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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空冷喷涂是一种在室温及真空条件下通过加速气体 (He，N2，O2 等) 加速超细粉末粒子，使粒子以一定

的速度撞击基体以及已沉积涂层，进而实现涂层制备的方法，可用于 10 μm 以下致密陶瓷薄膜的高效率制备。本

研究选用平均粒径为 400 nm 的 Al2O3 陶瓷粉末，采用真空冷喷涂的方法在玻璃基体上制备了涂层，采用扫描电

子显微镜 (SEM)、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以及高分辨透射电镜(HR-TEM) 等材料研究方法对真空冷喷涂氧化铝

涂层的微观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真空冷喷涂 Al2O3 颗粒的主要是以单个颗粒作为沉积单元，在沉积

过程中喷涂颗粒高速颗粒碰撞基体和已沉积涂层，发生了晶粒细化以及塑性变形现象，并且在涂层的局部能够观

察到由于粒子的强烈撞击而形成的非晶组织。此外，观察到涂层局部由于粒子高速碰撞过程中发生塑性变形而产

生高密度的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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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cuum cold spray was considered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for fabricating ceramic films with a 

thickness lower than 10 μm. In vacuum cold spray, the powder particles are accelerated and impacted on the 

substrate or the coatings with the help of the carrier gas (He, N2, O2).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l2O3 powders 

with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400 nm were employed to deposit coatings by vacuum cold spray. The 

microstructure of Al2O3 powders and coating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can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n addition, high-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HR-TEM) was used to observe details in the Al2O3 coatings. Results shows that the single particle was acted as 

the depositing unit, and particles undergo serious fracture upon impact on the substrate or underlying coatings. 

Due to the high impact pressure and the high strain rate, the localized amorphization of Al2O3 was observed in 

the coatings. Besides, the appearance of high density blade dislocation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plastic deform of 

Al2O3 particles during high speed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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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陶瓷薄膜具备优良的光、电、声以及生物等特性，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

用。陶瓷薄膜的制备方法包括丝网印刷[1]，流延成型[2]，浆料旋涂[3]等传统固相烧结法，以及脉冲激光法

[4]，磁控溅射法[5]，电泳沉积法[6]
 等先进薄膜制备方法。传统的固相法由于需要通过后续烧结制备，烧结

温度通常大于 1000 ℃甚至更高。而高温烧结使得材料容易发生相变、晶粒粗化等现象，难以制备具有纳

米结构的陶瓷薄膜。此外，高的烧结温度也使得其很难在低熔点的基体上制备陶瓷薄膜，限制了其在电

子器件等领域的应用。先进薄膜制备方法可用于陶瓷薄膜的制备，但由于其沉积效率低，材料成分难以

控制，且成本高等缺点，难以用于大规模生产。因此，能够在低温下实现陶瓷薄膜的制备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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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YSx 涂层经 1400 oC 水蒸气腐蚀 150 h 的 XRD 图谱 

Fig.1 XRD patterns of YSx coatings after water vapor corrosion for 150 h at 1400 oC 

 

 

图 2 涂层经 1400 oC 水蒸气腐蚀 150 h 的截面形貌：(a) YS0.75; (b) YS1.25 

Fig. 2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ies of the coatings after water vapor corrosion for 150 h at 1400 oC: (a) YS0.75, (b)YS1.25 



 

图 3 不同喷涂工艺制备 Fe 基涂层的截面显微形貌：(a)1#；(b)2#；(c)3#；(d)4#；(e)5#；(f)6#；(g)7#；(h)8#；(i)9# 

Fig. 3 Cross-sectional SEM microstructures of the as-sprayed Fe-based coatings using different spray parameters: (a)1#, (b)2#, 

(c)3#, (d)4#, (e)5#, (f)6#, (g)7#, (h)8#, (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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