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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热流流场下低温超音速喷涂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的晶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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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拉格朗日法的数值模拟与试验测试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与丙烷鄄空气、煤油鄄氧气及高温空气三种热流交互作用的

气固双相流流场状态;同时,结合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基本热物性测试,阐明了热流流场诱发粉体加速、温升及晶化转变的特性演化规律。 结果表明:
不同的热流流场环境下产生不同的温度场,有助于玻璃粉体加速沉积成形。 煤油鄄氧气热流流场会诱发粉体析出 Al2Y 等有害相,甚至出现熔化与气

化现象。 高温空气热流无法消除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的固有脆性,难以发生高塑性畸变沉积成形。 丙烷鄄空气热流可将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调控至热塑

态温度区间,充分利用其在该区间的高塑性、低黏度特性,既能实现高效沉积又可控制晶化转变,是实现 Al 基金属玻璃最大限度原态沉积的理想热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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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Euler鄄Lagrange base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sts were combined to achieve the three kinds of gas鄄solid two鄄phase flow
fields, which referred to the Al鄄based metal glass powder鄄particles with propane鄄air, kerosene鄄oxygen and high temperature air. Meanwhile,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acceleration, temperature rise and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owder induced by heat flow of gas field were expounded by the
basic thermal physical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 of Al鄄based metal glass powder. It could be found from the results that various temperature fields
produced by various heat flow fields were beneficial for accelerating the deposition of glass powders. The heat flow field of kerosene鄄oxygen would
induce the sprayed particles to release harmful phases like Al2Y, and even cause melting and vaporization. The towing effect of the hot air flow
could not eliminate the inherent brittleness of Al鄄based metal glass powders, blocking the way for the particles to form deposited layers with high
plastic distortion. Fortunately, the heat flow effect of propane鄄air was able to adjust the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powder to the thermoplastic tem鄄
perature range,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high plasticity and low viscosity of the Al鄄based metal glass on its thermoplastic state, which can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deposition as well as control crystallization transition. Consequently, propane鄄air was recognized as an ideal heat flow resource to
achieve the deposition of Al鄄based metal glass with maximum original properties.
Key words摇 摇 heat flow fields, low temperature supersonic velocity spraying, Al鄄based metal glass, characteristic of powder, crystallization be鄄
havior

0摇 引言

热喷涂是指采用火焰、电弧、等离子等热源将材料迅速

加热至熔融、半熔融或热塑态后,高速喷射至基体表面以获

得具有特定应用性能的材料表层的工艺过程,是目前制备合

金表面覆层的主要方法[1鄄4] 。 热喷涂技术在制备非晶材料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该技术不仅可快速升温熔化材料,同时

具有快速冷却凝固材料的特征,有利于形成非晶相涂层。 而

且采用热喷涂技术既可以发挥热喷涂优质、高效、低成本的

优势,又可以获得具有优质耐磨、防腐等性能的表面防护涂

层[5鄄6] 。 因此,采用热喷涂技术制备铝基非晶涂层是铝基非

晶合金材料制备的新拓展,也是热喷涂表面技术研究的重要

方向,具有深远的应用前景。 常规热喷涂工艺通常包括高速

氧燃料、等离子体和线材火焰喷涂,但在这些工艺技术中,由
于材料的化学成分、相变和结构组成的变化,难以实现原态

沉积成形。 Kuroda 等[1,7鄄8] 通过在燃烧室和粉末进料口之间

插入混合室来改进超音速火焰(HVOF)喷涂方法,以便将燃

烧气体与高流量氮气混合,从而在广泛的范围内控制粉末注

入位置的气体温度和成分。 该改进方法通过高流速的氮气

可以降低射流的温度,但也大大增加了成本。
低温超音速喷涂技术是一种新型喷涂技术,其基本原理

是通过压缩空气和丙烷燃烧产生高速射流,设计专用喷枪以

氢气为助燃气体和还原气体预先与喷涂粉末混合,以氮气为

送粉气体将颗粒轴向送入燃烧室,高速射流裹挟粉末颗粒,
使之升温加速并与基体发生剧烈碰撞,进而沉积形成涂层。
该技术中颗粒的速度和温度界于冷喷涂和火焰喷涂之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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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冷喷涂层结合强度低和火焰喷涂氧化夹杂等多种技术

