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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降低镁合金在高温环境下起火燃烧的风险，同时探索微弧氧化膜是否具有抗点燃的热防护功

能。方法 采用添加不同含量 K2ZrF6 的碱性硅酸盐电解液体系，在 AZ91D 镁合金表面制备微弧氧化膜，研
究不同浓度 K2ZrF6 对微弧氧化膜抗点燃性能的影响。采用扫描电镜观察燃烧前微弧氧化膜的微观结构变化，
结合 XRD 分析涂层的相组成，并借助抗点燃性能测试装置，考察微弧氧化膜的起燃时间。结果 添加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化膜主要由 MgO、Mg2SiO4、MgF2 和 ZrO2 组成。随着 K2ZrF6 含量的增加，膜层中大尺寸缺
陷减少，致密性和厚度显著提高，表面粗糙度先增加、后降低。添加 0~10 g/L K2ZrF6 的微弧氧化膜的致密
性较差，这类微弧氧化层在火焰的作用下，会形成大量的烧蚀孔洞和纵向扩展裂纹；添加 15、20 g/L K2ZrF6
的微弧氧化膜，具有更为致密的内层，这类微弧氧化膜直到基体完全熔化变形，才会出现横向扩展裂纹，
导致涂层失效。AZ91D 镁合金经过含 15 g/L K2ZrF6 的电解液微弧氧化处理后，起燃时间最长，抗点燃性最
好。结论 K2ZrF6 浓度对微弧氧化膜抗点燃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致密性的影响上，内层的致密结构能够
减少在高温火焰作用下形成的烧蚀孔洞，以及延缓裂纹的产生，从而阻碍熔融的液态镁和镁蒸气向外扩散，
减缓氧化反应的程度，提高涂层的抗点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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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duce the risk of magnesium alloys fir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verify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of the micro-arc oxidation (MAO) coatings. The MAO ceramic coatings on AZ91D magnesium alloy were fabr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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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ding potassium fluorozirconate (K2ZrF6) into alkaline silicate electrolyte, and the influence of K2ZrF6 on ignition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s were studied.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coatings before ignition were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and X-ray Diffraction Spectrometer (XRD) was used for the phase identification. Ignition resistance of MAO coatings
formed on AZ91D magnesium alloy in different content K2ZrF6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torch test. The
coatings fabricated in K2ZrF6-containing electrolyte are mainly composed of MgO, Mg2SiO4, MgF2 and ZrO2. The number of
large size defects in the MAO coatings is reduced, the density and thickness increase gradually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K2ZrF6 content. The MAO coatings formed in 0~10 g/L K2ZrF6
electrolyte have the poor densification and tend to appear a large number of ablative holes and longitudinal propagation crack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flame. The MAO coatings prepared in 15 g/L and 20 g/L K2ZrF6 electrolyte have the denser inner
structure, and do not lose their protection until the matrix is completely melted and deformed, forming transverse propagation
cracks. Under the K2ZrF6 concentration of 15 g/L, the coating has the longest ignition time and the best ignition resistance. The
effect of K2ZrF6 concentration on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of the MAO coatings is mainly through increasing the density of the
coatings to enhance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The dense structure of the inner layer can reduce the ablative holes and delay the
propagation of crack under the high temperature flame, thus preventing the outward diffusion of molten liquid magnesium and
magnesium vapor, slowing down the oxidation reaction and improving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KEY WORDS: magnesium alloys; micro-arc oxidation; K2ZrF6; ignition resistance; thermal protection; microstructure

