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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泡对镍基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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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辐照对熔盐环境中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
采用 1.2 MeV 的 He 离子对镍基 UNS N10003 合金进

摘要

行了剂量为 5×1015 ions∙cm−2 和 5×1016 ions∙cm−2 的辐照实验，
并将未辐照和辐照后的合金置于 650 ℃的 FLiNaK
熔盐中进行 200 h 的腐蚀实验。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合金的表面形貌、
元素分布及微观结
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低剂量下辐照未发现对合金腐蚀有明显的影响；
高剂量下辐照后，
合金中产生了 He
泡；
在熔盐中腐蚀后，
合金表面出现孔洞且 Cr 元素大量流失。利用纳米压痕技术对高剂量下辐照的合金在熔盐
环境中的硬度演化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辐照后的合金硬度为 4.12 GPa，
腐蚀后的合金硬度为 2.65 GPa，
辐照腐蚀后的合金硬度为 3.16 GPa，
是辐照和腐蚀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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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UNS N10003 allo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primary option of metal structural materials for

the molten salt reactor (MSR). I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extreme environments, i.e. high temperature, high neutron
doses and corrosive coolan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MSR. Considering that the safe operation of MSR will mainly
depends on the service performance of structural alloys,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kind of
alloys in the complicated environments.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He bubbles on the
corrosion properties of UNS N10003 alloy in molten salt environment. [Methods] First of all, the 1.2 MeV high
temperature He ion irradi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UNS N10003 alloy at 650 oC. The irradiation fluence was set up
to 5×1015 ions∙cm−2 and 5×1016 ions∙cm−2 respectively. Then, samples were immersed in a dry high-purity graphite
crucible filled with 200 g FLiNaK salts and heated to 650 oC for 200 h. Finall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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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urface morphology, the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and the microstructure, respectively. Nano-indentat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obtain the hardness.
[Results] At the dose of 5 × 1015 ions ∙ cm−2, there was not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element distribution of the corroded alloy with and without irradiation. While for the corroded alloy
pre-irradiated with He ions at the dose of 5×1016 ions∙cm−2, large amount of holes were observed on the surface and
the loss of Cr element was found from the bulk to the surface, which can be ascribed to the He bubbles formation.
The hardness of irradiated alloy, corroded alloy, and corroded alloy pre-irradiated was 4.12 GPa, 2.65 GPa and
3.16 GPa,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He bubbles form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increasing the corrosion of
UNS N10003 alloy. The hardness of irradiated and corroded alloy is lower than the irradiated alloy, and higher than
of the corroded alloy. It is a combined effect of irradiation and corrosion.
Key words

Nickel based alloy, Ion irradiation, Molten salt corrosion, He bubbles

熔盐堆是第四代核能反应堆系统的 6 个候选堆
型之一，
其特点在于反应堆以液态氟化盐作为冷却
剂，
同时液态氟化盐也作为核燃料的载体，
运行温度
［1−2］
通常高于 700 ℃ 。这意味着熔盐堆的结构材料
将直接与氟化物熔盐接触，
在堆中面临着高温、
熔盐
［3］
腐蚀、高剂量中子辐照等多重环境的考验 。在选
材方面，
镍基合金由于耐蚀性相对较好，
成为了熔盐
堆结构材料的首选。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橡树岭国
家 实 验 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ORNL）
经过一系列筛选及优化，
开发了耐熔盐腐蚀的 UNS
N10003（Ni-17%Mo-7%Cr）合金。该合金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用于熔盐实验反应堆（Molten Salt Reactor
Experiment，MSRE）的 结 构 材 料 ，并 服 役 了 5 a
之久［4］。
ORNL 的研究报告指出 ，镍基合金中的 58Ni 会
通过嬗变反应生成 59Ni，
该核素具有非常高的（n，
α）
反应截面，
因而在反应堆服役过程中会生成大量的
He；
此外，
在反应堆运行初期，
热中子与合金中的 10B
杂质发生（n，
α）反应也是 He 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些 He 原子极易聚集在晶界周围形成 He 泡或空
洞 ，引起沿晶开裂 ，显著降低合金的韧性和持久寿
命［5−8］。因此，
镍基合金的高温 He 脆效应被认为是
熔盐堆结构材料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9］。就熔盐堆
用结构材料而言，
综合考虑运行环境中辐照和熔盐
腐蚀的协同影响效应，
对掌握材料性能劣化的规律、
明确劣化机理和预测服役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中子辐照所需时间长、
费用高，
近年来国内
外采用离子辐照模拟中子辐照 ，针对 UNS N10003
合金初步开展了辐照腐蚀研究。林建波和 Zhu［10−11］
对 He 离子辐照后的 UNS N10003 合金在 FLiNaK 熔
盐中的腐蚀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了 He 离子辐照加
［12］
速腐蚀的现象。Liu 研究了室温辐照引入的 He 泡
对熔盐环境中的合金焊缝的影响 ，发现了 He 泡合
并、
长大、
聚合最终在合金内部形成孔洞的现象。上

