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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喷涂与冷喷涂技术

冷喷涂镁合金基体残余应力的数值研究
唐伟，解闻，张家园
（西安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西安 710054）
摘

要：目的 研究冷喷涂 Mg-alloy 基体过程残余应力的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 ABAQUS/Explicit 有限元分

析软件，以 AZ31 作为基体材料、Al-7075 作为颗粒材料进行碰撞模拟，并添加无限元素层以增强数值稳定
性，同时考虑多颗粒沉积对颗粒沉积基体时产生的残余应力的影响。结果 经有限元模拟，颗粒的残余应力
随着冲击速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最后逐渐增大的趋势。应力分布相对于中心轴对称，同时产生
明显的金属射流现象。改变入射角后发现，当沉积速度为 800 m/s、入射角度为 90°时，颗粒残余应力达到
最大，为‒2742.72 MPa，但在结合过程中，基体残余应力的变化相对颗粒较为稳定。通过对多颗粒沉积的研
究发现，颗粒 2 在 2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1 后，将颗粒 1 的最小残余应力从‒1577.66 MPa 松弛到‒1099.06 MPa；
颗粒 3 在 5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2 后，颗粒 3 的最小残余应力为‒1152 MPa，与颗粒 2 相差不大。后续颗粒
也将遵循该规律。结论 单颗粒沉积时，瞬态喷丸过程残余应力的变化较为剧烈，热冷却过程中趋于稳定，
对残余应力的进一步缓解影响不大。多颗粒沉积时，后一颗粒对前一颗粒起到松弛作用，同时也能起到夯
实作用，增强涂层的结合强度，有利于形成较好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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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Residual Stress of Cold Sprayed Mg-alloy Substrate
TANG Wei, XIE Wen, ZHANG Jia-yu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ABAQUS/Explicit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study the change trend of residual stress in the
process of cold spraying Mg-alloy substrate. With AZ31 as the substrate material and Al-7075 as the particulate material for
collision simulation, and an infinite element layer is added to enhance numerical stabili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multi-particle deposition on 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particle deposit substrate.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particles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mpact velocity, and finally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is symmetrical relative to the center axis, and obvious metal jet phenomenon occurs, and 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sedimentation velocity is 800 m/s and the incident angle is 90 degrees after incident angle changes, the particle residual stress is
maximized, i.e. −2742.72 MPa, but the change of residual stress of the substrate is relatively stabl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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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s during the bind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tudy of multi-particle deposition, it is found that after the particle 2 is
deposited to particle 1 in about 23 ns, the minimum residual stress of particle 1 is relaxed from −1577.66 MPa to −1099.06 MPa.
When particle 3 is deposited to particle 2 in about 53 ns, the minimum residual stress of particle 3 −1152 MPa, which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article 2. Subsequent particles will also follow this rule.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when a single
particle is deposited, the change of the residual stress in the transient shot peening process is relatively severe, and it tends to be
stable during the thermal cooling process, which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further relief of the residual stress. When multiple
particles are deposited, the latter particle can relax the former particl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lay a role of
compaction, enhance the bonding strength of the coating, and help to form a better coating.
KEY WORDS: cold spray; infinite element layer; Mg alloy substrat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idual stress

