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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工艺对铝合金薄壁件表面状态和结合力的影响
李春 *，赵常益，张子昌，李婷，马康智，倪立勇，曲栋，杨震晓，文波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要：为了探明喷砂工艺对铝合金薄壁件表面粗糙度、基体变形以及涂层结合强度的影响，在 2 mm 厚的 6061
铝合金薄壁件表面采用 24 目和 60 目棕刚玉砂喷砂处理。喷砂压力选择 0.3~0.5 MPa，喷砂次数 1~15 次，测试喷
砂前后厚度、质量和表面粗糙度的变化，并分别采用扫描电镜、光学体式显微镜观察喷砂后表面形貌。在不同喷
砂次数的铝合金表面喷涂 YSZ 热障涂层或涂覆丙烯酸聚氨酯涂层，采用拉伸法和划格法测试涂层的粘结强度。
结果表明，1 次喷砂后，铝合金基体的表面粗糙度 (Ra) 由 0.35 μm 提高至 4.747~11.49 μm，厚度也略微增加，质
量变化不明显，24 目喷砂会造成基体表面明显变形。铝合金薄壁件多次喷砂后质量和厚度线性降低，随着砂粒
粒径和喷砂压力的提高，质量和厚度的降低速率提高。铝合金 1 次、5 次和 15 次喷砂后，其表面 YSZ 热喷涂涂
层结合强度分别为 23.53 MPa、24.80 MPa 和 17.28 MPa，有机涂层的附着力均达到 0 级。砂粒过大会造成铝合金
薄壁件变形。影响喷砂表面粗化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砂粒粒度，喷砂压力的影响较小。多次喷砂对表面粗糙度和涂
层结合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造成基体厚度的减少和表面状态不均匀。
关键词：喷砂；薄壁件；表面粗糙度；基体变形；结合强度
中图分类号：TG1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127(2022)01-0009-10
DOI 10.3969/j.issn.1674-7127.2022.01-009

Effect of Sandblasting Process on Surface State and Adhesion
of Al-alloy Thin Wall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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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Liyong, Qu Dong, Yang Zhenxiao, Wen Bo
(Institute of aerospace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Beijing 100076)

Abstract: This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andblasting parameters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matrix
shape deformation and bonding strength of both inorganic and organic coatings on the Al-alloy thin wall parts. 24mesh and 60-mesh brown corundum sands were used for sandblasting on the surface of 2 mm thick 6061 Al-alloy
thin wall plates. The sandblasting pressures were 0.3~0.5 MPa, respectively. The repeated sandblasting time varies
between 1~15. The changes of thickness, quality and surface roughness before and after sandblasting were tested,
and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sandblasting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3D optical
microscope. YSZ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and acrylic polyurethane organic coating were separately prepared on the
surface of Al-alloy with different sandblasting times. The bonding strengths of the coatings were tested by tensile
method and cross cutting method.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once sandblasting, the surface roughness (Ra) of Alalloy surfa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0.35 μm to 4.747 ~ 11.49 μm. The thickness also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 quality change was not obvious. 24-mesh sandblasting will cause obvious deformation of the substrate. The
quality and thickness of Al-alloy thin wall plates decreaseed linearly with the sandblasting times. With the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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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and particle size and sandblasting pressure, the reducing rate of quality and thickness increased.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APS YSZ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aluminum alloy was 23.53 MPa, 24.80 MPa and
17.28 MPa respectively after 1, 5 and 15 times of sandblasting, and the adhesion of organic coating reaches grade
0 for all the samples experienced sandblasting for 1~15 times. Excessive sand particles will cause deformation of
Al-alloy thin wall part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surface roughening effect of sandblasting was sand particle
size,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andblasting pressure was limited. Repeated sandblasting showe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and coating bonding strength, but it will reduce the thickness of the substrate and lead to
inhomogeneous surface state.
Keywords: Sandblasting; Thin wall parts; Surface roughness; Substrate shape deformation; Bonding strength

