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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气等离子热喷涂的发动机缸体缸孔内壁涂层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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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上海 201206）
摘要：基于国内汽车主机厂对量产发动机缸孔喷涂的需求，以某公司某型号发动机为例，开发了基于 APS 的缸
孔涂层工业化量产工艺，并对大气热喷涂缸孔内壁的工作机理、前处理、后处理等加工工序、质量检测方法进行
研究和介绍，为 APS 缸孔涂层工业化量产工艺开发提供理论支持和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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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Coating Technology of Cylinder Bore Inner Wall of Engine Block
Kunlun Lv
(SAIC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Limited, Shanghai 2012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and of domestic automobile factories for cylinder bore coating of mass production
engine, the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of cylinder bore coating deposited by atmospheric plasma spray
(APS) was developed. The working mechanism, pretreatment, post-treatment and other processing procedures and
quality detection methods of inner wall of cylinder bore of atmospheric thermal spraying were introduced, which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for the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of
APS cylinder bore coating.
Key words: Plasma Spraying; Inner wall coating; Cylinder Bore

足发动机的耐摩擦、耐高速冲击、耐高温等要求，

0 引言

但铸铁缸套由于导热性差，膨胀系数与铝合金缸

随着各国政府对汽车排放和油耗的法规标准

体不匹配等原因导致发动机工作时缸套受热不均

不断提高，对发动机减重和降摩擦等提出了新的

变形，影响着发动机效能的发挥。为此，采用缸

要求，动力总成通过提升驱动效率、减低摩擦、

体孔壁等离子喷涂工艺，制造出无缸套全铝合金

轻量化、降低机油耗等的技术来实现对燃油车的

缸体以实现发动机轻量化、降低发动机摩擦损耗、

[1]

排放和油耗新要求 ，越来越多的汽车主机厂研

提升发动机效能、优化缸孔热力学特性等 [2]，成

究和开发在铝合金缸体缸孔内壁喷涂涂层取代传

为国外各大汽车公司的选择，如大众的 EA211、

统的铸铁缸套的工艺。

奥迪的 2.5LTFSI、保时捷的 V8 4.6L 的机型已实

传统铝合金缸体在缸孔处镶入铸铁缸套以满

现了批量生产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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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内汽车主机厂对热喷涂工艺开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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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缸体缸孔内壁喷涂的量产工艺开展研究和应用

求，以某公司某型号发动机为例，开发了基于大

[5-6]

气等离子热喷涂缸孔内壁涂层量产工艺，并对该

1.2 APS 缸孔内壁热喷涂工艺流程

。

工艺的工作机理、前处理、后处理等加工工序、

本文基于某公司设计研发部门的某新型发动

质量检测方法等进行研究和介绍，为大气等离子

机缸体无缸套技术研发需求，以某型号发动机为

热喷涂缸孔内壁涂层量产工艺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例，同步开发了 APS 缸体缸孔内壁涂层工艺技术，

和应用分析。

并设计规划了年产能 30 万台发动机的 APS 缸体

1 大气等离子热喷涂发动机缸体缸孔内壁涂
层工艺
1.1 发动机缸孔内壁热喷涂工艺简介

内壁热涂层量产工艺。
量产工艺分为喷涂前的预加工单元，喷涂单
元，精加工单元。其中预加工单元包括缸体粗加工、
缸孔半精加工、缸孔精镗等加工工艺。喷涂单元

在繁多的热喷涂技术中，有两种工艺被试验

包含缸孔表面粗化、清洗、检测、缸孔喷涂、冷

证明是比较适合发动机缸体缸孔喷涂：(1) 等离子

却等喷涂制备工艺。精加工单元包括缸体精加工、

喷涂，即在一个阳极和一个阴极之间点火，产生

高压清洗、缸孔珩磨、最终清洗、缸孔检测等精

高频电弧，气体（如：氦、氢、氮或其混合气体等）

加工工艺。APS 缸孔内壁热喷涂的量产工艺流程

在流经电极之间被电离，产生高热的等离子火

图如图 1 所示，工艺布局图如图 2 所示。

焰，喷枪将涂层材料（如金属粉等）注入等离子
火焰，融化的喷涂材料被压缩气体高速喷射到缸

2 预加工单元

孔孔壁上并形成涂层。APS (Atmospheric Plasma

喷涂前缸体基准的状态和缸孔的基本形貌对

Spraying) 和 PTWA(Plasma Transferred Wire Arc)

