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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系低温用钢缺 口韧性的研究 

王晓芬 

(上海良工阀门厂．上海 200082 

摘要 通过对材料的试验检测及金相与电子断 口分析，总结出调质I艺、正火 +调 

质及不同的加热与回火温度对 LF3锻钢和 LC3铸铜低温韧性的影响，为改善这 2种钢 

低 温韧性 的稳定性提 供 7 良好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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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ughness of steel notch for nickel-base in low temperature 

W ANG Xiao-fen 

(Shanghai LJang Gong V~]ve factory，Shanghai 200082．China) 

Abstract：Though testing and insp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notch analysis of metallography 

and electronics， the summary is given that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 such as hardening and 

tempering process， normalizing plus hardenlng and tempering， as well as temper tempera— 

ture have influenced on the toughness of low temperature of LF3 forge steel and I．C3 cast 

steel Provide better methods for improving stability of the toughness of low temperature of 

the two kinds 0f stee1． 

Key words： low temperature valve：low temperature steel； impact toughness ；studying 

1 概述 

LF3和 LC3均为低温下使用的 3．5Ni钢。 

该钢具有 良好的低温韧性，广泛用于制造工作 

温度为 一45～101℃的石油和化工等行业 的低 

温设备。如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气化 

和乙烯等工程生产、储存、运输所需的容器、 

管道部件及阀门等。本文根据制作低温阀门 

时．其低温韧性不稳定。波动比较大的问题通 

过试验探讨在相同成分下．热处理工艺对其低 

温韧性的影响。 

2 材料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 

试验材料系 ASTM 标准中的 LF3牌 号锻 

钢和 LC3牌 号铸钢。其化学成分和 实测性 能 

指标见表 l。 

表 1 试验材料 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 

3 热处理工艺和低温韧性 

为了使生产的低温 阀门性 能达 到技术标 

准，其材料必须具有 良好的低温韧性 。在以往 

生产经验的基础上，从热处理方面测试了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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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对低温韧性的影响、正火 +调质对低温韧 

性的影响、不同的加热及 回火温度对低温韧性 

的影响。试验时，将 LF3锻钢料分 3组．LC3 

铸钢料分 3组，每组进行 3个冲击试验。其具 

体工艺和试验所得到的低温韧性数据见表 2。 

表 2 热处理工艺和低温韧性 

低温 韧性 

材 料 热 处 理 工 艺 AK，J 
{一101℃ ) 

n 加热至B80±10℃ 保丑 75m 驰砖 
加热至620±lOE 保丑 I80m 油睁 47、48、47 

LF3 n 同上 14、l3、16 

F3 加热至900~10E 住丑 m 油睁 
加热至620±1们： 住龃 l80m 泊降 【00、120、78 

a 加热至910±1 ℃ 保丑 75m 出 空砖 

加热至 0±IO℃ 保温 ?Stain 出 油砖 4、4、5 

加热至660~I ℃ 保 麓炉降刊10o℃以出炉本 

Q 加热至s90±IO℃ 保 出炉空降 

Lc3 加热至76。±l0℃ 保温 出炉木降 15、14、13 

j口热580±10E 保强 出炉空降 

瞄 910～咖 ℃ 正^ 

加热至B帅±10℃ 慑基 出炉描降 41、41、40 

加热至610±10℃ 懈韫 出炉描降 

按 ASTM 标准，试样标准尺寸为 10ram× 

10ram，V形缺 口，试验温度为 一101℃．对每 

组 3个试洋要求的最小冲击能量平均值为 20J， 

每组仅允许有一个试洋的最小冲击能量为 16J。 

4 材料的金相和电子断口分析 

4．1 冲击断口宏观形貌 

将 LF3和 LC3各组冲击试验断 口各取 2 

只，依次排列 (图 1、图 2)。从这 2张低倍宏 

观断面图片可 观察 到，凡低温韧性 较好的断 

口，可见明显的纤维部 分和 剪切 唇部分。反 

之，低温 韧性 不 良断 口，断面 比较 平坦 ，主要 

图 l LF3宏观断口形貌 

图 2 LC3宏 观断 口彤 貌 

为放射状。 由此可 以看 出，低 温韧性 好 的材 

料，纤维部分和剪切 唇部 分多，放射 状部分 

少。低温韧性差 的则纤 维部分 和剪切唇 部分 

少，放射状部分多。 

4．2 冲击断 口金相分析 

自图 1和图 2的 6组试样中，各取一个试 

样用 4％硝 酸酒精溶 液缦蚀 ，然后 作金相 分 

析。F1试样的金相组织为索 氏体．组织较均 

匀细致 (图 3)。F2试样的金相组织为索 氏体 

+铁索体 ，组织较粗 (图4)。F3试样的金相组织 

图 3 FI试样显微组织 

图4 F2试样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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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索氏体 +铁素体 ，组织较粗 (图 5)。 

图 5 F3试样显微组织 

c1试样的金相组织为较粗大 的索 氏体组 

织 +少量铁 素体 (图 6)。c2试样的金相组织 

为索氏体组织 +大块状铁素体 (图 7)。C3试 

样的金相组织为分布较细致的索氏体 (图 8)。 

图 6 Cl试样显微组织 

图 7 试样显微组织 

4．3 冲击断口扫描电镜分析 

LF3和 LC3各组试样的电子断 口见图 9～ 

图 14所示。试样 F1、F3和 C3电子 图象为大 

量的韧窝花样．试样 F2、c1和 c2主要为准 

解理断 口，即由平坦的解理小晶面所组成 的花 

2001年第 4期 

图 8 C3试样显微组织 

图 9 F1试 样电子断口形貌 SAE 

图 1O F3试样电子断 口形貌 SAE 

圉 ll ∞ 试样电子断 口形貌 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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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和宏观断 口形貌相吻合，凡低温韧性较 

好的断口，以韧窝为主 十部分准解理花样。低 

温韧性不合格的电子断 口，则以准解理花样为 

主，韧窝区域比较少。 

圉 12 F2试样 电子 断口彤貌 SAE 

圉 l3 c1试样 电子断 口彤貌 SAE 

圉 14 c2试拌电子断 口形貌 SAE 

5 结语 

经过试验检测．1Y3和 IA53的 3．5镍钢，经 

880--900"C加热淬油和 610～62O℃回火的调质处 

理，显微组织中含有弥散分布碳化物颗粒析出， 

可以得到较高的低温韧性。该试验比 汀M 的 

AK值可成倍提高。如果提高回火温度 (660"C)。 

并随炉冷到 lO0"C以下出炉空冷，其低温韧性摄 

差，使材料从韧性转变为脆性。调质处理前 十正 

火处理对 IA53铸钢的奥氏体组织有均匀和细化晶 

粒的作用。LF3锻钢的低温韧性比 IA53铸钢的低 

温韧性好，这主要是 IA53铸钢材料中夹杂、琉松 

和气孔等缺陷存在较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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