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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 LiF-NaF-KF 熔盐中的
腐蚀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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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静态腐蚀及 SEM/EDS、EPMA 等分析表征技术，
研究了 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 700 ℃ LiF-NaF-KF
(FLiNaK) 熔盐中的腐蚀行为。结果表明，
这两种不锈钢在 FLiNaK 熔盐中的主要腐蚀形式是表面和近表面晶
界处 Cr 的选择性流失。316H 不锈钢由于含有 Mo，
腐蚀深度及失重均低于 304 不锈钢。腐蚀后，
两种不锈钢
的表面均出现了富集 Ni 和 Fe 的腐蚀层，
而近表面区域均出现了大量的纳米级析出相。EDS 分析结果显示，
这
些析出相是 Cr 和 Al 的氮化物或碳氮化物，
析出相显著提高了材料的硬度。
关键词 304 不锈钢 316H 不锈钢 氟化物熔盐 晶间腐蚀 纳米级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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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304 and 316H stainless steels in molten LiF-NaF-KF(FLiNaK)
salt at 700 ℃ was studied by static immersion test, followed by SEM/EDS and EPMA analys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tainless steels in molten FLiNaK salt are mainly selective depletion of Cr from the surface and grain boundaries underneath the surface. The corrosion depth
and weight loss of 316H stainless steel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304 stainless steel, which may be ascribed to the Mo addition in 316H steel. After corrosion, the two steels show surface corrosion layers enriched in Ni and Fe, as well as nano-sized precipitates in the steel matrix near the surface. EDS analyses
suggest these precipitates to be Cr and Al nitrides or carbonitride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precipitat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hardness of th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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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堆 (MSR) 是“第四代核能国际论坛”中提
出的 6 种先进反应堆型之一，
具有固有安全性、
经济
性、
可持续性、
防核扩散性和高效率利用核燃料等优
[1-3]
点 。MSR 选用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氟化物作为
核燃料载体和冷却剂，
其中三元共晶熔盐 LiF-NaFKF (46.5%-11.5%-42%，
摩尔分数，
FLiNaK) 是候选
熔盐之一，
具有高比热、
高热传导、
高沸点、
低饱和蒸
[4]
气压等优点 。
金属材料在熔盐中的腐蚀行为是决定材料使用
寿命及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5-7]表明，
镍基
合金具有很好的耐氟化物冷却剂腐蚀性能 ，其中
Hastelloy-N 合金更是迄今为止唯一被实际用于建造
熔盐实验堆的合金材料。然而该合金价格昂贵，
且
并未被收录进 ASME 核用材料标准中，
无法直接用
来建造商业熔盐堆。304 及 316 奥氏体不锈钢具有
良好的高温力学性能及经济性，
同时具备 ASME 高
温堆核用材料资质 ，因此是熔盐堆的重要备选材
料[8]。然而相对于镍基合金，不锈钢的耐氟化物熔
盐腐蚀性较弱，
且相关研究也较少。
[9]
Sellers 等 研究了 316L 不锈钢和 Hastelloy-N 与
石墨在 850 ℃的 FLiNaK 盐中的腐蚀行为 ，结果表
明石墨加速了 Cr 的腐蚀。Zheng[10] 比较了 316L 和
Hastelloy-N 在 700 ℃下 FLiBe 熔盐中的腐蚀行为 ，
表明在没有石墨的情况下其年腐蚀率分别为 12.0
和 17.2 μm/a。丁祥彬等[11] 的研究表明，
Hastelloy-N
与 316L 不锈钢在 FLiNaK 熔盐中，
前者表现出明显
的均匀腐蚀，
后者发生了晶间腐蚀；
1000 h 后 Hastel‐
loy-N 合金未见明显的腐蚀，
而 316L 不锈钢的腐蚀
深 度 达 到 了 40 μm。 美 国 橡 树 岭 国 家 实 验 室
(ORNL) 的 研 究 人 员 将 304L 不 锈 钢 在 LiF-BeF2ZrF4-ThF4-UF4 (70%-23%-5%-1%-1%，
摩尔分数) 动
态熔盐中腐蚀 5 a，
由于熔盐中含燃料，
发现腐蚀非
[12]
常严重，
腐蚀孔洞深度达到 250 μm 。上述研究大
多是针对 316L 不锈钢和 Hastelloy-N 合金的 ，对于
304 不锈钢的研究相对缺乏，
尤其缺少 304 与 316 在
冷却剂熔盐 (FLiBe 或 FLiNaK) 中的腐蚀性能对比
研究。Kondo 等[13] 对比了 304L 和 316L 在 600 ℃下
FLiBe 熔盐中的腐蚀行为，
由于测试体系选择不佳，
测试时间也很短，
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ORNL 研
究人员的测试结果[14]表明，
FLiNaK 具有路易斯碱的
特性 ，比 FLiBe 的腐蚀性略强。因此 ，本研究比较
304 及 316H 两种不锈钢在 FLiNaK 中的腐蚀行为 ，
以得出两种不锈钢明确的腐蚀抗力差异性。

