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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计了耐蚀阀n用新型不钎钢的组织及其斗匕学成分，采用金相显微镜、x射线衍射、扫 

描电子显微镜和多种腐蚀试验方法研究了该钢的显擞组织及其腐蚀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新型铸造 

不锈钢经1050'C XZh水冷固溶化处理后，可得到在铁素体基体上分布有适量臭氏体的双相组织， 

这种钢在浓硫酸介质中，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和较高的抗点蚀性能 此外，该钢经过700~：×2h空冷 

敏化处理后，仍具有较好的抗晶f1日1腐蚀性能 它是一种耐蚀性能好，成本低的优良不铸铜种，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毅词t 搠门 

一

、前言 

不锈耐蘸钢 相纽织 

近年来，随着我国化工、化肥、石油和军工 

等工业的迅猛发展，硫酸的用量与日俱增 硫酸 

是腐蚀性很强的无机酸之一，硫酸对金属的腐 

蚀，依其浓度和温度的不同可能是氧化性的或 

还原性的。本文所针对的 95 SO ，80℃条件 

下的浓硫酸，这种介质的氧化性极强，过钝化腐 

蚀严重，腐蚀行为复杂 为此，世界各国对耐浓 

硫酸用钢的研究均给予很大重视 美国的 

Lewis公司研制开发的 Lewmet55合金，它是 

得到世界各国公认的耐高温浓硫酸腐蚀的“王 

牌 合金，但是由于该合金的Ni、Mo含量高，限 

制了它的推广应用，因此急待研制开发成本较 

低的耐浓硫酸用钢 ，这就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二、新型钢组织与化学成分设计 

1．新型钢的显微组织设计 

为保证新型钢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又成本 

较低，双相不锈钢是有希望的钢种。即是在铁紊 

体a的基体中，使其分布着适量的奥氏体 ，根 

据性能和成本的要求，诵整其组成比，使新型钢 

的显微组织成为具有 a十7捏合组睾{的双相钢 

它兼有铁索体不锈钢与奥氏体的不锈锕的优 

点，又可弥补两者的不足 奥氏休的存在，可提 

高钢的塑韧性和可焊性 铁素体的存在对奥氏 

体组织有电化学保护作用，可明显提高钢的抗 

点蚀和晶问腐蚀能力。这是由于双相组织增加 

了相界与晶界，可避免在晶问形成连续的网状 

碳化物，即不会 出现晶界贫 cr区，因此可保证 

新型钢具有优良的耐局部腐蚀性能。并且，双相 

铸造不锈钢的成本较低，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2．新型钢的化学成分设计 

硫酸具有独特的腐蚀行为，长期以来，合金 

化一直是发展新型钢的重要途径。为此，世界各 

国都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研究发现，钢与合金 

在高于室温的浓硫酸中，经受强氧化性介质腐 

蚀时，其钝性容易受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cr 

的离子具有可变的价态，即由Cr 变为 cI 的 

高价 cr离子，这种 Cr十 离子易被溶解，并具有 

氧化性，它的存在又加速了腐蚀的进行。所以， 

在高温浓硫酸介质条件下，钢中主要起钝化作 

用的元素cr过高，将起不到应用的耐蚀作用， 

反而因本身电位较负，在某种程度上有恶化作 

用 适当的途径是提高钢的含si量 虽然si本 

身并不抗硫酸腐蚀，但对其抗腐蚀性能有明显 

的改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钢中加入3．O 

～5．0 的 si，可使钢的抗硫酸腐蚀性能大幅 

度提高 这是由于si对氧化性和还原性介质均 

具有稳定性 ，si加入台有 cr、Ni的锕中，有利 

于基体强化和形成比含氧水合氢氧化铬CCrOx 

(OH)y·aH~O]更好的SiOz的钝化膜 siO。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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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酸性氧化物，它不溶于酸液中，可在钢的表面 