述的研究主要从微观结构的角度研究了辐照对合金
腐蚀的促进作用，
而针对镍基合金辐照腐蚀后的硬
度演化尚未见报导。
本文对熔盐堆用合金进行了高温 He 离子辐照，
然后将辐照后的合金置于高温熔盐中进行腐蚀，
研
究了辐照剂量对合金腐蚀的影响，
明确了 He 泡的形
成对合金腐蚀的促进作用，
并进一步研究了辐照和
腐蚀环境对合金硬度演变的协同作用。

1
1.1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国产 UNS N10003 合金 ，其化学成
分见表 1。试验用材料取自 4 mm 的热轧板，
取样前
的热轧板经 1 177 ℃/40 min 的热处理。辐照腐蚀用
样品为片状，
尺寸为：
10 mm×10 mm×0.1 mm。线切
割后，
用 400#砂纸磨去除线切割痕迹，
再用 800#和
1 200#砂纸细磨，
细磨后再用 9 μm、3 μm 和 0.05 μm
的抛光液在抛光布上抛光，
最后用电化学进行抛光
（抛光液为：
50% 浓硫酸+40% 甘油+10% 水）。
表 1 UNS N10003 合金主要化学成分
Table 1 Main composition of UNS N10003 alloy
元素 Element

质量分数 Mass fractions / %

Ni

70.4

Mo

17.29

Cr

6.96

Fe

3.96

Mn

0.627

Si

0.466

C

0.048 8

Al

0.045 6

Co

0.028 8

Ti, Cu, S, P, B, V, W, Mg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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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坩埚，
取出样品。用 1 mol∙L−1 的硝酸铝清洗粘附在
样品上的残余熔盐，
再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清洗，
干燥。

辐照实验

He 离子辐照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 4 MeV 加 速 器 辐 照 终 端 上 进 行 ，辐 照 温 度 为
1.4 样品表征
650 ℃ ，辐照能量为 1.2 MeV，辐照剂量分别为 5×
15
−2
16
−2
10 ions∙cm 、
5×10 ions∙cm 。采用 SRIM 2006 程
使用德国 LEO 的 1530VP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序对合金的辐照损伤进行模拟，
其中离位域能 Ed 设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来观测样品的
为 40 eV［13］。图 1 是通过 SRIM 计算的、在辐照剂量
表面形貌，
利用 SEM 的能谱对合金腐蚀后的元素分
为 5×1016 ions∙cm−2 时 1.2 MeV 的 He 离子在合金中
布进行分析。
dpa 和浓度随注入深度的变化曲线。由图 1 可知 ，
利用 Helios Nanolab 600 型号的聚焦离子束扫
SRIM 模拟的辐照最大损伤处为距样品表面 1.95 μm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系 统（Focused Ion Beam - Scanning
处。辐照剂量为 5×1015 ions∙cm−2 和 5×1016 ions∙cm−2
Electron Microscope System，
FIB）制备透射样品。
的合金对应的 He 浓度分别为 0.21% 和 2.1%。
使用德国 FEI 的 Tecnai G2 F20-TWIN 型透射电
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观测样品的微观结构。
使用 Agilent 的 Nano Indenter G200 型纳米压痕
仪测试合金样品的微观硬度变化。

2

结果与讨论

2.1

图1

SRIM 模拟 1.2 MeV He 离子辐照 UNS N10003 合金
的损伤及 He 浓度分布
Fig.1 SRIM calculation of distribution of the damage and He
concentration proﬁles produced by 1.2 MeV He ions
in UNS N10003 alloy

1.3

腐蚀实验

采用静态腐蚀实验方法。将未辐照和辐照后的
合金样品放在 650 ℃的 FLiNaK（LiF-NaF-KF 46.511.5-42mol%）熔盐中保温 200 h。
实验用双层坩埚的内层为石墨，
外层为 316 不
锈钢。实验前将石墨坩埚内壁、
石墨盖、
绝缘垫片用
无水乙醇清洗，
1 000 ℃真空干燥 24 h，
冷却至室温
后快速转移至手套箱中备用；
先后用去离子水和无
水乙醇进行清洗外层坩锅，
在 80 ℃的真空干燥箱中
保温 4~5 h，
最后转移至手套箱中备用。
实验样品用同质合金丝悬挂架固定。陶瓷绝缘
片中间打孔，
置于石墨坩埚顶部凹槽中。将固定有
样品的 UNS N10003 合金丝悬挂在陶瓷绝缘片的中
间孔中，
置于石墨坩埚中。加入 200 g 的 FLiNaK 盐
后，
盖紧石墨坩埚盖，
再将石墨坩埚放入不锈钢坩埚
中，
随后将不锈钢坩埚焊接密封。所有操作均在真
空手套箱中进行，
手套箱为氩气保护气氛，
以避免引
入多余的水氧杂质。密封后的不锈钢坩埚从手套箱
中取出，
在反应炉中进行温度为 650 ℃的腐蚀实验，
保温 200 h 后，
取出坩埚，
冷却至室温，
切开不锈钢

