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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雾条件下 NiCrAl 涂层的耐腐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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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工艺在 Ni 基高温合金上制备 NiCrAl 涂层，并研究了该涂层在盐雾腐蚀和氧化条件下的

耐腐蚀性能。通过对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的极化曲线分析，可知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后的腐蚀电位变得更负，
腐蚀电流密度变得更大，说明经过盐雾腐蚀后的 NiCrAl 涂层的耐腐蚀性明显下降。由 SEM 观察可知，NiCrAl 涂层经
过盐雾腐蚀后表面和内部都出现了大量的裂纹，组织变得疏松，遭到严重腐蚀，涂层失去保护能力。经 EDX 分析可知，
腐蚀产物的化学通式为 MexOyClz。经过预氧化的 NiCrAl 涂层由于形成了 θ-Al2O3 膜，耐腐蚀性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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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种金属部件主要采用涂层防护。在众多

测量盐雾收集器中盐溶液的 pH 值为 6.9，在标准规定

涂层中，热障涂层因其具有抗氧化腐蚀、隔热、耐磨

的 6.5~7.2 范围内，可以直接用于实验。盐雾箱内的温

性能好等优点，在能源、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

度保持在(35±2)℃范围内。试样腐蚀时间为 156 h，采

广阔的应用。NiCrAl 涂层经常被用作粘结层，减缓表

用 12 h 连续喷雾。
使用 CHI660C 电化学工作站进行极化曲线测量，

面陶瓷层与基体因热膨胀率不匹配而产生的应力，提
[1]

高了热障涂层的使用寿命 。

实验介质为质量分数为 5.0%的 NaCl 溶液，数据处理

关于盐雾环境对金属部件的影响规律、腐蚀破坏

采用 CHI660C 型腐蚀分析软件，采用塔菲尔曲线外推

形式、结构的腐蚀控制以及实验室加速腐蚀实验等方

法求得腐蚀过程的动力学参数。极化曲线的扫描范围

面的问题，发达国家己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工程技

为相对于开路电位±50 mV，扫速为 30 mV/min；饱和

术方面的探讨，而国内关键金属部件的盐雾腐蚀控制

氯化钾电极为辅助电极，铂电极为参比电极，并与工

和腐蚀环境下的评定方面起步较晚，相关报道很少。

作电极连成三电极体系。室温下浸泡 30 min 后测试涂

本工作对 NiCrAl 涂层进行了盐雾试验，并研究了在盐

层盐雾腐蚀前后的极化曲线。

雾试验和氧化条件下涂层的耐腐蚀性能。

1

实

验

2

结果与讨论

2.1

实验结果分析

涂层材料为 NiCrAl 合金粉末。采用大气等离子喷

图 1 为 NiCrA1 合金粉末的 X 射线衍射图谱。结

涂的方法在 Ni 基高温合金上喷涂约 120 µm 厚的

果表明，图谱中只出现 Ni 及 Al 的衍射峰，说明合金

NiCrAl 涂层，然后切割成尺寸为 10 mm×10 mm 的试

中 Cr 元素己固溶于 Ni 中。

样。部分试样在马弗炉中加热到 1000 ℃，保温 15 h。
盐雾试验是为了人工模拟试样在自然大气中或
海水中的腐蚀情况而采用试验设备加速腐蚀的一种方
法。采用中性盐雾，按照标准 GB/T10125-1997 进行
试验，试验设备采用 YWX/Q-150(B)盐雾腐蚀试验箱，

表1
Table 1

Parameters of salt spray test equipment

Salt spray rate/
Spray pressure
Spray mode
mL·cm-2·h-1
/MPa

Relative
humidity/%

Continuous
mode

94±4

其参数见表 1。
根据盐雾试验标准，本实验溶液采用化学纯 NaCl

盐雾腐蚀试验箱参数

0.025

0.07~0.15

试剂，溶剂为蒸馏水。溶液质量浓度为(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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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表面的 SEM 照

b

a

片及 EDX 分析结果。从图 2a 可以看出，NiCrAl 涂层
原件具有层状结构，涂层表面上存在一些疏松组织及
一定量的孔隙，这是在喷涂过程中熔融或半熔融态粒

Corrosion pore
and crack

子依次堆积互相搭接而形成的。图中白色区为未完全
熔化部分，灰色区为完全熔化部分。涂层表面比较平

60 µm

整，无明显裂纹出现。图 2b 为盐雾腐蚀后的表面照片。
涂层外层变得疏松，可以明显看到表面出现了孔隙，
并有腐蚀产物，表层遭到了腐蚀和破坏。经 EDX 分析，
腐蚀产物主要成分为 Al、Cr、Ni、O、Cl，因此可以

图3
Fig.3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截面的背散射照片

Cross-sectional backscatted images of NiCrAl coating

认为，腐蚀产物的化学通式为 MexOyClz。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salt spray test