1 实验方法
实验使用的材料为 304 及 316H 不锈钢热轧板

材，
成分如表 1 中所示。采用线切割从原始不锈钢
板材上切取尺寸为 15 mm×10 mm×2 mm 的片状腐
蚀试样，
并采用激光打标仪标记每一块试样。腐蚀
实验前 ，先采用水磨砂纸将片状试样逐级打磨至
1500#，
以去除试样表面可能存在的氧化物杂质。然
后，
将试样依次放入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中进行超
声清洗，
并采用电吹风冷风吹干试样表面。最后，
采
用游标卡尺及精密天平对试样的实际尺寸及重量进
行测量。实验使用的 FLiNaK 盐事先经过 H2 -HF 纯
化处理，
以除去原料中的杂质。纯化后盐的主要杂
质成分 (mg/kg) 如下：
Fe 8.04，
Cr 0.94，
Ni 218.3，
Mo
0.13，
Cl- 16.4，
NO- 31.4，
PO43- 12.1，
SO42- 16.4，
O 276。
其中 ，金属元素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ICP-OES) 测得，
阴离子由离子色谱仪测得，
氧含量
由氧分析仪 (leco ro600 测得)。盐从纯化后至实验
前始终存放在水、氧含量均低于 10 mg/L 的充 Ar 的
手套箱中，
避免污染。
腐蚀实验采用静态浸泡的方法，
浸泡用容器如
图 1 所示。该容器由双层坩埚构成：
内层为石墨坩
埚，
用于盛装样品及熔盐；
外层为不锈钢坩埚，
用于
密封，
隔绝外界气氛。实验前，
先用无水乙醇清洗石
墨坩埚及石墨坩埚盖，
然后转移到 700 ℃的真空炉
中烘干 24 h，
以尽可能去除石墨中吸附的水分和氧
气。待真空炉冷却至室温，
迅速将石墨坩埚转移到
手套箱中备用。不锈钢坩埚则先使用去污粉和自来
水去除表面的油污，
再使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清
洗，
然后转移到 120 ℃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2 h，
冷
却后转移至手套箱中备用。
在手套箱中将 304 及 316H 不锈钢片状腐蚀试
表 1 304 和 316H 不锈钢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304 and 316H stainless
steels
(mass fraction / %)
Steel
304

C

Mn

S

Si

P

Cr

Ni

0.06 1.13 0.002 0.40 <0.001 18.58 7.74

Mo

Fe

---

Bal.

316H 0.06 1.08 0.004 0.47 0.035 16.24 10.04 2.07 Bal.

图 1 不锈钢静态腐蚀浸泡实验容器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static corrosion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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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别置于两个容器内，
每个容器中放 3 个平行对

316H 不锈钢腐蚀后的盐中只增加了约 160 mg/L。

比样。为了避免因试样与石墨连接而产生的电偶腐

Ni 增加较少，
304 和 316H 不锈钢腐蚀后熔盐中 Ni 增

，
在石墨坩埚顶部放置绝缘陶瓷杆，
试样通过

加分别为 177 和 72 mg/L。Mo 增加最少，
304 不锈钢

316 不锈钢丝悬挂在绝缘陶瓷杆上，
保持试样与石

中不含 Mo，
因此 304 不锈钢试样腐蚀后的盐中 Mo

墨之间的绝缘性。向每个悬挂好试样的石墨坩埚中

的增加来自于悬挂试样用的 316 不锈钢丝。

装约 220 g 的 FLiNaK 盐后，
将石墨坩埚盖上放入外

2.2 腐蚀后不锈钢的表面形貌

蚀

[15-17]

