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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高速电弧喷涂技术在 Q420 钢基体上制备了新型 Zn-22Al-Mg-Re 合金涂层，通过 SEM，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和电化学工
作站等手段研究了其微观组织形貌、结合强度、耐蚀性能，并与纯 Zn 和 Zn-15Al 涂层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Zn-22Al-Mg-Re 合金
涂层的结合强度高，腐蚀电位低，腐蚀电流小；腐蚀产物较为稳定，呈细小致密的针状，具有良好的自封闭性；合金涂层的阴极保护
能力和耐蚀性能均优于纯 Zn 和 Zn-15Al 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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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Zn-22Al-Mg-Re alloy coating were prepared on the Q420 substrate by arc spraying technology, and
the coating Microstructure, Bonding strength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were studied by SEM, copper accelerated acetic acid
salt spray test(CASS) and electrochemical workstation etc, compared with Zn and Zn-15Al coating.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Zn-22Al-Mg-Re corrosion potential and corrosion current is minimum,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form a very stable,
adherent , small acicular, well self-sealing protecting layer on the steel substrate, the cathodic protection ability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Zn-22Al-Mg-Re coating is better than Zn , Zn-15Al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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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工业快速发展和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等原
研究涂层微观形貌、结合强度和耐蚀性能。
因，输变电钢构件运行环境条件严重恶化，构件防护涂
1 实验方法
层的腐蚀速率有明显加速趋势，除发生极端恶劣的灾害
1.1 试样制备
天气之外，由于环境腐蚀造成输电杆塔的强度缺失是导
实验材料采用直径为 3 mm 的纯 Zn，Zn-15Al 和
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传统镀锌技术已不能满足其防护寿
Zn-22Al-Mg-Re 合金丝材。基体选用目前输变电钢构件
命的全周期设计要求，所使用的镀锌杆塔大部分实际使
常用的 Q420 钢。采用喷砂对试样表面进行处理，使用
用寿命远远低于其设计寿命。投入运行 3～4a 后，即出
棕刚玉砂，颗粒度为 14#～18#。喷砂操作时，压缩空气
现了大量锈点，4～5a 后便逐步转变为整塔锈蚀[1]。在沿
的工作压力为 0.6 MPa，喷砂距离为 150～200 mm，喷
海浪溅区，个别线路的镀锌层有效期仅为 6 个月，严重
砂角度为 70°～80°。使用 TLAS-Ⅲ型高性能电弧喷涂设
影响电网安全运行的可靠性。
备，各涂层制备主要工艺参数见表 1。
日本 JACC（Japan Association of Corrosion Control）
表 1 涂层制备主要工艺参数
热喷涂委员会的 Kuroda 等 [2]对 Zn，A1 及 Zn-13A1 热喷
Table 1 Main process parameters of coating preparation
Material
Voltage
Current
涂涂层作了长期暴露实验，在暴露 10 和 18a 的报告[3,4]
(V)
(A)
中均指出，热喷涂 Zn-13A1 涂层的耐蚀性明显优于热喷
Zn
46
120
涂 Zn 和 A1 涂层。在 Zn-Al 合金中加入适量的合金元素
Zn-15Al
42
120
能显著改善涂层的耐蚀性能，
如研制出的 Zn-Al-Re 合金、
[5~8]
Zn-22Al-Mg-Re
47
150
Zn-Al-Si 合金和 Zn-Al-Mg 合金等热喷涂合金材料 ，
1.2
涂层性能测试
其中，以 Zn-Al-Mg 系涂层最为突出。Zn-Al-Mg 合金涂
1.2.1 涂层微观形貌
层在海洋环境下具有比 Zn-Al 涂层更优异的耐腐蚀性
[8]
使用 AMRAY-183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
能，并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已经开始应用。陈永雄等
[9]
涂层的截面形貌和表面形貌，使用
NORAN SYSTEM7
和刘燕等 使用 Zn-Al-Mg-Re 粉芯丝材制备涂层，结果
型能谱仪（EDS）分析涂层成分，截面形貌观察用试样
表明 Zn-Al-Mg-Re 涂层的致密度高，综合力学性能好，
按标准的金相制备方法制备。
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1.2.2 涂层结合强度
Zn-Al 合金中当 Al 含量高于 15%（质量分数）时，
按照标准 GB/T8642-2002《热喷涂-抗拉结合强度的
由于脆性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使得丝材的加工非常困
测定》的要求进行试样准备和涂层结合强度实验。使用
难，英国和美国丝材中的 Al 含量最高也只能达到 15%
[9~11]
WDW-100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拉伸实验机，加载速度约
。本文采用合金熔铸、挤压、热拉拔、冷拉拔等工
为 67 N/s，拉伸速率为 2.5 mm/min。
艺，制定严格的热处理制度，成功制备了高含 Al 量的
1.2.3 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
Zn-22Al-Mg-Re 合金丝材，并采用电弧喷涂技术制备涂
依 据 《 人 造 气 氛 腐 蚀 实 验 盐 雾 实 验 》 GB/T
层。通过显微分析、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和电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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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5-1997 标准进行实验。试样规格为 50 mm×50 mm×5
mm，为便于对比不同涂层的耐蚀性能，对涂层进行粗磨
处理，最终磨至 400 号水砂纸，涂层厚度控制在 100~106
μm。使用 YW/R-150 盐雾腐蚀实验箱，实验条件：NaCl
溶液浓度为 50 g/L，使用冰乙酸调节 pH 值为 3.1～3.3，
CuCl2 溶液浓度为 0.26 g/L，压缩空气实验压力为 0.1
MPa，实验室温度为 50℃，饱和桶温度为 64℃，沉降量
为 1.75 ×10-2 mL/cm2·h。以涂层表面出现宏观第一锈点
的时间来考验涂层的耐蚀性能。
1.2.4 涂层和腐蚀产物分析
使用 Rigaku Dmax-RC 型旋转阳极 X 射线衍射仪
（XRD）
，对纯 Zn，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经
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的腐蚀产物进行分析。以 Cu 靶的
Ka 为辐射源，管压 40 kV，电流为 35 mA，扫描范围
2θ=5°~75°，步宽为 0.02°，扫描速率为 10 deg/min。
1.2.5 电化学极化曲线测试
使用 15 mm×15 mm 试样，对不参与实验的部分采
用环氧树脂密封，用分析纯无水酒精清洗实验面，经冷
风吹干。电化学实验采用 PARSTAT 2273 电化学工作站，
采用三电极体系：工作电极（试样）
，参比电极（饱和甘
汞电极）和辅助电极（Pt 片）
。测试前试样在 3.5%NaCl
溶液中浸泡稳定后，测定涂层的开路电位，在开路电位
的±250 mV 范围内，测定涂层的极化曲线，扫描速率
0.166 mV/s。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涂层微观结构
3 种涂层均呈现宏观均匀微观不均匀的特征[12]，涂
层的表面宏观形貌无明显差异，涂层由扁平状结构和细
小的颗粒状结构堆积而成。
3 种涂层组织均比较致密，存在少量的微观孔隙，
涂层为典型的层状结构，且基体表面存在一定厚度的变
形层。Zn-22Al-Mg-Re 涂层的截面形貌如图 1 所示。电
弧喷涂过程中，丝材雾化呈熔融而且分散的状态喷向基
体表面，雾化及飞行过程中，金属元素存在少量烧损，
与丝材相比，雾化粒子急冷后其成分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热喷涂纯 Zn 涂层颜色较浅，与基体相近；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中出现了灰白相间的组织结构特
征，未见单质 Zn 和 Al 相，组织结构较为均匀。对
Zn-22Al-Mg-Re 合金涂层截面图中颜色不同区域的成分
选点进行 EDS 分析（表 2）
，结果表明，颜色较浅的区
域为富 Zn 相，颜色较深的区域为富 Al 相。由 Zn-Al 二
元合金相图可知，Zn-22Al-Mg-Re 合金为 α+η 共析型合
金。
表 2 Zn-22A l-M g-Re 涂层截面 EDS 能谱分析 mass%
Table 2 EDS analysis of main components of two different
phases of Zn -22Al- Mg- Re coating
Area
Zn
Al
Bright
87.79
12.21
Dark
63.86
36.14