缺点,对通过热流影响来实现调控低温超音速喷涂飞行颗粒

特性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铝基金属玻璃的晶化会降低 Al
基金属玻璃的耐腐蚀和抗摩擦能力,从而增加 Al 基非晶涂

层的孔隙率。 目前,常用的低温超音速喷涂热源主要包括煤

油鄄氧气、丙烷鄄空气与高温空气。 热流热源的合理选择是控

制粉体晶化转变,实现最大限度原态沉积的前提。 本工作研

究了自主制备的 Al 基金属玻璃预制粉体的基本热物性,定
量计算了煤油鄄氧气、丙烷鄄空气、高温空气三种热源的温度状

态,数值模拟了不同热流作用下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的加速、
温升效应,并加以实际实验验证;为优选确定适宜的低温超

音速喷涂热源介质,有效控制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飞行阶段

的晶化转变,制备出高非晶相含量 Al 基金属玻璃涂层提供

基本的参考。

1摇 实验

采用气体雾化法制备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金属玻璃粉体。
设备真空度达到 1 Pa 时开启感应加热,将母合金完全熔化,
精炼 20 min,再将熔体通过喷嘴释放到雾化腔体中,开启高

压( ~ 8郾 1 MPa)氩气阀门,将熔体雾化成小液滴,小液滴在腔

体中快速冷却形成不同粒度的粉体。
基体材料为 ZM5 镁合金,试样规格分为 20 mm伊20 mm伊

10 mm、椎25郾 4 mm伊10 mm 两种。 在丙酮溶液中超声波清洗

30 min 去除表面油污,采用棕刚玉喷砂提高试样的表面粗糙

度。 采用基于丙烷鄄空气的低温超音速喷涂系统制备涂层。
采用 Quanta 200 系列扫描电镜(SEM),设置其管电压为

15 kV,对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和涂层的原始表面及经打磨抛

光后的截面进行观察和分析;采用 X 射线能谱仪(EDS)对粉

体进行元素分析。 采用 Rigaku D / max2400 型 X 射线衍射仪

测试涂层的相组成,CuK琢 为射线源,姿 = 0郾 154 2 nm,功率为

12 kW、管电压为 50 kV、电流为 100 mA、步长为 0郾 02毅。 采用

Verdon 方法对 XRD 谱进行 Pseudo鄄Voigt 函数拟合,并结合

DSC 试验测试,判定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沉积成层的温度。
数值模拟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与丙烷鄄空气、煤油鄄氧气及高温

空气三种热流的交互作用过程,采用 SprayWatch 4 型状态监

测仪测试不同热流流场下的喷涂颗粒速度与温度。

2摇 结果与讨论

2郾 1摇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的基本热物性

氩气雾化制备的 Al86 Ni6Y4郾 5 Co2La1郾 5 合金粉末的粒度分

布列于表 1,可见粒径小于 45 滋m 的粉末约占 80% ,粒径小

于 25 滋m 的粉末约占 40% 。 图 1 为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气雾

化合金粉末微观组织的 SEM 图像。 由图 1a 可见,粉末颗粒

较为均匀,基本呈球状,表面光洁,有少量的卫星球,具有较

好的流动性。 从局部放大图 1b 中观察不到任何衬度差别,
初步判断粉末表面是较为均匀的金属玻璃组织。 由图 1c 可

见,粉末边缘存在大量的花瓣状和针状晶体相。

表 1摇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气雾化粉末的粒度分布
Table 1摇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 aerosol powder

Particle size / 滋m <25 25—45 45—71 >71
Mass fraction / % 39郾 6 46郾 8 9郾 1 4郾 5

图 1摇 Al 基金属玻璃气雾化粉末的 SEM 图:(a)整体形貌,(b)局部放大
形貌,(c)粗大颗粒粉末形貌
Fig郾 1摇 SEM images of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aerosolized powder:(a) ove鄄
rall, (b) partially magnified, (c) coarse particle