层不锈钢坩埚内，
并在手套箱中对外层坩埚进行焊

图 2 为两种不锈钢在 700 ℃下 FLiNaK 熔盐中

接密封，
以避免实验过程中被外界气氛污染。最后，

腐蚀 400 h 后的表面 SEM 像。可以看出，
304 不锈钢

将焊接好的腐蚀容器从手套箱中取出并放入高温炉

表面存在大量腐蚀孔洞，
且在某些区域还存在由于

中，
进行 700 ℃恒温保持 400 h 的腐蚀实验。

腐蚀孔洞相互连接而造成的表面剥落现象。316H

腐蚀实验结束后，
分别采用 1 mol/L 的 Al(NO3)3

不锈钢的表面也存在腐蚀孔洞，
但是孔洞密度更低，

水溶液和去离子水超声清洗，
以去除样品表面残留

且没有出现明显表面剥落。

的盐。采用精密天平 (感量 0.01 mg) 进行腐蚀后的

2.3 腐蚀后不锈钢截面的元素及微观组织分析

重量测试，
以计算单位面积的腐蚀失重。采用 Mer‐

图 3 为 304 和 316H 不锈钢腐蚀后截面 Cr，
Fe 和

lin Compact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能谱仪

Ni 的 EPMA 面扫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这两种不

(FE-SEM/EDS) 和 EPMA-1720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锈钢腐蚀孔洞主要分布在表面及近表面的晶界上，

仪 (EPMA) 研究腐蚀后试样的形貌、微观结构和元

304 不锈钢的腐蚀孔洞数量比 316H 不锈钢的多，
且

素分布。采用 Spectro arcos 型 ICP-OES 分析腐蚀后

腐蚀孔洞向合金内部的分布深度也更深。并且这两

FLiNaK 盐中的主要合金元素含量。

种合金腐蚀后，
在表面及近表面晶界处都出现了明

2 实验结果

显的 Cr 贫化现象，
而且在 Cr 贫化区域出现了 Ni 和
Fe 的富集。其中，
304 不锈钢贫 Cr 较严重，
沿晶界贫

2.1 腐蚀后材料失重及熔盐成分分析

Cr 的深度约为 90 μm；
316H 不锈钢也出现了沿晶界

在 700 ℃下 FLiNaK 熔盐中腐蚀 400 h 后，
304 和

贫 Cr 现象，
但是贫 Cr 深度较小，
约为 40 μm。很显

316H 两种不锈钢单位面积腐蚀失重分别为 (4.97±

然，
这些近表面的元素分布变化是由熔盐腐蚀造成

304 不锈钢的单位
0.18) 和 (2.5±0.1) mg/cm2。可见，
面积失重比含 Mo 的 316H 不锈钢的大约 1 倍，
意味
着 304 不锈钢遭受了更加严重的腐蚀。
腐蚀后熔盐中的主要合金元素浓度如表 2 所
示。对比腐蚀前后熔盐中主要合金元素的浓度可
见，
腐蚀后合金中的主要元素在熔盐中的含量均有
上升，
表明在熔盐腐蚀的作用下，
这些元素发生了由
合金中向盐中的迁移。304 不锈钢腐蚀后的盐中的
合金元素总量比 316H 不锈钢腐蚀后盐中的多，
表明
304 不锈钢的腐蚀更加严重。其中，
Fe 增加的最多，
304 不锈钢腐蚀后的盐中 Fe 增加了约 1200 mg/L，
而
316H 不锈钢腐蚀后的盐中 Fe 增加了约 480 mg/L。
304 不锈钢腐蚀后的盐中 Cr 增加了约 240 mg/L，
表 2 腐蚀实验后 FLiNaK 盐中主要合金元素含量的 ICPOES 分析结果
Table 2 Element contents of Cr, Fe and Ni in FLiNaK salt
after corrosion
(mg/L)
Steel

Cr

Fe

Ni

Mo

304

241

1235

395

1.1

316H

162

484

290

14.8

图 2 经 700 ℃的 FLiNaK 熔盐腐蚀 400 h 后 304 和 316H
不锈钢的表面 SEM 形貌
Fig.2 SEM images of the surfaces of 304 (a) and 316H (b)
stainless steels after corrosion at 700 ℃ in FLiNaK
salt for 4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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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 FLiNaK 熔盐中腐蚀 400 h 后截面的 Cr，
Fe 和 Ni 的 EPMA 面扫描分析结果
Fig.3 Cross sections (a, e) and EPMA elemental distribution mappings of Cr (b, f), Fe (c, g) and Ni (d, h) of 304
(a~d) and 316H (e~h) stainless steels after corrosion in FLiNaK salt for 400 h