图 1 Zn-22Al-Mg-Re 涂层截面形貌
Fig.1 Section morphology of Zn-22Al-Mg-Re coating
2.2 涂层结合强度
涂层的结合强度包括涂层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强度以
及涂层颗粒之间的结合强度，是表征涂层质量和涂层耐
蚀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图 2 分别为 Zn，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结合强度实验后断面形貌，结合强
度实验后断裂位置为涂层与基体金属界面和部分涂层层
间。依据标准 GB/T8642-2002，这两种断裂方式所测得
的抗拉强度均为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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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涂层结合强度实验后拉脱面形貌
Fig.2 Morphologies of coating section of Zn (a), Zn-15Al (b)
and Zn-22Al-Mg-Re (c) coatings after bond strength
experiment
文献[13,14]研究表明，压缩空气的压力对涂层结合强
度影响最大，喷涂距离、喷涂电压和电流大小对涂层结
合强度的影响较小。喷砂粗化后的基体表面上均匀地分
布着许多不规则形状的凹坑，没有固定的取向，方向各
异，这有利于打乱基体表面涂层形成时内部收缩力的方
向，减小涂层与基体界面的应力，降低界面开裂倾向。
雾化粒子被撞成扁平状，并与凸凹不平的基体表面互相
嵌合( 抛锚效应) ，涂层嵌入基体表面缺陷处，呈现机
械结合的特征。电弧喷涂时材料的熔化效果较好，熔滴
对基体表面大小不同的凹坑都有很好的润湿效果，涂层
与基体结合紧密，有利于提高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
在高速喷砂材料的冲击下，基体表面发生很强的塑性变

