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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鄄400 型耐张线夹内部交流腐蚀形貌及产物研究
王夫成1 , 詹马骥1 , 郎经纬1 , 王若民2 , 陈国宏2 , 杜晓东1
(1. 合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肥 230009;

2.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合肥 230009)

摘摇 要: 目的摇 研究老旧高压输电耐张线夹内部交流腐蚀。 方法摇 截取已运行 35 a 的耐张线夹并解剖,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腐蚀区的微观形貌,采用 X 射线衍射仪、能谱仪和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对腐蚀

区元素及物相进行分析鉴定,分析线夹内部腐蚀损伤演化过程。 结果摇 线夹内表面与铝线表面局部出现
大量白色腐蚀产物和黑色覆盖物,白色腐蚀物呈粉末和片层两种形态。 分析表明,腐蚀产物相组成为
Al2 O3 ,AlO( OH) 和 AlOOH;黑色覆盖物随深度增加而减少,黑色区域主要元素为 Al,O 和 C,物相组成为

Al2 O3 ,C( graphite) 和含 C 有机物。 钢芯锌层破坏区的内层铝线更易腐蚀,腐蚀区呈灰黑色,微观形貌为

富铁元素颗粒镶嵌在其它腐蚀产物中,区域的主要元素为 Al,C,O,Fe 和 Zn,Fe 元素存在形式为 Fe2 O3 ;
钢芯表面镀锌层局部腐蚀严重,呈现平面型点蚀形貌,主要元素为 Zn,Al,C 和 O,Zn 腐蚀产物为六边纤

锌矿结构 ZnO。 结论摇 内部交流腐蚀原因为液体渗入,同时腐蚀产生大量的热致使材料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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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Corrosion Morphology and Products of
NY鄄400 Strain Clamp under AC Conditions

WANG Fu鄄cheng1 , ZHAN Ma鄄ji1 , LANG Jing鄄wei1 ,
WANG Ruo鄄min2 ,CHEN Guo鄄hong2 ,DU Xiao鄄dong1

(1. School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2. State Grid Anhui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Hefei 230009,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nal AC corrosion of old strain clamp. Methods The strain clamp which has been run for

36 years was cut and dissecte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 X鄄Ray diffraction ( XRD) and X鄄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鄄

copy ( XPS) 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microstructure, elements and corrosion produc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l corrosion damage of strain clamps. Results Lots of white corrosion product and black covering occurred on the inner sur鄄

face of strain clamp and surface of aluminum conductor. White corrosion product presented two forms, powder and slice. The prod鄄

uct consisted of Al2 O3 , AlO( OH) and AlOOH. The black covering reduced with increasing depth. The main elements were Al, O
收稿日期: 2015鄄05鄄27; 修订日期: 2015鄄06鄄12

Received : 2015鄄05鄄27; Revised: 2015鄄06鄄12

作者简介: 王夫成(1989—) ,男,山东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金属材料腐蚀研究。

Biography: WANG Fu鄄cheng (1989—) , Male, from Shangdong,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focus: corrosion of metal materials.
通讯作者: 杜晓东(1966—) ,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材料强韧化、材料表面工程研究。

Corresponding author: DU Xiao鄄dong(1966—) , Male, from Anhui, Ph. D. , Professor, Research focus: toughening and surface engineering of materials.

第 44 卷摇 第 9 期摇 摇

王夫成等:NY鄄400 型耐张线夹内部交流腐蚀形貌及产物研究

· 117·

and C, and the phases were Al2 O3 , Carbon ( graphite) and organic compounds. The aluminum conductor was corroded more seri鄄

ously near the steel core where the Zn protective layer was damaged. The corrosion region was black. There were some iron鄄rich

particles embedded in other corrosion products. The main elements were Al, C, O, Fe and Zn in the corrosion region, and the ex鄄

isting form of Fe element was Fe2 O3 . The local corrosion of the surface of the steel core was serious. It exhibited a planar pitting

morphology. The main elements were Zn, Al, C and O, and the corrosion product of Zn was hexagonal wurtzite ZnO. Conclusion

Liquid entering into strain clamp resulted in serious internal AC corrosion and produced a lot of heat, which decomposed the seal

material.

