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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核电厂循环水泵叶轮失效原因分析及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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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海盐 3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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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提高核电厂海水循环水泵（以下简称“循泵”
）叶轮的耐磨性能。方法 采用表面工程技

术，在叶轮表面涂刷熔融环氧粉末涂层、WC 涂层和耐磨陶瓷涂层，以提高叶轮的耐磨性。通过对比
材料本身的硬度和断裂韧性，分别评价两种新材料在海水中的耐磨性能，并通过实践验证对三种涂层
的耐磨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表明，该双相不锈钢叶轮的损坏为典型的磨损腐蚀，同
时伴随着微弱的电化学腐蚀。经过实践验证，厚度为 0.8~1 mm 的熔融环氧粉末涂层由于与金属基材间
的结合力较差，使用一周期后存在大面积的脱落现象，起不到保护叶轮的作用。厚度为 0.5 mm 的 WC
涂层在运行后检查发现涂层存在一定程度的减薄，部分区域仍存在微弱的冲蚀现象，而且其价格较昂
贵，使用效果与经济性不成比例。耐磨陶瓷涂层整体达到了牺牲涂层从而保护母材的目的。结论 实践
表明仅靠选材无法彻底根除磨损腐蚀，结合表面工程技术，综合使用效果和经济性，最终确定耐磨陶
瓷涂层为循泵叶轮表面防护的最佳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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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wear-resisting property of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Methods The surfa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at included SEBF coating, WC coating and wear-resisting ceramic coating were introduc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comparing the hardness and toughness, the wear-resisting property of the three materials was evaluated and the feasibility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damage of duplex stainless steel impeller was typical erosion corrosion,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faint 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Practice proved that the 0.8~1 mm SEBF-2 coating had poor binding force with metal and
it would bring about coating large area to fall off over time, which made the impeller out of protection. The 0.5 mm WC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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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inner and the washout appeared after running. Its price was expensive and the cost performance was extremely low. The
wear-resisting ceramic coating protected the base material perfectly. Conclusion The erosion corrosion cannot be removed
completely only by new materials. By considering the using effect and economical efficiency and combined with the surfa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e wear-resisting ceramic is proved to be the best protective coating for impeller of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KEY WORDS: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 wear-resisting property; duplex stainless steel; erosion corrosion; surfa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ating

某核电厂海水循环水泵（以下简称“循泵”）的

进行适用性分析。

叶轮材料为 MAS/6001 25/5 双相不锈钢，其功能是
将海水送往凝汽器和辅助冷却水系统，冷却蒸汽和

1

失效机理

设备。而该核电厂所处海岸潮差大，经过该循泵的
海水夹沙能力强，虽然双相不锈钢具有较强的耐腐

在叶片的入水侧、导流部分、出水侧和叶轮

蚀性能，但海水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其中存在大量

下口环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磨损损坏。在运行过程

硬度较大的泥沙颗粒，在长期磨损和电化学的共同

中，叶轮长期受到海水的冲刷，在其表面存在较

作用下，对循泵叶轮破坏尤为严重

[1—2]

。

多的鱼鳞状花纹，在其正表面可以发现明显的犁

目前，对于循泵叶轮的维护，通常从选材和表

沟状纹路，其方向与水流方向一致，局部区域材

面处理两方面出发来延长其使用寿命。因此，本文

料流失严重，在叶轮入水侧根部已贯穿，如图 1

结合现场工程实践，对提出的选材和表面处理方案

所示。

a 入水侧

b 导流部分

c 出水侧

d 下口环

图1

循泵的破损情况

Fig.1 The failure of circulating seawater pump：a) import side, b) diversion side, c) outlet side, d) wear-ring

1.1

磨损腐蚀
通过对叶轮破损部位的宏观分析，初步确定为

泥沙机械冲刷、磨损和海水腐蚀共同作用下的磨损
腐蚀失效，且泥沙机械冲刷、磨损损坏的速率远大
于其腐蚀速率。该电厂位置的海水平均含沙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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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g/m³，沙型以石英和正长石为主、直径小于 0.1

