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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汽车发动机再制造过程中积碳清洗方法效率低，质量差的问题，从微观角度对积碳形成过程进行分析，从而针对
其特点探究合适的清洗方法。通过扫描电镜对积碳的表面和剖面形貌进行观察，分析积碳的分层结构特点和积碳粒子结合的
结构特点；利用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对积碳中粒子结合键能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能谱分析积碳的组成成分。并且对积碳形成
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和粘附过程进行分析，进而通过熔盐清洗积碳的试验过程，进一步对积碳的形成过程进行验证说明。从微观
角度分析了积碳形成的主要过程，得出了积碳形成过程中积碳颗粒的形成原因以及积碳颗粒在高温高压下的成长过程，进而阐
述了胶质层和沥青质层的形成过程，并对积碳较难清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于合适清洗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积碳；微观形貌；光谱分析；能谱分析；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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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arbon Deposition in
Remanufacturing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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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eaning method of carbon deposition has the shortcoming of low efficiency and poor quality in the remanufacturing
cleaning of the automobile engin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arbon deposition is analyzed from
microscopic aspect,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cleaning method based on its feature. The morphology of the surface and section of the
carbon deposition i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o analyze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carbon particles combination
featur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articles’ bond energy is analyzed by using Infrared spectrum and Raman spectra. And combined with
spectrum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carbon deposition, to verify the chemical reaction and adhesion proces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arbon deposition. An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arbon deposition is confirmed furtherly through the molten salt
cleaning process experiment of carbon deposition. The main formation process of carbon is analyzed from microscopic aspect, it is
concluded the forming reason and forming process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carbon deposition particles, an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olloid and asphalt layer are stated, and the difficult cleaned reason of carbon is analyzed, to provide a selection basis for
the appropriate cleaning method.
Key words：carbon deposition；morphology；spectra analysis；spectra analysis；form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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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1

在发动机的再制造过程中，零部件的清洗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是进行再制造检测和修复的前提。
作为发动机再制造清洗的重点和难点，积碳成分复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1CB013400)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51375278)资助项目。20160711 收到初稿，20161010 收到修
改稿

杂，分布范围较广 ，由于缺乏针对再制造清洗的
积碳研究工作，现采用的积碳清洗方法存在清洗时
间长、劳动强度大，清理不彻底等问题，因此需要
根据清洗要求对积碳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积碳已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
[3]
作，张正芳等 对积碳在发动机使用过程中的危害
[4-6]
进行了描述 ，强调了发动机使用过程中预防积碳
产生的必要性；需要根据积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
[7]
素，进行针对性的预防，何洁等 首先对积碳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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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进行分析，从发动机结构和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8]
进而研究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 ，总结了润滑油
[9-10]
、喷油器的热浸、发动机的运行工况等
的质量
[11]
因素 的作用；从而根据各个因素的特点提出了预
[12-13]
；以上研究工作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进
防措施
行的，对积碳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还需要从微观角
[14]
度进行分析，所以，张宏洲等 利用微观分析方法
[15]
研究了积碳的成分和微观形貌 ，从微观角度验证
[16-17]
及积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
了积碳的主要来源
[18]
素 。现有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再制造发动机对清洗的质量要求很高，需要达到新
品的标准，积碳作为发动机再制造清洗过程中的难
点，对其进行高质量的清洗需要对积碳组成成分的
化学性质和结合特点进行了解，因此文中分别通过
形貌观察、光谱分析、能谱分析手段从化学组成和
黏附过程研究积碳形成过程，并通过清洗过程进行
了反向验证，从而根据这些特点选择适合积碳清洗
的高效、高质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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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杆部的下部，呈黑褐色粘稠状，致密无规则的分
布在表面。

图1

气门与气缸上的积碳

在不同的放大倍数下观察积碳表面的微观形
貌，可以清晰地看出积碳以黑色块状结构为主。在
150 倍的放大倍数下能够观察到积碳表面分布大量
的裂纹，以块状结构拼接在一起，尺寸从 20～100
μm 不等。如图 2a 所示，在块状结构及积碳上，仔
细观察可以发现其表面凹凸不平，并分布大量小裂
纹；表面以零星分布着不规则形状的白色发亮固体，

1

积碳微观成分分析

1.1

微观形貌分析

尺寸从 10～100 μm 不等，分布不均匀，结合扫描电
子显微镜成像原理可知白色固体主要是金属颗粒。
通过进一步地放大，在 3 000 倍下观察微观表

气门杆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做往返运动，下
半部分处于高温高压环境中，所以，通过图 1 可以
看出，气门杆表面的积碳主要集中在气门杆的端面