最终产品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对

属于此类工艺技术范畴。 (2) 电弧喷涂，该技术

发动机缸体进行预加工。发动机缸体上料后对缸

采用具有相同化学成分的双电弧丝工艺，通过各

体定位基准进行加工，用于后续缸孔镗孔、粗化、

自带有正负电荷的金属线接触产生电弧带来的高

喷涂、缸盖结合面加工，以及珩磨、检测工位的

热将金属线材尖端熔化，并经压缩空气将熔融的

精确定位。通过缸孔粗镗、半精镗、精镗等工序

喷涂材料雾化，以工艺气体的形态加速被喷射到

加工至满足产品工艺过程尺寸要求的缸孔直径、

孔壁。当前，越来越多的汽车主机厂对 APS 发动

圆度和圆柱度等几何精度要求以及粗糙度等微观

图 1 APS 缸孔内壁喷涂量产工艺流程图
Fig1.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flow chart of cylinder bore inner wall spraying with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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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PS 缸孔内壁喷涂量产工艺布局图
Fig.2 Mass production process flow layout of cylinder bore inner wall spraying with APS

精度要求，形成缸孔基础形貌。

工艺。
3.2 机械粗化

3 缸孔喷涂单元

机械粗化为通过机械的方法在缸孔表面加工
出所需的表面形貌，比如采用定制的粗化刀具在

3.1 粗化工艺简介
基于 APS 的量产工艺开发的缸孔表面粗化工

加工中心上对缸孔表面进行加工，以获取特定的

艺，需要满足大批量生产需要的稳定性和节拍等

表面粗化结构和形貌 [9-10]。机械粗化是最常规的量

要求，以此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影响，机械粗化

产粗化工艺方式，各种粗化方式和形状如图 3 所

和激光粗化缸孔表面是最适合量产工艺

[7-8]

，下面

示。

分别介绍机械粗化和激光粗化缸孔表面两种粗化

图 3 缸孔表面粗化方式及形状 [11]
Fig.3 Surface roughing method and shape of cylinder bor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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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通道形槽的附着强度要高于螺

用特制刀具加工出的燕尾槽形状的槽型可以使缸

纹形式槽，可以通过增加槽的深度或改变槽的形

体缸孔涂层与 AlSi 基体的结合强度达到 60MPa

状来增加喷涂后的涂层附着强度，机械粗化的涂

以上 [12]。

层与基体结合微观微结构图如图 4 所示。通过采
(a)

(b)

(c)

(d)

图 4 机械粗化的涂层与基体结合微观微结构图：(a) 燕尾槽；(b) 梯形槽；(c) 类梯形槽；(d) 方形槽
Fig4. Microstructure of mechanical coarsening coating and substrate:
(a) dovetail groove; (b) trapezoidal groove; (c) near-trapezoid groove; (d) square groove