冷喷涂（Cold Spray, CS）技术最早由前苏联科
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力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
基于风洞试验时发现，当示踪原子的速度超过某一临
界速度时，示踪原子对靶材表面的作用由冲蚀变为沉
积，他们在这一现象基础之上提出了冷喷涂的概念[1]。
该技术是以压缩气体（氮气、氦气、空气或混合气体
等 ） 作 为 加速 介 质 ， 将固 体 金 属 颗粒 带 动 至 300~
1400 m/s 的速度撞击基板，使颗粒发生强烈的塑性变
形而沉积形成涂层 [2-3]。残余应力则在颗粒高速撞击
基体的过程中产生，CS 中的残余应力主要为残余压
缩应力 [4] 。残余应力是影响涂层完整性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影响涂层残余应力的因素较多，包括沉积速
度、沉积入射角度、材料组合、颗粒数量、摩擦系数
以及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界面热松弛效应等 [5]。基于以
上因素，研究残余应力对冷喷涂沉积涂层的影响尤为
重要。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对 CS 的沉积机理和临界速
度进行了预测，但通过仿真模拟对 CS 过程中产生的
残余应力变化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如李文亚 [6]等
人详细讨论了 CS 过程中粒子碰撞行为的数值模拟和
临界速度预测的研究现状，其中在对粒子碰撞行为数
值模拟的研究前景中提出，应对冲击过程中产生的残
余应力进行研究。Wang[7]采用 ALE 有限元法，模拟
镁合金微通道表面单个和多个铝合金颗粒的沉积行
为，结果表明，颗粒在微通道基底表面不同位置撞击
时，基体的最大接触面积和能量消耗较大。但 ALE
在模拟过程中过多地应用，可能会导致数值结果的可
靠性下降 [8]。国外学者，如 Spencer 等人 [9]通过对 Mg
基底上冷喷涂 Al 和 Al 合金（Al6061）的研究，得出
残余应力的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涂层材料的性能（例如
抗塑性变形），而不是沉积参数（例如冲击温度和压
力）。Dibakor 等人 [10]通过建立分析模型，预测了 CS
沉积基板组件中残余应力的全厚度分布。通过参数研
究得出，沉积层数和基体高度对残余应力大小均有影
响，而单层高度对残余应力大小影响不大。该模型允
许对几何变量进行参数研究，这对 CS 工艺的优化具
有一定贡献。但上述模型只研究了几何变量（层数、
基底高度和单层高度）对残余应力分布和大小的影

响，而对于沉积角度、多颗粒堆叠对残余应力分布规
律的影响并没有研究。
综上，本文通过 ABAQUS/Explicit 有限元软件，
利用拉格朗日算法（模拟结果更接近实际，更具可靠
性），模拟单个铝颗粒以不同入射角度、不同沉积速
度沉积镁合金基体以及多颗粒沉积镁合金基体，研究
不同因素对 CS 过程中残余应力的影响及残余应力的
变化规律。此外，在所建立的模型中添加无限单元，
以减少冲击波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1
1.1

数值计算模型
材料模型

研究 CS 模拟过程时，选用的材料通常为 Al/Cu、
Cu/Cu[11]、Ti-6Al-4V/Ti-6V-4Al[12]等。本文选用 Al-7075
作为粒子材料，AZ31 作为基体材料，采用 Johnson-Cook
（JC）塑性模型描述材料行为的速率和温度依赖性。
双线性 JC 模型 [13]的参数，是通过将单粒子碰撞模拟
结果与先进激光诱导弹丸碰撞（α-LIPIT）试验 [14] 中
测量的变形粒子形状进行最小二乘曲线拟合得到的。
另外，定义了无限元的材料。无限元这一术语于 1977
年由 Bettess 和 Zienkiewicz 第 1 次使用 [15-16]，是几何
上趋于无穷的单元。它是一种特殊的有限元，也是对
有限元在求解无界域问题上的有效补充，已经涉及到
众多领域，包括电磁学、声学、水动力学、固土壤力
学、量子力学、弹性力学、粘弹塑性力学等。由于这
些无限元还充当了基板中的固定边界约束，因此无需
对模型应用其他机械边界条件。材料的等效塑性应力
如下 [17]：
m

 p    T  Tref  

  [ A  B( ) ] 1  C ln p  1  
(1)

 0    Tm  Tref  

式中，σ 表示等效塑性应力（MPa）；  p 表示等
效塑性应变率（s−1 ）；  0p 表示参考等效塑性应变率
p n

（s−1）；T 表示材料当前温度（K）；Tm 表示材料熔化
温度（K）；Tref 表示参考温度，通常为室温（K）；A、
B、 C 和 m、n 通过机械测试确定的材料常数。具体
材料参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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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l-7075 和 AZ31 材料参数
Tab.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Al-7075 and AZ31
Properties

AZ31

Density ρ/(kg·m−3)

2810

1780

Special heat c/(J·kg−1·K−1)