镁合金因密度低、比强度和比刚度高以及良好的
阻尼性能和电磁屏蔽性能等，成为极富潜力的轻量化
材料，在航空航天、轨道车辆、汽车工业等交通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2] 。由于镁元素金属活泼性较
高，氧化膜疏松、不够致密，在高温下具有较高饱和
蒸气压，增加了小尺寸薄壁镁合金零件在火灾或与其
他热源（如电火花、冲击碰撞）接触时发生起火燃烧
的风险 [3]。而且，镁的燃烧热值高，燃烧速度极快，
一旦燃烧，会在极短时间内释放更多的热量。更为严
重的是，目前交通工具配备的灭火器难以扑灭镁合金
燃烧产生的火焰，因此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4]。
为降低镁合金起火燃烧的风险，目前主要采用合
金化的方法，向镁合金中添加 Be、Ca 或者稀土元素
来提高镁合金的起燃温度 [5-6] 。但是，添加的合金化
元素只有达到一定含量后才能起到阻燃作用，且如果
这类合金化元素含量过高，往往会降低镁合金的力学
性能，同时也增加了制备工艺的复杂性和镁合金的成
本 [7]。
采用表面处理是进一步提高镁合金抗点燃性能
的重要方法。目前，利用微弧氧化技术对镁合金进行
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耐腐蚀性能或耐磨损性能，
未见提高其抗点燃性能的报道 [8]，而微弧氧化涂层在
提高铝、钛等轻质合金热防护方面已经取得一些应用
进展。王亚明团队 [9]用氧乙炔焰对铝合金微弧氧化层
进行了烧蚀测试，结果表明，微弧氧化层有良好的耐
冲刷、抗火焰烧蚀性能，铝合金基体无变形，而无微
弧氧化层的基体铝合金变形严重。某型号铝合金子母
弹经微弧氧化处理后，涂层能够耐 2000 ℃的高温气
流冲击，20 s 不发生脱落 [10]。采用硅酸盐电解液体系
对铝硅合金进行微弧氧化处理后，涂层主要由莫来
石、α-Al2O3、γ-Al2O3 相组成，55 μm 厚的微弧氧化

层使基体耐热温度提高约 67 ℃，耐热试验时长提高
1 倍 [11]。尽管微弧氧化层表面一般为多孔结构，但内
层相对致密，能够有效抑制高温下氧向基体的扩散，
提高基体的抗高温氧化性。在 γ-TiAl 合金表面制备的
微弧氧化层在 800 ℃温度下，100 h 后的氧化增重仅
为基体的 8.9%，氧化激活能从基体试样的 247.79 kJ/mol
增加到 574.41 kJ/mol[12]。此外，通过调节电解液组分
和添加无机颗粒，可进一步提升涂层的热防护功能。
例如向微弧氧化电解液中添加纳米 ZrO2 颗粒，可进
一步提升微弧氧化层的隔热能力，这可能与陶瓷层中
存在的大量四方相 m-ZrO2 阻碍热量的传递有关 [13]。
由此可见，采用微弧氧化技术构筑的陶瓷涂层具有高
结合强度、低热导率和良好的抗高温氧化性的特点，
以上这些特性显示出微弧氧化技术作为镁合金抗燃
热防护涂层的应用潜力 [14]。
在探索微弧氧化层抗点燃热防护功能的同时，由
于电解液成分和浓度对微弧氧化层性能的贡献至关
重要，因此文中以 AZ91D 镁合金为基体，选取硅酸
盐电解液体系，考察添加不同浓度的 K2ZrF6 对微弧
氧化膜微观结构和相组成的影响，并探究膜层成分和
结构变化对微弧氧化层抗点燃性能的作用规律。

1
1.1

实验
材料及涂层制备

实验材料为铸态 AZ91D 镁合金，其化学成分（质
量分数）为：Al 8.5%~9.5%，Zn 0.45%~1.0%，Mn
0.17%~0.27%，Si≤0.05%，Cu≤0.025%，Ni≤0.001%，
Fe≤ 0.004%， 其 余 为 Mg。 试 样 尺 寸 为 25 mm×
25 mm×10 mm。微弧氧化处理前，用 400#砂纸对试
样进行打磨，去除表面的氧化层，随后用酒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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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清洗，以除去表面污染物，干燥后，用铝导线将
其悬挂浸入电解槽中，作为阳极。不锈钢电解槽作为
阴极。
采用 GGMF 型脉冲电源对镁合金样品进行微弧
氧化处理，微弧氧化电解液成分见表 1。工作过程中，
通过冷却系统控制电解槽温度在 35 ℃以下。微弧氧
化的电流密度为 4 A/dm2，频率为 500 Hz，占空比为
30%，氧化时间为 10 min。涂层制备完成后，进行超
声清洗，干燥。
表 1 不同 K2ZrF6 浓度的微弧氧化电解液
Tab.1 The micro-arc oxidation electrolytes with different
content of K2ZrF6
Na2SiO3/
(g·L–1)