0 引言
喷砂工艺作为一种表面粗化处理技术，其工
作原理是利用高压空气携带一定粒度的砂粒，高
速喷射到工件表面，使工件表面的杂质及氧化皮
去除，同时使工件表面粗化，一方面净化表面，
另一方面提高基体与涂层的结合强度 [1-3]。喷砂工
艺已成为热喷涂涂层制备前处理的必要工序，也
逐渐应用于结合力要求较高的有机涂层涂覆前处
理工序 [4-8]。
已经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喷砂工艺对基体表
面粗糙度和涂层结合强度的影响。基体表面粗糙
程度对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有很大的影响 [9-11]。
对于等离子喷涂涂层而言，表面粗糙度应该存在
一个最佳范围，并不是表面粗糙度越大，涂层与
基体的结合越好 [9, 12]。对于有机涂层而言，喷砂
处理后试样粗糙度数值越大，水性涂装涂层附着
力越高，耐腐蚀性能越好 [13-15]，橡胶层与铝合金
基体的结合力则在一个较为合适的粗糙度值时具
有最好的结合强度 [16]。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薄壁件表面喷砂过程中
的变形规律和控制方法 [17-25]。喷砂表面强化改变
了内应力分布状况，使构件发生变形，但这种变
形在自然时效后出现了回弹，通过热处理可以改
善工件的变形情况 [22]。此外，根据铝合金薄壁零
件的形状预先制作一个与其结构相对应的仿形工
装，抵在薄壁区背部，也可以有效降低薄壁件的
形变量 [17, 20]。但以上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工艺较为
复杂，成本较高，且热处理对材料本身性能的影
响较大，对工件尺寸的限制较为严格，延长了生
产周期，因此不利于大规模应用。另外，热喷涂

涂层和有机涂层会面临局部破坏的情形，需要对
涂层进行修补，多次喷砂的影响尚且缺乏深刻认
识。因此，本文对铝合金薄壁件不同喷砂工艺后
表面状态、显微结构、变形情况以及涂层结合强
度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 实验方法和材料
1.1 原料及喷砂设备
铝合金薄壁件选用 6061 铝合金试片，尺寸为
50 mm ×50 mm×2 mm。HXP-F 型循环式回收喷
砂系统用于铝合金表面喷砂，喷砂压力为 0.3~0.5
MPa。砂粒选用郑州白鸽集团棕刚玉砂，粒度有
24 目和 60 目两种规格。
1.2 显微性能表征
采用 TIME3200 型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测试喷
砂后试片的表面粗糙度。Leica 6M 型金相显微镜
用于观测涂层的显微形貌，VHX-700FC 型体式显
微镜用于观测喷砂后表面的 3D 形貌。采用 Zeiss
G500 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喷砂后表面精细结构。
质量采用 Sartorius BSA224S 分析天平测量，
精度为 0.1 mg。为了测量试片喷砂后的变形程度，
将百分表（成量川牌百分表，量程 0~10 mm，精
度 0.01 mm）垂直固定在已校准的金属平台上。
如图 1 所示，将一块平板平分为 16 个方格，喷砂
后朝上放置在金属平台上，测试 25 个节点的高度。
研究了多次喷砂后铝合金薄壁件的状态变化，
为了保证每次的喷砂效果一致，喷砂前在表面喷
蓝色漆，待干燥后继续喷砂至无色漆残留，即完
成一次喷砂。每次喷砂后记录试片的质量和厚度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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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5 次， 喷 砂 压 力 为 0.4 MPa， 随 后 喷 涂 镍 铬
铝钇金属粘接层，喷涂功率为 39 kW，涂层厚度
为 100~140 μm，最后喷涂 YSZ 涂层，喷涂功率
为 42.5 kW，涂层厚度为 200~250 μm。参照 GB/T
8642-2002 标准测试涂层的结合强度。
在 6061 铝合金试片 (50×50×2mm3) 上涂覆
丙烯酸聚氨酯有机涂层。同样地，采用 60 目棕
刚 玉 砂 喷 砂 1 次、5 次 和 15 次， 随 后 涂 覆 0.05
mm 厚的丙烯酸聚氨酯层，待固化后，参照 GB/T
9286-2021 标准测试涂层附着力。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次喷砂的影响
图 2 是铝合金薄板喷砂后的宏观照片，从图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采用 60 目棕刚玉砂得到的金
图 1 铝合金试片喷砂面测高选点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elected points on
sandblasting surface of Al-alloy for height measurement

1.3 结合力测试
在 Φ20 mm×8 mm 的 6061 铝合金试片上采
用 9M 等离子喷涂系统喷涂热障涂层。首先在铝
合金试片上采用 60 目棕刚玉砂喷砂 1 次、5 次

