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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河流泥沙含量大，水轮机过流部件的泥沙磨蚀严重，影响机组的稳定和安全运行。高速火焰

喷涂(HVOF)作为一种高能喷涂方法，其喷涂的涂层具有致密且结合强度高的特点，在水轮机抗磨蚀方面已

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本文对高速火焰喷涂技术的原理和工艺，以及实际应用效果进行了介绍，高速火焰喷

涂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耐泥沙磨损工艺，在某些电厂的实际运行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有较

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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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HVoF for Anti-abrasion of Hydraulic Tur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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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 sediment contents in the river of our country are large．and the flow passage

components of the hydraulic turbines have been badly subjected due to abrasion，which influenc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unit．刃船HVOF is a high-energy spraying technique．刃够coating of

HVOF has densest performance and lligIl bonding strength，and it had been used to resist the

abrasion of hydraulic turbines．The theory and processes of HVoF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nd

the effects of pracfical application were also discussed．Now HVOF was widely adopted to prevent

sediment abrasion．Favorable effect Was acquired in some hydropower stations．And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can be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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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河流泥沙含量大，目前已经运行的100多座

大中型水电站中，有严重泥沙磨损的约占40％【l】，水

轮机过流部件的泥沙磨蚀非常严重，造成设备运行效

率低下、寿命缩短，严重影响机组的稳定和安全运行。

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选用相对耐磨损的材料和改善

流道型线设计外，表面涂层保护是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高速火焰喷涂碳化物金属陶瓷

涂层的方法。由于高速火焰喷涂的粉末粒子速度高，

涂层致密且结合强度高，能够有效抵抗泥砂的强烈冲

刷和磨损，提高了水轮机过流部件的使用寿命。

2高速火焰喷涂技术

高速火焰喷涂(HVOF)是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

的一种高能喷涂方法。它是以氧及某种燃气作热源，

通过高强度的燃烧使气体快速膨胀，形成高压，把喷

涂材料以粉末状注入高速喷射燃烧的火焰中，燃烧产

物在高压驱动下形成高速气流，以两倍马赫以上的速

度通过枪管冲出枪外。高速燃气一方面使粉末材料的

颗粒达到半熔化状态，另一方面又使粉末材料的颗粒

加速运动，让熔化后的粉末材料紧密均匀地附着在被

喷涂物体的表面上，与基体形成物理结合。其主要优

点有：粉末粒子的飞行速度高，冲击能量大，可以形

成致密的、结合强度高而无分层现象的涂层；火焰温

度不高，粉末粒子在火焰中停留和加热的时间短，因

此，其材料的相变、氧化和分解受到抑制，特别适合

喷涂碳化物等金属陶瓷材料；喷涂距离可在较大范围

内变化而不影响涂层质量。

高速火焰喷涂涂层的致密度高、孔隙率低(孔隙

率可低于l％)、喷涂温度低、残余应力低、涂层与基

体结合强度高，较高喷射速度和较低的火焰温度减少

了粉末的氧化和失碳，从而使涂层有更高的硬度和更

好的耐磨性，高速火焰喷涂碳化钨涂层具有高密度、

高硬度和优异的抗磨蚀性能，例如：WC-Co涂层表面

抗磨能力比0Crl3Ni4Mo高70倍以上，其抗空化能力

与OCrl3Ni4Mo相当，因此，在水电设备的抗磨蚀技

术方面得到了广泛地应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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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速火焰喷涂技术在水轮机抗磨蚀方面的

