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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交试验的等离子喷涂 NiAl 和 NiCrAl 涂层工艺研究
叶俊华，陈凌云，陈新悦，程小红，杨亚飞，张川
（成都航利（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成都 611937）
摘要：基于正交试验研究了等离子喷涂 NiAl 和 NiCrAl 涂层过程中结合强度与等离子喷涂参数之间的响应关系，
分析了涂层显微特征的影响因素并据此优化了工艺参数。结果表明，影响 Ni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主次顺序为
氢气流量、氩气流量、电流、喷涂距离，影响 NiCr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主次顺序为喷涂距离、氩气流量、电
流、氢气流量，工艺优化能够显著改善 NiAl 和 NiCrAl 涂层的显微特征和性能。NiAl 涂层的工艺范围为氩气流
量 110~120 SCFH，氢气流量 20~25 SCFH，电流 600~610 A，喷涂距离 130~140 mm，结合强度均在 30 MPa 以上，
最大值为 33 MPa。NiCrAl 涂层的工艺范围为氩气流量 120~130 SCFH，氢气流量 25~30 SCFH，电流 610~620 A，
喷涂距离 130~140 mm，最大结合强度为 43.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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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lasma Spraying NiAl and NiCrAl Coatings Process Based
on Orthogonal Experiment
Ye Junhua, Chen Lingyun, Chen Xinyue, Cheng Xiaohong, Yang Yafei, Zhang Chuan
(Chengdu Hangli (Group) Industrial Co., Ltd, Chengdu 611937)

Abstract: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nding strength and plasma spraying parameters in the process
of plasma spraying NiAl and NiCrAl coatings was studied by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ating microstructure were analyzed, and the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NiAl coating were hydrogen flow, argon flow, current, spraying
distance. Meanwhile, the factors of the NiCrAl coating were spraying distance, argon flow, current, hydrogen
flow.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iAl and NiCrAl coating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process
optimization. The optimized process range of NiAl coating was argon flow rate 110~120 SCFH, hydrogen flow
20~25 SCFH, current 600~610 A, and spraying distance 130~140 mm, the bonding strength was all above 30
MPa, and the maximum value was 33 MPa. At the same time, the optimized process range of NiCrAl coating was
argon flow 120~130 SCFH, hydrogen flow 25~30 SCFH, current 610~620 A, and spraying distance 130~140 mm,
the maximum bonding strength was 43.6 MPa.
Keywords: Plasma spray; NiAl coating; NiCrAl coating; Orthogonal experiment

0 引言
镍铝 (NiAl) 和镍铬铝 (NiCrAl) 均是一种自粘

结型复合粉末，在热喷涂过程中能够发生化学反
应生成金属间化合物，释放大量的热，将基体材
料表面加热到接近熔融状态，促进熔融颗粒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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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

强度 。两种粉末常用作阶梯涂层的打底层材料，
也可直接用作尺寸修复材料 [2-4]。对于金属类尺寸
修复涂层，常用的热喷涂方法是等离子喷涂。等
离子喷涂具有喷涂材料范围广，涂层结合强度高、
氧化物夹杂少、孔隙率低，设备控制精度高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燃气轮机、石油化工
等领域 [5-7]。然而等离子喷涂工艺过程复杂，不同
粉末、不同设备、不同参数可能会对涂层性能造
成较大影响。本文采用等离子喷涂制备了 NiAl 和
NiCrAl 涂层，运用正交试验法分析氩气流量、氢
气流量、电流和喷涂距离对涂层结合强度和显微
结构的影响，以期了解等离子喷涂过程中主要参
数与涂层种类、性能、组织之间的关系，为后续
类似涂层的工艺开发提供参考。

1.1 试验材料
喷涂材料采用北矿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镍铝 (NiAl，牌号 KF-6) 和镍铬铝 (NiCrAl，牌号
KF-110) 粉末，实测化学成分见表 1，粒度分布分
别见表 2 和表 3。两种粉末均采用机械包覆法制备，
形貌如图 1 所示，NiAl 呈不规则形状，NiCrAl 呈
椭球形，经能谱分析外层均为 Al，NiAl 的核心为
Ni，NiCrAl 的核心为 NiCr。两种粉末的颗粒分布
较均匀，这可以充分保证喷涂过程中供粉的连续、
流畅，以期获得较好的流动性和较稳定的拖拽力。
结合强度和金相试样的均为 1Cr13 不锈钢，结合
强度试样尺寸为 Φ25.4 mm×6.0 mm，涂层厚度
为 0.20~0.30 mm。

表 1 两种粉末的化学成分 (wt.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two powders (wt. %)
粉末

Cr

Al

Ni

镍铝 (NiAl)

-

4.80

Bal.