K2ZrF6/
(g·L–1)

NaOH/
(g·L–1)

C3H8O3/
(mL·L–1)

10

0, 5, 10, 15, 20

6

3

1.2

结构表征

采用 FEI Quanta 250 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涂层的
表面及截面形貌进行观测，并采用 Image J 软件对背
散射模式下涂层的表面孔隙率和平均孔径进行统计。
使用 LANDTEK 型粗糙度仪测量涂层的表面粗糙度，
取样长度为 2.5 mm，选择正反面 5 个不同区域进行
测量，取其平均值为涂层的粗糙度。采用 DMAX-RB
型 X-ray 衍射仪对涂层物相进行分析，采用 Cu Kα
射线，扫描角度为 20°~80°，扫描步长为 0.02°。

1.3

抗点燃性能测试

为衡量镁合金被火焰引燃的难易程度，对其进行
点燃性能测试，并以被点燃时间作为评价指标。测试
方法参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阻燃性能测试方法 [15] ，采用自行设
计的实验设备，如图 1 所示。该测试装置包括一个提
供热源的火焰燃烧器和一个固定测试样品的夹具。
25 mm×25 mm 试样面作为火焰加热面，试样完全嵌
入由隔热材料制成的夹具中，减少试样与夹具间热量
的传递。燃烧器产生的火焰截面近似呈直径为 25 mm
的圆形，能够完全覆盖样品的加热面。火焰燃烧器口

图 1 镁合金抗点燃性能测试装置
Fig.1 The ignition resistance torch test apparatus of magnesium
all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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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试样表面的距离为 70 mm，实验前用热电偶测量该
受火点的温度，约为(1090±20) ℃。在试样背面中心
处钻有深 8 mm 的 ϕ0.8 mm 小孔，用于插入测温的热
电偶。实验过程：将测试试样安装在固定夹具上，并
插好热电偶，打开火焰加热器，待火焰稳定（30 s 左
右）后，将夹具移动到设定位置，加热试样，待试样
被点燃后，立即关闭火焰燃烧器，记录下试样的起燃
时间和温度。

2
2.1

结果及分析
K2ZrF6 对镁合金微弧氧化过程的影响

在恒定电流工作模式下，采用不同 K2ZrF6 浓度
的电解液在微弧氧化处理时的电压-时间曲线如图 2
所示。电压-时间曲线的总体变化趋势没有因 K2ZrF6
的加入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分为 3 个阶段。在第
一阶段（0~40 s），各电解液的电压均呈线性增加的
趋势，且起弧电压随着 K2ZrF6 浓度的升高而逐渐降
低。其中，不添加 K2ZrF6 时的起弧电压约为 250 V，
而添加 20 g/L K2ZrF6 时的起弧电压降低到 185 V。这
是因为向电解液中加入 K2ZrF6 后，提高了溶液的电
导率，而微弧氧化初期产生的微弧等离子体是基体表
面的阻抗层失稳击穿所产生的。根据 Gouy-Chapman
双电层模型 [16]可知，在相同工作电压下，高电导率电
解液的等效电阻相对减小，使得其两端的分压相对较
小，而基体表层击穿介质所分得的电压必然相对较
大，分配在膜层上的能量也更高，使得膜层在相对较
低的电压下就能被击穿，导致击穿电压下降。在第二
阶段（40~360 s），电压增长速度变缓，呈非线性上
升的趋势，基体表面的微弧氧化层被击穿，并在高温
电弧的作用下不断熔融、冷却、沉积，膜层厚度逐渐
增大。在第三阶段（360~600 s），各电解液的电压增
长速率明显变得更慢，曲线逐渐趋于水平，最后达到
380~415 V 的电压稳定平台。该阶段内的同一时刻，
两极间的电压随着电解液中 K2ZrF6 浓度的增加而稍