960

250

Thermal conductivity
λ/(W·m−1·K−1)

173

96

Melting temperature Tm/K

908

630

Inelastic heat fraction β

0.9

0.9

Elastic modulus G/GPa

71.7

45

0.33

0.35

A, B, n, m/MPa

496, 310, 0.3, 1.2 170, 235, 0.15, 1

C
Reference temperature Tr/K

0.001

0.013

298

298

p  p H    E m  E H 

(2)

式中，PH 和 EH 是 Hugoniot 压力和比能，它们仅
是密度的函数，Γ 是 Grüneisen 比，定义如式(3)。

 0

0


(3)

式中，Γ0 表示材料常数，ρ0 表示参考密度。而
Hugoniot 能量 EH 与 Hugoniot 压力有关，可通过式(4)
求得。
EH 

p H
2 0

接触模型

ABAQUS/Explicit 提供了两种建模接触交互的
算法：一般接触和接触对。本研究采用“硬”接触
模型和经典的各向同性库仑摩擦模型，对颗粒与基
体之间的摩擦关系进行了数值模拟。文献[19]提出，
温升是基于通常的经验假设得出的，其中 90%的塑
性功和 100%的摩擦功作为热量散发。摩擦在增加颗
粒沉积过程中起着很小的作用，与塑料耗散相比，
冲击过程更容易。因此，在模拟冷喷涂颗粒碰撞时，
较小的摩擦系数较为合适。除研究表 1 所示的摩擦
系数影响外，本文中每种冲击情况下的摩擦系数均
设定为 0.3。

1.3

假定材料的弹性响应遵循线性弹性模型—
Mie-Grüneisen 状态方程。在 ABAQUS[18]中，压力 p
是密度 ρ 和比能量（单位质量内能）Em 的函数，由
式(2)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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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l-7075

Poisson’s ratio

技

有限元网格模型

研究采用 ABAQUS/Explicit 软件模块，建立颗粒
碰撞的三维模型。为更好地观察不同入射角度颗粒沉
积形貌变化，采用全对称模型，如图 1a 所示。Al 颗
粒半径 10 μm，AZ31 基板是半径 100 μm、高度 100 μm
的圆柱。颗粒网格单元尺寸为 1.5 μm，基体采用局部
细化网格，在 30 μm 的半径内采用 1.5 μm 单元，其
他区域渐变，如图 1b 所示。在基板中创建不同的分
区，以在碰撞区域获得优化的网格分布，从而降低计
算成本。由于高速冲击模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模型中
应力波的产生和捕获可能会带来数值稳定性问题，因
此在基板的底部和外围表面引入一层无限元抑制应
力波，减少可能影响粒子粘结的界面波动，以提高计
算精度，如图 1c 所示。同时建立了多颗粒撞击模型，

(4)

式中，η=1−ρ0/ρ，表示标称压缩体积应变。
从上述方程式中消除 Γ 和 EH 可得：
 Γ 
p  p H 1  0    0  0 E m
2 


(5)

状态方程和能量方程通过压力和内部能量耦合，
ABAQUS/Explicit 在每个物料点同时求解这些方程，
所以对 Hugoniot 数据的通用拟合定义为：
pH 

 0c 02
2
(1 s )

(6)

式中，c0 和 s 定义了线性冲击速度 Us 和质点速
度 Up 之间的线性关系，如式(7)所示。
U s  c 0  sU p

(7)

有了这些假设，线性 Hugoniot 形式 Us−Up 可以
表示为：
p

 0c 02   0 
1
   0 0E m
2
2 
(1 s ) 

(8)

式中，  0c 02 表示等效于在较小的标称应变下的
弹性体积模量。

图 1 有限元网格模型
Fig.1 Finite element grid model: a) global model; b) partial
model; c) infinite element layer; d) multi-particl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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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d 所示。颗粒和基体内部单元类型是 8 节点热
耦合实体、3 线性位移-温度减缩积分（C3DBRT），
具有失真控制和增强沙漏控制的功能。基体底部和
外 围表 面无限 元单 元类型 是 8 节点线 性实 体单元
（C3D8）。采用拉格朗日算法，可以较好地模拟出
沉积过程变形颗粒和基底的合理形状，即金属射流
接触区。