采用 DSC 测定了不同粒度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的热稳定

性,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见,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

及通过单辊熔体急冷法制备的金属玻璃薄带的 DSC 曲线都

包含三个放热峰。 相比于金属玻璃薄带,各粒度粉体的初晶

晶化温度均略低,主要是由于粉体颗粒在凝固以后经历的弛

豫过程较长。 同时可见,各粒度粉体颗粒的第一个晶化峰温

度几乎相同。 在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粉体颗粒中,前两个放热

峰分别代表 琢鄄Al 在金属玻璃基体中的沉淀过程及随后的长

大过程,第三个放热峰则代表 Al2Y 等金属间化合物的形成

过程。 各粒度范围粉体的非晶相质量分数及试验测试获得

的各转变所对应的热力学参数如图 2、表 2 所示。

表 2摇 铝基金属玻璃粉体及对应条带的热力学参数
Table 2摇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of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powder and corresponding strips

Size range / 滋m Tg / K Tx1 / K Tp1 / K Tx2 / K Tp2 / K Tx3 / K Tp3 / K 驻Ht / ( J / g) fam / %

Ribbon 560 585 590 629 643 684 701 156郾 6 100

<25 558 580 586 633 644 690 702 152郾 4 97郾 3

25—45 558 575 584 620 641 692 697 73郾 7 47郾 1

45—71 — 579 584 667 697 701 741 48郾 3 30郾 8

>71 — 581 586 675 694 737 782 15郾 0 9郾 6

摇 Note: Tg—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Tx1,Tx2,Tx3—crystallization initiation temperature of three crystallization peak,respectively;Tp1,Tp2,Tp3—solidus
temperature of the three melting peak,respectively;驻Ht—the enthalpy of crystallization; fam—amorphous conten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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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铝基金属玻璃粉体及对应条带的 DSC 曲线
Fig郾 2摇 DSC curves of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powder and corresponding
strips

随着粉体粒径的增大,DSC 曲线中每个放热峰的面积都

呈单调递减。 对于粒径小于 25 滋m 的粉体颗粒,其在雾化凝

固过程中仅析出极少量的 琢鄄Al 相,故三个晶化放热峰的积

分面积与金属玻璃薄带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对于粒径

为 25 ~ 45 滋m 的粉体颗粒,前两个放热峰积分面积显著减

小,第三个放热峰积分面积只是稍有减小,这一现象与 XRD
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见图 3)。 该粒度范围粉末的 琢鄄Al 衍射

峰已明显窄化且强度很高,而 AlNiY、Al2Y 仅出现了微弱的

衍射峰。 对于粒径为 45 ~ 71 滋m 的粉体颗粒,其 DSC 曲线已

趋于平直,三个放热峰均已非常微弱,这一结果与 XRD 图谱

中出现的强 琢鄄Al 衍射峰和 AlNiY 等金属间化合物衍射峰相

对应。 对于粒径为 71 ~ 150 滋m 的粉体颗粒,其 DSC 曲线呈

现为一条直线,说明粉体已几乎完全晶化。

图 3摇 铝基金属玻璃粉体及对应的条带的 XRD 谱
Fig郾 3摇 XRD spectra of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powder and corresponding
strips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高耐蚀铝基金属玻璃涂层的制备应

在能够最大限度提高非晶相含量,尽可能减少析出 琢鄄Al 相,
避免出现 Al+TM(TM:元素周期表中的 VII、VIII 或者 IV、V
族元素)及 Al+RE(RE:稀土元素)金属间化合物相的沉积条