图 2 K2ZrF6 浓度对微弧氧化过程中电压-时间曲线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K2ZrF6 concentrations on voltage-time
curves during MAO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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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有增大，添加 20 g/L K2ZrF6 的电解液的终止电压最
高，为 415 V，而不添加 K2ZrF6 的电解液的终止电压
最低，为 380 V。这可能是由于 K2ZrF6 在碱性电解液
中水解，产生负电性 Zr(OH)4 颗粒，吸附在试样表面，
参与反应，并减小膜层缺陷，使得膜层电阻增大 [17]。
同时，由于 K2ZrF6 还会起到增加成膜速率的作用，
同样会导致终止电压的升高。这是由于在恒流模式
下，随着膜层厚度的不断增大，电流密度需要靠电压
的升高来保持稳定 [18]。由表 2 所列出的膜层厚度可
知，在相同处理时间内，K2ZrF6 含量更高的电解液所
形成的微弧氧化层相对更厚。
表 2 膜层的平均尺寸、孔隙率、厚度和表面粗糙度
Tab.2 The average size of micro-pores, porosity, thickness
and surface roughness of MAO coatings
K2ZrF6
concentration/
(g·L–1)

Average
size/μm

0

3.07

25.39

11.75

0.57

2.2

Surface
Porosity/ Thickness/
roughness/
%
μm
μm

5

2.61

18.91

14.52

0.95

10

1.51

20.79

17.86

2.34

15

1.47

8.38

25.53

0.78

20

1.33

10.06

26.71

1.06

微弧氧化膜的微观形貌

使用相同工艺参数在不同 K2ZrF6 浓度的电解液
中所形成的微弧氧化膜的表面形貌如图 3 所示。各浓
度条件下制备的微弧氧化膜，表面都存在尺寸不一的
微孔，这些微孔与微弧氧化放电过程中能量分布不均
有关。当微弧氧化进入等离子体放电阶段后，会产生
高温高压，使镁合金基体与电解液发生反应，生成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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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物。这些熔融物沿着放电通道不断向外喷射，并在
电解液的淬冷作用下凝固在试样表面，形成类火山口
状的多孔结构。由表 2 的统计结果可知，随着 K2ZrF6
浓度的增加，微弧氧化膜表面孔径尺寸减小。在添加
15 g/L 的 K2ZrF6 时，孔隙率最低，在添加 10 g/L 的
K2ZrF6 时，表面粗糙度最高，随后呈先降低、后上升
的变化趋势。由图 2 可知，添加 K2ZrF6 的电解液的
终止电压更高，说明等离子体放电强度也相对更强，
从而使每次放电的熔融产物更多。这有利于提高熔融
产物对放电通道和表面微孔的填充能力，表面熔融填
充痕迹也更为明显（如图 3c—e 所示），因此表面孔
径和微孔数目都有所降低。另一方面，随着从放电通
道喷射出的熔融产物的增多，这些熔融产物会在微孔
区域周围冷凝，相互堆积，形成较大凸起，因此使得
粗糙度明显增大。此外，K2ZrF6 在碱性电解液体系中
会与 OH–反应，生成呈负电性的 Zr(OH)4 胶体颗粒 [19]。
在电场作用下，这些呈负电性的 Zr(OH)4 胶体颗粒会
向阳极表面迁移，吸附在样品表面参与反应，或是沉
积在微孔周围，甚至填充部分微孔（如图 3d、e 所示），
从而提高膜层的致密性，这也会导致终止电压的升
高。但当 K2ZrF6 的质量浓度由 15 g/L 提高到 20 g/L
时，终止电压并没有明显提高，而氧化膜的孔隙率和
粗糙度却增大。这可能是因为，此时电解液中处于悬
浮状态的负电性 Zr(OH)4 胶体颗粒已达到饱和，再增
加 K2ZrF6 浓度，所形成的颗粒更多地会沉淀在电解
槽底部，而且电解液中的 K+、F－ 等导电离子浓度过
高，会使微弧氧化过程变得更加剧烈，反而不利于形
成致密的微弧氧化层。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膜与基体间
呈锯齿状界面，如图 4 所示。这表明膜层是在基体上

图 3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膜的表面形貌
Fig.3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MAO coatings prepared by different K2ZrF6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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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膜的截面形貌
Fig.4 Cross-sectional morphologies of MAO coatings prepared by different K2ZrF6 concentration