2
2.1

结果与分析
颗粒冲击速度的影响

研究颗粒撞击基板后的残余应力变化，可用最小
和最大主应力来表征残余应力，以消除方向性。本次
分析中，采用最小主应力来表征残余应力。同时为方
便研究，选取颗粒下表面和基板上表面的个别单元作
为研究对象。冷喷涂颗粒尺寸通常仅为数十微米
（10~70 μm），碰撞过程在 100 ns 量级范围内即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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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0]。由于对颗粒碰撞过程中颗粒界面微结构演变及
塑性应变以及由应变引起的界面结合变化进行实时
观察比较困难，因此目前主要是进行数值计算和对沉
积后颗粒界面显微结构进行表征。本研究设定单颗粒
沉积时间为 80 ns，多颗粒沉积时间为 180 ns。颗粒
初始环境温度和基板初始温度均为 298 K。
图 2 显示了当颗粒碰撞速度为 600、700、800、
900、1000、1100 m/s，t=80 ns 时，模型中 Von Mises
应力分布的变化。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颗粒沉积速
度的不断增加，粒子与基体表面的变形程度逐渐增
大，并产生明显的金属射流现象，同时基体上沉积处
凹坑的深度也随之增加。该模型的应力分布相对于中
心轴对称，集中应力主要对称分布在界面两侧且变化
相对平稳，在整个界面上较为连续。但进一步检查接
触界面发现，中心区域通常比外围区域结合得更好
（例如在 900 m/s 处，外围区域具有较小的可见界面
间隙），如图 2a—f 所示。

图 2 不同冲击速度下的 Von Mises 应力云图分布
Fig.2 Von Mises stress nephogram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impact speeds

不同冲击速度下，颗粒/基体最小主应力随时间
的变化如图 3 所示，最小主应力用作材料残余应力的
度量。由图可以发现，沉积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初 始 冲 击 步 骤 （ t=0~5 ns）、 瞬 态 喷 丸 和 粘 结 步 骤
（5 ns<t<40 ns）
、颗粒粘结后的稳态冷却步骤（t>40 ns）。
冲击和喷丸步骤会在系统中产生压缩残余应力，所以应
力在 0~5 ns 时最为剧烈。在当前的模拟中，热冷却步
骤似乎对进一步缓解所产生的压缩残余应力的影响微
不足道。这是因为颗粒与基板颗粒和基体最初处于相
同的温度（293 K），由于塑性加热而导致的颗粒与基
材之间的温差似乎不足以引起绝热剪切效应[21]，因此
在热冷却步骤期间，当 t>40 ns 后，观察到相对稳定的
压缩残余应力。仔细观察图 3a 可以发现，单颗粒完全
沉积后（t>40 ns），应力变化较大，这是因为颗粒撞击
基板后减速，相对颗粒基板发生加速，此时存储在基
板中的弹性能远大于存储在粒子中的弹性能，并且在

模拟结束时，粒子会从基板回弹[22]。这种回弹是由于
材料中弹性能的释放，而基板由于边界条件的设定，
不发生反弹。其次，本次模拟不考虑两个元素之间的
键合，且模型未设置粘聚力接触以及失效演化参数。
因此，颗粒在 40 ns 以后逐渐发生回弹。从图 3b 可以
发现，颗粒与基体结合时，基体的残余应力在 40 ns
以后变化较为稳定。此外，本文对比了一组同一时间
（t=3 ns）、不同速度下的应力数据（见表 2，表中参
数“‒”号仅代表方向，不代表大小），发现颗粒残余
应力随着冲击速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最后
逐渐增大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 600 m/s 时，颗粒与
基体结合过程中，颗粒两侧有部分单元出现穿透现象。
当冲击速度为 700 m/s 时，颗粒两侧部分单元的穿透现
象减少，残余应力也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基
体的残余应力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但颗粒和基体的
残余压应力最终随着沉积时间的增加，逐渐趋于稳定。