形成富si的均匀而致密的保护膜。此外，在同 

时含有cr和较高si的钢中，这两种元素起到 

复合钝化作用，从而使钢在强氧化性介质中的 

稳定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在新疆钢中加人 Nb用以固定钢中的碳， 

使其生成稳定的碳化物NbC，从而减小钢中碳 

的有害作用，提高锕的耐蚀性，为此加入钢中的 

Nb量应大于含碳量的 8倍。此外，Nb还能改 

善不锈钢的焊接性，但过多的Nb会降低钢的 

塑性，并使加工性能变坏和提高钢的成本，因 

此，在保证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Nb的 

加入量。 

基于以上的考虑，新型铸造不锈锕的化学 

成分设计为：C≤0．03 ，Si为3-o oA～5．oH， 

Mn≤0．8 oA，P、S≤O．03 ，Cr为 12 ～13 ， 

Ni为 6．0 ～7．0 ，Nb为 C ×8，Fe为余 

量。 

三、钢的冶炼及热处理 

试验锕的冶炼是在 30kg中频感应 电炉 

中，采用非氧化法熔炼。所用金属炉料主要有金 

属铬、电解锦、金属硅、电解铜、金属钼、铌铁和 

工业纯铁等。采用铝和硅钙的混合剂脱氧。出 

炉温度 为 1650℃，浇注温度 1550~2，采用 

PtRh—Pt快速热电偶测温。每种试验钢和对比 

合金均浇注成 3O×150ram 和 1 5×1 5× 

1 50mm两种尺寸试棒。新型钢和对比合金的化 

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 

囊1 试验钢的化学成分分析培幂 

·诙材辩 其余均为对比合盎． 

由于新型钢和对比合金中的合金元素含量 

均较高，所以在晶界甚至晶内易析出较多的金 

属问相和碳化物。这些析出相的存在对合金的 

耐蚀性能影响很大，为了使其固溶于基体中，对 

新型钢和对比合金均采用固溶化热处理。具体 

热 处 理 制 度 分 别 为 NCSS 1050℃×2hw， 

Lewmet55合金是 1200"C×2hwc，，而 K合金 

为 1100℃×2hWC固溶处理。 

新型铸造不锈锕和对比合金舶晶间腐蚀用 

试样均采用 700"C×2hAC的敏化处理，以模拟 

实际生产中，如焊接等工艺过程可能形成较多 

的析出相的恶劣条件，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 

性。试验锕的热处理均在装有自动控温装置的 

箱式龟炉中进行。 

四、试验方法 

1．金相组织的观察与分析 。 

采用金相显微镜观察新型铸造不锈钢的显 

微组蓼{，为了分析其相结构，对该钢铸态和回溶 

处理试样分别进行了x射线衍射分折。 

2．均匀腐蚀试验 

将固溶处理后的新型钢及对 比合金的 

3O×150ram的圆试棒，分别加工成尺寸为 

圣25X 5ram的试l片，经打号、脱脂、烘干后，采 

用 1O万分之一克感量的精密天平称重，每 3片 

为一组，放人装有95 H SO 的锥形磨口瓶中 

的试样支架上，每 1c 试样表面积的试验溶液 

量均为 35mi，连续进行 72小时的全浸试验。为 

保证浓硫酸在80"(2的高温下其浓度不发生变 

化，在锥形瓶上口装有冷凝器，并采用恒温水浴 

控制(804-1)℃的维硫酸温度，试验在试验室的 

通风橱内进行。采用失重法计算试验锕及对比 

合金的均匀腐蚀速度。 

3 点腐蚀试验 

将周溶处理后豹新型锕及对比合金的l5 

Xt5×150ram的方试棒，分别加工成 1O×1O 

×5ram的方试片，在其背面焊上带有塑料皮的 

硬导线，正面留出lcm。的试验表面，其余部分 

在镶样机上用聚苯乙烯封严 试验表面经粗磨 

机打磨后，在抛光机上抛光，以丙铜洗净吹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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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制备的试样为阳极，铂板为辅助电极，参 

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试验装置主要有晶体 

管恒电位仪、数字电压表、恒温水浴、溶液槽和 

盐桥等。介质条件为 3．5 NaCI溶液，温度为 

50℃。以 20mV／min的步进速度，分别测试出 

新型钢及对比合金的阳极 E—I曲线，通过比较 

其自然电位 Ecorr和点蚀击穿电位 Eb值的高 

低，评定试验钢及合金的点蚀倾向。并在扫描电 

镜下观察其点蚀形貌。 

4．晶问腐蚀试验 

新型钢及对比合金的 1 5X1 5X1 50mm 的 

方试棒经敏化处理后，分别加工成 10×1o× 

5ram的试片。试样制备方法与点腐蚀试验相 

同。以试样为阳极，铂板为阴极，采用草酸电解 

浸蚀法分别测试新型钢及对比合金的晶问腐蚀 

倾向。试验装置主要有直流电源、变阻嚣、电流 

表和溶液槽等。以 ／c 的电流密度，通电时 

间为90秒，然后将试样取出洗净吹干，在金相 

显微镜下以不同倍率观察试样的浸蚀部位，并 

拍摄晶问腐蚀照片。 

五、试验结果与分析 

1．显微组织的观察与分析 

新型钢的显微组织照片见图1。其x射线 

衍射谱线见图2。 

● 一 豳 
(b) 

图 1 新型钢的显傲组 
铸态 (b)教化态 

．
deg 

(I】 

(a) 

15 2O 25 3O 35 4O I5 5O 55 

2，．deg 

(b) 

(b) 

图2新型钢的x射线衍射谱 
(a)旃卷 (b)同溶态 

(c) 