3.2 激光粗化
激光粗化是利用高能激光束去除基体表面氧

可以达到平均 50MPa[13]，具体如图 5 所示意激光
粗化涂层与基体结合的微观结构。

化物及污染物，形成一定缸孔表面结构化形貌，

在相同涂层结合强度的情况下，激光粗化形

是一种用于缸孔表面粗化处理并适宜于批量化生

成的缸孔表面形貌沟槽深度较小，相比机械粗化

产的新工艺。作为缸孔热喷涂涂层的预处理，可

更节省涂层材料，在假设涂层厚度（不考虑粗化

以在缸孔内壁形成符合功能要求的缸孔表面形貌。

深度部分涂层材料）均为 0.1mm 的情况下，激光

由于采用高能激光束粗化缸孔表面形貌，其灵活

粗化深度为 0.05mm，机械粗化深度为 0.15mm，

性较大，同时，激光粗化的表面形成毛刺状的突

激光粗化涂层相比机械粗化涂层节省约 35% 物料，

起可以起到类似“小拉手”的作用与涂层结合，

机械粗化与激光粗化的微观结构对比示意图如图

起到增加结合强度的作用，激光拉毛的结合强度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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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5 激光粗化的涂层与基体结合微观微结构：(a) 示意图；(b) 低倍；(c) 高倍
Fig.5 Microstructure of laser coarsened coating and substrate:
(a) schematic diagram; (b) low magnification; (c) high magnification

图 6 机械粗化与激光粗化的微观结构对比（来源于格林公司）
Fig.6 Comparison of microstructure between mechanical coarsening and laser coarsening (source: Gehring GmbH)

3.4 APS 缸孔内壁热喷涂工艺
APS 热喷涂作为缸体缸孔内壁喷涂的关键技
术，其中工作原理为以高频电弧产生高热的等离
子火焰作为热源，在大气中通过特定设计的喷枪
将产生的等离子射流以与喷枪轴线之间一定夹角
进行喷涂，同时，喷枪在缸孔中心轴线方向一定
的冲程和旋转速度运动，使等离子火焰沿缸孔内
壁径向上下及轴向循环往复旋转扫射形成涂层。
在制作喷涂工装时需要对潜在受喷涂影响的水套、
油道等特征采用遮蔽工装对关联特征进行遮蔽，
防止或减少喷涂材料对关键特征的影响。大气等
离子热喷涂原理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图 7 大气等离子热喷原理（来源 Oerlikon 公司）
Fig.7 Principle of atmospheric plasma thermal spraying
(source: Oerlikon me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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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缸孔珩磨

层材料，其范围从全金属到金属基复合材料、陶

结合缸孔喷涂涂层的材料和涂层特性，在完

瓷材料。这一特点对于定制缸孔内壁涂层工艺更

成 APS 缸孔内壁喷涂后采用“镜面珩磨”，通常

具有灵活性。由于粉末粒度细小，APS 喷涂能够

采用金刚石砂条对涂层进行磨削，珩磨后形成的

形成更好的小孔和氧化物分布，确保了涂层的稳

微观支撑结构和珩磨网纹保证了良好的润滑。完

定性和涂层厚度的均匀性，热喷涂涂层后无需额

成珩磨加工的内壁涂层能够降低摩擦系数，减少

外增加强力定位珩或缸孔精镗来修正缸孔的位置

磨损量，提高耐腐蚀性等。
APS 涂层珩磨和普通灰铸铁珩磨的显著区别

度。同时，涂层厚度更薄，珩磨加工余量更小，
降低了后续的珩磨加工时间。

4 精加工单元

是：涂层珩磨后表面无珩磨特有的交叉网纹模式，
而是具有开放孔隙的光滑珩磨面。与铸铁珩磨表
面相比，涂层珩磨具有优异的抗磨损特性，滑油

缸孔喷涂后的精加工单元包含了缸盖结合面

留在涂层内壁表面小孔中，加强了流体力学特性，

和缸孔倒角、缸孔珩磨等精工工艺，以保证最终

并减少了潜在摩擦。涂层上均匀分布着小孔，随

产品质量，满足产品图纸关于缸孔特征的几何精

着涂层的磨损，多孔隙的存油结构不会像交叉条

度和微观精度要求。

纹结构那样被磨掉，而是随着磨损不断打开新的

4.1 缸体顶面和缸孔倒角加工

孔隙（镜面珩磨粗糙度推荐值和缸孔内壁涂层表

由于在 APS 热喷涂过程中存在过喷现象及遮

面形貌，如图 8 所示），这样就保证了在发动机

蔽工装的影响，需要通过加工中心对缸体顶面进

使用寿命周期内的性能可持续性。因此，采用涂

行精加工，保证顶面特征满足产品要求，同时受

层结构的缸孔内壁可以降低机油率并提高缸孔的

缸孔喷涂影响，缸孔倒角需要安排在缸孔内壁热

使用寿命 [14]。

喷涂之后进行加工，以满足最终产品要求。
(a)