图3为NiCrAl涂层盐雾腐蚀前后截面的SEM照片。
从图3a可以看出，等离子喷涂后的粘结层内部有少量

从图 3b 中可以看出，经过盐雾腐蚀之后，粘结层发生

氧化物产生，且氧化物不连续、不均匀，这种不连续

了明显的腐蚀，表面和内部都出现了大量的裂纹，组

的氧化物不具有较强的抗高温氧化和耐腐蚀的能力。

织变得疏松。基体与涂层之间也出现了裂纹，说明腐

Intensity/cps

蚀介质可能已经穿过涂层。

Ni

12 000

图 4 为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的极化曲线。由
图 4 可以看出，经过盐雾腐蚀后的 NiCrAl 涂层的腐蚀

8 000

电位发生了负移，自腐蚀电位变小，利用 Tafel 曲线外
Ni

推法由图中阴、阳极极化曲线在 Tafel 区的直线部分延

4 000

Ni

Al
0
20

Al

40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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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可以得出盐雾腐蚀前涂层的自腐蚀电位和自腐蚀电

Ni

流密度分别为–0.7065 V 和 6.153×10-5 A/cm2；盐雾腐蚀

Ni

Al Al

后涂层的自腐蚀电位和自腐蚀电流密度分别为–0.7257

80

100

V 和 7.774×10-5 A/cm2。由此可见，腐蚀后的 NiCrAl

2θ/(º)
图1

涂层腐蚀电位变得更负，腐蚀电流密度变得更大，说明
经过盐雾腐蚀后的 NiCrAl 涂层耐腐蚀性明显下降。

NiCrAl 粉末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1

图 5 是盐雾腐蚀前后 NiCrAl 涂层在 1000 ℃下氧

XRD pattern of NiCrAl powder

化 15 h 的氧化动力学曲线。由图 5 可以看出，二者的
b

a

氧化动力学曲线均呈抛物线状，氧化开始阶段氧化速
率很大，随着氧化时间的延长(5 h 后)，二者的氧化速
率均降低。结合 SEM-EDX 分析可知，这主要是因为
–0.5

6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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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表面的 SEM 照片和 EDX 结果

Fig.2

SEM images of NiCrAl coating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salt spray test, and

EDX result in Fig.2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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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的极化曲线

Tafel polarization curves of NiCrAl coat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salt spra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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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氧化初期与氧接触的涂层金属元素直接被氧化生成
Al2O3、Cr2O3 等氧化物 [2] ，所以该阶段氧化的速率较

b

a

大。随着氧化的进行，形成连续的较致密氧化物层，
可以阻挡氧原子直接与金属元素接触并且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氧元素向内部的扩散，从而降低了氧化速率。
同时，盐雾腐蚀后的涂层氧化初期的氧化速率明显比
盐雾腐蚀前的涂层快。这主要是因为经过盐雾腐蚀后，

60 µm

10 µm

NiCrAl 涂层表面出现了明显的腐蚀产物，并且这些腐
蚀产物很疏松，在涂层内部出现大量的腐蚀孔洞及裂
Intensity/a.u.

Cr
Cr
O
Ni
Ni

纹。这样的结构就给氧提供了向内部扩散的通道，同
时增加氧气与金属的接触面积。并且由于腐蚀，氧化
生成的 Al2O3、Cr2O3 等也变得粗糙、破碎甚至不连续，

Cr

Ni
Al

降低了氧化膜阻止氧原子向内部扩散的能力。因此在
氧化过程中，盐雾腐蚀后的 NiCrAl 涂层氧化速率更快。

c

0

Cr
4

图 6 为预氧化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表面的

Ni
N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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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keV

SEM 照片和 EDX 结果。图 6a 显示，经过高温氧化后
在涂层表面出现了大量的针状颗粒，这种针状物被认

图6

预氧化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表面的 SEM 照片和

[3]

为是 θ-Al2O3 的典型形貌 ，经 EDX 分析，主要为 Cr
和 Al 的氧化物。但从图中可以看出，表面的氧化物层

EDX 结果
Fig.6

SEM images of thermal-treated NiCrAl coating before (a)

不均匀，这是由于 Al 的含量有限，并且在喷涂过程中

and after (b) the salt spray test, and EDX result in Fig.6a (c)

Al 分布不均匀造成的。虽然 Al2O3 膜具有抗腐蚀性，
a

但由于其不致密，因此对底层金属的保护也将会降低。

b

从图 6b 可以看出，腐蚀后 NiCrAl 涂层表面的针状物
不明显，表面变得疏松。这主要是由于氧化后形成的
不连续 Al2O3 的脆性导致的。大量的针状物可能在盐