属表面更为细致，而 24 目棕刚玉砂喷砂后表面较
为粗糙，金属光泽更为明显。对于同一种砂粒，
改变喷砂压力，铝板表面粗糙程度目视无明显差
异。另一方面，60 目棕刚玉砂压力在 0.5 MPa 时，
铝试片出现了轻微的变形，而 24 目棕刚玉砂在压
力 0.3 MPa 时，已经观察到变形，且随着压力的
增加，变形程度更为明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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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铝基材表面喷砂后照片：(a), (b), (c) 60 目；(d), (e), (f) 24 目
Fig. 2 Photos of Al-alloy surface after sandblasting: (a), (b), (c) 60-mesh; (d), (e), (f) 24-mesh

观察了铝基材表面 0.4 MPa 喷砂后的形貌，

性变形，被冲击的位置形成凹坑，其周围区域被

图 3 是 24 目和 60 目棕刚玉砂喷砂后的 SEM 图像。

挤压，形成不规则形状的凸起。由于棕刚玉砂刚

喷砂后铝合金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粗糙结构，凹陷

性较大，铝合金模量较低，喷砂过程中不易发生

和尖角状凸起均匀分布在试样表面。喷砂过程中，

棕刚玉砂的冲击破碎，也不易发生棕刚玉砂粘结

高速砂砾冲蚀铝合金表面，使其不同位置发生塑

包埋在塑性变形表面，造成基体污染。

(a)

(b)

3mm
(c)

400μm
(d)

3mm
图 3 铝基材表面 0.4 MPa 喷砂后 SEM 图像：(a), (b)60 目；(c), (d)24 目
Fig. 3 SEM image of Al-alloy surface after 0.4 MPa sandblasting: (a), (b) 60-mesh; (c), (d) 24-mesh

4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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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了 1 次喷砂前后铝合金薄板的质量、厚

剥离。那么，表面粗糙度的增加必然会造成基体

度和表面粗糙度。初步比较可以发现，喷砂前后，

表观厚度的增加。未喷砂前基体表面粗糙度 Ra 值

铝板质量无明显变化，厚度出现了轻微增大，表

为 0.35 μm 左右，根据表面粗糙度等级 (ISO 1302-

面粗糙度则明显增大。具体而言，喷砂后试样厚

2002) 划分，为 N 5 级，即微见加工痕迹。喷砂后

度由原来的 ~2.0 mm 增大到 2.026~2.045 mm，厚

基体表面粗糙度 Ra 值达到 4.747~11.49 μm，介于

度增长 26~45 μm。从表面 SEM 图像可以看出，

N 8~N 10，为半光面或粗糙面。对于等离子喷涂

砂粒并没有在试片表面残留，由于试片质量变化

或有机涂层涂覆，显然 N 8~N 10 的粗糙度已能够

不明显，可以推断出一次喷砂仅导致铝合金表面

保证较好的结合强度。

塑性变形，而不会发生局部组织从基材表面冲蚀
表 1 喷砂前后试片状态
Table 1 Surface state of Al-alloy before and after sandblasting
Sample ID

1#

2#

3#

4#

5#

6#

Sand particle size& Pressure

24-mesh
0.3 MPa

24-mesh
0.4 MPa

24-mesh
0.5 MPa

60-mesh
0.3 MPa

60-mesh
0.4 MPa

60-mesh
0.5 MPa

Before sandblasting

13.3421

13.4635

13.4424

13.4234

13.4161

13.4401

After sandblasting

13.3400

13.4567

13.4312

13.4178

13.4009

13.4237

Before sandblasting

2.000

2.000

2.001

2.003

2.002

2.003

After sandblasting

2.031

2.043

2.045

2.026

2.029

2.035

4.747

5.309

6.253

Quality (g)

Thickness (mm)
Surface roughness
Ra (μm)

Before sandblasting
After sandblasting

0.35
8.925

10.58

11.49

从表 1 的结果来看，24 目和 60 目砂粒喷砂

N 9（粗糙度由 4.747 μm 增加到 6.253 μm）。可

的结果差异比较明显。尽管喷砂前后二者所造成

以看出，在砂粒粒度一定的条件下，喷砂压力的

的质量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涂层厚度的比

改变对铝合金基体表面粗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较而言，显然同样条件下 24 目砂粒能造成更显著

