硬团聚体内除了颗粒之间的范
德华力和静电引力外，还存在化学键的作用，通
常是焙烧阶段产生的。观察 TiO2 的截面形貌（图
3(e)），发现颗粒内部十分致密，几乎没有孔隙。
颗粒截面通过机械磨抛制备，试样表面几乎没有
颗粒掉落而留下的孔，说明颗粒内部纳米粒子的
团聚强度非常高，机械力不能将其分开，是硬团
聚。能谱测试结果显示，O 和 Ti 元素的含量分别
为 69.54 wt.% 和 30.46wt.%。

(b)
(a)

图 2 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与冷喷涂 TiO2 涂层的 X 射
线衍射图 : (a)500℃和 550℃热处理 TiO2; (b)600℃热处
理 TiO2 及 TiO2 涂层
Fig.2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sol-gel TiO2 powders
and cold sprayed TiO2 coating: (a) thermal-treated TiO2
powders at 500℃ and 550℃ ; (b) thermal-treated TiO2
powders at 600℃ and TiO2 coating

观察 SEM 图像，由 3(a) 和 (b) 可以看出颗粒
形状极不规则，有许多尖锐的棱角，尺寸平均值
大约为 50~100μm，粒度分布不均匀。高倍 SEM
下（ 图 3(c)、(d)） 观 察 发 现，TiO2 颗 粒 是 由 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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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结构，在低倍明场像（图 4(a) 中右上图）可
以看到明显的选区衍射图样，证明该粉末是单晶
态的。单晶由于只有一个晶格，电子衍射图样是
大量衍射亮点，排布成环状。多晶是由多个晶粒
组成，其电子衍射花样是连续的同心圆环。这与
(a)

(d)

(b)

(e)

(c)

图 3 溶胶 - 凝胶制备的 TiO2 的 SEM 形貌：(a)、(b)：低倍；
(c)、(d)：高倍；(e) 粉末截面
Fig.3 SEM images of TiO2 :(a), (b): low magnification; (c),
(d): high magnification; (e) the cross-section

溶胶 - 凝胶制备的 TiO2 粉末的 TEM 图像如
图 4 所示，图 4(a)、图 4(b) 和图 4(c) 分别是 TiO2
粉末的低倍明场像、高倍明场像及高分辨图像。
从 图 4(a) 和 图 4(b) 中 可 以 看 出，TiO2 粉 末 经 过
超声波震动后可以分散开，其一次粒径大约是
10~30nm，呈近球形。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属于

图 4 溶胶 - 凝胶制备 TiO2 粉末的 TEM 图像：(a) 低倍
明场像；(b) 高倍明场像；(c) HRTEM 图像
Fig.4 TEM images of sol-gel TiO2: (a) low-magnification
bright-field image; (b) high-magnification bright-filed
image; (c) high-reservation TEM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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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D 的分析结果一致，证明 TiO2 粉末是单一的

使其容易回收。在可见光的照射下，冷喷涂 TiO2

锐钛矿晶型。图 4(c) 中的高分辨图像显示 TiO2 晶

涂层的光催化效率仅为 3~5%，根据前期的研究工

粒呈现各向异性，多个单晶颗粒团聚在一起形成

作，掺杂改性后，冷喷涂改性 TiO2 涂层的光催化

二次晶粒。同一个单晶内部的晶面方向完全平行

效率大大提高，达到 38%。这是由于未改性时溶胶 -

一致，但不同晶粒之间的晶面方向呈现随机分布

凝胶 TiO2 几乎不响应可见光，掺杂改性后其可见

的状态。

光活性提高很多。冷喷涂 TiO2 涂层在紫外光照射

2.3 TiO2 粉末及涂层的光催化性能

下显示出更高的光催化活性，是可以降解污染物

取 125ml 浓 度 为 10mg/L 的 罗 丹 明 B (RhB)
溶液和 5mg/L 的亚甲基蓝溶液 (MB) 为降解物，

或分解水制氢的。
2.4 TiO2 的冷喷涂性能

分别测定所制备 TiO2 粉末和冷喷涂 TiO2 涂层的

采用冷喷涂技术将自制的 TiO2 粉末分别沉

光催化性能，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实验

积在铝、铜、201 不锈钢基体上，各基体的硬度

中溶胶 - 凝胶法制备的 TiO2 在 4h 内降解了 40%

如表 1 所示，颗粒在较硬的不锈钢基体上没有实

的罗丹明 B，具有良好的光催化性能。但与 P25

现 沉 积。TiO2 在 铝、 铜 基 体 上 的 沉 积 情 况 如 图

TiO2 相比，溶胶 - 凝胶 TiO2 的光催化性能要逊色

6(a)~(d) 所示，其中图 6(a) 和 (b) 分别为 Al 基体、

一些，P25 的降解率可达 65%。这是因为 P25 是

Cu 基体上冷喷涂沉积 TiO2 涂层的表面形貌，图

混晶结构（70% 锐钛矿与 30% 金红石），混晶结

6(c) 和 (d) 分别为 Al 基体、Cu 基体上 TiO2 涂层

构有效提高了光生电子的传输效率和光催化活性。

截面形貌的背散射电子图像。由图 6(a) 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溶胶 - 凝胶 TiO2 是纳米团聚结构，分

