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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截止阀波纹管组件腐蚀开裂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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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目的摇 针对某炼油厂波纹管截止阀中双层不锈钢 304 波纹管组件发生开裂,造成截止阀失效的

现况,通过失效分析,寻找腐蚀开裂的原因。 方法摇 对失效开裂的不锈钢截止阀双层波纹管组件进行外
观检查,采用金相显微镜和直读光谱仪分别对失效组件的金相组织和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用电子显微镜
观察组件断口形貌与特征。 结果摇 波纹管组件外层管壁断口上可以观察到解理面和解理台阶,并且能看
到腐蚀产物的存在,这是奥氏体不锈钢发生应力腐蚀断裂的典型特征;内层管壁断口上有韧窝存在,属于
机械断裂。 金相组织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波纹管组件使用的不锈钢材质合乎设计与使用要求。 导热油
介质检测结果显示,导热油中含氯 55 mg / kg, 总硫含量 350 mg / kg,有害离子含量较高。 结论摇 双层波纹

管组件的内层管壁和外层管壁的失效机制不同:外层管壁是由 Cl - 导致的应力腐蚀开裂;内层管壁是由于

外层管壁失效引起波纹管组件失稳,造成抗压强度和寿命急剧降低,在应力的作用下出现韧性断裂。 建
议降低导热油中有害离子含量,使用耐蚀性更好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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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causes for corrosion cracks by failure analysis i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bellows subassem鄄

bly made of 06Cr19Ni10 stainless steel in the sealed valves cracked which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sealed valves. Metho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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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of the failed bellows subassembly was examined by naked eyes, the 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chemical compo鄄

nent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by the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 and direct reading spectrometer; the morphology and fracture of

the failed subassembly were observed by SEM. Results Cleavage plane, cleavage steps and corrosion products were seen on the
fracture of the outer wall, which was the typical feature for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of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Some dimples were

observed on the inner wall fractur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inner wall had ductile fracture.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microstructur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bellows subassembly met the requirements on design and usage. The medium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harmful ions wa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heat transfer fluid ( HTF) which contained 55 mg / kg chlo鄄

ride ion and over 350 mg / kg sulfur. Conclusion The main fracture causes of outer and inner wall of the double鄄layer bellows subas鄄

sembly were different; the failure of outer wall was due to the stress corrosion related to the high content of chloride ion, while the

fracture of inner wall was ductile fracture,which was due to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mpressive strength in the result of the
plane instability cause by the failure of outer wall.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ontent of harmful ions should be reduced in HTF and the

stainless steel with better corrosion resistance should be used.

KEY WORDS: stainless steel; failure analysis; bellows subassembly; HTF;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plane instability; ductile

fracture

摇 摇 不锈钢截止阀由于其结构简单、合理,密封性能

可靠,被广泛应用于蒸汽、导热油等易燃、易爆有毒介
质的管路上。 其内部采用波纹管结构,波纹管组件下
端焊接在阀杆上,在阀杆与阀体内的工艺流体之间提
供了可轴向移动的金属壳体,形成动密封,以防止工
艺流体浸蚀阀杆;另一端置于阀体和阀盖之间,构成
静密封

[1—2]

。 该波纹管组件在承受阀杆压缩与拉伸

的同时,承受着介质的压力、温度和腐蚀,极易发生开
裂或者断裂

[3]