KEY WORDS: strain clamp; AC corrosion; pitting; microstructure; corrosion products;thermal decomposition

摇 摇 高压输电是现代电力输送的主要途径。 耐张线

盖区 3 部分组成。 密封材料干结在线夹内表面及铝

其主要用于固定导线,以承受导线张力,并将导线挂

粉末状分布在线夹内面及铝线股间;黑色覆盖物向线

至耐张串组或杆塔上。 线夹在输电线路中属于较易

夹内部延伸并逐渐减少,覆盖物与基体结合力差,可

损坏部件,因施工、设计缺陷、运行环境等导致的线路

以用棉签擦去,擦去后为较明亮的铝基体。 铝线股因

夹作为重要的电力金具在高压输电电网中应用广泛,

中断事故时有发生

[1]

,进而影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

行,故线夹损伤分析成为电力研究的重要方向

[2]

。 现

线股上,已失去了应有的密封作用;白色腐蚀产物呈

压接应力产生了严重的变形,但铝线股之间极少出现
粘结,层与层之间可以轻易分离,逐层取出铝线股发

,缺陷在于研究相对

现越往内层线股上的白色腐蚀产物和黑色覆盖物越

基本 没 有 研 究。 2013 年 12 月, 国 网 淮 北 地 区 运 行

堆积物。 钢芯的腐蚀程度相对较轻,其出现腐蚀的部

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力学方面

[3—4]

较短的时间内造成的损坏,而对内部腐蚀引发的损坏

35 a的 220 kV 线路耐张压接管连接处因腐蚀烧伤导

少。 内层铝线股与钢芯之间的界面上局部出现黑色
位相对于线夹及铝线较深。

致跳线脱落,线路中断。 因此研究老旧线路耐张线夹
的腐蚀损伤,对老旧线路寿命评估与延寿及新线路的
架设工艺设计等具有重要意义。

1摇 实验
实验截取淮北地区农田环境 1978 年投入运行的

NY鄄400 型耐张线夹,切割线夹端头约 10 cm,平行于

线夹轴线,从两侧切割线夹基体并撬开线夹,分别取
出各层铝线股及钢芯。 选取腐蚀较严重的线夹,采用
数码相机记录宏观腐蚀形貌,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微观腐蚀形貌,用能谱仪,X 射线衍射仪及 X 射线光

电子能谱仪分析腐蚀区域元素及物相组成。

图 1摇 NY鄄400 型线夹端头解剖后的宏观形貌

摇 摇 Fig. 1 Dissection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f NY鄄400
strain clamp

2. 2摇 线夹内面腐蚀区微观形貌与腐蚀产物
白色腐蚀区上部为白色粉末,刷去后基体表面仍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线夹解剖宏观形貌
摇 摇 线夹长期暴露于大气环境中,日晒雨淋,端口的

密封材料逐渐失去效用,雨水等沿着线夹与导线之间
的缝隙逐渐进入线夹内部引起腐蚀。 线夹解剖宏观

形貌如图 1 所示,其形态由外向内依次由失效的密封
材料覆盖区、白色腐蚀产物堆积区及黑色腐蚀产物覆

残留一层相对致密的白色腐蚀产物,如图 2 所示。 腐

蚀层厚度约 100 滋m,表面和横截面上可以观察到较
多的微小空洞,腐蚀层横截面高倍形貌显示并不致

密,可以观察到裂纹分布,强度较低。
摇 摇 交流电化学腐蚀,是在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

交变电场作用下发生的电化学腐蚀过程,外施电场比
自然极化过程的内电场在强度上要大得多 [5] 。 由于

高压输电采用交流电,当线夹缝隙内渗入电解质时,
渗液区形成交流电化学腐蚀环境,发生腐蚀。 交流腐
蚀较为复杂 [6—7] ,关于真实的交流腐蚀机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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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线夹内表面白色腐蚀物片层形貌

Fig. 2 Microstructure of white corrosion layer region on the internal surface of strain clamp:
a) Top; b) Cross section; c) Enlarged cross section

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8] 。 这里用 Williams [9] 提出
的正半周期金属离子的扩散理论进行解释。 高压输

电电流呈正弦波变化,线夹内表面的电位从零电位逐
渐升高到正电位最大值后,再降低到零电位;随后向
负电位方向变化,达到负电位最大值后,再逐渐回到
零电位,形成一个循环并不断交替。 当表面处于正电