区域会形成负压并伴有较多的气泡产生，该区域负

mm 的细颗粒粉沙，硬度为 HV950~HV1200，形状

压一旦降低，气泡将会破灭并将能量传递给沙粒使

多为棱片状

[3—4]

。循泵叶轮材质为 MAS/6001 25/5

其加速。沙粒的撞击角度和导流侧相似为小角度撞

双相不锈钢，硬度为 HV374，远低于海水细沙颗

击，这种模式的撞击使出水侧表面形成汽蚀凹坑，

粒的硬度，导致其耐磨性能较差。加之海水中的

并不断扩大合并，在凹坑交汇处顶端形成了刀刃状



Cl 质量浓度为 5677.87 mg/L，DO（溶解氧）质量

结构。叶轮各部位磨损腐蚀情况如图 2 所示。

浓度为 8.9 mg/L，所以该处的海水为含有大量硬度
较大的细沙颗粒和腐蚀介质的固液两相流，循泵运
行中在受到流动粒子冲击作用的同时，伴随着电化
学腐蚀 [5—7]。
磨损腐蚀造成的材料损失不是简单的纯冲刷
失重和纯电化学腐蚀损失质量之和，而是两者相互
促进产生协同作用所致。磨损腐蚀失重分量可以分
为冲刷损失质量 me和电化学腐蚀损失质量 mc，则
磨损腐蚀总损失质量 mt 可表示为：
(1)
mt = me + mc
磨损腐蚀总损失质量 mt 可表示为纯冲刷损失
质量 me、纯电化学腐蚀损失质量 mc 两者交互作用
损失质量 ms 三者之和，即：
mt = me + mc + ms
联立两式可得：

(2)

(3)
ms = (me me) +(mc mc) =Δme +Δmc
ms 即为沙粒冲刷和电化学腐蚀相互促进的部
分，其中 Δme 反映了电化学腐蚀对沙粒机械冲刷腐
蚀的促进作用，Δmc 反映了冲刷腐蚀对材料电化学
腐蚀的促进作用。

1.2

图 2 叶轮入水侧、导流侧和出水侧磨损腐蚀示意
Fig.2 The diagram of erosion corrosionon inlet side, diversion
side and outlet side

因此，叶片入水侧和出水侧的表面结构被破
坏，尤其是入水侧叶片上的穿孔，都是由汽蚀加速
的泥沙颗粒机械冲击作用所致。

2

失效机理分析
在检查时发现循泵叶轮的入水侧和出水侧的

磨损程度远大于导流侧，这是由于在入水侧和出水
侧存在汽蚀现象，且仔细观察这两个部位可以发现
明显的汽蚀凹坑。循泵在运行时，叶轮入水侧与水
流形成正面冲击，由于汽蚀的存在，气泡溃灭时将
势能传递给沙粒导致沙粒加速，增大了沙粒的破坏
作用。这种大角度的高频高强度的撞击导致入水侧
表面形成了疲劳裂纹，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纹不断
扩展，形成了早期的汽蚀坑。随着时间的延长，沙
粒的这种往复式破坏将早期的汽蚀坑不断扩大并
合并，由大角度的显微切削形成的汽蚀坑在宏观上
表现较为光滑 [8]。在叶轮导流侧，由于水流方向和
叶轮表面平行，沙粒撞击叶轮表面的角度较小且无
汽蚀存在，所以导流侧的磨损腐蚀程度相对较轻，
且凹坑的方向与水流方向一致。在叶轮出水侧局部

防护措施
该循泵叶轮的失效机制为海水泥沙的磨损腐

蚀，同时伴随着微弱的电化学腐蚀。结合国内外
经验，目前延长叶轮使用寿命主要有以下两种方
法 [9]：1）选择耐磨削性能更加优异的金属的材料
来替换目前的双相不锈钢；2）采用经济性较好的
材料，通过表面工程技术，在叶轮表面形成保护层，
保证叶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能以较小的代价进行
维修。