。

某炼油厂家波纹管不锈钢截止阀失去密封作用,

相显微镜观察其组织结构。

1. 3摇 管材化学成分和腐蚀产物分析
在波纹管组件内外层管壁上分别截取试样,用德

国 OBLF 公司的 QSN 750 型直读光谱仪进行成分检

测,不锈钢中常量元素全部采用火花放电。 采用能谱
仪对内外层管壁断口上的腐蚀产物成分进行分析,并
对外层管壁断口侧面进行氯元素分布扫描。

2摇 分析结果

经检查发现,截止阀中双层波纹管组件在接近阀盖焊
接部位发生大面积开裂,损坏严重。 该波纹管组件的

2. 1摇 断口宏观形貌

工作温度为 230 益 。 为了寻找波纹管组件腐蚀开裂

摇 摇 失效截止阀及其波纹组件的断口宏观形貌见图

材质牌号为 06Cr19Ni10,其接触介质为某型导热油,
的原因,对该开裂的波纹管组件进行了失效分析。

1,波纹管组件断裂区位于波纹管组件与阀杆、阀盖上

1摇 分析方法

两层较薄的管壁构成,单层厚度为 0. 3 mm。 由图 1b

端焊接处,如图 1a 箭头所指位置。 波纹组件由内外

1. 1摇 SEM 分析
摇 摇 分别从失效波纹管组件内外层管壁断口处截取

样品,经除油清洗后,采用 LEO鄄1450 型扫描电子显微
镜观察外层管壁和内层管壁的断口微观形貌。

1. 2摇 金相分析
从波纹管组件上截取试样,用环氧树脂进行镶

嵌,然后依次用 240 # ,360 # ,600 # ,800 # ,1000 # 水砂纸打

磨,再经抛光机抛光后,分别用无水乙醇和蒸馏水洗

净,在王水酒精溶液中浸蚀 3 min [3] ,采用 4XC 型金

图 1摇 失效样品及其断口宏观形貌

Fig. 1 Macrograph of the failed sample: a ) the failed sealed
valves, b) the bellows sub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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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外层管壁外表面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腐蚀,可
以看到明显的蚀坑和裂纹;内层管壁表面则无明显的
腐蚀痕迹。 同时可以观察到,波纹管组件的变形程度
在轴向上发生偏移,出现了失稳的现象,并且波纹管
组件断裂于波纹管第一波纹波峰斜向至波谷的位置,
断口形状不规则。

摇 2016 年 02 月

样品,外层管壁断口的微观形貌如图 2 所示。 图 2a

显示,断口表面靠近介质的一侧存在一层疏松的腐

蚀产物膜,有明显腐蚀的特征;图 2b 显示了断口表
面的河流状花样,断口上清晰可见解理面和解理台

阶,并且还能观察到腐蚀产物的存在,这是奥氏体不

锈钢发生应力腐蚀断裂的典型特征;图 2c 中可以观

察 到 明 显 的 二 次 裂 纹 迹 象,裂 纹 分 叉 扩 展,相 互 交

2. 2摇 断口微观形貌

割,形成了脆性断口,这些也是应力腐蚀开裂断口的

观察从失效波纹组件内外层管壁断口处截取的

典型特征。

图 2摇 波纹组件外层管壁断口微观形貌

Fig. 2 Micrograph of the fracture at the outer wall of bellows subassembly:

a) fracture surface of outer wall before cleaning, b) the cleavage fracture on the outer wall, c) the secondary crack on the outer wall

摇 摇 内层管壁断口的微观形貌如图 3 所示,断口上的

韧窝清晰可见,说明波纹组件内层管壁的断裂属于韧
性断裂。

表 1摇 断口腐蚀产物 EDS 分析结果
Tab. 1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corrosion products at the
fracture

位置

O

Si

质量分数 / %

Cl

Cr

Mn

Fe

Ni

外层管壁断口 25. 07 0. 57 1. 94 23. 36 0. 66 39. 48 8. 92

内层管壁断口 19. 07 0. 62 0. 09 20. 08 0. 88 50. 74 8. 52

0. 1% ;外层管壁断口上的 Cl 元素含量较内层管壁断
口上的高,质量分数接近 2% 。

图 3摇 波纹组件内层管壁断口微观形貌

Fig. 3 Micrograph of the fracture at the inner wall of bellows sub鄄
assembly

2. 3摇 腐蚀产物和氯元素分布
对内外层管壁断口上的腐蚀产物进行能谱分析,

结果见表 1。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该型钢为 18鄄8 不

锈钢,腐蚀产物中除含有 Fe,Cr,Ni,Si,Mn 外,还含有
来自于氧化物中的 O 和吸附自空气中的 O。 内层管

壁的断口上检测到 Cl 元素的存在,质 量 分 数 仅 约 为

对外层断口侧面进行面扫描,分析 Cl 元素在断

口附近的分布,结果如图 4 所示。 综合图 4a 和 b 可

以看出,Cl 元素在侧面靠近断口处和出现二次裂纹的
地方分布较为密集,在裂纹处出现富集,这充分说明

了波纹管组件外壁的开裂是由于 Cl - 导致的应力腐蚀
开裂。

2. 4摇 金相组织和化学成分
为了验证失效材料是否为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对
其进行了金相组织与化学成分分析。 首先,在波纹管
组件断口附近截取金相样品,进行粗磨、细磨、 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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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硫酸铜盐酸水溶液蚀刻后,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其