的，
304 不锈钢的贫 Cr 深度远大于 316H 不锈钢的，

在黑色析出相区也有少量的富集，
而 Cr 的含量几乎

说明 304 不锈钢的腐蚀更加严重，
这与失重和熔盐

与未受腐蚀影响区的含量一致，
说明黑色析出相有

分析的结果一致。

可能是 Cr 和 Al 的氮化物。从图 4 的未受腐蚀区晶

图 4 为腐蚀后 304 和 316H 不锈钢截面的背散射

界处的线扫分析中可看出，
两种合金的晶界析出相

电子图像与内部未受腐蚀影响区的 EDS 线扫结果。

中均富集 Cr 和 C，
含 Mo 的 316H 不锈钢的晶界上还

可以看出，
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 700 ℃的 FLiNaK 熔

有明显的 Mo 富集，
表明晶界析出相应该是这些合

盐中腐蚀 400 h 后，
表面都存在一层灰白色的区域，

金元素的碳化物。

且这些区域沿着合金晶界向内部延伸。在靠近灰白

2.4 腐蚀后合金内部的硬度变化

色区域的合金晶粒内部，
还存在大量的黑色析出相。

为确认腐蚀引起的近表面黑色析出相是否会对

这些析出相从靠近合金表面灰白色区域处一直向合

合金的力学性能产生影响，
采用显微维氏硬度计，
对

金内部分布；
随着深度的变化，
析出相的分布也越来

腐蚀后两种合金截面试样的近表面黑色析出相区域

越少 ，直至距合金表面约 350 μm 的位置处 (如图 4

和内部未受腐蚀影响区域进行了硬度测量，
结果如

所示)，
才无法观察到黑色析出相。从图 4 中高倍数

下：
304 不锈钢析出相区与未受腐蚀影响区的维氏

背散射电子图像可以看出，
304 和 316H 不锈钢的腐

硬度分别为 (541.33±8.08) 和 (228.67±3.51)，
316H 不

蚀影响区域的微观组织相似，
均由灰白色腐蚀层与

锈钢析出相区与未受腐蚀影响区的维氏硬度分别

黑色析出相组成。而两种材料在内部未受腐蚀影响

为 (536.67±8.08) 和 (206±1.73)。可以看出，
两种合

的区域，
虽然晶粒内部均不存在明显的黑色析出相，

金近表面黑色析出相区域的硬度均明显大于内部未

但晶界上的析出相形态略有差别，
304 不锈钢内部

受腐蚀影响区域的，
表明析出相对合金有明显的硬

晶界上的析出相数目低于 316H 不锈钢的 ，但尺寸

化作用。

更大。

3 分析与讨论

为进一步研究可能的相组成，
利用 EDS 对表面
灰白色腐蚀层、
近表面黑色析出相区域、
合金未受腐

早期研究[18]认为，
在氟化物熔盐体系中，
保护性

蚀影响区域的晶粒内部以及晶界处的成分进行了分

钝态氧化膜无法稳定存在，
因而合金的腐蚀由其主

析，
结果汇总于表 3 及图 4。从表 3 可以看出，
两种

要元素氟化物相对于熔盐组分或杂质的热力学稳定

材料的成分变化相似，
表面灰白色腐蚀层相对于内

性决定。不锈钢中主要元素的氟化物 CrF3 ，FeF2 ，

部未受腐蚀影响区域，
均是明显富集 Fe 和 Ni，
而流

FeF3 ，NiF2 和 MoF3 在 700 ℃的标准形成 Gibbs 自由

失 Cr。其中，腐蚀层中的 Fe 和 Ni 相对于未受腐蚀

能分别约为-880，-820，-790，-780 和-700 kJ/mol

影响区绝对值增加约 13% 及 4%；
而 Cr 流失较为严

因此这几种元素在氟化物
(等效 1 mol F2 情况下)[11] ，

重 ，由 未 受 腐 蚀 影 响 区 的 约 17% 流 失 至 约 2%。

熔盐中易被腐蚀的程度依次为 Cr>Fe>Ni>Mo，
合金

316H 和 304 两种不锈钢灰白色腐蚀层与内部未受

中的 Cr 在 FLiNaK 熔盐中最易发生选择性溶解腐

腐蚀影响区中的 N 含量几乎为 0；
而在黑色析出相

蚀。因为 FLiNaK 盐本身组分的热力学稳定性远高

区域 N 的富集明显，
N 含量分别约为 3% 及 5%。Al

于合金元素的氟化物，
所以该熔盐对合金的腐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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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04 和 316H 不锈钢腐蚀后截面的背散射像以及内部未受腐蚀影响区 EDS 线扫结果 (对应高倍
像中的黑线)