图2

面形貌，如图 2b 所示，通过图像可以清楚地看出积
碳表面分布着凹坑，均匀地布满表面，但是白色颗
粒的分布量减少，且尺寸比凹坑大得多，由此可知

积碳的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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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碳表面分布的金属颗粒尺寸较大，最小的也以
微米级存在，大的可以达 101 毫米级，由此可知积
碳表面分布的金属颗粒都以颗粒状存在，可推测金
属颗粒是由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磨损产生。
进一步放大到 20 000 倍时，通过图 2c 可以清
楚地看到积碳表面的凹坑，尺寸由 200～800 nm 不
等，通过图 2d 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积碳颗粒，尺寸在
10～100 nm 之间，其互相镶嵌的形态也可以清楚地
观察到，可以发现积碳颗粒在表面无规则地堆积在
一起，在 5 000 倍下观察剖面，如图 3 所示，也可
以发现在表面积碳颗粒之间无规则状的、互相镶嵌
堆积在一起，在积碳内部也分布有大量的缝隙和孔
洞，同表面观察到的凹坑现象一致。由于积碳颗粒
的形状各异，且分布无规则，随机在表面沉积镶嵌
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间隙，从而形成凹坑和缝隙。
使用线切割的方法对气门杆进行加工，对切割
后的剖面进行观察，为保证积碳表面的完整性，在
加工前使用高度尺对积碳进行划线，进一步在 5 000

通过对积碳进行表征分析，可以看出积碳表面
凹凸不平，由一系列无规则的积碳颗粒互相堆积镶
嵌形成，存在许多无规则的凹坑和孔洞，增加了污
物的附着机会和捕获能力；并且在积碳的表面分布
着许多金属颗粒，来自于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磨损产
生的颗粒。通过剖面的观察发现了沥青质层和胶质
层形貌的异同，推测两者之间转化的条件，进而可
以分析出积碳清洗过程中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沥青质
层。由积碳的形貌特征分析可知积碳层的厚度较大，
一般可达到 20～50 μm。
1.2 积碳光谱分析
通过积碳的红外光谱分析可知，积碳化学键分
−1
−1
布在 1 700～1 350 cm 双键区和 3 000～2 800 cm
氢键区，如图 4 所示，主要集中在双键区，在特征
频率区中其键能最高，通过双键结合的分子稳定性
较高；通过拉曼光谱分析可知，积碳的拉曼图谱分
−1
−1
布在 1 040～1 070 cm 和 168 cm 附近区域，如图
5 所示，通过对图谱分析可知，在积碳中结合键分

倍数下进行观察，如图 3 所示，积碳呈分层结构，
主要包括与基体连接的沥青质层和表面的胶质层，
可以清楚地观察出积碳两部分的形貌差异。沥青质
层致密紧实，直接与基体表面镶嵌在一起，可以明
显地看到与基体连接的分界面；仔细观察可以看到，
沥青质层到胶质层逐渐变得稀疏，可以看见两者之
间的分界线，但是并不十分明显；胶质层的结构与
观察到的表面形貌完全一致，以疏松多孔的结构镶
嵌在沥青质层表面。沥青质层致密紧实粘结在基体
表面，其形态介于基体与胶质层之间，更接近基体，
由此可见沥青质层的紧实程度，可以明显看出沥青
质层与基体之间的分界线，两者的结合很紧密，以
机械结合方式进行粘结，通过剖面观察发现沥青质

图4

积碳红外分析图谱

图5

积碳拉曼分析图谱

层与胶质层之间无明显分界线，只是结合程度不同，
因此可推测沥青质层应该是由胶质层在高温高压的
环境下压缩紧实而成。

图 3 积碳的分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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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范围较广，验证了剖面图中的沥青质层和胶质层
形貌不同，双键应该主要是在沥青质层中分布，氢
键主要是胶质层中的结合方式；同时也说明了积碳
所含物质复杂多样。从积碳的拉曼图谱中可以看出
含有 R-S(O)-R 基团和 CH4 的卤族取代物，这说明
在积碳形成时存在有机物的反应过程。
图谱分析中根据结合化学键的分布特点，验证
了胶质层和沥青质层形貌的不同，是结合强度的一
种外在表现；同时，积碳中化学键的分布范围较广，
结合拉曼图谱中基团可以分析出积碳形成过程中存
在有机化学反应，进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物质。
1.3 积碳元素分析
通过图 6 中积碳元素分布情况可知，积碳中元
素种类较多，但含量不均匀。O 元素和 C 元素在积
碳组分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比例均高达 40%以上，
其中 C 的含量相对较高，由于发动机燃油由不同的
碳氢化合物混合组成，结合光谱图分析出积碳的化
学键集中在氢键区，由此可见，在积碳的形成过程
中主要发生碳氢化合物的氧化；Fe 元素的含量也相
对较高，由此可见，积碳表面的金属小颗粒的确是
由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磨损产生的，含有的其他元素
是由于润滑油、抗氧化剂的使用产生的。