对于薄壁件，当单侧喷砂时，砂子冲击会对

的厚度和表面粗糙度增加，表明更大粒径的棕刚

表面产生压应力作用 [26]。基体厚度较小时，厚度

玉砂能为基体表面带来更好的粗化效果。这一统

方向形成较大的应力梯度，将造成工件喷砂面中

计结果与图 3 的 SEM 图像吻合，更明显的凹陷和

心位置出现向上鼓的情形。测量了喷砂 1 次后样

凸起预示表面粗糙度更大，表观厚度的增大也更

品不同点位（图 1）的高度，来表征铝合金薄壁

为显著。就表面粗糙度而言，60 目砂在压力较大

件的变形情况。结果如图 4 所示。60 目砂在喷砂

的条件下 (0.5 MPa)，对表面的粗化效果依然弱于

压力 0.3~0.5 MPa 条件下，基体不同位置处的厚

24 目砂在压力较低 (0.3 MPa) 的情况。由此可见，

度均较为均匀，极差在 0.2 mm 以内，可以认为变

砂粒粒度对铝合金基体表面粗化作用起到决定性

形量很低，喷砂压力对薄板变形的影响有限。而

作用。

对于 24 目砂，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中心位置的高度

对比不同压力下喷砂的结果，可以发现随着

高于四角。0.3 MPa 条件下，中心位置比四角高出

压力的增加，涂层的表观厚度和表面粗糙度逐渐

约 0.6 mm 的高度，当压力增加到 0.5 MPa 后，其

增加。24 目砂在 0.3 MPa 下喷砂后铝板粗糙度为

中心位置相较四角的变形量达到 0.8 mm，高度梯

8.925 μm，0.5 MPa 下增加至 11.49 μm，粗糙度等

度更明显，试片中形成的残余压应力水平愈加显

级由 N 9 增加到 N 10，60 目喷砂则从 N 8 增加到

著。显然，对于薄壁件，应加强对砂粒粒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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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铝基材表面喷砂后高度分布云图：(a) 60 目，0.3 MPa 压力；(b) 60 目，0.4 MPa 压力；
(c) 60 目，0.5 MPa 压力；(d) 24 目，0.3 MPa 压力；(e) 24 目，0.4 MPa 压力；(f) 24 目，0.5 MPa 压力
Fig. 4 Contour plots of Al-alloy surface after sandblasting: (a) 60-mesh, 0.3 MPa; (b) 60-mesh, 0.4 MPa;
(c) 60-mesh, 0.5MPa; (d) 24-mesh, 0.3 MPa; (e) 24-mesh, 0.4 MPa; (f) 24-mesh, 0.5 MPa;

来降低喷砂过程中工件的变形。

但 24 目、0.5 MPa 条件下喷砂 15 次后基体减重、

2.2 多次喷砂的影响

减薄量分别达到 1.4000 g 和 0.142 mm。

针对产品面临多次修复或表面污垢多次去除

喷砂过程中砂粒均匀冲蚀在基体表面，可以

的应用需求，需要多次喷砂处理。考察了铝合金

认为试板的质量减少是均匀减薄的结果。因此，

薄壁件多次喷砂对表面状态、显微结构以及涂层

引入基体当量减厚参数 (de)，其定义为基体质量

结合力的影响。

在规定面积内减少的均匀厚度，计算方法如公式

2.2.1 表面状态

(1) 所示：

图 5 是铝基材表面多次喷砂后质量和厚度变

(1)

化曲线。总体而言，随着喷砂次数从 1 次增加到
15 次，铝板厚度先增大，后逐渐降低，在第 1 次

式中，mn, m0, ρ, A 分别代表第 n 次喷砂后的

喷砂后获得最大的厚度。铝合金试板质量在第 1

试样质量，试样喷砂前的质量，6061 铝合金的密

次喷砂时无明显变化，此后增加喷砂次数，试板

度，试板的面积。本研究中 ρ=2750 kg·m-3, A=0.25

质量显著降低。

mm2。

从第一次喷砂起，铝合金试样的质量和厚度

基体的实际减厚 (dn) 由基体原始厚度减去 n

随着喷砂次数的增加呈现线性减小的趋势。并且，

次喷砂后的试样厚度得出。可以发现，从第 1 次

砂粒尺寸越大，喷砂压力越大，试样的减厚和减

喷砂起，基体实际减厚和当量减厚均随着喷砂次

重速度越快。60 目、0.3 MPa 条件下喷砂 15 次后

数的增加线性增加。计算了二者的差值 (de-dn)，

基体减重、减薄量分别为 0.6334 g 和 0.045 mm，

结果如图 6 所示。de-dn 反映了喷砂过程中基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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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喷砂区的后退情况，若 de-dn 变化不大，则喷砂