Fig.4 Back scattered electron images (a, b) and the magnified images of areas I (c), II (e) in Fig.4a and III
(d), IV (f) in Fig. 4b of the cross-sections and EDS line scanning results (g, h) across the grain
boundaries in the unaffected zones (along the marked lines) for 304 (a, c, e, g) and 316H (b, d, f, h)
stainless steels after corrosion in FLiNaK salt at 700 ℃ for 4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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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04 和 316H 不锈钢腐蚀后内部各区域 EDS 元素分析 (括号内的数字对应图 4 中的相
应区域)
Table 3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different areas of 304 and 316H stainless steels after corro‐
sion (the numbers in the brackets correspond to the reference signs of the areas in
Fig.4)
(mass fraction / %)
Position

N

Al

Cr

Fe

Ni

Mo

304 Unaffected zone (1)

0

0.1

18.9

72.4

8.6

0

304 Precipitation zone (dark) (2)

5.9

0.2

18.6

67.2

8

0.1

304 Corrosion zone (gray) (3)

0

0.1

2.2

85.2

12.2

0.3

316H Unaffected zone (4)

0

0

17.5

69.9

10.5

2.1

316H Precipitation zone (dark) (5)

3.4

0.7

17.7

65.4

10.2

2.6

316H Corrosion zone (gray) (6)

0

0

1.6

81.5

16.2

0.7

要是由其中的杂质引起的[18]。当熔盐中存在 Fe、Ni

面会因为元素的大量流失而产生腐蚀孔洞。相较

等比 Cr 惰性的杂质金属离子时，
将通过反应式 (1)~

304 不 锈 钢 ，316H 不 锈 钢 的 Ni 含 量 更 高 ，且 含 有

(3) 腐蚀合金中的 Cr。此外，
存在杂质离子 Ni ，
还

Mo，
这两种元素抗氟化物腐蚀能力较强，
因此 316H

会通过反应式 (4) 和 (5) 腐蚀合金中的 Fe，
这些因腐

不锈钢表面的腐蚀孔洞数目少于 304 不锈钢的。随

蚀而溶解进熔盐的 Fe 或 Fe 又会对合金中的 Cr 造

着腐蚀孔洞密度增大，
有些孔洞会连接起来，
从而造

成二次腐蚀，
因此熔盐中的 Ni 将对不锈钢造成严

成合金表面腐蚀层的局部剥落。从实验后的熔盐分

重的腐蚀。

析结果 (表 2) 可以看出，
腐蚀后熔盐中 Cr、Fe、Ni 含

2+

2+

3+

2+

2Cr + 3NiF2 → 3Ni + 2CrF3

(1)

量均有增加。在实验针对的两种铁基合金中，
Fe 占
据着较大比重，
所以 Fe 的溶解占据合金腐蚀失重的

Cr + FeF3 → Fe + CrF3

(2)
(3)

主要部分。而腐蚀后盐中 Ni 含量增多，
可能是石墨

(4)

坩埚中残留有一部分未除尽的残留水 (尽管严谨按

(5)

照要求进行了坩埚除水处理，
但是仍然会存在一些

2Cr + 3FeF2 → 3Fe + 2CrF3
Fe + NiF2 → Ni + FeF2

2Fe + 3NiF2 → 3Ni + 2FeF3

2MF + H2 O → 2HF + M 2 O( M = Li, Na, K ) (6)
y
xM + yHF → M x Fy + H2 ( M为合金元素 ) (7)
2
如表 2 所示，
本次实验使用的 FLiNaK 盐中的初