件下进行。 同时,结合 Al86Ni6Y4郾 5Co2La1郾 5金属玻璃粉体的热

力学参数测试结果,获得了低温超音速喷涂工艺制备 Al 基
金属玻璃涂层的工艺参数:粒径为 25 ~ 45 滋m 的粉末作为原

料,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沉积温度为玻璃转变温度 Tg 与有害

金属间化合物相析出温度 Tx3 之间,即最佳的临界温度阈值

区间为 558 ~ 692 K。
2郾 2摇 热流流场作用下粉体加速温升效应的数值模拟

通过碳氢化合物燃烧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热焓计算[9] 分

析可得,其瞬态绝热等压燃烧的温度值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碳氢化合物燃烧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热焓计算[9]

Fig郾 4 摇 Calculation of enthalpy of hydrocarbon combustion reactants and
products[9]

采用遵循拉格朗日方法的 FLUENT 软件,数值模拟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与丙烷鄄空气、煤油鄄氧气及高温空气三种热

流的交互作用过程。 计算几何模型根据超音速喷枪喷管几

何参数构建,通过 CATIA 软件得到喷管的二维尺寸。 喷管为

圆形轴对称空心结构,故超音速热流流场的有限元计算和分

析归为二维轴对称问题。 在直角坐标系中以 X 轴为对称轴,
取其一半进行流场的分布研究。

不同射流流场下 25 ~ 45 滋m 喷涂颗粒的运动轨迹、温度

及速度变化如图 5 所示。 由图 4 得到,定义射流入口温度为

873 K 时,不同喷涂颗粒间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束流较为发

散;颗粒温度整体较低,最高尚未达 500 K;颗粒速度相对较

低,约为 600 m / s。 当射流入口温度为 2 017 K 时,不同喷涂

颗粒间的速度梯度最小,束流最为集中;颗粒温度整体较高,
最高约为 770 K;颗粒速度较高,达 1 100 m / s。 当射流入口

温度为 3 026 K 时,不同喷涂颗粒间的速度梯度较小,喷涂颗

粒束流较为集中;颗粒温度整体最高,最高近 1 400 K;颗粒

速度相对最高,达 1 300 m / s。 不同热流流场下典型颗粒平均

温度与速度的对比如图 6 所示。

2郾 3摇 热流流场作用下粉体加速温升效应的试验测试

采用 SprayWatch 4 型状态监测仪测试不同热流下喷涂颗

粒的速度与温度,并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不同热流下喷涂

颗粒的温度与速度的测试值及分布分别如表 3 和图 7 所示。
当采用煤油鄄氧气时,粉体颗粒速度为 1 178 ~ 1 329 m / s,

温度为 1 255 ~ 1 532 K。 当采用丙烷鄄空气时,粉体颗粒速度

为 924 ~ 1 168 m / s,温度为 772 ~ 1 012 K。 当采用高温空气

时,粉体颗粒速度为 551 ~ 825 m / s,温度数值未检测到,说明

颗粒温度低于仪器的最低量程 550 K。
高温空气、丙烷鄄空气、煤油鄄氧气拖带下颗粒速度的模拟

值与测试值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10郾 6% 、8郾 7%和 6郾 6% ,丙烷鄄
空气、煤油鄄氧气拖带下颗粒温度的模拟值与测试值的相对误

差分别为 10郾 1%和 8郾 4% ,表明数值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总

体差别不大,基本能够反应各拖带热流对 Al 基金属玻璃粉

体加速与温升效应的影响。 数值模拟获得的是粉体颗粒的

平均温度值,而 SprayWatch 方法测试的是束流中颗粒表面的

最高温度值,故喷涂颗粒温度的实测值均高于模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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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不同热流流场下颗粒速度与温度的测试值
Table 3摇 Particle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measured values under different heat flow fields

Towing heat flow
Velocity / (m / s) Temperature / K

Velocity range Average velocity Temperature range Average temperature

High temperature air 551—825 719 — —

C3H8 鄄air 924—1 198 1 156 772—1 012 852

C10H22 鄄O2 1 178—1 329 1 219 1 255—1 532 1 496

图 5摇 不同入口温度射流的颗粒轨迹、温度及速度变化曲线(1—10 号为不同的典型粉末颗粒)(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5摇 Particle trajectory,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curves of the jet flow with different inlet temperatures (No. 1—10 is different typical powder particles)

