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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喷涂 Cr2O3-TiO2/YSZ 高效热防护涂层
微观结构及性能研究
曲栋，赵常益，张子昌，杨震晓，李春，倪立勇，文波，马康智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北京，100076）
摘 要：本文以 Cr2O3、TiO2 和 NiO 为原材料，通过喷雾造粒和烧结获得了由尖晶石结构 NiCr2O4 和钙钛矿结构
TiCrO3 组成的 Cr2O3-TiO2 复合粉末。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技术在镍基高温合金表面制备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涂层，分析测试了复合涂层的微观结构、抗拉结合强度、抗烧蚀性能和高温热辐射性能。结果表明，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孔隙率较低，抗拉结合强度达到 29.2 MPa；经 1.5 MW/m2、600 s 氧乙炔火焰烧蚀后，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表面有轻微点状剥落，涂层内部结构完整，未发生失效。在烧蚀过程中，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隔热能力达到 426 ℃，比单一纳米 YSZ 涂层隔温能力高 146 ℃，基体温度比纳米 YSZ
涂层低 335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在 400 ℃和 750 ℃在 2~15 μm 波段内的法向发射率分别为 0.91 和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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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ty of Cr2O3-TiO2/nano-YSZ High-efficiency
Thermal Protective Coating Deposited by Plasma Spraying
Qu Dong, Zhao Changyi, Zhang Zichang, Yang Zhenxiao,
Li Chun, Ni Liyong, Wen Bo, Ma Kangzhi
(Aero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terials & Processing Technology, Beijing, 100076)

Abstract: Cr2O3-TiO2 composite powder with NiCr2O4 spinel structure and perovskite structure was prepared by
spray drying and sintering densification treatment, using the raw materials of Cr2O3, TiO2 and NiO.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was deposited on the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by APS. The microstructure
bond strength, ablation resistance and radi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r 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rosity of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was low.
And the bond strength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reached 29.2 MPa. After 1.5 MW/m2 and 600 s oxyacetylene
flame ablation,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was slightly peeled of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was complete, and no failure occurred. During the ablation process, the thermal insulation
capacity of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reached 426 ℃ , which was 146 ℃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no-YSZ coating. And the substrate temperature of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was 335 ℃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ano-YSZ coating. The normal phase emissivity of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in the 2~15 μm band at 400 ℃ and 750℃ was 0.91 and 0.89, respectively.
第一作者：曲栋 (1991-) 男，硕士，工程师，E-mail:9145240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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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分析了涂层

0 引言

显微结构，对涂层结合强度、抗烧蚀性能、辐射

纳米 YSZ 涂层作为常用的热障涂层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热端部件的热防护，其具有耐高温氧

性能进行了测试。

化、较低的孔隙率、较高的结合强度、较高的抗

1 试验

热冲击性能、良好的高温化学稳定性、较低的热

1.1 试验材料

导率、良好的抗热震性能、较好的力学性能以及

选用 Cr2O3 粉末（粒度 1~10 μm，纯度 ≥99.9

制备工艺成熟、成本低等优点 [1-4]。YSZ 涂层的应

wt.%，沈阳石花微粉材料有限公司）、TiO2 粉末（粒

用，不仅可以延长高温热端部件的使用寿命，还

度 1~10 μm，纯度 ≥99.9 wt.%，沈阳石花微粉材

可以提高其工作温度和热效率 [5]。但随着航空航

料有限公司）和 NiO 粉末（粒度 5~10 μm，纯度

天技术的发展，涂层服役温度逐渐提高，单纯依

≥99.9 wt.%，赣州立业稀土有限公司）作为 Cr2O3-

靠纳米 YSZ 热障涂层已无法满足使用需求。

TiO2 高 辐 射 粉 末 原 材 料， 粉 末 原 始 形 貌 如 图 1

高辐射涂层可提高部件表面红外发射率，通

(a)~(c) 所示。将粉末按照表 1 比例混合，与等质

过红外辐射的形式将基体的热量快速高效的辐射

量的无水乙醇混合后球磨 24 h（介质球为氧化锆

出去，降低部件温度，从而提高其使用寿命

[6-9]

。

球）。球磨后对混合浆料进行喷雾造粒获得团聚

美国 NASA 研究结果表明，辐射系数相差 0.55 会

粉末，并将团聚粉末进行烧结 (1600 ℃，3 h) 以

造成 300 ℃左右的温差 [10-11]。因此，在纳米 YSZ

获得复合粉末。选用纳米 YSZ 粉末（粒度 45~90

涂层表面添加高辐射涂层，可有效降低纳米 YSZ

μm，纯度 ≥99.9 wt.%，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

涂层使用温度，形成高效地散热 - 隔热一体化涂

公司）作为 YSZ 涂层原材料，材料形貌如图 1 (d)