(b)

(c)

(d)

图 8 镜面珩磨粗糙度推荐值和缸孔内壁涂层表面形貌 [14]：
(a),(b) 镜面珩磨粗糙度推荐值；(c), (d) 缸孔内壁涂层表面形貌
Fig.8 Recommended roughness of mirror honing and surface morphology of coating on inner wall of cylinder bore [14]:
(a),(b) recommended roughness of mirror honing; (c),(d) surface morphology of coating on inner wall of cylinder b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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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缸孔检测

化后的缸孔表面进行扫描检测，将表面检测结果

4.3.1 缸孔粗化质量检测

与设定的检测标准进行比对，评价其粗化效果和

对缸孔粗化后缸孔几何精度（如缸孔直径，

涂层结合面积，同时，通过光学扫描仪对缸孔表

圆度，圆柱度等）、微观精度（如表面粗糙度等）

面的孔隙、砂眼等进行检测和统计，通过比对设

及表面形貌（如锯齿状，燕尾槽形状等）进行质

定的标准来评价粗化后缸套表面的孔隙率等，判

量检测（如图 9 所示）。通过光学检测仪器对粗

断粗化后的缸孔表面质量。

图 9 缸孔粗化后表面粗糙度测量结果
Fig.9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ylinder bore after roughening

4.3.2 缸孔喷涂质量检测及优化

通过集成光谱共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等装

喷涂后需要检测喷涂涂层的结合强度、涂层

置的特制测头在周向扫描缸孔，可以检测处喷涂

的厚度、缸孔直径等。根据功能设计要求，涂层

完成后的缸孔内孔直径和缸孔表面温度等，通过

与发动机缸体内壁的结合强度需要大于 20MPa。

比对粗化后缸孔直径的结果值，计算出在一定温

一般情况下需要对缸孔表面附着力角度分别定位

度条件下的缸孔涂层厚度，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

0°、90°、180°、270° 及不同缸孔深度（如：缸孔

4.3.3 缸孔珩磨质量检测

深度 10mm、35mm、60mm、100mm 处）进行结

对喷涂完成的缸孔表面进行珩磨，需要根据

合强度检测，以多角度多方位的检测缸孔可能存

产品设计要求测量缸孔表面的粗糙度、缸孔表面

在的细微缩孔、裂纹及缸体构造的影响。通过将

的孔隙、孔团、孔团面积总和、孔隙面积总和等。

冲头用胶固定在涂层表面，测量并记录冲头被检

通过缸孔测量头通过集成孔探测仪、光谱共焦传

测装置拉脱时的拉脱力，结果值与设计要求进行

感器、温度传感器、摄像头等实现缸孔粗化、缸

比对以判断结合强度是否满足要求，示意图如图

孔喷涂、缸孔珩磨后的质量检测，其测量结构示

10 所示。

意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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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涂层结合强度检测（来源于 Oerlikon 公司）
Fig.10 Coating bonding strength test (source: Oerlikon metco)

图 11 缸孔粗化后和喷涂后精度检测（来源于 Strum 公司）
Fig.11 Accuracy test of cylinder bore after coarsening and spraying（source: Strum GRU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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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Sturm 公司的测量头结构示意图
Fig.12 Structure diagram of measuring head of the Sturm Co., Ltd

4.4 清洗
考虑到产品功能和性能要求，残留在水套及
油道里面的过喷材料及精加工面上的过喷材料需
要清除，同时，在发动机装配和精加工区域所需
的区域也不允许有过喷材料残留。