图 6摇 不同热流流场作用下喷涂颗粒温度变化的对比图:(a) 煤油鄄氧气,(b) 空气鄄丙烷,(c) 高温气流
Fig郾 6摇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changes of spray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heat flow fields: (a) C10H22 鄄O2,(b) C3H8 鄄air, (c) high temperature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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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不同热流流场下喷涂颗粒温度与速度的分布
Fig郾 7摇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sprayed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heat flow fields

2郾 4摇 不同热流特性对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晶化行为的

影响
摇 摇 不同热流作用下喷涂颗粒的温度变化如图 6 所示。 当

以煤油鄄氧气为热源燃料时,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的温度

为 550 ~ 1 380 K,绝大多数喷涂粒子的温度均远高于 Al2Y 等

金属间化合物的晶化析出温度(Tp3 = 741 K),部分喷涂粒子

的温度高于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熔点(Tm = 900 K),甚至高于

其液相线温度(Tl =1 197 K)。 此时,颗粒在热流裹携过程中

发生了有害相的晶化转变,部分颗粒出现了熔化甚至气化现

象。 当以高温空气为热源时,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的温度

为 367 ~ 496 K,均低于其玻璃转变温度(Tg = 558 K),此状态

的喷涂颗粒具有极高的脆性,塑性变形能力很差,在与基体

金属碰撞过程中难以产生高塑性畸变而沉积形成涂层。 当

以丙烷鄄空气为热源燃料时,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的温度

为 496 ~ 774 K,所有喷涂粒子的温度均低于其熔点(Tm =
900 K),绝大多数喷涂粒子的温度介于其玻璃转变温度

(Tg =558 K)与有害金属间化合物相的晶化析出温度(Tp3 =
741 K)之间。 此时,通过合理的工艺过程控制,可使颗粒温

度处于过冷液相温度区(Tg ~ Tx1)、琢鄄Al 相析出(Tx1 ~ Tp1)及
长大(Tx2 ~ Tp2 ) 温度区,充分利用金属玻璃在温度区间

496 ~ 774 K 黏性降低、超塑性增强的特性,实现高非晶含量

Al 基金属玻璃涂层的制备。
综上分析可知,基于丙烷鄄空气热源的低温超音速喷涂方

法可保证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在热塑固态下撞击金属基

体表面,该方法是获得良好的沉积效率、实现最大限度原态

沉积的最佳理想选择。
以丙烷鄄空气为热源燃料时,涂层表面形貌如图 8 所示。

如图 8a 所示,涂层表面整体凸凹起伏较大,大量颗粒交错堆

积、相互镶嵌在一起,大颗粒边缘局部发生破碎,形成的细小

颗粒在其周围聚集。 原本光滑的球形或类球形粉体高速撞

击基体或沉积层后,发生了严重的扁平化,在部分变形颗粒

边缘处出现了明显的边界金属射流,如图 8b 所示。 同时,在
涂层内部还观察到了部分“泼洒状冶重新熔融凝固组织的存

在,如图 8c 所示。 热塑态的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在极高的速

度下与镁合金基体发生撞击,两者之间会产生明显的热量传

输及动能向热能的转化,因此涂层局部出现闪瞬温升,导致

微小区域熔化。 如图 8d 所示,镁合金基体表面形成了一层

均匀、致密的涂层。 沉积材料与基体间界面清晰、连贯,无裂

纹、夹杂等缺陷,未出现传统热喷涂中温度过高导致的熔化、
烧蚀等问题。 由图 9 可见,涂层的 XRD 谱中呈现出一个宽大

的漫散衍射主峰、较小的 琢鄄Al 晶相峰和微弱的 Al4NiY 化合

物峰。 表明涂层是以非晶相为主、存在部分晶化相的复合结

构。 TEM 分析表明,涂层由三个明显的不同区域组成(如

图 10 所示),即非晶相区(区域玉)、等轴组织区(区域域)和

图 8摇 Al 基金属玻璃涂层的表面形貌:(a)破碎大颗粒, (b)金属射流,
(c)熔凝固织, (d)涂层界面形貌
Fig郾 8 摇 The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Al鄄based metallic glass coating: ( a)
broken large particles, (b) metal jet, (c) melt solidification structure, (d)
coating interface morphology