原位生长的，并与基体呈冶金结合。随着电解液中
K2ZrF6 浓度的增加，膜层的厚度也随之增大，添加
15 g/L 的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化层与未添加 K2ZrF6
的涂层相比，厚度增大了 1 倍。此外，由微弧氧化电
压-时间曲线可知，微弧氧化层的生长主要发生在第
二阶段，且含有高浓度 K2ZrF6 的电解液起弧电压也
更低，膜层在相对较低的电压下就能被击穿，降低了
微弧氧化过程的能量消耗，同时放电击穿的次数更
多，加速了微弧氧化层的生长。另一方面，随着电解
液中 K2ZrF6 浓度的增加，涂层中的通孔缺陷和裂纹
逐渐减少，致密性得到提升。
微弧氧化层在生长过程中存在 3 种不同的放电
[14]
类型 ，即涂层表面微小放电（A-type）、涂层孔洞
或裂纹深处-电解液界面放电（B-type）、基体-涂层
界面-电解液界面放电（C-type），如图 5 所示。微弧
氧化层在不同生长阶段的放电类型不同，在达到起弧
电压后，微弧氧化进入到第二阶段。在该阶段，涂层
表面薄弱位置最先被击穿，形成熔融放电通道，在镁
合金基体-氧化层-电解液界面产生剧烈放电，放电类
型以 C 型为主，并伴有较弱的 A 型和 B 型等离子体
放电。在第三阶段，电压升高速度变缓，膜层较厚，
且部分放电通道已被堵塞。该阶段 C 类放电频率虽然
降低，但强度增加，在表面形成直径较大的孔洞。由
图 4 可知，在未添加 K2ZrF6 和添加 5 g/L K2ZrF6 的微
弧氧化膜中，主要存在 B 类放电所形成的大孔径孔洞
和 C 类放电所形成的通孔。随着 K2ZrF6 浓度的升高，
C 类放电所形成的通孔消失，B 类放电形成的大孔径
孔 洞 部 分 被封 闭 。 K2ZrF6 能 够 提 供 充 足 的 F– ， 与
SiO32–、OH–等阴离子相比，F–更容易被 Mg 基体所吸

附，迁移到膜层内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封闭微孔，
提高膜层致密度的作用 [20]。

图 5 微弧氧化层表面不同位置放电模式
Fig.5 The diagram of discharge mod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on the surface of MAO coatings

2.3

微弧氧化膜的成分及相组成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膜的物相组
成如图 6 所示。未添加 K2ZrF6 的膜层由 MgO 和
Mg2SiO4 相组成，而含有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化层
XRD 图谱中还出现了 MgF2 和 ZrO2 的衍射峰。由此
可见，K2ZrF6 参与了微弧氧化过程，并且以 MgF2 和
ZrO2 相的形式进入膜层当中。
不同膜层表面的 EDS 定量结果见表 3。不添加
K2ZrF6 的基础电解液制备的微弧氧化层表面主要以
Mg 和 O 元素为主，并含有少量源于基体的 Al 元素
和电解液的 Si 元素。结合图 4 的 XRD 图谱发现，除

·60·

表

面

基体镁的衍射峰外，MgO 衍射峰最强，说明膜层主
要由 MgO 组成。加入 K2ZrF6 后，膜层中元素含量有
所变化，F 元素含量明显增多，同时 Zr 元素含量小
幅提升。结合 XRD 结果可知，F 元素和 Zr 元素分别
以 MgF2 和 ZrO2 形式存在于膜层中，且 MgF2 含量较
多，而 ZrO2 含量较少。此外，膜层中原有的 O、Mg、
Si 等元素含量有所降低，尤其是 O 元素含量明显降
低，说明膜层中原有的部分 MgO 被 MgF2 所取代。
当 K2ZrF6 添加量超过 15 g/L 时，再增加其浓度，膜
层表面元素含量变化不明显，Zr 的质量分数由 3.78%
增加到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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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分布较多，主要来自电解液中的 OH–和 O2，而
Mg 对 OH–的吸附弱于 F–，因此外层 O 元素含量多于
内层，并以 MgO 和 ZrO2 的形式存在于膜层内。Zr
元素主要分布在膜层外层，这是因为在碱性电解液
中，K2ZrF6 反应生成带负电的 Zr(OH)4 颗粒，在电场
作用下向阳极表面迁移，并吸附在表面，在等离子放
电的高温环境下生成 ZrO2[24]。