·66·

表

面

技

2021 年 1 月

术

图 4 不同颗粒沉积速度下残余应力在基体表层的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stress on substrate surface at
different particle deposition velocity

图 3 不同冲击速度下颗粒和基体最小主应力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
Fig.3 Time-dependent curves of particle’s (a) and substrate’s
(b) minimum principal stress at different impact speeds

颗粒撞击基体后需要足够的压力才能与基体进
行结合，并形成结合区域（结合较好的中心区域），
但同时也会产生射流形成射流区域，该区域产生的应
力几乎是纯剪切力，并且没有足够大的法向应力使颗
粒与基体结合。在颗粒释放弹性能回弹过程中，有部
分元素发生了断裂，使得射流区域中的元素无法形成
有效粘结，因此导致基体次表层产生残余拉应力。这
与 Park 等人 [23]研究 Al 颗粒喷涂 Mg 基时得出的沉积
形貌及结合类似。这也对模型可靠性进行了一定的验
证，如图 5 所示。

表 2 同一时间（ t=3 ns）、不同速度下的应力数据
Tab.2 Stress data at different impact speeds and at the
same time (t=3 ns)
Min principal/MPa

Impact
velocity/(m·s−1)

Particle

Substrate

600

−1941.52

−931.64

700

−1259.46

−1319.10

800

−985.79

−1390.16

900

−1235.66

−1584.26

1000

−2005.87

−1772.06

1100

−2592.87

−1948.43

不同沉积速度下的残余应力在基体表层的分布
如图 4 所示。由图可知，在基体表层产生了 25~45 μm
的残余应力层，在残余应力层内，残余压应力表现出
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同时，增加颗粒沉积速度对压
应力层的厚度、残余压应力的峰值提高效果明显，对
残余压应力峰值的深度影响不大。在基体次表层，产
生了残余拉应力，增加颗粒沉积速度，次表层残余拉
应力峰值的位置向更深的方向产生了转移。仔细观
察，当沉积速度为 700 m/s 时，应力发生突变，这可
能意味着变形颗粒中发生了绝热剪切失稳。

图 5 CS 中结合区的 SEM 图像 [23]
Fig.5 SEM image of binding zone in CS[23]

2.2

颗粒冲击角度的影响

在研究不同角度入射的高速冲击大变形问题中，
要对速度分量进行设定。倾斜冲击时粒子的入射角度
是颗粒轴线与基体之间的夹角 [24]，如图 6 所示。图中
Vp 为颗粒沉积速度，Vt 为 Vp 的切向分量，Vn 为 Vp 的
法向分量，速度关系表达式为：
Vn  Vp sin 

(9)

Vt  Vp cos 

(10)

从式(9)、(10)可以看出，Vn 随着 θ 的减小而减小，
Vt 随着 θ 的减小而增大，因此粒子入射角度的减小会
使粒子撞击基体有效速度降低，相对基体滑动的切向
速度增大 [25]，从而导致残余应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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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颗粒入射角度为 θ 的速度分解
Fig.6 Velocity decomposition of particles with incident angle of θ

本节模拟了在 800 m/s 的撞击速度下，颗粒以不
同入射角撞击基板的过程，以进一步研究后续碰撞对
结合过程中残余应力的影响。
图 7a—f 显示了当颗粒入射角度为 90°、80°、70°、
60°、50°和 40°，t=40 ns 时，模型中 Von Mises 应力
分布的变化。从图 7a 中可以看出，当粒子入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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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时，颗粒残余应力相对于中心轴对称分布，应
力集中也主要分布在两侧。粒子的入射角度为 80°时，
由于产生切向分速度，颗粒残余应力不再对称分布，
而是主要集中在右侧，颗粒与基体的中心线两侧也出
现明显不同的形变特征，且在颗粒右侧边缘表现出的
金属射流现象相对于 90°时更为明显。由于残余应力
主要集中于右侧，所以会导致颗粒与基体在变形较小
的左侧结合的强度不够，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沉积涂层
的质量。随着入射角度的进一步减小，颗粒的切向分
速度不断增大，金属射流现象越来越明显，但基体沉
积处的凹坑深度逐渐减小，这进一步降低了金属粒子
与基体的结合强度，颗粒的沉积效果也逐渐恶化，粒
子在基体表面会发生较大的侧向滑移，甚至直接从基
体脱离。当粒子入射角度小于 60°时，随入射角的减
小，残余应力在右侧集中增大，颗粒与基体左测接触
面积减小，粒子与基体会发生脱离，不能有效沉积，
如图 7d—f 所示。
不同入射角度下颗粒/基体最小主应力随时间的
变化如图 8 所示。从图 8a 中可以发现，当入射角度