Al 基体表面较为均匀地分布着一些不规则的 TiO2

2

散性差，其比表面积仅为 13.4m /g，远小于 P25
2

的 50 m /g，降低了其光催化性能。

颗粒，几乎完全被涂层覆盖，而且一些尺寸为几
个微米的 TiO2 碎片很深地嵌入铝基体内部，颗粒

当溶胶 - 凝胶法制备的 TiO2 粉末被沉积为冷

之间未形成有效结合。沉积的碎片尺寸远小于原

喷涂 TiO2 涂层时，其光催化活性会显著降低，这

始颗粒的尺寸，说明撞击过程中，颗粒碎化，而

是由于涂层的比表面积要远小于同等质量的粉末

且颗粒没有明显变形。由图 6(b) 可知，Cu 基体上

的比表面积，这就导致了涂层表面活性位的大量

只有一些很小的 TiO2 碎片镶嵌在基体表面，这些

缺失，这是 TiO2 涂层的光催化活性低于粉末的主

碎片尺寸比 Al 基体上沉积的碎片更小，嵌入基体

要原因。TiO2 光催化涂层的优势在于将粉末催化

的深度也小于 Al 基体。这是因为 Cu 基体较硬，

剂固定在基体上，减少粉末催化剂对水体的污染，

塑性变形困难，只能粘结小尺寸的碎片。
表 1 各基体材料的维氏硬度
Table 1 Vickers hardness of different substrates
基体材料

Al

Cu

SUS201

HV3

38

100

174

涂层中的 TiO2 尺寸远小于原料颗粒，说明颗
粒在撞击基体的过程中发生碎化，形成碎片云，
并且将基体热软化。部分碎片粘结于基体，后续
颗粒冲走粘结不牢的颗粒，同时夯实另外部分粘
结颗粒形成涂层，其结合机制称为机械互锁或颗
图 5 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与冷喷涂 TiO2 涂层光催化降
解亚甲基蓝溶液和罗丹明 B 溶液的动力学曲线
Fig.5 Kinetics of TiO2 coatings and powders in
photodegradation of MB and RhB

粒与基体材料缠结 [10]。对于较软的基体 Al，基体
软化程度高，甚至能形成金属射流，覆盖第一层
涂层表面，粘结后续颗粒，颗粒与基体材料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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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较硬的 Cu 基体，基体软化，能镶嵌部分

的塑性和韧性优异，在冷喷涂过程中发生塑性变

小碎片，形成机械互锁。基体硬度进一步增加时，

形。实际上，当 TiO2 陶瓷颗粒能够有效沉积时，

颗粒不能将基体充分软化并成功镶嵌，所以 201

随着沉积过程的进行和涂层厚度的增加，是可以

不锈钢基体上未实现有效沉积。当选择合适的工

把沉积初期卷积的 Al 基体冲蚀出涂层或者直接在

艺参数时，TiO2 颗粒能够密集地嵌入 Al 基体，与

Al/TiO2 金属陶瓷上覆盖新形成的 TiO2 陶瓷涂层。

Al 卷积在一起形成涂层，这主要是由于 Al 基体

图 6 冷喷涂沉积的 TiO2 涂层：(a) Al 基体表面沉积的 TiO2 涂层；(b)Cu 基体表面沉积的 TiO2 涂层； (c)Al 基体上
TiO2 涂层截面的背散射电子图像；(d)Cu 基体上 TiO2 涂层截面的背散射电子图像
Fig.6 TiO2 coatings deposit by cold spray: (a) surface of TiO2 coatings on Al matrix; (b) surface of TiO2 coatings on Cu matrix;
(c) the cross-section image of TiO2 coating on Al matrix (BSE); (d) the cross-section of TiO2 coating on Cu matrix (BSE)