图6

积碳所含元素及其质量百分比

通过对积碳中成分分析可知，在积碳的形成过
程中主要发生氧化反应，其中碳氢化合物的氧化是
主要反应，其中金属颗粒可以催化反应进行。

2

积碳形成机理分析

通过积碳的微观形貌以及化学成分的分析可
以了解积碳组成成分，以及积碳形成的来源物，分
别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将积碳形成的主要机理进行分
析，主要从化学反应和黏附过程进行分析。
2.1 积碳形成的化学反应
通过积碳的能谱分析可知，积碳主要是由碳氢
化合物的氧化而成，以及润滑油、抗氧化剂在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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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的环境中通过金属颗粒的催化形成，通过对光
谱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积碳的光谱图中存在醇、
醛、酮、酸中的特征峰，因此可以推测在积碳的形
成过程中碳氢化合物的形成过程。
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内部环境在不断的变化，
重复 300～500 ℃升温至 1 500～1 800 ℃的过程，
压强也在升温的过程中随即升高至 20～200 MPa，
通过反应物和生成物以及上述反应环境可以对上述
过程的反应原理进行总结：
600℃ 高压

R1CHCH2  O2  R1CH2CH2OH
R1CH2OH  O2  R1COOH  H2O
金属催化剂
R2CHCH2  O2 
R2CH2CH2OH
R1COOH  R2CH2OH  R1COOCH2R2

上式中，R1 、R2 分别表示 C 链上烃类基团。
R1CH2CH2OH、R1COOH、R1COOCH2R2、R2CH2CH2OH
这些物质与红外光谱分析得到的物质相吻合，验证
了在积碳形成过程中物质的反应过程符合有机物的
反应过程。但是，通过在积碳的形貌观察时发现了
积碳是由众多的积碳颗粒互相镶嵌形成，通过积碳
的形成环境可以知道，积碳颗粒应该是由于在发动
机工作过程中，反应生成的物质不断在表面沉积，
在温度和压强逐渐降低的过程中积碳颗粒停止长大
形成小颗粒。
2.2 积碳的黏附过程
通过图 3 的观察可以发现积碳与基体表面之间
通过机械方式镶嵌在基体表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积碳颗粒之间的结合，通过分析出的积碳成分及形
成时发生的化学反应过程，从微观角度对积碳黏附
过程进行分析。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燃油在燃烧室燃
烧，在表面粘结一些燃油，燃油增加了基体表面的
粗糙度，从而增加了污染物附着的机会，利于污染
物在燃油表面逐渐沉积，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燃
油在空气中进行燃烧形成积碳组成物，反应生成的
物质不断沉积，当温度和压力突然降低的瞬间，积
碳颗粒停止长大，同时，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积
碳颗粒不断地被压缩紧实，互相镶嵌结合在一起。
通过发动机不断运行，积碳不断在表面积累、压缩、
紧实。紧实之后的积碳就形成了沥青质层，没有充
分紧实的积碳就是胶质层。在积碳的粘结过程中磨
损产生的金属小颗粒通过静电力被吸附到积碳表
面，并随积碳的压缩紧实被牢固在积碳结构中。积
碳颗粒在长大过程中具有随机性，所以使积碳颗粒
形状各异，并且尺寸分布范围也较广，积碳在表面
的粘附过程也具有随机性，导致积碳表面凹凸不平
和较多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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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压缩和紧实的积碳，在基体的表面只
是通过摩擦力、静电力、分子间作用力进行连接，
这是个可逆过程，只有通过紧实过程积碳颗粒才能
被永久吸附。
通过从微观角度对积碳形成过程进行分析，验
证了积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和黏附过程，
同时验证了沥青质层和胶质层形成过程中条件的差
异以及转化条件，解释了两者在形貌和键能之间存
在差异的原因。

3

积碳结构验证试验

积碳清洗的过程是积碳形成的逆过程，通过对
积碳的清洗过程的形貌和元素分析就可以更加充分
的验证积碳形成过程。通过对积碳分析，积碳清洗
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破坏结合键，且需要化学反应
对积碳粒子进行破坏去除，通过现有的积碳清洗效
果研究工作，结合积碳特点，选取对积碳清洗效果
[19]
较好的熔盐清洗方法对积碳形成过程进行验证 ，
[20-22]
根据熔盐清洗积碳的数据
，清洗 1.5 min 后对
积碳表面的污物已经进行了部分清除，但是表面还
有积碳覆盖，2.5 min 后大部分污物已被清洗掉，但
是仍残留有与基体结合的极少部分，清洗 3.5 min
后积碳基本清洗干净可以看到基体的金属光泽，所
以分别对积碳清洗 1.5 min，2.5 min，3.5 min 时的
形貌和元素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验证积碳形成的
过程，以及不同分层的结构特点。
3.1 试验设计
本试验对象采用中国重汽生产的达到服役年
限的斯泰尔发动机拆解后的气门杆。通过试验探究
本文选取 NaNO3，KNO3，NaNO2，NaOH 混合熔盐
体系进行清洗，通过 Minitab 软件分析及试验验证，
选取以下熔盐配方