镍铬铝 (NiCrAl)

18.39

5.57

Bal.

表 2 镍铝粉末粒度分布
Table 2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NiAl powder
粒度 (μm)

+90

-90~+45

-45

含量 (%)

≤5

≥85

≤10

表 3 镍铬铝粉末粒度分布
Table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NiCrAl powder
粒度 (μm）

+106

-106~+45

-45

含量 (%)

≤5

≥85

≤10

(a)

(b)

50μm

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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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50μm

20μm

图 1 两种粉末形貌：(a), (b) NiAl；(c), (d) NiCrAl
Fig.1 Morphology of the two powders: (a), (b) NiAl；(c), (d) NiCrAl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氧化，而氧化与孔隙在

1.2 试验方法
采用 Metco-9MR 等离子喷涂系统进行工艺

金属涂层中很难区分和定量分析，因此喷涂工艺

试 验， 喷 枪 为 F4， 送 粉 器 为 Twin150， 喷 涂 过

优化试验方案以涂层结合强度为优化指标。对每

程采用 ABB 六轴机械手完成。喷涂前将 NiAl 和

个工艺参数选取 2 水平，建立 4 因素 2 水平正交

NiCrAl 粉末进行烘干处理。用丙酮清洗试样，

试验方案，如表 4 所示，其它工艺参数设定为：

压缩空气吹干后进行喷砂处理。采用吸入式喷砂

送粉速率 (NiAl: 75 g/min; NiCrAl: 60 g/min)，送

机，喷砂压力为 0.2~0.4 MPa，喷砂介质为 60 目

粉气流量 3.5 NLPM，转盘搅拌速率 60%，送粉

白刚玉砂，喷砂距离为 100~200 mm，喷砂角度

块 型 号 L/L， 送 粉 嘴 直 径 1.8 mm， 送 粉 距 离 6

为 60~85°。在等离子喷涂众多工艺参数中，选取

mm。参照 HB20035 进行涂层抗拉结合强度测试，

氩气流量、氢气流量、电流、喷涂距离这 4 个主

按照 HB20195 进行金相试样的制备与组织评定。

要因素进行正交工艺试验，由于金属涂层在喷涂
表 4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4 Factors and levels for orthogonal experiment
水平

氩气流量
Ar (SCFH)

氢气流量
H2 (SCFH)

电流
I (A)

喷涂距离
D (mm)

1

90

15

560

110

2

130

30

620

140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0.82、1.82、4.47。极差反映了不同因素在试验中
的效应，极差大表明该因素对指标的影响大，为
主要因素；极差小表明影响小，为次要因素。因

按照正交试验设计的不同参数制备的 NiAl 和

此，影响 Ni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

NiCrAl 涂层抗拉结合强度和极差分析结果如表 5

为：氢气流量＞氩气流量＞电流＞喷涂距离，影

所示。氩气流量、氢气流量、电流和喷涂距离对

响 NiCr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

应 的 NiAl 涂 层 的 极 差 R1 分 别 为 3.93、14.58、

喷涂距离＞氩气流量＞电流＞氢气流量。

1.07、0.28，NiCrAl 涂层的极差 R2 分别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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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正交试验与极差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and range analysis
NiCrAl
NiAl 涂层结
涂层结合强
合强度 (MPa)
度 (MPa)

序号

氩气流量
(SCFH)

氢气流量
(SCFH)

电流
(A)

喷涂距离
(mm)

喷涂功率
(kW)