2.5 TiO2 颗粒与基体的结合机理

颗粒的动能消耗于破碎颗粒，同时使基体变形，

TiO2 颗粒的沉积行为与它的团聚行为有关，

基体硬度决定了它的变形行为。基体较软时，受

颗粒的团聚一般可分为软团聚和硬团聚，软团聚

到强烈的撞击力会发生塑性变形，塑性功转化为

在粉体加工成型过程中容易破裂，而硬团聚结构

热能，软化基体，甚至出现金属射流，粘结颗粒。

在加工成型过程中其结构不易被破坏。液相化学

基体较硬时，强烈的撞击力也不足以使它变形，

合成法制备纳米粉体时，颗粒的接触区存在着气 -

由于颗粒动能大部分消耗于碎化这一过程，基体

液界面，在干燥和煅烧过程中，随着最后一部分

与颗粒都没有变形，颗粒只能反弹。这种现象与

[11]

。溶胶 - 凝胶法

其它脆性硬质颗粒的撞击行为类似，如 Al2TiO5

制备的 TiO2 经过 600℃烧结形成硬团聚，颗粒没

撞击 Pb[12]，SiC 撞击 Si 基体 [13]。实验探索冷喷涂

有塑性，不能变形只能碎化。所以撞击基体时，

沉积陶瓷涂层阶段，所得到的结果都与此类似。

液体的排除，颗粒形成硬团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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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卷

3979-3982.
[2] Yamada M, Kandori M, Sato K, etal. Fabrication of

(1) 采用溶胶 - 凝胶法制备了纳米团聚的 TiO2

Titanium Dioxide Photocatalyst Coating by Cold Spray[J].

颗粒，经过热处理后由无定形态转变为单一的锐

Journal of Soli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钛矿相，不含金红石相。颗粒形状不规则，平均

2009, 3 (2): 210-216.

尺寸大约 30~50μm，是由直径为 10~30nm 的初始
颗粒团聚而成的，经过 600℃烧结后，晶粒长大
且颗粒团聚紧密，很难破坏，常态下不易变形。

[3] He X L, Yang G J, Li C J, et al. Room Temperature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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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liemann J-O, Gutzmann H, Gärtner F, Tet al. Cold

TiO2 颗粒的微观形貌均与溶胶 - 凝胶 TiO2 粉末保

Spraying for Titanium Dioxide Coatings with High

持一致。冷喷涂 TiO2 涂层的光催化活性受原始喷

Photocatalytic Bactericidal Activity[C]. Proceedings of the

涂粉末影响，当原始喷涂粉末的光催化活性高时，
冷喷涂 TiO2 涂层的光催化活性也较高。由于 TiO2
涂层的比表面积有限，其光催化性能较同等质量
的原始粉末低。

2011 ITSC, Singapore, 2011: 356-359.
[5] Liu A R, Wang S M, Zhao Y R, et al. Low-temperature
preparation of nanocrystalline TiO2 photocatalyst with a
very large specific surface area[J].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06, 99(1): 131-134.

(3) 采用冷喷涂技术在 Al、Cu 和不锈钢基体

[6] Cassaignon S, Koelsch M, Jolivet J P. From TiCl3

上沉积 TiO2 涂层，Al 和 Cu 基体容易沉积，不锈

to TiO 2 nanoparticles (anatase, brookite and rutile):

钢基体难以直接沉积。涂层与基体以机械镶嵌的
方式结合，机械结合的出现与冷喷涂的工艺参数
有关，也与基体硬度和颗粒的团聚程度有关。团
聚强度大的陶瓷颗粒在冷喷涂过程中只能破碎，
不易发生塑型变形，没有颗粒间的冶金结合，但
通过一定程度的真空热处理进行扩散退火，也可
以提高涂层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强度，否则不能形
成真正的涂层。

Thermohydrolysis and oxidation in aqueous medium[J].
Journal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Solids, 2007, 68(5):
69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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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溶胶 - 凝胶法制备 TiO2 的过程中需经过

[10] Gutzmann H, Freese S, Gärtner S, et al. Cold gas spraying

烧结去除有机物得到纳米粉末和微米粉末，烧结

of ceramics using the example of titanium dioxide[C].

会导致粉末内部颗粒团聚强度非常高，在撞击基
体的过程中难以碎化，不能变形。然而，本工作
中的实验条件下所制备的 TiO2 是可以进行冷喷涂

Proceedings of the 2011 ITSC, Hamburg, Germany.
[11] Grass R N, Tsantilis S, Pratsinis S E. Design of hightemperature, gas-phase synthesis of hard or soft TiO 2
agglomerates[J]. AIChE Journal, 2006, 52(4): 1318-1325.

的，能够沉积 20~30μm 厚的涂层。如果需要更厚

[12] Veräjänkorva S, Lagerbom J, Vuoristo P. Influence of

的 TiO2 涂层，则需要寻求其它方法改进制备 TiO2

powder type and properties on ceramic layer deposition by

粉末的工艺。

cold spraying[C]. Proceedings of the 2006 ITSC,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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