的 Al( OH) 3 有两种,即水合氧化铝和结晶 Al( OH) 3 。

水合氧化铝受热分解成 Al2 O3 ,结晶 Al( OH) 3 分解为
偏氢氧化铝。

2. 3摇 线夹内面黑色覆盖区微观形貌与成分分析
线夹及部分铝线股表面部分区域覆盖了一层自

位时,发生阳极溶解: Al-3e 寅 Al , 同时电解质中的

然沉积在基体表面的的黑色物质,除去黑色物质后基

Al( OH) 3 引;当表面处于负电位时,表面处于阴极保

黑色物质呈鳞片状覆盖在基体表面且不致密均一。

3+

氢氧根离子向金属电极移动,发生反应:Al +3OH 寅
3+

-

护状态,金属基体不会发生溶解,电解质中阳离子向
电极移动,氢离子得电子生成 H2 ,电极反应为:2H +

体呈现亮白色。 图 4 为黑色覆盖物区域的微观形貌,

对鱼鳞区放大观察,发现其呈现胶冻样的片状,微小

+

2e寅H2 尹。 反应交替进行,宏观表现为铝基体的腐
蚀。 随着反应的进行,电解质逐渐减少,最后消耗殆

尽。 利用 XRD 对线夹白色腐蚀物聚集区进行分析,
如图 3 所 示, 腐 蚀 产 物 主 要 为 Al2 O3 , AlO ( OH) 和

AlOOH,未发现一般大气腐蚀中出现的 Al( OH) 3 [10] 。
文献 [11] 介绍结晶态氢氧化铝与水合氧化铝不同,难

溶于酸,加热到 373 K 也不脱水,在 573 K 加热 2 h 可
以转变为偏氢氧化铝。 据此推测该区域腐蚀后形成

图 3摇 线夹内表面白色腐蚀片层区 XRD 谱
Fig. 3 XRD pattern of white corrosion layer region on the internal
surface of strain clamp

图 4摇 线夹内表面黑色物覆盖区 SEM 形貌

Fig. 4 Microstructure of black region on the internal surface of
strain c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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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分布。 除去黑色覆盖物后表面呈现颗粒状腐蚀

色沉积层为密封材料高温挥发及不完全燃烧生成的

形貌,大量的腐蚀产物颗粒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基体表

产物,沿线夹内缝隙向内部扩散沉积形成。 沉积层下

面,颗粒相对较小约 2 滋m。

对线夹黑色物覆盖区域进行 XPS 测试,如图 5 所

示。 全谱图( 图 5a) 表明该区域主要元素为 Al,O 和

的腐蚀产物颗粒,可能由于铝基体表面的自然氧化及
渗液蒸发扩散引发的电化学腐蚀所致。 线夹内部温
度相对较高,渗入线夹端头的雨水气化,水蒸气沿着

C。 利用 XPSPEAK4. 1 分析软件分别对 C,Al 元素高

缝隙向内部扩散,在铝基体表面形成水膜,在交变电

结果表明,所检测区域中 C1s 谱峰存在 2 个峰值,分

生成 Al( OH) 3 小的团聚物,而团聚物受热分解在基

分辨谱进行解谱,其结果如图 5b 和图 5c 所示。 拟合

别对应 C( graphite) 和由碳氢氧等组成的有机物;Al2p
谱只存在一个峰,对应 Al2 O3 。 以上分析结果说明,黑

流的作用下发生电化学腐蚀,生成的 Al3+ 与 OH - 反应
体表面形成微小的 Al2 O3 颗粒。 因电解质少且分布
均匀使得腐蚀相对均匀轻微。

图 5摇 线夹内表面黑色物覆盖区 XPS 谱

Fig. 5 XPS patterns of black region on the internal surface of strain clamp: a) full spectrum; b) C1s pattern; c) Al2p pattern