Non continuous
oxide layer

Continuous oxide
layer

雾腐蚀中或者是在腐蚀后的冲洗过程中被冲掉 [2] ，但

60 µm

可以看出，涂层表面基本保持了喷涂后原件的形貌，
说明涂层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腐蚀。
图 7 为预氧化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截面的
SEM 照片。从图 7a 可以看出，涂层在经过高温氧化

图7
Fig.7

后表面和内部都生成了一层氧化物层，特别是涂层内

Mass Gain/mg·mm-2

4.0

Cross-sectional backscatted images of thermal-treated NiCrAl coating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salt spray test

部的氧化层比较连续，这层氧化物层可以有效地阻止
腐蚀介质侵入。图 7b 显示，经过盐雾腐蚀后的氧化层

3.0

变得不连续，但基本上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
2.2

2.0

腐蚀机制探讨
由于盐雾腐蚀是一个电化学腐蚀过程，耐腐蚀能力

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涂层元素组成，内部结构等，特

Before salt spray test
After salt spray test

1.0
0.0
0

预氧化 NiCrAl 涂层盐雾腐蚀前后截面的背散射照片

别是涂层表面状况[4]。因为涂层表面不同成分的电化学
4

8

12

16

Time/h
图5

盐雾腐蚀前后 NiCrAl 涂层在 1000 ℃氧化的动力学曲线

Fig.5

Oxidation kinetics curves of NiCrAl coat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salt spray test at 1000 ℃

势不同，比较活泼的金属组元就会失去电子，见式(1)，
在盐雾腐蚀过程中形成的盐膜会吸收氧气，并与涂层表
面的H2O发生反应生成OH－，见式(2)。而为了保持电解
液的中性，被腐蚀区域的酸性增加，pH降低。
Me→Men++ne
3O2+6H2O+12e→12OH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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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涂层表面的颗粒是

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腐蚀裂纹增多。

相互堆积起来的，表面不均匀，并且颗粒之间存在裂

经过高温预氧化的NiCrAl涂层，Al和Cr同时发生

纹以及杂质。在盐雾试验湿热环境中，当盐雾溶液沉

了扩散，其表面及涂层内部生成了Al2O3 及Cr2O3 等氧

降在试样表面时，涂层表面会形成一层很薄的含有腐

化层，且氧化层比较连续(图7a)。Al2O3和Cr2O3被认为

蚀介质的膜，这层膜会吸收氧原子，使涂层表面直接

是两种防护性较好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会把涂层与

与水、氧、腐蚀介质接触，这样很容易发生氧化还原

腐蚀介质隔开，从而保护涂层不受腐蚀介质破坏。

反应。并且由于“短路效应”裂纹处很容易发生腐蚀 [5]。
当Cl－ 与金属离子和OH－ 接触时，金属氯化物和金属氢
氧化物就会形成。见式(3)。另外，发生腐蚀的涂层表
面疏松，由于Cl－ 的半径很小(0.181 nm)，很容易渗入
疏松组织代替部分O2- ，进而生成可溶的金属氯氧化
物，见式(4)，这可以从前面的EDX分析得到证实。

3

结 论
1) NiCrAl 涂层经过盐雾腐蚀之后的腐蚀电位变

得更负，腐蚀电流密度更大，耐腐蚀性明显下降。
2) NiCrAl 涂层经过盐雾腐蚀后表面和内部都出
现了大量的裂纹，组织变得疏松，涂层腐蚀严重。

Men++nCl－ +nOH－ →MeCln·Me(OH)n

(3)

MeCln·Me(OH)n→Me2ClnOn/2+ H2On/2

(4)

3) NiCrAl 涂 层 经 过 预 氧 化 处 理 在 表 面 形 成 了
θ-Al2O3 膜，耐腐蚀性能增强。

另一方面，等离子喷涂过程中也产生了少量的氧
化物，在盐雾试验湿热环境中，涂层表面及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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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Resistance of NiCrAl Coatings in the Salt Spray Tests
Li Yao, Ma Bin, Zhao Jiupeng, Wei Qingyuan, Su K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NiCrAl coatings were prepared on Ni-based superalloy through Atmospheric Plasma Spray (ASP),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alt spray test and high-temperature oxidation was investigated. From the Tafel polarization curve
of NiCrAl coat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 salt spray test, it is shown that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NiCrAl coatings becomes smaller while
the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becomes larger, indicating tha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NiCrAl coatings after the salt spray test is
decreased obviously. SEM images show that after the salt spray test, the corrosion of surface of the NiCrAl coatings is serious resulting
from the appearance of many cracks and the loose microstructure, so the coatings have no protective capability. EDX analyses reveal that
corrosion products are MexOyClz. After the thermal treatment at 1000 ºC for 15 h,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NiCrAl coatings is enhanced
be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θ-Al2O3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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