粗糙度会有所降低；反之亦然。有趣的是，铝合

过程中已喷砂粗糙层不断后退，喷砂区以下部分

金基板在 60 目砂多次喷砂后，de-dn 逐渐增大，表

被不断喷砂，结果来看喷砂区厚度（可视为最高

明其表面粗化程度在不断增加。而 24 目砂多次喷

点与最低点的高度差）保持不变，表面状态变化

砂后，de-dn 小幅度降低，15 次喷砂后减小约 25

不大；若 de-dn 逐渐降低，则喷砂过程中已喷砂粗

μm，说明其表面粗化程度略微减弱。

糙层后退量较大，喷砂区以下部分被再次喷砂的
厚度相对较小，结果来看喷砂区厚度逐渐减薄，
(a)

(b)

(c)

(d)

图 5 铝基材表面喷砂后质量和厚度变化曲线：
(a) 60 目，质量变化；(b) 60 目，厚度变化；(c) 24 目，质量变化；(d) 24 目，厚度变化
Fig. 5 Curves of quality and thickness change of Al-alloy plates after sandblasting: (a) 60-mesh, quality change;
(b) 60-mesh, thickness change; (c) 24-mesh, quality change; (d) 24-mesh, thickness change

2.2.2 显微结构

出现局部凹陷和凸起，但凹陷和凸起过渡区域比

采用体式显微镜观测了铝合金基体在 60 目

较平缓。当喷砂次数达到 5 次和 15 次时，除了表

砂，0.4 MPa 压力下喷砂前后的表面状态变化，结

面粗糙度加大、最低处与最高处的极差相较 1 次

果如图 7 所示，喷砂之前，基体表面非常光滑，

喷砂明显增大外，也出现多处尖角凸起和锥形凹

表面无明显凸起或凹陷。喷砂一次后，表面开始

陷，表明局部区域叠加冲蚀作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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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铝基材喷砂后当量厚度与测量厚度的差值随喷砂次数的变化：(a)60 目；(b)24 目
Fig. 6 Difference between equivalent thickness and measured thickness of Al-alloy after sandblasting for increased times:
(a) 60-mesh; (b) 24-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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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铝基材表面 60 目 0.4 MPa 喷砂前后表面三维光镜照片：(a) 未喷砂；(b) 喷砂 1 次；(c) 喷砂 5 次；(d) 喷砂 15 次
Fig. 7 3D optical images of Al-alloy surface after 60-mesh 0.4 MPa sandblasting:
(a) no sandblasting; (b) 1 time, (c) 5 times; (d) 15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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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表面粗糙度仪进行测试，定量统计了铝

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本研究分别

合金试片在 60 目 0.4MPa 喷砂前后表面粗糙度的

采用等离子喷涂的方式在 60 目砂 0.4 MPa 多次喷

变化，结果如表 2 所示。喷砂前表面粗糙度 Ra 仅

砂铝合金基体上制备 YSZ/NiCrAlY 热障涂层体系

有 0.35 μm，1 次喷砂后 Ra 值已经达到 5.44 μm，

和丙烯酸聚氨酯层，探究喷砂对热喷涂无机涂层

Rz 也比喷砂前高一个数量级。进一步增加喷砂次

和有机涂料层两种最典型应用的影响。

数至 5 次，Ra 和 Rz 值均略微增加，这一结果与

热喷涂过程会释放大量热量，为了保证测试

喷砂后 de-dn 的变化趋势吻合。进一步增加喷砂次

数据的准确性，选择了 Φ20×8 mm 的铝合金试样

数，粗糙度变化不显著，表明喷砂条件一定的情

作为基体，避免高温变形，制备出表面平整的涂

况下，增加喷砂次数，对表面状态和粗糙度的影

层体系。每种条件制备五组抗拉结合强度样品，

响可以忽略。

对测试结果取平均值，结果如表 3 所示。1 次喷

表 2 喷砂不同次数后试片表面粗糙度
Table 2 Surface roughness of Al-alloy surface
after different times of sandblasting