2. 4摇 内层铝线股内侧微观形貌与成分分析
内层铝线与钢芯接触面出现了不同于外层铝线

粒处的含量相对附近区域较少,而 Fe 元素则明显高
于附近区域,说明颗粒的主要成分为 Fe。 钢芯表面

覆盖了一层锌作为保护层,保护钢机体不被腐蚀。 铁

的腐蚀状况,局部出现灰黑色物质。 图 6 为腐蚀区的

元素颗粒的出现说明该区域的锌保护层已破坏。

盖区域放大发现其二次电子像( 图 6b) 为灰色颗粒镶

在形式,采用 XPS 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 该区

大,从几微米到几十微米。 利用 EDS 线扫描功能对

谱进行 拟 合 分 析 发 现, 其 结 合 能 为 711. 10 eV, 与

微观形貌,灰黑色物质松散地附着在铝线表面。 对覆

嵌在白色相对较疏松的堆积层中,颗粒尺寸差别较

颗粒及附近区域的 Al,O,Zn,Fe 等 4 种元素的分布进
行分析,结果如图 6c 所示。 Al,O,Zn 等 3 种元素在颗

为进一步分析该区域的元素组成和铁元素的存

域的主要元素为 Al,C,O,Fe,Zn。 对 Fe 元素的 2p3 / 2

Fe2 O3 结合能相同。 A. Perez 等 [12] 研究了钢表面 Al鄄
Zn 保护层的耐腐蚀性能,结果表明保护层缺陷部位更

图 6摇 内层铝线内侧腐蚀区 SEM 形貌及元素线扫描图

Fig. 6 Microstructure of the innermost corroded layer of aluminum conductor and line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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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腐蚀。 镀锌层工艺缺陷及压接时局部应力过
大,导致钢芯表面局部区域的锌层破坏,钢基体暴露,
使该区域成为易腐蚀区,电解质的渗入以及交流电的
共同作用促使该区域出现严重腐蚀。

2. 5摇 钢芯腐蚀区微观形貌与成分分析
交流电具有趋肤效应,在电力输送过程中电流主
要通过铝线进行传输,而钢芯主要起到结构强化作
用。 解剖结果表明,钢芯表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
蚀。 腐蚀严重的区域外观呈海绵状的多空结构或白

色腐蚀产物堆积。 多孔腐蚀区微观结构如图 8a 所

示,腐蚀由基体表层呈层状向内部发展,属于水平型

点蚀 [13] ,各区域腐蚀程度不同导致其宏观表现为多
孔结构。 图 8b 为点蚀区局部放大图,观察发现其呈

现类似岩石风化后的地貌。 采用 XPS 对该区域成分

及物相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该区域主要成分

为 Zn,Al,C,O。 图 9b,c 分别为 Zn2p3 / 2 和 O1s 的结合
图 7摇 内层铝线内侧腐蚀区 XPS 谱

Fig. 7 XPS patterns of the innermost corroded layer of aluminum
conductor: a) Full spectrum; b) Fe2p3 / 2 pattern

能拟合结果,区域物相主要为 ZnO,Al2 O3 和 C,H,O,
等。 电解质渗入线夹后,Zn 失电子形成 Zn2+ 从基体

表面迁出进入电解质溶液中形成 Zn( OH) 2 [14] , 钢芯

图 8摇 钢芯表面腐蚀区 SEM 形貌

Fig. 8 Microstructure of the surface corrosion region of steel core: a) low power; b) high power; c) fine

图 9摇 钢芯腐蚀表面 XPS 谱

Fig. 9 XPS patterns of the corroded surface of steel core: a) Full spectrum; b) Zn2p3 / 2 pattern; c) O1s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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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很高,压接前后钢芯之间的空隙基本不变,这使

线夹断裂的原因分析[ J] . 电力建设,2012(7) :82—85.

而迁移,在其它区域聚集,腐蚀区形成空洞而其它区

Cracking Failure of Strain Clamp on 500 kV DC Transmis鄄

得腐蚀区形成的 Zn( OH) 2 会随着电解质溶液的流动
域出现白色堆积物。 Zn( OH) 2 不稳定,会在 125 益

分解成 ZnO [15] 和 H2 O。 氧化锌晶体有 3 种结构:六边

纤锌矿结构、立方闪锌矿结构,以及比较罕见的氯化

钠式八面体结构。 纤锌矿结构在三者中稳定性最高,
因而最常见。 从图 8c 中可以观察到规则的六边形晶
体。

3摇 结论
1) 线夹内部腐蚀主要集中在接近端口部位,线

夹内面腐蚀区为白色粉末与较致密的片层,其物相组

成为 Al2 O3 ,AlO( OH) 和 AlOOH,线夹内部黑色沉积
物为密封材料分解形成的炭黑和由碳氢氧等组成的

有机物。

2) 内层铝线与线夹接触面局部腐蚀严重,该位

置镀锌层已破坏,钢芯基体铁元素进入腐蚀产物中,
其物相为 Fe2 O3 。

3) 钢芯表面镀锌层呈现典型的平面型点 蚀 形

貌,腐蚀产物为 ZnO 和迁移到钢芯表面的 Al2 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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