表面形貌

图 2（a）为 SEM 观察到的 UNS N10003 合金原
始样品的表面形貌。图 2（b）、
（c）、
（d）分别为未辐照
的 合 金 以 及 辐 照 剂 量 为 5 × 1015 ions ∙ cm−2 和 5 ×
1016 ions∙cm−2 的合金在 650 ℃的 FLiNaK 熔盐中腐
蚀 200 h 的表面形貌。由图 2（b），
合金经熔盐腐蚀
后沿晶界有轻微的腐蚀，
且表面粗糙度较原始的合
金样品有显著的增加。对合金进行辐照剂量为 5×
1015 ions∙cm−2 的 He 离子辐照后再进行腐蚀，
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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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UNS N10003 合金表面形貌 (a) 原始样品，
(b) 腐
蚀后的样品，
经 5×1015 ions∙cm−2 (c)和
5×1016 ions∙cm−2 (d) He 离子辐照后在熔盐中
腐蚀的样品
Fig.2 Surface morphology (a) Pristine alloy,
(b) Corroded alloy, Corroded alloy pre-irradiated with
5×1015 ions∙cm−2 (c), and 5×1016 ions∙cm−2 He ion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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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来看，
与仅腐蚀的合金没有显著差别，
但当辐照
16
−2
剂量达到 5×10 ions∙cm 时，
合金表面出现了大量
的孔洞，
这表明 He 离子辐照可促进合金腐蚀，
且与
辐照的剂量（He 浓度）有关。
2.2

合金截面样品元素分布

利用 SEM 的能谱对腐蚀及辐照腐蚀后的合金
截面样品进行了分析，
图 3 为合金从表面到内部的
元素分布。图 3（a）从上到下依次为合金 Ni、Mo、
Cr、Fe 元素的分布曲线。可以看到，
合金在熔盐中
腐蚀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元素流失，
且 Cr 元素的流
失深度最深，
约为 4.5 μm。合金中的元素的流失与
其形成氟化物的倾向性及氟化物形成的自由能有
关［14］。与 Fe、Ni、Mo 元素相比 ，形成 CrF2 的吉布斯

自由能最低，
因此 Cr 元素更容易溶解，
Cr 的流失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金腐蚀的程度［14−15］。合金经
5×1015 ions∙cm−2 和 5×1016 ions∙cm−2 的 He 离子辐照
后再进行熔盐腐蚀，
其 Cr 元素的流失的深度分别为
4.5 μm 和 17 μm，如图 3（b）和（c）所示。该结果表
明：
当辐照剂量达到 5×1016 ions∙cm−2 时，
He 离子辐
照显著促进了合金的腐蚀，
这与表面形貌观察的结
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辐照损伤的峰值区域
在距离合金表面 1.95 μm 的范围，
但辐照对合金腐蚀
的影响区域达到了 17 μm。这是由于 He 泡在高温
熔盐环境下通过扩散迁移的方式发生了融合和长
大，
并进一步形成了孔洞［12］。另一方面，
这些孔洞增
加了合金与熔盐接触的表面积，
同时也增加了合金
中的 Cr 元素的扩散通道，
加速了合金的腐蚀。

图 3 熔盐腐蚀后的合金截面样品元素分布
(a) 未辐照，
(b) 经 5×1015 ions∙cm−2 He 离子辐照，
(c) 经 5×1016 ions∙cm−2 He 离子辐照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elements in cross sectional sample of UNS N10003 alloy after molten salt corrosion
(a) Unirradiated alloy, (b) He ion irradiated alloy at the dose of 5×1015 ions∙cm−2,
(c) He ion irradiated alloy at the dose of 5×1016 ions∙cm−2

2.3

微观结构分析

为了明确 He 离子辐照剂量对熔盐环境中的合
金腐蚀性能的影响机制，
利用 TEM 对辐照后的合金
进行了微观结构分析。图 4 为经 1.2 MeV He 离子辐
照后的 UNS N10003 合金的 TEM 图像。图 4（a）和
（b）分 别 为 辐 照 剂 量 为 5 × 1015 ions ∙ cm−2 和 5 ×
1016 ions∙cm−2 的合金的微观结构。由图 4（a）可见，
未在合金中观察到明显的辐照损伤。而图 4（b）显
示，
在合金中出现了尺寸约为 3.5 nm 的 He 泡。结合