未除去的残留水)，在水和 Ni 等金属杂质离子加速

始 Ni 含量较高，
因此对两种不锈钢中的 Cr 及 Fe 都

含量均增加，
其中 Cr 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腐蚀反应本

产生了腐蚀。伴随着腐蚀的进行，
Cr 的选择性溶解

身造成 ；
而 Fe 和 Ni 的增加除了源自腐蚀反应本身

腐蚀导致合金中贫 Cr 区的形成，
而在贫 Cr 区 Ni 和

外，
还有部分可能来自于表面腐蚀层的剥落，
在自身

Fe 相对富集。与此同时，
合金在熔盐中的腐蚀反应

腐蚀与腐蚀层剥落的共同作用下导致腐蚀后盐中

生成的 Ni 和 Fe 原子将部分沉积在样品表面，
并向合

Fe 和 Ni 含量显著增加。

合金腐蚀的作用下，
尽管在腐蚀过程中有部分 Fe 和
Ni 沉积到合金表面，
但是 Fe 和 Ni 溶解的量远大于
沉积到合金表面的量。因此，
腐蚀后熔盐中 Fe 和 Ni

金内部扩散。因此，
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如

当合金表面的 Cr 通过腐蚀反应溶解进熔盐中

图 4 所示的灰白色腐蚀层。从表 3 可以看出，
相对于

后，
内部的 Cr 会向表面扩散，
使腐蚀持续进行，
同时

未受腐蚀影响的基体，
腐蚀层中的 Fe 和 Ni 含量均有

造成合金近表面区域 Cr 的贫化。从图 3 可以看出，

增加，
而 Cr 浓度大大降低，
验证了式 (1)~(5) 反应的

304 和 316H 不锈钢近表面区域的 Cr 贫化都集中在

发生。除了惰性金属离子外，
盐中含有的水杂质则

晶界上，
表明这两种不锈钢都发生了明显的晶间腐

会通过反应式 (6) 产生 HF，
从而通过反应式 (7) 对

蚀。由于本实验的实验温度处于奥氏体不锈钢的敏

合金造成腐蚀 。腐蚀反应生成的氟化物在

化温度区间，
两种材料在实验后均出现了敏化现象，

FLiNaK 中均为可溶的，
置换反应 (1)~(5) 产生的金

晶界上析出了大量碳化物，
如图 4 所示。敏化生成

属原子无法全部沉积、结合在不锈钢表面 ，且反应

的富 Cr 晶界碳化物将导致晶界周围形成贫 Cr 区，
从

(7) 产生的是 H2 ，
因此随着腐蚀反应的进行，
合金表

而使晶粒-晶界形成钝化-活化微电偶结构，
这样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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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Cr 理论”是关于水溶液环境中奥氏体不锈钢晶