图 9摇 涂层的 XRD 衍射谱
Fig郾 9摇 XRD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co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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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摇 涂层的 TEM 明场像及非晶选区电子衍射花样
Fig郾 10摇 TEM bright鄄field image and amorphous selective electron diffraction
pattern of coatings

杆条组织区(区域芋)。 其中,非晶区不存在任何衬度差异,
选区电子衍射(SAED)花样为单一晕环,且所占面积比例最

大,在微观尺度上证明了涂层是以非晶相为主的金属玻璃结

构,实现了高非晶含量 Al 基金属玻璃涂层的制备。

3摇 结论

(1)在采用低温超音速喷涂工艺制备 Al 基金属玻璃涂

层的过程中,应调控喷涂温度,减少 琢鄄Al 相,避免出现 Al+
TM 及 Al + RE 金属间化合物相。 同时,结合 Al86 Ni6Y4郾 5 鄄
Co2La1郾 5金属玻璃粉体的热力学参数测试结果,在采用低温

超音速喷涂工艺过程中筛选粒径为 25 ~ 45 滋m 的粉末为喷

涂粒子,Al 基金属玻璃粉体沉积成层温度应介于玻璃转变温

度 Tg 与有害金属间化合物相析出温度 Tx3之间,即其最佳的

临界温度阈值区间应为 558 ~ 692 K。
(2)采用基于拉格朗日法数值模拟了 Al 基金属玻璃粉

体与丙烷鄄空气、煤油鄄氧气及高温空气三种热流交互作用的

气固双相流流场状态,三类热源热流均使得喷涂颗粒产生了

显著的加速与温升效应。 以高温空气为热源的粒子束流径

向速度梯度最大,颗粒最大速度为 660 ms-1,最高温度为

496 K。 以丙烷鄄空气为热源的粒子束流径向速度梯度最小,
颗粒最大速度达 1 111 ms-1,最高温度达 774 K。 以煤油鄄氧
气为热源的粒子束流径向速度梯度较小,颗粒最大速度达

1 334 ms-1,最高温度达 1 380 K。 颗粒平均速度与最高温度

的模拟值与测试值的相对误差均小于 11% ,基本能够真实体

现各热流对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加速与温升效应的影响。
(3)阐释了不同热流作用下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可

能的晶化转变行为,煤油鄄氧气热流裹携的喷涂粒子,绝大部

分颗粒温度远高于金属间化合物相的晶化析出温度、熔点甚

至液相线温度,在射流裹挟过程中便可能发生析出有害相的

晶化转变,出现熔化甚至气化现象。 高温空气热流裹携的绝

大部分喷涂粒子的温度均低于其玻璃转变温度,脆性极大,
难于产生高塑性畸变沉积成层。 丙烷鄄空气热流裹携的绝大

部分喷涂粒子的温度介于粒子的玻璃转变温度与有害金属

间化合物相析出温度之间,可充分利用该温度区间金属玻璃

黏性降低、超塑性增强的特性实现 Al 基金属玻璃粉体颗粒

的最大限度原态沉积,涂层的 XRD 谱呈现出一个宽大的漫

散衍射主峰、较小的 琢鄄Al 晶相峰和微弱的 Al4NiY 化合物峰。
表明涂层是以非晶相为主、存在部分晶化相的复合结构;非
晶区不存在任何衬度差异,选区电子衍射(SAED)花样为单

一晕环,且所占面积比例最大,在微观尺度上证明了涂层是

以非晶相为主的金属玻璃结构,实现了高非晶含量 Al 基金

属玻璃涂层的制备。 低温超音速喷涂工艺是高非晶含量 Al
基金属玻璃涂层制备技术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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