层体系，为纳米 YSZ 涂层在更高温度下服役提供

所示。选用 NiCrAlY 粉末（粒度 -130~+325 目，

了保障。

纯度 ≥99.9 wt.%，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作为

本文选用 Cr2O3-TiO2 作为高辐射涂层原材料，

粘结层原材料。

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技术在镍基高温合金表面上
(a)

(b)

2μm

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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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μm

200μm

图 1 粉末原始形貌：(a) Cr2O3 粉末；(b) TiO2 粉末；(c) NiO 粉末；(d) 纳米 YSZ 粉末
Fig.1 Morphology of powders: (a) Cr2O3; (b) TiO2; (c) NiO; (d) nano-YSZ
表 1 Cr2O3-TiO2 复合粉末配比
Table1 Powder component ratio of Cr2O3-TiO2
Oxides

Cr2O3

TiO2

NiO

Fraction (wt.%)

75

20

5

100 μm）、纳米 YSZ 涂层（厚度约 400 μm）和

1.2 涂层制备
选用欧瑞康美科公司 (Oerlicon Metco)9MB 型
大气等离子喷涂设备在镍基高温合金基体（Φ25

Cr2O3-TiO2 高辐射涂层（厚度约 100 μm）。表 2
为大气等离子喷涂工艺参数。

mm×10 mm） 上 制 备 NiCrAlY 粘 结 层（ 厚 度 约
表 2 喷涂工艺参数
Table2 Spraying parameters
Current(A)

Voltage(V)

Powder feed rate(g·min-1)

Distance(mm)

NiCrAlY

600

70

40

110

nano-YSZ

530

78

40

95

Cr2O3-TiO2

500

75

35

100

1.3 粉末及涂层性能表征

粒、烧结处理）及涂层的微观结构进行表征。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Quanta FEG 650 型，

采 用 X 射 线 衍 射 仪（D/max-RC 型， 日 本， 扫

荷兰 FEI 公司）对 Cr2O3-TiO2 复合粉末（喷雾造

描 范 围 为 20~80°） 对 粉 末 和 涂 层 进 行 物 相 分

表 3 烧蚀参数
Table 3 Ablation parameters
Condition

Gas flow(L·min-1)

Gas Pressure(MPa)

Time(s)

Heat Flux(MW·m-2)

Index

O2: 40, C2H2: 50

O2: 0.5, C2H2: 0.15

60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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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FLUKE 公 司 E1RH-F2-L-0-0 型 红 外 测 温 仪 和
德国 HBM 公司 QUANTUM X 1609 型数据采集系
统对试样烧蚀过程中表面温度和背部温度进行监
控。根据 GB/T 7287-2008《红外辐射加热器试验
Flame

方法》，采用红外辐射测试仪（IRE-2 型，武汉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涂层的法向发射率（波长
Sample

2~15 μm）进行测试。测试温度为 400 ℃和 750 ℃。

2 结果与分析
Fixture

2.1 Cr2O3-TiO2 复合粉末形貌和物相分析
图 3 为 Cr2O3-TiO2 复合粉末喷雾造粒和烧结
(1600 ℃ , 3 h) 后的形貌特征。Cr2O3-TiO2 复合粉
末呈球形，Cr2O3 和 TiO2 等混合组元弥散分布于
球形颗粒内。复合粉末烧结过程中，喷雾造粒粉
末中的粘结剂和残余水分发生挥发，颗粒出现孔

图 2 氧 - 乙炔烧蚀示意图
Fig.2 Oxy-acetylene ablation schematic diagram

隙。随着烧结时间的增加，原始粉末发生熔融，
球形颗粒内的一次颗粒不再简单地依靠粘结剂连
接，部分区域发生明显烧蚀结合。原始粉末间的

析。根据 GB/T 8642-2002《热喷涂 抗拉结合强度

界面逐渐模糊，使得球形颗粒刚度增加，粉末不

的测定》测试涂层结合强度。根据 GJB323A-1996

易破碎松散，有利于在喷涂过程中充分加热加速，

《烧蚀材料烧蚀试验方法》，采用氧乙炔火焰对

提高涂层的结合强度，从而获得较好的隔热性能

复合涂层进行烧蚀性能测试，烧蚀参数如表 3 所

和热震性能。

示。氧乙炔烧蚀示意图如图 2 所示。分别采用美
(a)

