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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铋共晶合金的流动速度对 CLAM 钢腐蚀行为的影响

陈摇 钢,雷玉成 ,鞠摇 娜,朱摇 强,王摇 丹,李天庆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镇江 212013

为了研究中国低活化马氏体(CLAM)钢在不同相对流速铅铋共晶合金(LBE)中的腐蚀行为,本研究对CLAM 钢在550 益不同流动速度(0 m / s、
1郾 70 m / s、2郾 98 m / s、3郾 69 m / s、4郾 77 m / s)的液态 LBE 中进行了500 h 的腐蚀试验。 试验后分别对腐蚀试样表面进行 SEM、XRD 检测以及对试样

截面进行 SEM鄄EDS 和面扫描检测。 结果表明,经过 500 h 腐蚀试验后的试样表面均形成双层结构的氧化层,外氧化层由 Fe3O4 组成,内氧化层由

(Fe,Cr)3O4 组成。 在 LBE 相对流速从 0 m / s 增大到 2郾 98 m / s 的过程中,试样表面氧化层的厚度逐渐增大,这是由于相对流速的增大提高了 Fe
元素的溶解速率和 O 元素的扩散迁移速率,进而导致试样表面发生严重的氧化腐蚀。 而当 LBE 相对流速从 2郾 98 m / s 继续增大到 4郾 77 m / s 时,
CLAM 钢表面的氧化层厚度逐渐减小,这是由于随着 LBE 相对流速的进一步增大,试样表面冲蚀腐蚀程度逐渐加重,外氧化层厚度因遭受一定程度

的剥落而急剧减小,进而使得试样表面总氧化层的厚度逐渐减小。 本研究结果为未来 ADS 嬗变系统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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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Behavior of CLAM Steel in Various Flow Velocities of
Pb鄄Bi Eutectic Alloy
CHEN Gang, LEI Yucheng , JU Na, ZHU Qiang, WANG Dan, LI Tianq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 iming at exploring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CLAM steel in lead bismuth eutectic alloy (LBE) with diverse relative flow velocities, the corro鄄
sion tests of CLAM steel in liquid LBE with diverse flow velocities (0 m / s, 1郾 70 m / s, 2郾 98 m / s, 3郾 69 m / s, 4郾 77 m / s) at 550 益 for 500 h

were carried out. The SEM, XRD were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the the surface of CLAM steel samples after corrosion, and the SEM鄄EDS analy鄄
sis and mapping scanning were conducted on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corrosion samples of CLAM steel, respectively. After the corrosion test for
500 h, a bilayer oxide structure could be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CLAM steel samples. The outer oxide layer was composed of Fe3O4, and
the inner oxide layer was composed of (Fe,Cr)3O4 . When the relative flow velocity of LBE increased from 0 m / s to 2郾 98 m / s, the thickness of
the oxide layer on the samples grew gradually, which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ssolution of Fe and diffusion migration of O by
the increasing LBE relative flow rate, leading to critical oxidation corrosion. However, when the relative flow velocity of LBE rose from 2郾 98 m / s
to 4郾 77 m / s, the thickness of the oxide layer on the samples decreased gradually, which because the degree of erosion鄄corrosion aggrav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BE flow velocity, and the oxide layer suffered a certain degree of spalling. Therefore, the thickness of the oxide layer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LBE flow veloc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CLAM steel in liquid LBE with
various flow velocitie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DS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摇 摇 China low activation martensitic (CLAM) steel, lead bismuth eutectic alloy (LBE), flow velocity, oxidation corrosion, corrosion
rate

0摇 引言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是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最

有发展前景的核废料嬗变系统,是解决核废料与核安全问题

的首选方案[1鄄2] 。 铅铋共晶合金(LBE)由于具有低熔点、高
沸点、高导热率、良好的抗辐照性以及稳定的化学活性等特

性[3鄄4] ,是 ADS 嬗变系统的冷却剂兼散裂靶材[5]的首选材料。
中国低活化马氏体(CLAM)钢由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被广

泛认为是新一代核能设备的结构钢候选材料[6] 。 CLAM 钢

作为中国 ADS 系统结构钢的主要候选材料,与液态 LBE 的

相容性腐蚀是实际应用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Zhang 等[7]归纳并总结了结构钢材料在 LBE 中的腐蚀

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材
料的组分;(2)液态 LBE 中的氧含量;(3)LBE 流动速度;(4)
温度与温差 驻T;(5)腐蚀时间。 其中,LBE 流速对腐蚀速率