形，晶体晶格同时发生滑移、畸变以及间距的变化，导
致晶粒内位错密度增加，有利于提高涂层与基体间的结
合强度[15]。从图 2 中可以看出，3 种涂层断面均存在部
分涂层层间断裂的现象，且 3 种涂层结合强度实验后其
断面上残留涂层的面积是不同的，纯 Zn 涂层残留的量较
少，随着涂层中 Al 含量的增大，残留涂层的面积也相应
增大, Zn-22Al-Mg-Re 涂层结合强度实验后残留涂层的
面积要远大于基体裸露的面积。从图 2 可见，所表征的
涂层结合强度综合了涂层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和涂层
自身强度。界面结合强度主要取决于基体表面粗糙度、
凹坑形态和涂层与基体的润湿效果等，涂层自身的强度
主要取决于涂层成分、组织结构和涂层致密度。对于纯
Zn 涂层，其界面结合强度是涂层结合强度的主要影响因
素； 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的残留量要大于纯
Zn 涂层，这可能与 Al 和活化的基体中某些元素发生的
微冶金结合有关[16]，从而提高了涂层与基体的界面结合
强度，使得涂层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强度要大于涂层自身
的强度，因此，涂层自身强度是其结合强度的主要影响
因素。Zn，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与基体的结
合强度分别为 11.15，14.71 和 15.71 MPa，涂层与基体的
结合强度随 Al 含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大，Zn-22Al-Mg-Re
涂层结合强度最高。
2.3 电化学极化曲线测试
图 3 为纯 Zn，Zn-15Al 及 Zn-22Al-Mg-Re 涂层的极
化曲线。由图可见，纯 Zn 涂层的阳极极化曲线中未见钝
化现象。由于 Al 的加入，Zn-15Al 涂层及 Zn-22Al-Mg-Re
涂层的阳极极化曲线中均出现了钝化现象，且
Zn-22Al-Mg-Re 涂层较 Zn-15Al 涂层的维钝区域范围宽、
致钝电位低、维钝电流小，且钝化前后曲线变化不大，
说明该涂层比其它涂层更容易进入钝化状态，耐蚀效果
更稳定。

最小，比纯 Zn 涂层的低一个数量级，且低于 Zn-15Al
涂层，表明该涂层具有最好的耐腐蚀性能，对钢结构的
保护效果更长效。
表 3 不同涂层极化曲线拟合表
Table 3 Fitted date of polarization curves of different
coatings
Material
Corrosion
Corrosion current
potential
density (A/cm2)
(V)
Zn
-1.165
7.281×10-5
Zn-15Al
-1.198
3.133×10-6
Zn-22Al-Mg-Re
-1.283
1.907×10-6
2.4 涂层耐蚀性能
图 4 为 经 Cu 加 速 乙 酸 盐 雾 实 验 24 h 后
Zn-22Al-Mg-Re 涂 层 表 面 腐 蚀 产 物 微 观 形 貌 。
Zn-22Al-Mg-Re 和 Zn-15Al 涂层表面的腐蚀产物的形态
为细小针状，涂层表面经磨制处理后，存在较多的磨痕，
针状的腐蚀产物沿磨痕两侧无序生长，局部区域已将磨
痕缝隙基本堵塞。纯 Zn 涂层表面的腐蚀产物呈颗粒状，
腐蚀产物间存在较大的孔洞。

图 4 Zn-22Al-Mg-Re 涂层腐蚀 24 h 后的表面形貌
Fig.4 Surface morphology of Zn-22Al-Mg-Re coating after
corrosion for 24 h
图 5 为经 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 48 h 时, 3 种涂层表
面腐蚀坑内腐蚀产物的微观形貌。纯 Zn 涂层表面的腐蚀
产物呈颗粒状，结构疏松，附着力差，极易发生溶解，
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17]，对腐蚀介质的阻碍能力较弱。
Zn-15Al 涂层表面也存在细小针状、取向不同的腐蚀产
物，但由于针状腐蚀产物的数量较少，对腐蚀介质的阻
碍能力也较弱。Zn-22Al-Mg-Re 涂层的腐蚀坑内存在大
量细小的针状腐蚀产物，对腐蚀介质具有较强的阻碍能
力。