2.1

合理选材
对于一种材料的耐磨损腐蚀性能来说，主要有

硬度和断裂韧性两个指标。硬度是材料耐磨性能的
一个重要标准，硬度越高，材料的耐磨性能越好，
但它并不是材料耐磨性能的唯一标准。当存在冲击
载荷和交变表面应力时，合金抗断裂能力即断裂韧
性对其耐磨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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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材

综合考虑材料的硬度和断裂韧性，超低碳马氏
体不锈钢 00Cr13Ni5Mo 和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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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应用较为广泛。陶瓷涂层主要有各种氧化物和
复合氧化物、碳化物、硅酸盐系，此外，还有金属
陶瓷，相比于前两类涂层，陶瓷涂层施工技术要求

17-4PH 是 较 合 适 的 材 料 。 两 者 的 硬 度

相对较低，性价比较高，但陶瓷涂层与个别基体间

（00Cr13Ni5Mo 为 HB285，17-4PH 为 HB321）均

的结合力一直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

高 于 原 叶 轮 MAS/6001 25/5 双 相 不 锈 钢 的 硬 度

该厂在发现循泵损坏严重后，先后采用了高温
热喷涂熔融结合的黑色环氧粉末、热喷涂 WC 涂层

（HB230~260），但仍远低于石英沙的硬度。据文
献[10]表明，上述两种材料在黄河花园口原型沙
（HV950～HV1200），含沙量为 50 kg/m3，速度为

和刷涂耐磨陶瓷进行抗磨损腐蚀，并对其使用效果

13.24~14.45 m/s 的 试 验 介 质 中 冲 刷 4 h ，

2.2.1

00Cr13Ni5Mo 的 磨 损 速 度 为 1.12 mg/(cm2·h) ，
17-4PH 的磨损速度为 4.35 mg/(cm2·h)。

进行对比。
熔融环氧粉末

在叶轮流道表面均匀喷涂熔融结合的环氧粉
末，平均厚度 800~1000 μm，该涂层为单组分热固

17-4PH 经时效处理后，材料的强度和硬度显

性的熔融结合改性环氧粉末涂层。目前该涂层已广

著提高，但材料的韧性变差，抗汽蚀能力变差。
00Cr13Ni5Mo 固溶处理后，采用高温回火热处理，

泛应用于各种设备的表面防腐上，其优点是表面光
滑，粗糙度低，工艺简单，适合大面积磨损部件的

且部分马氏体逆转变成奥氏体，使材料的韧性升

涂覆，且其抗磨性能高，并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高。热处理后，17-4PH 组织中的马氏体合金固溶
度低于 00Cr13Ni5Mo，后者马氏体硬度高于前者，
且后者析出的硬质相直径大于 ε 相

[11—12]

运行 4 个月后，发现涂层与母材存在大面积脱
落现象。在叶片根部涂层脱落区域汽蚀损坏现象严

，所以

重，涂层未脱落部分未发现损坏情况。该熔融结合

00Cr13Ni5Mo 的 耐 微 粒 切 削 磨 损 性 能 优 于
17-4PH。

的环氧粉末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但其抗汽蚀能
力不强，且涂层与叶片流道的结合强度不够，无法

2.1.2

全方位保护叶轮。

现场工程实践

该厂之前试用过沉淀硬化不锈钢 17-4PH 叶

2.2.2

WC 涂层

轮，其材料硬度高于原叶轮 MAS/6001 25/5 双相不

采用高速热喷涂的 WC 涂层（厚 0.5 mm），运

锈钢。在运行 4 个月后，解体检查发现其耐磨损腐

行 1 年后，解体检查发现，叶轮碳化钨涂层的整体

蚀性能有所提高，基本保留了水力部件的完整性，

情况良好，局部区域存在磨损及坑、孔。叶片入水

但在叶轮边缘，口环处仍有明显的破损坑和犁沟、

侧根部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出水侧背面尾部存在较

鱼鳞纹，总体使用效果不能满足现场的实际要求，
其抗磨损腐蚀有待改善。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