(b)

10μm

5μm

图 3 Cr2O3-TiO2 复合粉末形貌特征：(a) 低倍；(b) 高倍
Fig.3 Morphology of Cr2O3-TiO2 composite powder: (a) low magnification; (b) high magnification

图 4 为 Cr2O3-TiO2 复合粉末烧结前后 XRD 图

这表明，原始粉末在烧结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形

谱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复合粉末烧结前，原

成新的化合物，从而使复合粉末不再简单地依靠

始粉末独立存在，未发生化学反应。1600 ℃烧结

粘结剂物理结合，而形成化学结合，提高了粉末

3 h 后，Cr2O3、TiO2 和 NiO 衍射峰有所降低，同

的团聚效果。同时，NiCr2O4 尖晶石相的出现，有

时出现 NiCr2O4 尖晶石相和 TiCrO3 钙钛矿结构相。

利于提高涂层的发射率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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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形貌和物相

TiCrO3
Spray dried +1600℃

分析

sintered powder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截面形貌如图
5 所示。等离子喷涂过程中熔融颗粒撞击在基体
表面铺展成扁平粒子，使得涂层呈现出层状结构。

Spray dried powder

NiCrAlY 粘结层很好地与基体和纳米 YSZ 涂层相
结合，起到了过渡、缓冲的作用，提高了涂层整
体结合强度。纳米 YSZ 涂层中存在少量的未熔颗
粒和孔隙，这是由于少量颗粒在喷涂过程中熔融

20

30

40

50

60

70

80

不充分，撞击到基体表面破碎沉积形成。Cr2O3TiO2 涂层致密，孔隙率较低，Cr、Ti 等元素在涂

图 4 Cr2O3-TiO2 复合粉末烧结前后 XRD 图谱分析
Fig.4 XRD patterns of Cr2O3-TiO2 composite powder

(a)

层中均匀分布。涂层与涂层、涂层与基体间界面
清晰、连续，且连接紧密，无裂纹。
(b)
Cr2O3-TiO2
nano-YSZ
Unmelted particles

NiCrAlY

300μm

100μm

图 5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截面形貌：(a) 低倍；(b) 高倍
Fig.5 Cross-section morphology of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a) low magnification; (b) high magnification

图 6 为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 涂 层 表 面
XRD 图 谱 分 析。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Cr2O3-TiO2

Cr2O3

TiO2

NiO

NiCr2O4

TiCrO3

复合粉末喷涂后在涂层表面也表现出了较强的
Spray dried +1600℃

NiCr2O4 和 TiCrO3 衍射峰，这表明粉体烧结后形

sintered coating

成的尖晶石结构和钙钛矿结构在喷涂过程中得以
很好的保留，等离子喷涂过程对粉体相结构未造
成影响。涂层中尖晶石结构和钙钛矿结构的存在，
能够增强晶格振动的活性和晶体辐射带，从而提
高涂层的辐射性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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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80

图 6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表面 XRD 图谱分析
Fig.6 XRD patterns of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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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结合强度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 涂 层 平 均 结 合 强 度 为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结合强度如表

29.2 MPa。从图中可以看出，试样均断裂在纳米

4 所示，抗拉结合强度测试后试样如图 7 所示。

YSZ 涂层与 Cr2O3-TiO2 界面处高辐射层。

表 4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结合强度
Table 4 Bond strength of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1#

Samples

1#

2#

3#

4#

5#

Bond strength(MPa)

33.5

28.2

23.8

32.0

28.7

2#

3#

4#

5#

作用下 Cr2O3-TiO2 层发生局部脱落，尤其以烧蚀
中心较为严重。
图 9 为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和纳米
YSZ 涂层烧蚀过程中表面温度和背部温度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经 1.5 MW/m2、600 s 氧乙炔火
焰烧蚀后，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表面温
度较纳米 YSZ 涂层低 189 ℃，背部温度较纳米

图 7 抗拉结合强度测试后试样
Fig.7 Fractured surface of simples after bond strength test

YSZ 涂层低 335 ℃，并且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涂层的升温速率也相对较慢。在烧蚀过程中，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隔热能力达到 426

2.4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抗烧蚀性能
采用氧乙炔火焰对 Cr2O3-TiO2/nano-YSZ 复合
涂层和纳米 YSZ 涂层进行烧蚀对比测试，烧蚀前
后涂层宏观形貌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5
MW/m2 烧蚀 600 s 后，两种涂层表面均出现轻微
的点状剥落，其中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
剥落较多，这是由于 Cr2O3-TiO2 与纳米 YSZ 热膨
胀系数存在差异，受热后在冷却过程中在内应力
(a)