1

90

15

620

140

37.5

15.3

35.3

2

130

30

560

110

43.3

33.0

31.7

3

130

15

560

140

37.6

19.3

28.0

4

130

30

620

140

47.7

35.0

38.0

5

130

15

620

110

41.4

25.7

26.7

6

90

30

560

140

42.6

35.0

28.3

7

90

15

560

110

34.3

15.7

29.0

8

90

30

620

110

46.8

31.3

24.3

1 水平

24.32

19.00

25.75

26.43

2 水平

28.25

33.58

26.82

26.15

极差 R1

3.93

14.58

1.07

0.28

因素主次

2

1

3

4

1' 水平

29.22

29.75

29.25

27.93

2' 水平

31.10

30.57

31.07

32.40

极差 R2

1.88

0.82

1.82

4.47

因素主次

2

4

3

1

NiAl

NiCrAl

图 2 为 NiAl 和 NiCrAl 涂层的 4 个因素与抗

氢气流量为 30 SCFH 时，NiAl 涂层的抗拉结合强

拉结合强度的均值效应图。由图 2(a) 可知，在一

度均在 30 MPa 以上，满足工艺要求。这是由于氢

定范围内 NiAl 涂层的结合强度与氢气流量、氩气

气流量显著提高了总的热输入，在较高的喷涂功

流量、电流呈正相关，与喷涂距离呈负相关。当

率下，涂层熔融的更充分，涂层缺陷减少。由图

(a)

(b)

图 2 均值效应图：(a) NiAl 涂层；(b) NiCrAl 涂层
Fig.2 Main effects plot for means: (a) NiAl coating; (b) NiCrAl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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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可知，在一定范围内 NiCrAl 涂层的结合强度

影响等离子喷涂工艺的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 [8-10]，

与喷涂距离、氩气流量、电流以及氢气流量均呈

两者共同决定了涂层的显微结构和性能。氢气流

正相关，当氢气流量和电流较高时，喷涂功率较高，

量和电流主要决定了喷涂功率 [4]，对于 NiAl 涂

喷涂颗粒在较大的氩气流量和较远的喷涂距离下

层，若氢气流量过低则涂层受热不充分会产生未

充分受热和加速，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沉积温度

熔颗粒和孔隙，同时涂层颗粒在焰流中的飞行速

和速度，从而产生较高的结合强度。

度慢、受热时间长，会产生较多的氧化；若氩气

为 探 究 4 个 因 素 对 涂 层 显 微 结 构 的 影 响，

流量过高、氢气流量过低，则喷涂颗粒在熔融不

NiAl 和 NiCrAl 涂层在第 1~4 组喷涂参数下（编

充分的情况下以较高的速度冲击基体，会产生较

号分别记为 1~4#）的金相分别见图 3 和图 4。由

多的孔隙；在合适的氢气流量下，若氩气流量过

图 3 可知，1# 涂层存在较多的氧化、孔隙和较

高则颗粒飞行速度过快，颗粒在焰流中受热不充

大的未熔颗粒，其中最大未熔颗粒尺寸约为 102

分易产生未熔颗粒。因此，NiAl 涂层的未熔颗粒

μm；2# 在相应的参数下无明显氧化、未熔和孔

和孔隙主要取决于氩气和氢气流量，氧化主要取

隙；3# 存在较多的孔隙，4# 存在较多的未熔颗粒。

决于氢气流量和电流。对于 NiCrAl 涂层，其未熔

由图 4 可见，NiCrAl 涂层在 1~3# 参数下主要存

颗粒主要取决于喷涂功率、喷涂距离和氩气流量。

在未熔颗粒问题，4# 则无明显缺陷，同时 1#、2#

当喷涂功率较低时（低于 40 kW），喷涂颗粒易

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孔隙，其中最大未熔颗粒约为

受热不充分从而产生未熔颗粒；同时当喷涂功率

92 μm，最大孔隙约为 54 μm。

一定时，喷涂距离较近或氩气流量太高均会导致

金属涂层在等离子喷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

颗粒在焰流中的受热时间变短，从而产生未熔颗

产生氧化，同时涂层在沉积平铺的过程中也或多

粒。NiCrAl 涂层的孔隙也主要取决于氩气和氢气

或少地会存在一定的孔隙。颗粒的温度和速度是

流量。

(a)

(b)

未熔颗粒

氧化

100μm

(c)

100μm
(d)