深的犁沟槽，最深处达 6 mm，如图 3 所示。
从总体效果来看，该方法达到了牺牲涂层保护

解决循泵水力部件的磨损腐蚀失效问题，单纯地通

母材的目的。但是由于 WC 涂层厚度较薄，局部区

过改变叶轮的材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论

域磨损较严重，且目前进口的 WC 涂层价格较为昂

上，超低碳马氏体不锈钢 00Cr13Ni5Mo 的耐微粒

贵，如果加厚涂层，使用效果与经济性不成比例。

切削磨损性能优于 17-4PH，但具体的工程应用有

综合使用效果和经济性两方面因素，建议选择国内

待实践验证。

的 WC 涂层技术，同时增加涂层厚度，延长循泵使
用寿命，但目前国内 WC 涂层与母材之间的结合力

2.2

表面工程技术

有待实践验证。

目前，国内外针对海水腐蚀问题的表面工程技
术应用十分广泛，其中涂层可以分为三大类：高分
[13—15]

2.2.3

耐磨陶瓷

采用耐磨陶瓷涂层，在叶片入水侧等磨蚀较严

。金属涂层主

重及有较深坑、孔洞处，先刷涂大颗粒耐磨防护剂

要有不锈钢材料和合金粉末，不锈钢材料可以通过

填补平整，半固化后，刷涂小颗耐磨防护剂填补小

堆焊等技术实现涂覆，合金粉末一般通过热喷涂方

空隙，然后用超金属修补剂做平整、填充微孔及平

法涂覆到设备表面。高分子涂层主要有聚氨酯涂
层、环氧树脂涂层和复合尼龙涂层，前两者在核电

滑过渡，最后刷涂白色刷涂陶瓷粉末和灰色刷涂陶
瓷粉末。涂层总厚度约为 3.5 mm，在涂刷大颗粒

子涂层、金属涂层和陶瓷涂层

·218·

表

面

技

2016 年 09 月

术

a 入水侧根部

b 出水侧背面尾部

图 3 WC 处理后叶轮的磨损情况
Fig.3 The degree of erosion corrosion with WC coating: a) root of import side, b) root of outlet side

耐磨防护剂区域的厚度达到 5 mm。运行 1 年后，

原因先前未涂刷大颗粒耐磨防护剂，磨损较严重，

发现叶片入水侧根部附近有小面积剥落，出水侧涂

其余部位涂层的整体性保持完好，未见明显的坑、

层露出陶瓷粉末，未见母材露出，下口环由于外径

孔洞，如图 4 所示。

a 涂层整体形貌

b 入水侧

c 出水侧

d 下口环

图 4 耐磨陶瓷处理后叶轮的磨损情况
Fig.4 The degree of erosion corrosion with wear-resisting ceramic coating:
a) coating morphology, b) inlet side, c) outlet side, d) wear-ring

整体来看，耐磨陶瓷涂层达到了牺牲涂层保护
叶轮的目的，尤其是叶片流道部分和出水侧基本没

果和经济性，费用远低于进口 WC 涂层，且可在现
场施工，缩短了设备的维修时间。

有较大的磨损，叶片入水侧也未见明显的汽蚀坑、
孔。针对下口环的磨损问题，可以在下口环出厂时

3

结论

减小外径，预留空隙涂刷大颗粒耐磨防护剂或者使
用较为昂贵的进口 WC 涂层进行保护。相比于环氧

针对循环水泵叶轮的磨损进行了失效分析，确

粉末涂层和 WC 涂层，耐磨陶瓷涂层综合了使用效

定了该叶轮失效主要是由海水中的沙粒机械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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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磨损腐蚀所致。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从合理
选材和表面工程技术两方面来对循泵进行耐磨损
和抗汽蚀处理。选材上，综合考虑材料的硬度和断

[7]

裂韧性，尝试用沉淀硬化不锈钢 17-4PH 代替原先
的双相不锈钢。实践表明，仅靠选材无法彻底根除
磨损腐蚀，结合表面工程技术，选取不同类型的表

[8]

面涂层，对比其抗磨损腐蚀性能，并综合使用效果
和经济性，确定耐磨陶瓷涂层为循泵表面处理的最
佳涂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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