元素，
因此从外界扩散进入合金的 N 和 C 容易和这

间腐蚀最广为接受的机理 。然而在贫氧的高温氟

些合金元素结合在近表面区域形成析出相。本实验

且高 Cr 区域
化物熔盐环境并不存在 Cr2O3 钝化膜，

中 C 的来源可能是实验采用的石墨坩埚，
而 N 的来

反而容易受到腐蚀，
因此传统的“贫 Cr 理论”并不适

源可能是 FLiNaK 盐中初始含有的 NO3-或坩埚在手

用。考虑到氟盐中的合金腐蚀过程受到 Cr 的扩散

套箱中的密封过程中引入的 N2 (因为手套箱有一定

而在 700 ℃下 Cr 在不锈钢中晶界处的扩散
控制 ，

的漏率，
而它的循环净化装置仅能除去漏入空气中

晶间腐蚀可能是由于
速率远高于在晶粒内部的 ，

的 H 2O 和 O 2 ，
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含有一定的 N2)。除

晶界促进了 Cr 的快速扩散而导致。除了 Cr 本身的

了腐蚀环境中元素的内扩散外，
合金中 Cr 沿晶界的

沿晶扩散之外，
关于敏化产生的晶界碳化物对不锈

快速扩散溶解也能使合金晶界的成分、微观结构等

钢在熔融氟盐中晶间腐蚀的影响 ，目前并不明确。

发生改变，
从而可能导致沿合金局部区域形成内碳

Olson 等 比较了几种高温合金在 850 ℃的 FLiNaK

化物、
氮化物等。因此，
合金腐蚀后在近表面形成的

熔盐中的腐蚀行为 ，认为对于 Cr 含量在 20%~23%

析出相可能受到外部元素内扩散及合金自身元素流

(质量分数) 的合金，
其腐蚀程度与合金的 C 含量成

失的共同作用。和材料的腐蚀深度相比 (304 不锈

正比，
因此推断晶界富 Cr 碳化物会促进合金在熔融

钢的约 90 μm，
316H 不锈钢的约 40 μm)，
在腐蚀过程

氟盐中的晶间腐蚀。Zheng 对比研究了不含 C 的

中形成的析出相在两种不锈钢中的分布深度 (约

模型合金与 316 不锈钢在 700 ℃的 FLiBe 熔盐中的

350 μm) 要更深。而从硬度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

腐蚀行为，
认为模型合金的腐蚀深度远高于 316 不

这些析出相明显提高了两种材料的硬度，
进而可能

锈钢的，
因此推测 316 不锈钢晶界上的富 Cr 碳化物

影响材料在服役过程中的性能。因此，
在实际使用

能减慢 Cr 沿晶界向外扩散的速率。本研究的两种

氟化物熔盐的相关工程设计过程中，
除了要评估熔

不锈钢虽然 Cr 含量及 C 含量非常接近，
但 304 不锈

盐对不锈钢的直接腐蚀外，
还必须考虑熔盐浸泡引

钢的沿晶腐蚀深度却是 316H 不锈钢的 2 倍以上，
这

起的材料微观组织结构的变化，
后者在特定条件下

是由两种材料晶界碳化物的差异所造成。304 和

可能对材料服役性能的影响更大。受限于 SEM 的

但对于 304
316H 不锈钢的晶界碳化物均为 M23C6 型，

空间及元素分辨率 (无法准确测定轻元素 C 的含

来说，
M 主要是 Fe 和 Cr，
而 316H 不锈钢中 M 还包括

量)，
本研究并没能够确定这些析出相的具体成分及

Mo 。本实验中未受腐蚀影响区域晶界的 EDS 线

结构，
将在今后通过 TEM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扫结果 (图 4) 也支持了该结果。由于这些碳化物具

4 结论

[20]

[18]

[21]

[22]

[10]

[23]

有远高于基体的 Cr 含量，
其本身可能容易受到熔盐
腐蚀。由于 Mo 本身不易被熔盐腐蚀，
Mo 在晶界碳

(1) 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 700 ℃下 FLiNaK 熔盐

化物中的富集可能增加了这些碳化物抵抗熔盐腐蚀

中的腐蚀形式主要表现为表面和近表面晶界处 Cr

的能力，
从而减轻了 316H 不锈钢的晶间腐蚀程度。

的选择性流失，
以及因局部元素流失而产生了腐蚀

除了表面的腐蚀层及近表面的晶间贫 Cr 之外，

孔洞。

熔盐腐蚀还导致两种不锈钢在近表面区域形成了大

(2) 316H 不锈钢的腐蚀深度及腐蚀失重均明显

量的纳米级析出相，
如图 4 所示。类似的析出相在

低于 304 不锈钢的，
表明其具有更好的耐 FLiNaK 熔

Zheng 等 关于 316 不锈钢在 FLiBe 熔盐中腐蚀的文

盐腐蚀性能。原因是 316H 不锈钢含有少量的 Mo，

章也有报道，
认为这些近表面析出相是由于石墨坩

从而提高了不锈钢基体及晶界碳化物的抗 FLiNaK

埚中的 C 向合金中扩散所形成的 Cr7C3 和 Al4C3。而

熔盐腐蚀性能。

[24]

从本实验中析出相区域的 EDS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3) 304 和 316H 不锈钢在腐蚀后均出现了富集

两种合金的析出相区域相对于合金基体均有明显的

Ni 和 Fe 的表面腐蚀层，
可能是合金中 Cr 的择优溶

N 含量升高和 Fe 含量减少的现象 ，
而 Cr 和 Ni 含量

解形成贫 Cr 区，
从而在贫 Cr 区出现了 Ni 和 Fe 的相

变化不大。此外 ，316H 不锈钢的析出相区中的 Al

对富集，
以及熔盐中的 Ni 和 Fe 杂质离子在材料表面

含量明显增加，
Mo 含量略微增加，
而 304 不锈钢析

与钢中的 Cr 和 Fe 发生置换反应导致 Ni 和 Fe 在材料

出相区域的 Al 含量也微弱增加。析出相区显著的

表面的沉积并向内部扩散。

N 富集表明除了碳化物外，
这些析出相可能还包含

(4) 两种不锈钢腐蚀后在近表面区域均出现了

氮化物或碳氮化物。由于不锈钢中的 Al 和 Cr 为强

大量可能是 Cr 和 Al 的氮化物或碳氮化物的纳米级

的氮化物形成元素，
而 Cr 和 Mo 为强的碳化物形成

析出相，
这些析出相显著提高了不锈钢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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