的影响规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流速对腐蚀速率的影响
Fig郾 1摇 Impact of flow velocity on corrosion rate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流速对腐蚀速率的影响可分为以下

几种情况[7] :(1)当流速较低时,腐蚀速率由质量迁移控制或

部分控制,即当溶解速率大于质量迁移速率时,腐蚀产物在

固液界面的浓度达到饱和或趋于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界面

层厚度随着铅铋流速的增大而增大,最终导致腐蚀速率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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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此流速区间对应图 1 中的 A 区域和 B 区域。 (2)当流速

超过某一阀值时,质量迁移速率变得足够大,以至于可以将

所有腐蚀产物及时地脱离界面层,此时的腐蚀速率取决于溶

解速率,与流速无关。 此流速区间对应图 1 中的 C 区域。
(3)当在更高流速条件下,固液界面处产生很高的剪切应力,
能够将材料基体表面的保护膜剥落,此时,在界面处产生较

多的空洞,腐蚀速率随着流速增大而迅速提高。 由于铅铋合

金密度很大,在高流速条件下可以发生冲刷腐蚀。 此流速区

间对应图 1 中的 D 区域。
目前,国内外关于流动的 LBE 与结构钢材料相容性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 LBE 流速为 2 m / s 以下[8鄄12],而对结构钢材料在

更高流速(>2 m / s)的 LBE 中的腐蚀研究较少。 根据 Zhang 等

的报道可知,LBE 流速对材料腐蚀速率的影响是一个系统的

过程,因此需要对 CLAM 钢在不同 LBE 流速下的腐蚀行为进

行系统研究,以找到最佳的 LBE 流速来合理控制材料表面的

腐蚀速率。
本研究对 CLAM 钢在 550 益不同流动速度(0 m / s、1郾 70

m / s、2郾 98 m / s、3郾 69 m / s、4郾 77 m / s)的液态 LBE 中进行 500 h
的腐蚀试验,研究 CLAM 钢在不同流动速度的液态 LBE 中的

腐蚀行为,探索 LBE 流动速度对 CLAM 钢腐蚀速率的影响,为

未来 ADS 嬗变系统的实际应用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依据。

1摇 腐蚀试验

腐蚀试验是在本课题组自主研发设计的腐蚀试验装置

(图 S1—图 S3)中进行,此试验装置可以模拟核工业中 LBE 流

动腐蚀试验条件。 试验时,将制备好的试样安装在样品盘的

指定位置(图 S4),通过调节电机的转速来控制样品盘上不同

试样所在位置处的线速度,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液态 LBE
流速,最终得出试样 1—试样 5 所在位置处的相对流速分别为

0 m / s、1郾 70 m / s、2郾 98 m / s、3郾 69 m / s 和 4郾 77 m / s(表 S1)。 将

在 550 益液态 LBE 中进行 500 h 腐蚀试验后的腐蚀试样分别

命名为 BM鄄0 m / s、BM鄄1郾 70 m / s、BM鄄2郾 98 m / s、BM鄄3郾 69 m / s和
BM鄄4郾 77 m / s。

2摇 结果与分析

2郾 1摇 腐蚀试样表面分析

在对腐蚀试样表面进行测试前,利用铅铋清洗 液

(V(CH3COOH) 颐 V(H2O2) 颐 V(C2H5OH)= 1 颐 1 颐 1)将附着

在腐蚀试样表面上的铅铋清洗干净,直至试样质量变化在

依5 mg之内。 然后对腐蚀试样表面分别进行 SEM 和 XRD 测试。

图 2摇 不同相对流速下 CLAM 钢腐蚀试样表面的 SEM 图:(a—b) BM鄄0 m / s、(c—d) BM鄄1郾 70 m / s、(e—f) BM鄄2郾 98 m / s、(g—h) BM鄄3郾 69 m / s 和(i—
j) BM鄄4郾 77 m / s
Fig郾 2摇 SEM micrographs of the surface of CLAM steel samples after corrosion under various relative flow velocities: (a—b) BM鄄 0 m / s, (c—d) BM鄄1郾 70 m /
s, (e—f) BM鄄2郾 98 m / s, (g—h) BM鄄3郾 69 m / s and (i—j) BM鄄4郾 77 m / s

摇 摇 图 2 分别为腐蚀试样 BM鄄0 m / s、 BM鄄1郾 70 m / s、 BM鄄
2郾 98 m / s、BM鄄3郾 69 m / s 和 BM鄄4郾 77 m / s 的表面 SEM 图。 从