[23]

： NaNO3 ：KNO3 ：NaNO2=

5︰4︰1。根据对基体的保护和反应的需求选取
NaOH 占比 30 %，此时，熔盐的熔点相对较低，在
180 ℃以下，有相对较大的比热容；NaNO2 含量较
-

低，有利于 NO2 的分解。在此配方下，经济性比较
好，同时清洗效率较高。
熔盐配方：NaNO3︰KNO3︰NaNO2=5︰4︰1，
NaOH 质量分数为 30 %。
试验器材：万用电子炉、高温温度计、烘干箱、
精密天平。
试验对象：服役期满的气门杆。
试验过程：按照上述配方在万用电子炉上将混
合熔盐进行加热，通过高温温度计进行观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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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温度后将气门杆投到熔盐中，保持恒温(允许温
差在±10 ℃)，将达到清洗时间的气门杆表面的多余
熔盐去除，放到干燥箱中进行干燥处理。
3.2 试验现象与分析
在 280 ℃条件下采用上述配方进行试验，分别
对气门杆清洗 1.5 min、2.5 min、3.5 min。
图 7 分别是清洗 1.5 min、2.5 min、3.5 min 后
积碳的元素分布，通过清洗 3.5 min 后的元素分析
也可以看出铁元素的含量占绝大部分，说明基体已
经暴露出来，通过形貌图，如图 8 所示，也可以看
出基体表面已经完全显露出来，基本看不到积碳残
留，说明该方法对积碳的清洗效果较好，可以还原
积碳形成过程。由于清洗后采样区域有所不同，使
得元素分布会有一定不同，所以，根据元素的含量
变化趋势可以验证积碳形成过程。

图7

清洗 1.5,2.5,3.5 min 后积碳成分

通过图中元素进行分析可知，随着清洗过程的
进行氧元素的含量逐渐降低，直至最后消失，但是
在清洗过程中可以发现氧元素含量会暂时的增加，
这是因为在清洗的过程中高温下暂时氧化造成的，
由此可见，积碳中的氧元素主要是在积碳形成过程
中氧化过程产生的，验证了积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
氧化反应。铁元素含量在清洗的过程中有所下降，
这表明在积碳的形成过程中，磨损的金属颗粒在催
化反应的同时也会发生部分氧化，并随着积碳的粘
附过程进行压缩紧实，但是比例相对较低，因为积
碳形成的整个过程都需要金属颗粒的催化作用，大
部分金属颗粒需要相对牢固的附着在积碳表面，所
以推测金属颗粒应该是以静电力的方式附着在积碳
表面进行催化。随着清洗的过程中抗氧化剂和润滑
油中成分的消失，也证明了在积碳形成过程中这些
物质在高温高压下参与了积碳形成的反应。
如图 8 所示，通过对清洗后形貌观察发现，在
清洗 1.5 min 后积碳表面还存在积碳颗粒，如图 8a
所示，但是颗粒的粒度小于清洗之前，说明清洗的
过程中熔盐和积碳颗粒之间发生反应，进一步的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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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工

证了积碳形成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过程；通过观察清
洗 2.5 min 后的形貌图，如图 8b 和 8e 所示，可以发
现积碳表面的粗糙度与之前相比降低很多，说明在

图8

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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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质形成的过程中，压缩紧实的过程将积碳颗粒
紧密的压实在了一起，比胶质层的表面更加光滑，
这也是沥青质层结合键能更高的原因。

清洗不同时间后积碳表面和剖面形貌
报，2002，21(z1)：64-65.

4

结论

ZHANG Zhengfang. The cleaning up of unused carbon in
automobile engine[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1) 从微观角度对积碳的形成进行分析，分析
出在积碳形成过程中参与反应的主要成分，以及反
应的类型，从而明确了积碳组成的特点。
(2) 通过对积碳形貌观察和光谱分析，观察出
积碳与基体、胶质层与沥青质层的结合特点，同时
观察出积碳表面的形貌特点，分析出积碳结合强度
较高的原因，以及清洗过程中的难点。
(3) 通过试验验证了积碳的形成过程，根据积
碳的结合特点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可以对积碳进
行高效、高质量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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