图 7 不同入射角度下的 Von Mises 应力云图分布
Fig.7 Von Mises stress nephogram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图 8 不同入射角度下颗粒及基体最小主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Fig.8 Time-dependent curve of particle’s (a) and substrate’s (b) minimum principal stress with different incident angles

·68·

表

面

为 90°时，颗粒撞击产生的残余应力达到最大，其次
为 80°。随着入射角度的减小，颗粒右侧与基板接触
附近的最小主应力显著减小，这意味着切向分速度增
大，使得颗粒与基板结合过程中产生的压缩残余应力
减小，其残余应力的变化趋势与图 3a 一致。观察图
8b 可以发现，颗粒与基体结合时，基体的残余应力
变化较为稳定，随入射角度的增加，残余应力逐渐减
小，变化趋势与颗粒大致相同，在 40~45 ns 趋于稳定。
但当入射角为 40°时，基体残余应力变化与其他入射
角度有明显差别，这是因为向右产生的切向分速度进
一步增大，残余应力值逐渐达到最小，这会导致颗粒
无法更好地粘结在基体上，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结合。
因此可以推断出，入射角度为 90°时，残余应力达到
最大，有利于绝热剪切效应的发生，从而形成质量较
好的涂层。

2.3

多颗粒碰撞残余应力的变化

不同速度和不同入射角度条件下的单粒子碰撞
模拟表明，残余应力在局部产生松弛效应，在入射角
度为 90°时，更有利于颗粒与基体的结合，且在结合
过程中，基体残余应力的变化相对颗粒较为稳定。在
本节中，模拟了六个颗粒相互之间以 950 m/s 的碰撞
速度进行垂直碰撞，以进一步研究残余应力变化规律。
图 9 显示了在六个相同粒子的连续撞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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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沿对称轴的 Von Mises 应力分布的变化。从图中
可以看出，随着颗粒数的增加，逐渐形成涂层，凹坑
深度也随之加深，沉积处凹坑的尺寸也大于单颗粒碰
撞时的凹坑尺寸。射流现象也随颗粒的叠加而逐渐激
增，颗粒与基体的中心线两侧也出现对称的形变特
征。此外，从颗粒的重叠碰撞顺序可以看出，在前两
个颗粒冲击过程中，残余应力的变化较为明显（图
9a、b），后续的冲击对改变基体中的残余应力分布影
响相对较小。对于已经沉积的颗粒和冲击颗粒，涂层
中的残余应力变化相对较为平稳。在每个粒子撞击之
后，这两种效应的平衡决定了最终残余应力状态的发
展。前一颗粒的射流尖端会被后一颗粒所覆盖，形成
新的射流尖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第一颗和第二颗
粒子的射流平缓，从第三颗粒子之后开始变得尖锐，
说明后续颗粒产生的残余应力对先前颗粒产生的残
余应力起到了松弛和夯实的作用，能够增大粒子与基
体之间的结合强度，有利于涂层的沉积。因此，CS
在瞬态喷丸中产生压缩残余应力，而在颗粒与基体粘
合过程中趋向于缓解该压缩应力。每个粒子撞击之
后，这两种效应的平衡决定了最终残余应力状态的发
展。在图 9 中可以看到，这种平衡可以在每个颗粒沉
积过程中对局部残余应力的增加或减少起到积极、负
面或中性的作用，但具体有利的残余应力范围还需进
一步研究。

图 9 六个颗粒后续撞击的 Von Mises 应力云图分布
Fig.9 Von Mises stress nephogram distribution of six particles in subsequent impact