图 2a中可以观察到在试样 BM鄄0 m / s 表面存在部分凸状物

质,放大后发现试样表面为絮状结构的物质(如图 2b 所示)。
试样 BM鄄1郾 70 m / s 和 BM鄄2郾 98 m / s 的表面相对比较平坦,均
匀分布着大量的絮状结构物质,如图 2c—f 所示。 而在试样

BM鄄3郾 69 m / s 和 BM鄄4郾 77 m / s 的表面存在较多颗粒较大的凸

状物质,放大后发现有明显的脱落痕迹。 可以推测这与 Pb鄄

Bi 的相对流速有关,随着相对流速的增大,试样表面生成的

物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落,形成了如图 2g—j 所示的表面

形貌。
为分析腐蚀试样表面的物相组成,分别对不同相对流速

腐蚀后的试样表面进行 XRD 检测,结果如图 3 所示。 根据

XRD 图发现,腐蚀试样 BM鄄0 m / s 表面的物质成分主要为

Fe3O4(PDF 16鄄0629),说明进行腐蚀试验后,试样表面发生了

氧化腐蚀,且试样表面的絮状物质为 Fe3O4(如图 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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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鄄1郾 70 m / s 和 BM鄄2郾 98 m / s 试样表面的成分基本一致,并
且均检测到 Fe3O4 和少量 Pb鄄Bi(PDF 26鄄0215)的衍射峰,表
明样品表面主要存在 Fe3O4 和少量的 Pb鄄Bi,与图 2d 和 f 的
表面形貌一致。 而在 BM鄄3郾 69 m / s 和 BM鄄4郾 77 m / s 试样表

面检测到较多 Pb鄄Bi 的衍射峰,且 Pb鄄Bi 的衍射峰强度接近

或高于 Fe3O4 的衍射峰强度,说明样品表面存在 Fe3O4 和较

多的 Pb鄄Bi(与 BM鄄0 m / s、BM鄄1郾 70 m / s、BM鄄2郾 98 m / s 试样表

面的 Pb鄄Bi 含量相比较),进而可以说明图 2h 和 j 的试样表

面由物质脱落造成的沟壑中存在一定量的 Pb鄄Bi。

图 3摇 不同相对流速下 CLAM 钢腐蚀试样表面的 XRD 谱
Fig郾 3摇 XRD patterns of the surface of CLAM steel samples after corrosion
under various flow velocities

2郾 2摇 腐蚀试样截面分析

为了检测试样表面与 LBE 界面处发生的氧化反应,采用

SEM 和 EDS 对 BM鄄0 m / s 试样的截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

图 4 所示。 从图 4a 中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经过 500 h 的静态

腐蚀试验后,试样基体与 LBE 界面处的氧化层存在明显的分

层现象,主要分为两层。 对比分析 EDS 线扫描结果(图 4b),
根据 O、Pb、Bi、Cr、Fe 含量的波动,可以将试样基体与 LBE 界

面处的氧化层划分为外氧化层和内氧化层两层。 在外氧化

层部分,主要由含量较高的 O、Fe 和含量逐步减少的 Pb、Bi
组成,此层主要为疏松多孔的 Fe3O4 氧化层[13鄄14] ,并且有一

定量的 Pb鄄Bi 向 Fe3O4 层逐步渗透。 内氧化层主要包含 O、
Cr、Fe 元素,其氧化物主要为致密的尖晶石结构的(Fe,Cr)3O4

氧化层[13鄄14]。 根据元素含量的波动可以推测,O 是从 LBE 中

逐渐向试样基体内部迁移,而 Fe 是从试样基体逐渐向外溶

解扩散。

图 4摇 CLAM 钢试样 BM鄄0 m / s 截面的(a)SEM 图和(b)EDS 谱(电子版
为彩图)
Fig郾 4摇 (a)SEM image and (b)EDS patterns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CLAM
steel sample BM鄄0 m / s