℃，比单一 YSZ 涂层隔温能力高 146 ℃。这表明
在纳米 YSZ 涂层上增加 Cr2O3-TiO2 高辐射涂层可
以通过高发射率有效地降低涂层表面和背部温度，
增加涂层隔热性能，Cr2O3-TiO2 高辐射涂层与纳
米 YSZ 涂层形成高效地散热隔热体系，为涂层在
更高温度下服役提供保障。
图 10 为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 涂 层 烧 蚀
后微观形貌。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烧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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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图 8 涂层烧蚀前后宏观形貌：(a) 纳米 YSZ 涂层烧蚀前；(b) 纳米 YSZ 涂层烧蚀后；
(c)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烧蚀前；(d)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烧蚀后
Fig.8 Morphology of coatings before and after ablation: (a) the nano-YSZ coating before the ablation;
(b) the nano-YSZ coating after the ablation; (c)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before the ablation;
(d) the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after the ablation

(a)

(b)

图 9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和纳米 YSZ 涂层烧蚀过程中：(a) 表面温度曲线；(b) 背部温度曲线
Fig.9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and nano-YSZ coating between ablation process:
(a) surface temperature curve; (b) back temperature curve

(a)

(b)

(c)

谱图 1

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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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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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烧蚀后：(a) 表面形貌；(b) 截面形貌；(c) 点扫描；(d) 线扫描
Fig.10 Morphology of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after ablation:
(a) surface section; (b) cross-section; (c) point scan; (d) line scan

后，表面 Cr2O3-TiO2 层厚度有所减少，局部出现

2.5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高温辐射性

点状剥落并露出纳米 YSZ 层，如图 10 (a) 所示。

能

但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整体较为完整，

Cr2O3-TiO2/nano-YSZ 复 合 涂 层 的 400 ℃ 和

涂层内部无裂纹出现，涂层孔隙率较烧蚀前有所

750 ℃法向发射率曲线如图 11 所示。Cr2O3-TiO2/

下降，涂层与涂层、涂层与基体间界面结合良好，

nano-YSZ 复合涂层在 400 ℃和 750 ℃法向发射

各层涂层内部元素均匀（如图 10 (d) 所示），表

率（波长 2~15 μm）分别为 0.91 和 0.89。这是由

现出较好地抗烧蚀性能。

于 Cr2O3-TiO2/nano-YSZ 复合粉末烧结过程中形成

(a)

(b)

图 11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法向发射率：(a) 400 ℃ ; (b) 750 ℃
Fig.11 Normal total emissivity of Cr2O3-TiO2/nano-YSZ composite coating at: (a) 400 ℃ ; (b) 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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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喷涂 Cr2O3-TiO2/YSZ 高效热防护涂层微观结构及性能研究

NiCr2O4 尖晶石结构，同时部分尖晶石结构中 Ni2+
4+

离子被原子半径相近的 Ti 离子替代形成 TiCrO3
钙钛矿结构，形成晶格畸变，增强了晶体的振动
活性，离子能级跃迁引起的辐射光谱带与本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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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辐射带相互叠加形成更宽的强辐射带，从而提

[4] 何庆兵 , 李忠盛 , 吴护林 , 等．等离子喷涂 ZrO2 基纳

高了涂层的发射率 [16]。众多高辐射材料在温度升

米涂层研究进展 [J]．兵器装备工程学报 , 2016, 37(11):

高时出现发射系数迅速下降的现象，但在本研究
中，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在 750 ℃的发
射率曲线与 400 ℃非常相似，发射率也依然高达
0.89。可见，该涂层体系可以在高温下发挥良好
的辐射散热性能，保障基体材料的稳定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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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喷雾造粒和烧结工艺制备了适合大气
等离子喷涂工艺的 Cr2O3-TiO2 复合粉体。喷雾造
粒粉体呈球形，混合组元均匀弥散在球形颗粒内。
烧结后，复合粉体内部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尖晶
石结构的 NiCr2O4 和钙钛矿结构的 TiCrO3。
(2) 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技术在镍基高温合金
表面制备了 Cr2O3-TiO2/nano-YSZ 复合涂层，涂层
较为致密，涂层与涂层、涂层与基体间界面结合

coatings in the infrared [J]．Applied Optics, 200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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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Science, 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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