图 3 3 种涂层的极化曲线
Fig.3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ree coatings
将极化曲线的结果进行 Tafel 拟合，
拟合结果见表 3。
与 Zn-15Al 涂层相比，因 Mg 具有较高的电负性，加入
后可以进一步降低涂层的腐蚀电位。Zn-22Al-Mg-Re 涂
层的腐蚀电位最低，涂层对钢铁的阴极保护驱动电压最
大，阴极保护的有效半径也最大，比其它涂层具有更好
的阴极保护性能。Zn-22Al-Mg-Re 涂层的腐蚀电流密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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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种涂层腐蚀 48 h 后的表面形貌
Fig.5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Zn (a), Zn-15Al (b) and
Zn-22Al-Mg-Re (c) coatings after corrosion for 48 h
图 6 为 3 种涂层腐蚀产物的 XRD 谱。结果表明，纯
Zn 涂层的腐蚀产物由 ZnO，Zn5 （OH） 8Cl2·
H2O 和
Zn5(CO3)2·
（OH）6 组成。与纯 Zn 涂层相比，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的腐蚀产物中出现了 Zn6Al2
（OH）16CO3·
4H2O，且腐蚀产物呈极为细小的针状。文
献[18]研究表明，Zn6Al2（OH）16CO3·
4H2O 非常致密、稳
定，可以有效地堵塞涂层中的孔隙，切断腐蚀介质的快
速通道，具有良好的自封闭性，是提高涂层防护性能的
主要原因；即使涂层由于外力出现局部损坏，其致密的
腐蚀产物也可以很快填补缺陷，从而有效地保护基体。
涂层中的 Al 在含 O 环境中可形成较为致密的钝化膜，
Re 的加入能进一步提高钝化膜的致密性[19]，且改善了涂
层组织的均匀性，降低了孔隙率，可形成较致密的腐蚀
产物，自封闭效果明显，从而阻止腐蚀介质与涂层接触，
抑制腐蚀的发生，进一步提高涂层的耐蚀性。由于 Mg
和 Re 的加入量较少，Zn-22Al-Mg-Re 涂层中没有检测到
含 Mg 和 Re 的腐蚀产物。

第一锈点，局部存在轻微鼓泡现象 (图 7a)。230 h 时，
Zn-15Al 涂层表面出现鼓泡和开裂现象，涂层明显鼓起，
附着力很差，防护性能基本丧失，为便于观察涂层第一
锈点的出现，对鼓包处及附着力差的腐蚀产物进行了清
理，清理下来的腐蚀产物为大小不均的片状，且脆性较
大，呈黑灰色，清理后试样表面未见锈点出现。试样经
冲洗冷风吹干后，按原放置角度再放入实验箱，继续进
行腐蚀实验；238 h 时，Zn-15Al 涂层表面出现较多的锈
点（图 7b）
。350h 时，Zn-22Al-Mg-Re 涂层表面同样出
现了鼓包和开裂现象，其特征与 Zn-15Al 涂层的形貌特
征类似，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腐蚀产物进行清理；356 h 时，
Zn-22Al-Mg-Re 涂 层 表 面 出 现 锈 点 ， 其 锈 点 形 态 与
Zn-15Al 涂层的锈点分布形态基本相同（图 7c）
。从涂层
各阶段腐蚀形貌特征和锈点形态来看，纯 Zn 涂层为典型
的点蚀；Zn-15Al 和 Zn-22Al-Mg-Re 涂层成分较为均匀，
未见单质的 Zn 和 Al 相，且腐蚀电位较低，作为阳极对
基体具有优异的保护能力，其腐蚀形貌宏观表现为均匀
腐蚀，这与“伪合金”涂层中单质 Zn 选择性腐蚀是不同的
[10,12]
；Zn-22Al-Mg-Re 涂层的腐蚀电位最低，其保护能
力还要优于 Zn-15Al 涂层。

a

b

c

图 7 3 种涂层对应第一锈点出现时的表面形貌
Fig.7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Zn (a), Zn-15Al (b) and
Zn-22Al-Mg-Re (c) coatings after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rust

3 结论

图 6 3 种涂层腐蚀产物的 XRD 谱
Fig.6 XRD patterns of corrosion products formed on three
coatings
经 Cu 加速乙酸盐雾实验 152 h 时，纯 Zn 涂层出现

（1）Zn-22Al-Mg-Re 涂层呈典型的层片状结构，组
织结构较为均匀、致密，与基体结合较好，其结合强度
大于 Zn-15Al 和纯 Zn 涂层。
（2）Zn-22Al-Mg-Re 涂层形成细小致密、稳定的针
状腐蚀产物，可以有效填补涂层中的孔隙，切断腐蚀介
质的快速通道，具有良好的自封闭性。
（3）Zn-22Al-Mg-Re 涂层腐蚀电位低，腐蚀电流密
度小，具有良好的阴极保护能力和耐蚀性能。
（4）加速腐蚀实验结果表明，Zn-22Al-Mg-Re 涂层

的耐蚀性能优于 Zn-15Al 和纯锌涂层，腐蚀形貌宏观表
现为均匀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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