图 5 为腐蚀试样 BM鄄2郾 98 m / s 的截面面扫描图,可以清

晰地观察到 O、Fe、Cr、Pb、Bi 元素的分布以及双层氧化层的

分层现象。 外氧化层主要由含量较高的 O、Fe 和含量较低的

Pb、Bi 组成,此层主要为 Fe3O4 氧化层,并且有一定量的 Pb鄄
Bi 的渗透。 内氧化层主要包含 O、Fe、Cr 元素,其氧化物主要

为尖晶石结构的(Fe,Cr) 3O4。 此面扫描图的结果与图 4 中

氧化层的 EDS 线扫描图结果一致。

图 5摇 CLAM 钢腐蚀试样 BM鄄2郾 98 m / s 的截面面扫描图:(a)测试区域;(b,c)元素分布;(d)O、(e)Fe、(f)Cr、(g)Pb 和(h)Bi 元素分布(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5摇 Element mapping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CLAM steel sample BM鄄2郾 98 m / s: (a) test zone; (b,c) element distribu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d) O, (e)
Fe, (f) Cr, (g)Pb, (h)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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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 6 为不同相对流速下腐蚀试样截面的 SEM 图。 从图

6a 中可以看出,腐蚀试样表面的氧化层呈双层结构,氧化层

厚度约为 10 滋m。 当增大相对流速后,腐蚀试样表面的氧化

层也逐步增厚,且内氧化层也分为了两层,靠近基体材料区

域的颜色比靠近外氧化层区域的颜色稍浅。 根据氧化层的

面扫描图(图 5)可以发现,内氧化层的外层中 O 含量远高于

内氧化层的内层中 O 含量,而内氧化层的内层中 Fe 含量远

高于内氧化层的外层中 Fe 含量,内氧化层的外层中 Cr 含量

稍高于内氧化层的内层以及基体中的 Cr 含量。 这与 O、Fe、
Cr 元素的迁移和扩散有关,基体中的 Fe 元素通过疏松多孔

的 Fe3O4 外氧化层逐步向 Pb鄄Bi 中扩散并溶解,Pb鄄Bi 中的 O
元素通过外氧化层逐步向基体扩散形成内氧化层,而 Cr 元

素会在内氧化层的外层发生一定程度的富集[15] 。

图 6摇 不同相对流速下 CLAM 钢腐蚀试样截面的 SEM 图:(a) BM鄄0 m / s、
(b) BM鄄1郾 70 m / s、 ( c) BM鄄2郾 98 m / s、 ( d) BM鄄3郾 69 m / s 和 ( e) BM鄄
4郾 77 m / s
Fig郾 6摇 SEM micrographs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CLAM steel samples after
corrosion under various flow velocities: (a) BM鄄0 m / s; (b) BM鄄1郾 70 m / s;
(c) BM鄄2郾 98 m / s; (d) BM鄄3郾 69 m / s; (e) BM鄄4郾 77 m / s

图 7 为不同相对流速下腐蚀试样表面氧化层的平均厚

度及其变化曲线。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试样 BM鄄0 m / s 表面

的总氧化层厚度为 9郾 1 滋m,外氧化层厚度为 5郾 3 滋m,内氧化

层厚度为 3郾 8 滋m;试样 BM鄄1郾 70 m / s 表面的总氧化层、外氧

化层、内氧化层的厚度分别为 37郾 6 滋m、18郾 4 滋m、19郾 2 滋m;试
样 BM鄄2郾 98 m / s 表面的总氧化层、外氧化层、内氧化层的厚

度分别为 46郾 1 滋m、22郾 7 滋m、23郾 4 滋m;试样 BM鄄3郾 69 m / s 表

面的总氧化层、外氧化层、内氧化层的厚度分别为 42郾 8 滋m、
20郾 5 滋m、22郾 3 滋m;试样 BM鄄4郾 77 m / s 表面的总氧化层、外氧

化层、内氧化层的厚度分别为 39郾 5 滋m、15郾 2 滋m、24郾 3 滋m。
随着 LBE 相对流速的增加,CLAM 钢试样表面的总氧化层平

均厚度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规律。 当 LBE 的相对流速从

0 m / s 逐步增大到 2郾 98 m / s 时,外氧化层和内氧化层的平均

厚度均是逐步增加的,试样表面的总氧化层的平均厚度也是

逐步增加的。 这是因为随着流速的增大,质量传递速率也加

快,导致 Fe 元素向 LBE 中溶解的速率和 LBE 中 O 元素向基

体扩散迁移的速率均逐渐提高,最终导致试样表面氧化层厚

度的增加。 此结果符合图 1 中 B 区间的流速与腐蚀速率的

规律。 然而,当 LBE 的相对流速从 2郾 98 m / s 逐步增大到

4郾 77m / s 时,内氧化层的平均厚度整体是逐渐增大的,而腐蚀

试样表面的外氧化层和总氧化层的平均厚度均是逐渐减小

的。 这是由于随着 LBE 相对流速的进一步增大,试样表面冲

蚀腐蚀程度逐渐加重,外氧化层厚度急剧减小,进而使得试

样表面总氧化层的厚度逐渐减小。 因此,在高流速的 LBE
中,试样表面的氧化层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剥落,这可以从图 2
中试样表面的 SEM 图中观察到。 此结果符合图 1 中 D 区间