应用

3．1水轮机过流部件的高速火焰喷涂工艺

高速火焰喷涂设备可以自动控制，也可人工手动

操作，自动控制方式采用机器人完成喷涂过程，具有

喷涂工艺精良，生产效率及喷涂粉末利用率高的特点，

适合于车间内施工，对防止噪声也比较容易。但由于

自动喷涂系统设备复杂、庞大，在水电站现场，特别

是不拆卸转轮的机坑内施工是难以实现的，这就需要

通过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采用手动操作组件，手工操

作完成喷涂过程。喷涂过程中，严格按照喷涂的要求

掌握喷涂的速度、温度等技术参数，配合必要的噪声、

粉尘防护措施，同样可获得良好的施工效果。

喷涂的工艺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表面清整：对待喷部件进行预处理，除湿干

燥及除尘、除锈蚀及表面抛光。清除表面锈蚀层，用

不锈钢补焊。利用砂片进行表面抛光打磨，无裂纹，

无腐蚀，无气孔、沙眼，无焊接夹渣。

(2)喷砂粗化：采用喷砂法粗化、毛化待喷部件

表面；

(3)部件喷涂：采用适当的喷涂材料和喷涂工艺

对待喷部件进行喷涂，大面积的涂层喷涂由机器人完

成，如图l所示；小型部件、过渡区域和焊缝区域，

以及现场的喷涂施工由工人手工操作完成，如图2所

示。喷涂过程中，控制基材温度不超过120℃，每遍涂

层厚度不大于151am，涂层无台阶、脱落及不均匀等现

象。

(4)喷后检查：喷涂后，采用测厚仪对喷涂后部

件的整个表面进行喷涂厚度检查。

(5)现场补喷：对于叶片上的螺钉孔以及现场安

装后留下的焊缝等，需要待安装完成后到现场进行补

喷。由于受补喷时的现场条件所限，喷涂过程在手持

喷枪的条件下进行，补喷时应注意严格按工艺要求进

行并检查喷涂厚度，以免在实际运行时因局部破坏而

影响到大面积涂层的防护效果。

在机组运行一定周期后，由于受到泥沙的磨蚀，

涂层会发生局部脱落想象，需要对涂层进行修复。水

轮机转轮叶片、导叶上涂层的修复过程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为先拆机后在喷涂车间修复，另一种为现场不拆

机修复。机组大修时，一般把叶片、导叶拆下，运到

专门的喷涂公司，采用机器人完成喷涂修复。但在机

组小修时，为了及时修复局部脱落的涂层，可以采用

现场喷涂修复的方法。对于转轮室等同定部件，采用

现场喷涂修复。现场修复由手动操作喷涂装置进行，

手动操作需要对喷涂部件进行预处理，需要工作人员

有熟练的技术、严格的温度、速度控制，才能保证施

工的质量口,41。

图1机器人喷涂叶片

图2手工喷涂中环

3．2高速火焰喷涂技术在水轮机抗磨蚀方面的应用

目前，高速火焰喷涂所使用的材料粉末已经商业

化，金属陶瓷涂层材料是在塑性基质的基础上加入硬

质相碳化钨(wC)构成，比较有代表性的涂层组成有：

WC．Co，WC—Co-Cr，WC．Ni．Cr，以及FeCrAlY-Cr3C2

等，并且在不同抗磨蚀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掺J。国内

外的研究表明：WC．Co，WC．Co-Cr系列涂层对低能

和高能的粒子冲击磨损有着良好的抗磨蚀性能，为解

决过流部件的泥沙磨损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决方案MJ，

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耐泥沙磨损工艺。

青铜峡水电厂采用高速火焰喷涂技术对转轮叶片

进行了全方位表面涂层防护，经15284h运行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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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涂层完好，厚度无明显减薄；叶片外缘基本完好，

叶片与转轮室间隙无扩大；叶片背面强空蚀区局部涂

层脱落，总面积0．48m2，总失重lo．7埏，母材平均磨

蚀2．5，4．4mm，保护作用明显，延长了水轮机的使用

寿命和机组检修周期惜l。

刘家峡水电厂在该厂1号机采用高速火焰喷涂技

术对水轮机活动导叶周边宽100mm的区域、上下端面

喷涂了WC涂层。经过6年的运行，涂层完好无损，

而未喷涂区域磨损量达到1—1．5mm，轴肩未喷涂WC

保护层，已形成深约5—10mm的沟槽。刘家峡水电厂

在其他机组上对活动导叶周边、上下端面、上抗磨板

易磨蚀区域200mm的环带进行了WC喷涂保护，解决

了以上部位的磨蚀问题一j。

小浪底水电站还采用了WC．Co高速火焰喷射涂

层进行防护。防护部位包括：导叶上、下端面，导叶

正、背面的进、出口边区域和接近上、下端部的区域；

上、下抗磨板表面；转轮叶片进、出水边区域和靠近

下环的高速水流区域；下环内表面；上、下止漏环表

面等。该水轮机在经过了11659h的运行后，水轮机转

轮磨蚀量比较小，在允许范围以内【101。

高速火焰喷涂技术在水轮机过流部件的磨蚀防护

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例如：青铜峡电站在5年运行期内，高速火焰

喷涂与常规防护与检修相比，单机增加效益l 100万元；

对三门峡电厂的5台机组实现高速火焰喷涂后，与不

锈钢堆焊修复工艺相比，在6年运行期间内增加综合

效益近4000万元H。

4结语与展望

未来高速火焰喷涂技术的发展，在喷涂设备方面，

发展多功能的喷涂设备，使其可在大范围内调节焰流

速度和温度，提高其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从而适应不

同喷涂材料及现场喷涂操作的需要；在喷涂材料及工

艺方面，新型混合粉末(多峰粉末)的研制，纳米结构涂

层的发展，以及多功能复合涂层的应用，使涂层具有

了更加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和使用性能，为高速火焰

喷涂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随着水轮机制造水平的不断发展和用户使用性能

要求的不断提高，高速火焰喷涂有望成为水轮机制造

过程中的一道必要工序。随着我国绿色制造和再制造

理念及技术的发展，水轮机磨蚀防护与修复将成为一

个重要产业，将成为电力设备制造企业未来一个重要

的经济增K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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