金相组织 [4] ,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中能观察到奥氏体
组织,并有少量孪晶,晶粒大小较均匀。

图 5摇 波纹组件的金相组织

Fig. 5 Metallographic microstructure of the bellows subassembly

其次,采用直读光谱仪对波纹管组件进行化学

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知,该波纹组

图 4摇 波纹管组件外层管壁断口侧面 Cl 元素分布

件的化学成分符合 GB / T 20878—2009《 不锈钢和耐

Fig. 4 Chlorine distribution on the side face of fracture at the outer

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 中 06Cr19Ni10 (304 ) 牌号的

wall of bellows subassembly: a) micrograph of the fracture at

规定。

the outer wall, b) EDS mapping of Cl element at the fracture

表 2摇 波纹管组件化学成分
Tab. 2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bellows subassembly

样品种类
标准试样 [5]
失效试样

C

臆0. 08
0. 063

Si

臆1. 00
0. 37

Mn

臆2. 00
1. 01

质量分数 / %

S

臆0. 030
0. 005

P

臆0. 045
0. 037

Cr

18. 00 ~ 20. 00
18. 41

Ni

8. 00 ~ 11. 00
8. 19

3. 1. 1摇 材质因素

3摇 结果讨论

由金相显微组织( 见图 5) 和化学成分分析( 见表

波纹管内外层管壁的微观断口形貌呈现不同的
断裂特征:外层管壁断口上出现解离断口和二次裂
纹,同时有明显腐蚀的痕迹,与奥氏体不锈钢在含氯

介质中发生应力腐蚀开裂的特征相同 ;而内层管壁
断口上出现韧窝,符合韧性断裂的特征 [7] 。
[6]

3. 1摇 失效因素分析

一般来讲,材料的应力腐蚀开裂都是材质、环境
介质和应力三者作用的结果,而韧性断裂一般与材质

2) 可知,该波纹管组件金相组织上的晶粒大小分布均
匀,有少量孪晶存在,且其化学成分处在国标所要求
的化学成分范围内,所使用的不锈钢材质应为 18鄄8

型 06Cr19Ni10 奥氏体不锈钢,合乎设计与使用要求。
由此认为,波纹管组件的失效开裂与材质的使用不当
无关。 但是,这种 18鄄8 型奥氏体不锈钢在一些环境
中容易出现局部腐蚀,所以不能排除材质因素。

3. 1. 2摇 腐蚀因素

检查波纹管组件内外层管壁表面后发现,外层管

壁外表面上存在明显的腐蚀坑点和裂纹( 见图 1b) ,

和应力有关,与介质关系不大。 为此,可以从以下三

但内层管壁表面未看到明显的宏观腐蚀和裂纹。 在

个方面对该波纹组件的断裂失效进行分析,从而获知

工况下,波纹管组件的外层管壁与工作介质相接触。

其失效断裂的原因。

工作介质为导热油,厂家提供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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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油中氯含量为 55 mg / kg,总硫含量为 350 mg / kg,

表面形成蚀坑,产生应力集中,加速裂纹的萌生与扩

析结果( 表 1) 可知,断口表面检测到 Cl 的存在,且外

含量达到 25 mg / kg 时就会发生应力腐蚀 [14—15] ,而该

同时含有微量( 约为 0. 06% ) 的水分。 从腐蚀产物分

层管壁断口上氯元素的质量分数达到 1. 94% ,从断口

侧面元素分布( 图 4) 来看,氯元素在靠近断口处和二
次裂纹处出现富集。 考虑到该波纹管组件属于 18鄄8

型奥氏体不锈钢,该型不锈钢在含氯和 H2 S 的含水介

质中易形成点蚀,对应力腐蚀敏感,易构成裂纹发生
的起源

[8]