砂和 5 次喷砂后的涂层结合强度均大于 23 MPa，
表现出良好的结合力，且二者之间差异较低，可
以看出喷砂 1 次已经可以达到较好的界面结合，
通过增加喷砂次数或延长喷砂时间显然无效。在

Sandblasting times

Ra (μm)

Rz (μm)

一些工况下，去除破坏区域后重复喷砂，也能达

0

0.35±0.02

3.08±0.39

到初次喷砂的效果。当喷砂次数达到 15 次以后，

1

5.44±0.23

36.15±4.68

结合强度降低，仅有 17.28 MPa，尽管从前面的结

5

6.25±0.38

44.63±5.29

果来看，其表面粗糙度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多次

15

6.44±0.4

44.85±4.76

喷砂后，试片边缘位置出现了较多的损耗，导致
试片中心位置略微突起，使得结合强度测试结果
偏低。因此，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喷砂次数

2.2.3 抗拉结合强度
金属材料涂覆涂层后若出现损伤，常用的方
式是将损伤区域的涂层去除，再喷砂处理，重新
喷涂涂层。研究多次喷砂对涂层和基体结合强度

超过 5 次以后，除了需要关注其涂层表面粗糙度
塑性变形，还需要关注不同位置的喷砂损耗，保
持表面状态的一致性。

表 3 喷砂不同次数后等离子喷涂 YSZ 涂层结合强度
Table 3 Bonding strength of APS YSZ coating after different times of sandblasting
Sandblasting times

1

5

15

Bonding strength (MPa)

23.53±1.74

24.80±3.85

17.28±1.24

对 60 目砂 0.4 MPa 多次喷砂的铝合金薄板表

良好，应优先选择 60 目砂粒喷砂，压力在 0.3~0.5

面涂覆约 0.05 mm 厚的丙烯酸聚氨酯有机涂层，

MPa 范围内均可，降低变形风险。涂层修复等条

干燥固化 1 天后，采用划格法测试其在铝合金表

件下需多次喷砂时，其粗糙度和结合强度不会发

面的附着力，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

生明显变化，但会造成基体厚度和质量的降低，

地看出，喷砂 1 次、5 次和 15 次后，涂层在切割

同时应确保表面状态的一致性。若表面状态较差，

边缘完全平滑，无一格脱落，即附着力达到 0 级，

可以选择 24 目砂粒喷砂，获得较高的表面粗化效

主要是喷砂增大了表面粗糙度

[27]

。因此，铝合金

薄壁件多次喷砂都能取得较好的附着力，能够满
足应用需求。
综上所述，对于铝合金薄壁件，若表面状态

率。
与此同时，对于其它杨氏模量较低、塑性较
好的金属材料，如镁合金、钛合金等薄壁件，本
研究结果对实际生产作业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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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铝合金基体 60 目 0.4 MPa 喷砂有机涂层附着力测试表面状态：(a) 喷砂 1 次；(b) 喷砂 5 次；(c) 喷砂 15 次
Fig. 8 Adhesion test results of organic coating on Al-alloy surface after 60-mesh 0.4 MPa sandblasting:
(a) 1 time; (b) 5 times; (c) 15 times

鉴作用。对于杨氏模量较高的金属材料，如不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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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数值模拟云图显示，在入口压力 P0=0.7 MPa
和面积比 A/A0=1.69 条件下，出口气流呈现了预
料 中 的 完 全 膨 胀 状 态， 出 口 马 赫 数 Ma=1.93。
这与单纯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面积比 A/
A0=1.59，出口马赫数 Ma=1.9282）基本吻合，两
种目标设计方法做到了相互验证。数值模拟输出
的结果信息更丰富，是目标设计更有力的技术手
段。文献 [7] 也有类似的论证观点。
数值模拟说明，在喉径和耗气量相同的条件
下，以特定压力下完全膨胀为目标设计的 Laval
喷管实现了喷气速度和超声速气流段长度同步较
大幅度增加。这种喷管的设计观点应用于吸入式
喷砂枪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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