孔隙

100μm

未熔颗粒

图 3 NiAl 涂层典型金相：(a) 1#；(b) 2#；(c) 3#；(d) 4#
Fig.3 Typical metallography of NiAl coating: (a) 1#；(b) 2#；(c) 3#；(d) 4#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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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熔颗粒
孔隙

孔隙

未熔颗粒

100μm

(c)

100μm

(d)

未熔颗粒

100μm

100μm

图 4 NiCrAl 涂层典型金相：(a) 1#；(b) 2#；(c) 3#；(d) 4#
Fig.4 Typical metallography of NiCrAl coating: (a) 1#；(b) 2#；(c) 3#；(d) 4#

2.2 优化参数的验证与分析讨论

见图 5(a)，可见涂层的抗拉结合强度均在 30 MPa

基于以上分析，兼顾了涂层的显微结构和抗

以上，涂层致密，无明显未熔颗粒和较大孔隙，

拉结合强度，对 NiAl 和 NiCrAl 涂层的工艺参数

满足要求。因此，NiAl 涂层的工艺参数范围为氩

进一步优化。针对 NiAl 涂层，通过适当调节氢

气流量 110~120 SCFH，氢气流量 20~25 SCFH，

气流量、降低氩气流量、提高喷涂电流，得到的

电流 600~610 A，喷涂距离 130~140 mm。

NiAl 涂层工艺范围优化结果见表 6，涂层的金相
表 6 NiAl 涂层工艺优化结果
Table 6 Process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NiAl coating
序号

氩气流量
(SCFH)

氢气流量
(SCFH)

电流
(A)

距离
(mm)

功率
(kW)

平均结合强度
(MPa)

9

110

20

600

140

40.9

32.6

10

120

25

610

130

44.0

33.0

针对 NiCrAl 涂层，采用较远的喷涂距离来保

从而进一步优化涂层的结合强度和显微结构。

证涂层的结合强度，通过保持较高的氢气流量、

工艺范围优化后的结果见表 7，涂层的金相见图

降低氩气流量和喷涂电流来降低涂层的孔隙，

5(b)，可见涂层的最大抗拉结合强度为 43.6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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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中的孔隙均匀分布，无较大孔隙和明显的

氢气流量 25~3 SCFH，电流 610~62 A，喷涂距离

未 熔 颗 粒， 满 足 工 艺 要 求。 因 此，NiCrAl 涂

130~140 mm。

层的工艺参数范围为氩气流量 120~130 SCFH，
表 7 NiCrAl 涂层工艺优化结果
Table 7 Process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NiCrAl coating
序号

氩气流量
(SCFH)

氢气流量
(SCFH)

电流
(A)

距离
(mm)

功率
(kW)

平均结合强度
(MPa)

11

120

25

610

140

44.9

43.6

12

130

30

620

130

47.0

42.2

(a)

(b)

200μm

200μm

图 5 工艺优化后典型金相：(a) NiAl; (b) NiCrAl
Fig.5 Typical metallography after process optimization: (a) NiAl; (b) NiCrAl

3 结论
(1) 影响 Ni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主次依次
为：氢气流量＞氩气流量＞电流＞喷涂距离，影
响 NiCrAl 涂层结合强度的因素主次依次为：喷涂

量 120~130 SCFH，氢气流量 25~30 SCFH，电流
610~620 A，喷涂距离 130~140 mm。优化后涂层
的最大抗拉结合强度为 43.6 MPa，涂层的孔隙均
匀分布，无较大孔隙和明显的未熔颗粒。

距离＞氩气流量＞电流＞氢气流量。
(2) NiAl 涂层的未熔颗粒数量和孔隙率主要
取决于氩气流量和氢气流量，氧化程度主要取决
于氢气流量和电流。NiCrAl 涂层的未熔颗粒主要
取决于喷涂功率、喷涂距离和氩气流量，孔隙取
决于氩气流量和氢气流量。
(3) NiAl 涂 层 的 工 艺 参 数 范 围 为 氩 气 流 量
110~120 SCFH， 氢 气 流 量 20~25 SCFH， 电 流
600~610 A， 喷 涂 距 离 130~140 mm。 优 化 后 涂
层的抗拉结合强度均在 30MPa 以上，最大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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