图 7 含 15 g/L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化膜截面元素分布
Fig.7 Element line analysis of MAO coating formed in
electrolyte with addition 15 g/L K2ZrF6
图 6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微弧氧化膜的 XRD 图谱
Fig.6 XRD pattern of the MAO coatings formed in electrolytes with addition K2ZrF6
表 3 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层表面元素含量
Tab.3 Element contents of the MAO coatings by different
K2ZrF6 concentration
wt.%
Element

0 g/L

5 g/L

10 g/L

15 g/L

20 g/L

Mg

39.68

41.95

38.05

22.63

25.86

Al

3.38

3.08

3.72

1.71

1.48

Si

8.11

3.88

3.07

2.61

2.49

O

47.41

27.51

17.25

18.09

14.74

Na

1.42

2.59

2.69

1.31

1.93

K

—

0.12

0.48

1.02

2.85

Zr

—

2.04

1.32

3.78

4.91

F

—

18.83

33.42

48.85

45.74

由图 7 可以看出，加入 15 g/L 的 K2ZrF6 后的微
弧氧化层中，F 元素的含量高于除基体 Mg 外的其他
元素，且内层中的含量相对较高。结合微弧氧化层的
截面组织（图 4c）发现，内层和最外层这两个致密
性较高的区域也是 F 元素富集的区域。这是因为 F–
相比电解液中的 OH–和 SiO32–等阴离子更容易与镁产
生化学吸附，从而优先形成内层致密层 [21] 。同时 F
原子的半径小于大多数元素，更容易克服已形成的氧
化层的阻碍，迁移到膜层内部，因此 F 元素在整个膜
层中的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22-23]。Mg 和 Si 元素含量在
膜层内的分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O 元素在

2.4

微弧氧化层的抗点燃性能

图 8a 给出了 AZ91D 镁合金基体和不同 K2ZrF6
浓度下制备的微弧氧化层试样在火焰加热条件下的
起燃时间和温度。结果表明，镁合金基体在火焰加热
52 s 后发生燃烧，此时基体温度为 549 ℃，处于固
液两相区之间，与目前文献所报道的温度接近 [25]。而
微弧氧化层试样的起燃时间明显增加，且起燃温度均
发生在液相区（t 液 >598 ℃）。图 8b 为试样温度在固
相线（t 固 <437 ℃）以下时的温度-时间曲线，可以看
到，微弧氧化层试样的温度明显低于无微弧氧化层试
样，且 15、20 g/L K2ZrF6 的试样温度相对较低。主
要原因是，微弧氧化层具有较低的热导率，能够阻碍
热量向基体的传递，并且膜层中 ZrO2 相的引入会进
一步增强其隔热性能 [26] 。此时的微弧氧化膜仍保持
完整性，起到很好的热防护作用，延缓了高温火焰
对基体的破坏。当试样温度升高到液相线温度以上
后，微弧氧化层的隔热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
此时微弧氧化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隔热效果
降低。
此外，对比添加不同含量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
化层试样的起燃时间可见，未添加 K2ZrF6 的电解液
所获得的 MAO 层的起燃时间仅为 145 s，抗燃烧性
能较差；而引入 15~20 g/L 的 K2ZrF6 后，由于 MAO
层的致密度提高，使点燃时间明显增加，抗燃烧性能
得到提高。镁合金微弧氧化层燃烧前的表面和截面形
貌如图 9 所示。当微弧氧化层试样的加热时间大约为
0.5 倍的点燃时间时（t0≈70 s，t5≈90 s，t10≈1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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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Z91 镁合金及微弧氧化层的升温曲线
Fig.8 The temperature rise curve of AZ91 magnesium alloy and MAO coatings: a) temperature-time curve of sample ignition
process; b) temperature-time curve of the sample in the first 60s