,因此认为工作介质极有可能是波纹管组件

失效的介质因素。
3. 1. 3摇 应力因素

对于外层管壁来说,其断口上呈现出解理断口和

二次裂纹( 图 2) ,且有明显腐蚀痕迹,这都是奥氏体

不锈钢应力腐蚀开裂的典型特征,说明失效件承受了
一定的应力作用。 从受力情况分析,波纹管组件下端

焊接在阀杆上,上端接于阀盖,阀门在开启或关闭状
态时,波纹管分别处于压缩和拉伸状态,承受轴向压

应力和拉应力;同时,该波纹管组件工作温度在 230

益 ,承受的导热油蒸汽压力约为 1 MPa,当波纹管组

展。 有实验表明,对于 18鄄8 型不锈钢,介质中的 Cl -

组件所处介质中 Cl 含量达 55 mg / kg, 高于此条件。
同时,该波纹管组件工作温度为 230 益 ,而该材质不

锈钢发生应力腐蚀的温度在 70 ~ 300 益 ,通常温度越
高,应力腐蚀敏感性越大 [16] 。 另外,当波峰上受到的

轴向应力与残余拉应力叠加,达到引起波纹管应力腐
蚀开裂的临界应力 滓 scc 时,即满足了应力腐蚀的应力

条件。 因此,在导热油介质中 Cl - ,S 和轴向残余拉应

力的共同作用下,对应力腐蚀开裂敏感的 18鄄8 不锈
钢发生了应力腐蚀开裂而失效。

对于波纹管外层管壁来说,其外表面与腐蚀介质

相接触,腐蚀介质含有 Cl - ,且工作温度处于奥氏体不

锈钢的应力腐蚀敏感区间,满足不锈钢应力腐蚀的条
件,断口形貌又符合应力腐蚀的特征,所以可以推断,
波纹管外层管壁的断裂为 Cl - 导致的应力腐蚀开裂。

对于波纹管内层管壁来说,与腐蚀介质不直接接

触,其断口形貌为韧性断裂形貌。 由于外层管壁破

件处于拉伸状态时,波纹侧壁段发生倾斜,波峰的直

裂,波纹管组件失稳,位移被集中在靠近阀盖的波纹

径保持不变,当拉伸位移较大时,侧壁段倾斜的角度

上,波纹管的抗压能力和使用寿命急剧降低,会导致

较大,侧壁与波峰圆弧的连接处同时受到因倾斜产生

波纹管很快断裂或者开启阀门几次后即出现断裂,所

的弯矩和载荷,形成局部应力集中
过程中会形成残余应力

[11]

[9—10]

;此外,在加工

。 当三者叠加达到引起波

纹管应力腐蚀开裂的临界应力 滓 scc ,即满足了应力腐

蚀的应力条件。

对于内层管壁,其断口上出现了韧窝形貌( 见图

3) ,属于韧性断裂,说明内层管壁经过一定阶段塑性

变形后,由于裂纹扩展到一定长度,使构件的有效截

面减少,从而造成了一次性快速断裂 [12] 。 在外层管

壁未出现裂纹时,内层管壁与外层管壁的受力状况一
致;但当外层管壁由于应力腐蚀开裂形成裂纹时,在
内压产生的子午向弯曲应力和周向膜应力的合力作

用下,波纹管组件发生塑性变形,出现平面失稳,位移
被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波纹上, 大大降低了波纹

管组件的寿命和抗压能力 [13] 。 因此,内层管壁也满

以认为内层管壁的断裂是由于波纹管失稳引起使用
寿命和抗压能力降低造成的。

4摇 结论
内外层管壁的失效断裂模式不相同:外层管壁的

失效是 Cl - 导致的应力腐蚀开裂所致;内壁开裂是由

于波纹管组件失稳引起使用寿命和抗压强度降低造
成的。 导热油介质中氯和硫与组件的应力出现是导
致其失效的主要介质因素和力学因素。
为了防止实际工况条件下波纹管组件再次发生
此类开裂失效情况,建议:降低导热油中有害离子的
含量;避免应力的集中或者存在;使用耐蚀性更好的

材质,例如 316L 不锈钢来制造波纹管组件。

足了开裂的应力条件。

3. 2摇 失效分析
该波纹管材料为 06Cr19Ni10 (304 ) 奥氏体不锈

钢,这种材料在拉应力和适当的活性介质共同作用

下,有较强的应力腐蚀开裂倾向。 导热油中 Cl 和 S

的含量较高,Cl - 存在会破坏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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