的流速与腐蚀速率的规律。

图 7摇 不同相对流速下 CLAM 钢腐蚀试样表面氧化层的平均厚度
Fig郾 7摇 Average thickness of oxide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CLAM steel sam鄄
ples after corrosion under various flow velocities

3摇 结论

(1)经过不同相对流速的腐蚀试验后,CLAM 钢试样表

面均形成双层结构的氧化层,外氧化层为疏松多孔的 Fe3O4

层,内氧化层为致密的尖晶石结构(Fe,Cr) 3O4 层,并且有一

定量的 Pb鄄Bi 渗透到外氧化层中。
(2)随着 LBE 相对流速从 0 m / s 逐步增大到 2郾 98 m / s,

CLAM 钢试样表面氧化层也逐步增厚,这是因为随着流速的

增大,质量传递速率也加快,使得 Fe 的溶解速率和 O 的扩散

迁移速率得到提高,最终导致试样表面的氧化腐蚀程度加

剧。
(3)当相对流速从 2郾 98 m / s 继续增大到 4郾 77 m / s 时,

CLAM 钢试样表面的氧化层厚度逐渐减小,这是由于随着

LBE 相对流速的进一步增大,试样表面冲蚀腐蚀程度逐渐加

重,外氧化层因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剥落而导致厚度急剧减

小,进而使得试样表面总氧化层的厚度逐渐减小。

参考文献

1摇 Zhan W L, Xu H S.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27(3), 375(in Chinese) .
詹文龙, 徐瑚珊.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27(3), 375.

2摇 Zhao Z X, Xia H H. China Nuclear Power, 2009, 2(3), 202( in Chi鄄
nese) .
赵志祥, 夏海鸿. 中国核电, 2009, 2(3), 202.

3摇 Loewen E P, Tokuhiro A T. Journal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40(8), 614.

4摇 Barbier F, Benamati G, Fazio C, et al.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5773

铅铋共晶合金的流动速度对 CLAM 钢腐蚀行为的影响 /陈摇 钢等



2001, 295(2), 149.
5摇 Kikuchi K, Saito S, Kurata Y, et al. JS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Series

B, 2004, 47(2), 332.
6摇 Liu S J, Huang Q Y, Li C J, et al. Fusion Engineering & Design, 2009,

84(7), 1214.
7摇 Zhang J, Li N.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08, 373(1), 351.
8摇 M俟ller G, Heinzel A, Konys J, et al.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02, 301(1), 40.
9摇 Schroer C, Vob Z, Wedemeyer O, et al.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06, 356(1), 189.
10 Tsisar V, Schroer C, Wedemeyer O, et al. In: 22nd International Con鄄

ference on Nuclear Engineering ( ICONE22 ). Prague, 2014, pp.

V003T05A016.
11 Zhang J S, Li N, Chen Y, et al.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05,

336(1), 1.
12 Mart侏n鄄Mu觡oz F J, Soler鄄Crespo L, G佼mez鄄Brice觡o D. Journal of Nuclear

Materials, 2011, 416(1), 87.
13 Zhang J S, Li N. Corrosion Science, 2007, 49(11), 4154.
14 Martinelli L, Balbaud鄄C佴l佴rier F, Terlain A, et al. Corrosion Science,

2008, 50, 2523.
15 Martinelli L, Balbaud鄄C佴l佴rier F, Terlain A, et al. Corrosion Science,

2008, 50, 2537.
(责任编辑摇 李摇 敏)

Gang Chen pursued his doctoral degree in Jiangsu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5 to June 2019.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e corrosion of nuclear
materials in lead鄄bismuth eutectic alloys. He has pub鄄
lished more than 10 articles in important journals do鄄
mestically and abroad.

陈钢,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江苏大学
攻读博士,主要从事核材料在铅铋共晶合金中的腐
蚀相关研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 10 余

篇。

Yucheng Lei, born in 1962, Ph. D. ,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connection
technology of advanced materials and the control and
simulation of welding process. H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a number of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50 papers in important
journals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and he has authorized
8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雷玉成,1962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从事先进材料的连接技术和焊接过程控制及模拟的研究,负责
过多项国家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50 余篇,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8 项。

6773

材料导报(B),2019,33(11):3772鄄3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