400X 

(c)同溶态 

由图1可见，新型钢的铸态与馥化态组织， 

由于其凝固过程中存在有成分偏析，及敏化处 

理不能消除其偏析，而在其显檄组织中存在有 

明显的树枝状晶。经X射线衍射结果表明，其 

组织中有少量的CrzaC 型碳化物(图 2a)，这些 

碳化物大多是在晶粒内部呈弥散状态析出。该 

钢经 1050~C X 2hWC固溶处理后，消除了钢的 

枝状晶，碳化物蒋于基体中，得到了均匀的a+ 

7双相组织(图 lc和 2b)。 

2．钢的均匀腐蚀行为 

试验钢及对比合金的均匀腐蚀结果见表 

2 

寰 2 试验银及台金的均匀腐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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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见，新 型铸造 不锈 钢具 有 与 

Lewmet55合金相近的耐蚀性，腐蚀率虽然大 

些，但相差辐度不大，相比之下，K合金比较差。 

分析其原因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主要是新型 

钢的成分设计与组织设计合理，其中含有较高 

的si、较低的 C、Mn，并含有少量的 Nb所致。 

l‘oo 

l2oo 

名埘。 
。。。 

6oo 

‘呻 

200 

因而，具有良好的耐浓硫酸腐蚀性能。 

3．钢的点蚀行为 

试验锕及对比合金在 3．5~NaCI溶液中 

的E4曲线见图3。其自然电位Ecorr和点蚀击 

穿电位 Eb值见表 3。 

f。皿A，cm‘ 

‘b) 

囤3 新型钢及对比台金在 3．5~NaC|溶液中的 

E—I曲线 ． 
(8)NCS (b)Lewmet55 (c)K台盘 

衰 3 新型钢厦对比台盒的点蚀性能参数 

由点蚀试验结果表明 新型钢的抗点蚀性 

能要好于对比合金。在 3．5 NaCI溶液中，温 

度为5O℃的介质条件下，新型锕具有较高的自 

然电位和点蚀击穿电位。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其 

点蚀形貌，在其浸蚀面仅产生少量的小而浅的 

浸蚀坑，这些坑基本上都发生在奥氏体和两相 

交界处(图4)，即在这些局部位置的表面膜，选 

择性地被溶解掉一部分，暴露出一点点黑色的 

基体。这是因为新型钢的高si含量，可明显地 

提高钢的Ecorr和Eb值，因而提高了点蚀的稳 

定性。此外钢中较低的含碳量和适量 Nb的加 

人，进一步降低碳的有害作用，具有阻止点蚀孔 

的生核和促使其再钝化的作用，均有利于提高 

I．吐 }n 

【c) 

新型钢的抗点蚀性能。与此相比，对比合金的 

E~orr和Eb值均较低，特别是K合金，由其点 

蚀形貌的照片(图4c)可见 ，其表面被浸蚀成大 

而探的浸蚀坑和沟．其内部黑暗，且有颗粒状的 

腐蚀产物沉积在底部。点蚀多发生在夹杂或抗 

点蚀元素较低的区域，如双相锕的奥氏体相或 

晶界与相界处，发生选择性腐蚀而形成点蚀孔 

并迅速发展而形成较大的浸蚀坑，及坑与坑连 

接出现浸蚀沟。 

4．钢的晶间腐蚀行为 

新型锕及对比合金的晶问腐蚀照片见图 

5。 

由图5可见，新型锕经草酸电解浸蚀后，只 

出现了少量的小而不规则的浸蚀坑，表明该钢 

具有 较好的抗晶 间腐蚀 的能力，其次是 

Lewmet55合金 ，除产生浸蚀坑外，并在某些局 

部还出现了浸蚀沟，而K合金的浸蚀沟深而 

长，浸蚀坑大而探，但兼未形成对晶粒的包围，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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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新登钢厦对比合金的点蚀形貌的SEM 照片 80OX 
(a)NCS (b) et55 ( )K音金 

图5 新型钢厦对比台盘的敏化态晶同腐蚀照片 400X 
(a)NCS (b)L~wmet55 (c)K合盎 

即仍具有一定的抗晶间腐蚀能力。分析其 

原因是试验台金均舍有较低的碳和较高的抗点 

蚀元素 Cr、Mo，使其合金在敏化状态下，其晶 

界附近区域的Cr、Mo含量，仍可高于钝化所需 

的临界量，故均未形成明显的晶问腐蚀。 

六、结论 

1．新型钢的铸态组织为在铁素体基体上析 

出有适量的奥氏体和少量的Cr ，C。型碳化物， 

该钢经 1050℃×2h水冷固溶化处理后，碳化物 

溶于基体中，得到了均匀的铁索体加适量奥氏 

体的双相组织。 

2．该钢经固溶处理后，具有良好的耐高温 

浓硫酸腐蚀性能和较高的抗点蚀性能。 

3．新型铸造不锈钢的墩化态·仍具有较好 

的抗晶间腐蚀性能。 

4．该钢是一种耐蚀性能好，癣本低的优良 
不锈钢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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