六个颗粒后续撞击的最小与最大应力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在界面结合过程中，趋向于
将最大主应力表征为拉伸残余应力，将最小主应力表
征为压缩残余应力 [26]。由图 10a 可以看出，颗粒 2 在
2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1 后，将颗粒 1 的最小残余应
力从‒1577.66 MPa 松弛到‒1099.06 MPa；颗粒 3 在
5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2 后，颗粒 3 的最小残余应力

为‒1152 MPa，与颗粒 2 相差不大；但颗粒 4 在 82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3 后，颗粒 3 并未产生松弛效应，最
小残余应力反而发生了增长。颗粒 4 的最小残余应力
为‒1350.81 MPa，这可能是由于内部结合不是较好，
且射流也比前两个颗粒尖锐，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颗
粒与颗粒的结合是有微小缝隙的。颗粒 5 在 111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4 后，将颗粒 4 的最小残余应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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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81 MPa 松弛到‒1221.98 MPa；颗粒 6 在 180 ns
完全沉积到颗粒 5 后，将颗粒 5 的最小残余应力从
‒1221.98 MPa 松弛到‒1124.13MPa。图 10b 显示了颗
粒最大主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观察发现，颗粒 2
在 2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1 后，将颗粒 1 的最大残余
应力从‒691.53 MPa 松弛到‒670.66 MPa；颗粒 3 在
53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2 后，将颗粒 2 的最大残余应
力从‒670.66 MPa 松弛到‒502.35 MPa。与图 10a 一样，
颗粒 4 在 82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3 后，颗粒 3 并未产
生松弛效应，反而发生了增长。颗粒 4 的最大残余应
力为‒740.02 MPa，这与影响最小残余应力的因素相
似。颗粒 5 在 111 ns 左右沉积到颗粒 4 后，将颗粒 4
的最大残余应力从‒740.02 MPa 松弛到‒558.44 MPa；
颗粒 6 在 180 ns 完全沉积到颗粒 5 后，将颗粒 5 的最
大残余应力从‒558.44 MPa 松弛到‒470.02 MPa。以上
与最小残余应力在喷涂过程中的变化规律一致。这说
明大多数颗粒的叠加对残余应力产生了松弛效应，虽
然个别颗粒因结合过程中内部结构问题产生增加，但
这并不影响涂层整体在喷涂过程中残余应力的松弛
效应。根据数据还可以发现，第一次冲击时，残余应
力数值变化幅度较大，在后续冲击中，数值变化较平
缓，这与图 9 分析结果保持了一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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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采用 ABAQUS/Explicit 有限元分析软件，以
AZ31 作为基体材料，Al-7075 作为颗粒材料，进行有
限元碰撞模拟，在基板初始温度为 298 K 时，研究了
不同冲击速度、不同入射角度和多颗粒沉积对残余应
力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 CS 过程分为瞬态喷丸、颗粒与基体粘结和
粘结后的稳态热冷却三个步骤，其中瞬态喷丸过程中
所产生的残余应力变化较为剧烈，热冷却步骤对进一
步缓解残余应力的影响不太大。
2）通过研究不同入射角度对残余应力变化的影
响发现，当入射角度为 90°时，残余压缩应力相对于
中心轴对称分布，应力集中也主要分布在两侧，并达
到最大，有利于绝热剪切效应的发生，从而形成质量
较好的涂层。
3）对多颗粒撞击产生的残余应力变化进行研究
后发现，大多数颗粒的叠加对残余应力产生了松弛效
应，且后一颗粒的叠加对前一颗粒的沉积起到了夯实
作用，能够有效增大涂层的结合强度。
4） CS 在瞬态喷丸中产生压缩残余应力，而在
颗粒与基体粘合过程中趋向于缓解该压缩应力。在
每个粒子撞击之后，这两种效应的平衡决定了最终
残余应力状态的发展。这种平衡可以在每个颗粒沉
积过程中对局部残余应力的增加或减少起到了积
极、负面或中性的作用，但具体有利的残余应力范
围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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