图 2 和图 3 的结果可知，
He 离子辐照对熔盐环境中
UNS N10003 合金腐蚀的促进作用与合金中 He 泡的
形成密切相关。
2.4

硬度分析

为了考察 He 泡的形成对合金在熔盐环境中腐
蚀性能的影响。分别对高剂量辐照样品、仅熔盐腐
蚀及辐照腐蚀后的样品进行了硬度测试。图 5 为未
辐照和辐照的合金纳米硬度的平均值随辐照深度变
化曲线。在压入的前 50 nm，
合金的硬度随压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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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合金辐照后的 TEM 图像 (a) 辐照剂量为
5×1015 ions∙cm−2 ，
(b) 辐照剂量为 5×1016 ions∙cm−2
Fig.4 TEM images of UNS N10003 alloy after He ion
irradiation (a) 5×1015 ions∙cm−2, (b) 5×1016 ions∙cm−2

度 持 续 增 加 ，这 是 由 于 反 压 头 尺 寸 效 应 导 致 的
［16−17］
（Reverse Indentation Size Effect，RISE）
。而在
深度 h>50 nm 的范围内，
合金的硬度随压入深度增
加 而 减 小 ，这 是 由 于 压 头 的 尺 寸 效 应 导 致 的
（Indentation Size Effect，ISE）。由于反压头尺寸效
应会引入测试误差，
因此，
通常取压入深度 h>125 nm
的数据用于硬度计算。可以看到合金硬度有随辐照
剂量的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图 6 合金辐照前后平均硬度的 H2-1/h 曲线
Fig.6 Plots of H2 vs. 1/h for the average nano-hardness of
irradiated and unirradiated UNS N10003 alloys

Zinkel 等［20］对合金辐照后的截面样品进行了纳米压
痕的测试，
证实了该技术的可靠性。制备合金辐照
腐蚀后的截面样品，
再进行抛光可满足纳米压痕的
测试要求。通过上述实验中 Cr 元素流失的深度可
确定合金腐蚀深度范围，
压入点为合金表面至最大
腐蚀深度的二分之一处。图 7 中的曲线从上至下依
次为合金辐照腐蚀后的样品、原始合金样品和仅经
熔盐腐蚀后的样品的平均硬度随压入深度的变化。
由图 7，
与原始合金样品相比，
腐蚀后的合金硬度有
下降的趋势，
而辐照腐蚀后的样品的硬度则有升高
的趋势。

图 5 合金辐照前后硬度-压入深度曲线
Fig.5 Indentation depth proﬁles of nano-hardness in
irradiated and unirradiated UNS N10003 alloys

基于 Nix-Gao 模型可对纳米压痕的数据进行半
定量的计算［18−19］。
H = H0(1 + (

h* 0.5
))
h

(1)

式中：
H0 指距压头无限远处的硬度；
h*是与压头形状
和材料有关的特征长度。图 6 是硬度的平方（H2）随
压入深度的倒数（1/h）变化的曲线。从图 6 可以看
到，
辐照后的样品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斜率，
这是由于
软基体效应导致的。其中合金辐照后的名义硬度
（H0）可由 125 nm 至临界深度的硬度获得，
这一区间
的硬度变化反应了合金的硬化程度。通过计算，
合
金未辐照的硬度为 3.00 GPa，
而合金辐照后产生了
辐照硬化，
其硬度为 4.12 GPa。
合金离子辐照后的硬度表征都采用纳米压痕的
技术，
但该技术对合金表面的平整度要求较高，
合金
经辐照后再腐蚀 ，由于表面平整度差 ，不易表征。

图 7 合金辐照前后硬度-压入深度曲线
Fig.7 Indentation depth proﬁles of nano-hardness in
corroded-only, and irradiated & corroded UNS N10003
alloys

图 8 为合金合金腐蚀及辐照腐蚀后的平均硬度
的 H -1/h 曲线，
通过半定量计算可知，
原始合金样品
的硬度为 3.0 GPa，与表面压入的方法测试结果一
致。腐蚀后的合金硬度为 2.65 GPa，
辐照剂量为 5×
16
−2
10 ions ∙ cm 的 合 金 经 熔 盐 腐 蚀 后 的 硬 度 为
3.16 GPa。 表 2 列 出 了 不 同 实 验 条 件 下 合 金 的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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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不同实验条件下合金硬度
The hardness of UNS N10003 alloy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实验条件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硬度 The hardness / GPa

原始合金 Pristine alloy

3.00

He 离子辐照(5×10 16 ions∙cm−2) He ions irradiation (5×10 16 ions∙cm−2)

4.12

650 ℃熔盐腐蚀 200 h Molten salt corrosion at 650 ℃ for 200 h

2.65

He 离子辐照后腐蚀 Molten salt corrosion pre-irradiated with He ions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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