图 9 不同 K2ZrF6 浓度下的微弧氧化膜起燃前的微观组织形貌
Fig.9 The morphology of MAO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K2ZrF6 contents before ignition: a) 0 g/L surface; b) 0 g/L section; c) 5 g/L
surface; d) 5 g/L section; e) 10 g/L surface; f) 10 g/L section; g) 15 g/L surface; h) 15 g/L section; i) 20 g/L surface; j) 20 g/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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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t15≈240 s，t20≈250 s），试样表面均遭到不同程度
的破坏。对于 0~10 g/L K2ZrF6 制备的微弧氧化层，
表面形成了大量直径在 300 μm 左右的球状颗粒和不
规则孔洞（见图 9a、c、e）。这是因为当镁合金从固
态转变为液态时，会使镁的蒸气压增大几个数量级[27]，
内部形成的镁蒸气通过微弧氧化层内的通孔结构与
外界氧气接触，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同时释放更多
热量，导致局部热应力进一步增大，最终导致微弧氧
化层破裂，熔化的基体从这些破损的孔洞溢出。溢出
的液态镁合金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凝结成球状液滴
（见图 9e），并在高温火焰作用下，表面破裂，形
成起燃点，这些球状颗粒燃烧后脱落，形成烧蚀孔洞
（见图 9a）。从图 9b 能明显看到微弧氧化层中的通
孔在火焰冲击作用下完全破碎，镁合金基体沿破碎的
通孔向外界扩散，但此时微弧氧化层脱落现象并不明
显。图 9d、f 与图 9b 情况类似，可看到靠近基体的
一侧由于镁合金以液态或气态形式溢出后所残留的
空隙。此外，对于添加 5~10 g/L K2ZrF6 所制备的微
弧氧化层，涂层表面能观察到以临界烧蚀孔洞/氧化
凸起点为中心，向三个方向扩展的裂纹（见图 9c、e）。
这类裂纹一部分为微弧氧化层原有的微裂纹在火焰
冲击所产生的热应力作用下扩展所致，而当这些裂纹
扩展至较大孔隙处，裂纹尖端能量足够大时，会在孔
隙表面能量薄弱处产生新的裂纹，并继续扩展 [28]。因
此，微弧氧化层中较大的孔隙会加速这些裂纹的扩
展，导致涂层失效。此外，在 10 g/L K2ZrF6 的电解
液中制备的微弧氧化层，表面粗糙度最大，表层起伏
程度剧烈，增大了火焰与涂层表面的接触面积，导致
基体温度升高得更快，限制了微弧氧化层抗燃烧性的
进一步提升。
当 K2ZrF6 质量浓度增高至 15~20 g/L 时，在高温
火焰长时间（240~250 s）的冲击下，涂层表面出现撕
裂状裂纹。放大观察裂纹表面形貌发现，由于基体已
经熔化变形，使得裂纹扩展不共面，呈阶梯状，新形
成的不同裂纹面汇合在一起，形成河流状裂纹群（见
图 9g、i），导致基体暴露在高温火焰下，逐渐形成
瘤状颗粒。这些瘤状颗粒会不断堆积长大，最终成为
起燃点。通过观察截面形貌（图 9h、j）发现，此时
破损位置附近的微弧氧化外层的疏松多孔层已部分
或者完全脱离基体，而微弧氧化内层的致密层仍然很
好地附着在基体表面，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

3

结论

1）在硅酸盐电解液中添加 K2ZrF6 形成的微弧氧
化膜主要由 MgO、Mg2SiO4、MgF2 和 ZrO2 组成，
K2ZrF6 的加入有利于 MgF2 的生成，且 F–更容易迁移
到微弧氧化膜的内层。同时，膜层的致密性和厚度得
到显著提高，粗糙度随着 K2ZrF6 含量的增加，呈先
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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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2ZrF6 浓度对微弧氧化膜抗点燃性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对其致密性的影响上，内层的致密结构能够
一定程度阻碍熔融液态镁和镁蒸气向外的扩散，减缓
氧化反应的程度，提高涂层的抗点燃性。
3）添加 0~10 g/L K2ZrF6 的微弧氧化层的致密性
较差，涂层中较大的孔隙在高温火焰作用下，会形成
烧蚀孔洞和纵向扩展裂纹；添加 15、20 g/L K2ZrF6
的微弧氧化层具有更为致密的内层，在火焰冲击过程
中，不容易形成烧蚀孔洞，直到基体因完全熔化而变
形塌陷，才出现横向扩展裂纹，涂层的抗点燃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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