5 结论
国内各大汽车主机厂在对该大气等离子热喷
涂技术进行积极的量产工艺开发，发动机缸孔内
壁涂层缸体替代传统缸套铝合金缸体已成为发展
趋势。本文基于国内汽车厂对量产发动机缸孔喷
涂的需求，并就某公司某型号发动机为例开发了
基于 APS 的缸孔涂层工业化量产工艺，并对大
气热喷涂缸孔内壁的工作机理、前处理、后处理
等加工工序、质量检测方法进行研究和介绍，为
APS 缸孔涂层工业化量产工艺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和应用分析。

[D]. 长沙：湖南大学 , 2015.
[2] 王智文 . 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现状初探 [J]. 汽车工艺与
材料 , 2009, (2): 1-5.
[3] 郑晖 , 赵曦雅 . 汽车轻量化及铝合金在现代汽车生产中
的应用 [J]. 锻压技术 , 2016(2): 1-6.
[4] 蔡其刚 . 铝合金在汽车车体上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探
讨 [J]. 轻工科技 , 2009, 12(1): 28-29.
[5] 刘黎明 , 肖金坤 , 徐海峰 , 等 . 热喷涂汽车发动机气缸
内壁涂层的研究进展 [J]. 表面技术 , 2017, 46(2): 68-76.
[6] Ernst P, Barbzeat G. Thermal spray applications in
powertrain contribute to the saving of energy and material
resources[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08,
202(18): 4428-4431.
[7] 肖立新 , 沈婕 , 高峰 , 等 . 发动机汽缸内壁新型耐磨涂
层研究 [J]. 热喷涂技术 , 2012, 4(1): 32-35.
[8] 毛俊元 , 郑卫刚 . 船用柴油机气缸套内壁热喷涂方式的
研究 [J]. 热加工工艺 , 2014, 43(18): 137-139.
[9] 黄勇 , 季强 , 何勇 , 等 . 无缸套全铝合金气缸体缸孔
内 壁 涂 层 的 制 备 及 性 能 研 究 [J]. 汽 车 工 艺 与 材 料 ,
2019(07): 37-43.
[10] 杨震晓 , 刘敏 , 邓春明 , 等 . 热喷涂基体表面前处理技
术的研究进展 [J]. 中国表面工程 , 2012, 25(02): 8-14.
[11] 司圣春 . 发动机缸孔等离子热喷涂工艺研究 [J]. 机械
工程师 , 2016(07): 230-232.
[12] Hoffmeister H W, Schnell C. Mechanical roughing of
cylinder bores in light metal crankcases[J]. Production
Engineering, 2008, 2(4): 365-370.
[13] Lamraoui A, Langlade C, Costil S, et al. Surface
pre-treatments including Laser texturing for thermal
spraying[C]. International Thermal Spray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2010: 842-846.
[14]Mezghani S, Demirci I, Yousfi M, et al. Running-in
wear modeling of honed surface for combustion engine
cylinderliners. 2013, 302(1-2): 1360-1369.

（上接 73 页）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J].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2005: 192(1): 48-56.
[6] Ahmaniemi S, Vippola M, Vuoristo P, et.al. Modified
thick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micro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004; 24(8): 2247-2258.
[7] 赵月兴 , 李大川 , 赵华玉 , 等 . 具有分区裂纹的厚热障
涂层的失效机制分析 [C]. 第十七届全国热喷涂年会 ,

2013: 31-37.
[8] 王全胜 , 王富耻 , 马壮 , 等．铝基厚梯度热障涂层制
备工艺及性能研究 [J]. 中国表面工程 . 2004, 17(4): 3537+41.
[9] 王东生 , 田宗军 , 沈理达 , 等 . 大厚度热障涂层制备技
术的研究进展 [J], 材料保护 , 2013, 46(6): 60-63.
[10] 冀晓鹃 , 于月光 , 卢晓亮 . 杂质对氧化锆热障涂层性能
的影响 [J], 无机材料学报 , 2020, 35(6): 669-6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