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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奥氏体不锈合金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奥氏体不锈合金，所述奥氏

体不锈合金以重量％(wt％)计包含：C低于0.03；

Si低于1.0；Mn低于或等于1.2；Cr  26.0至30.0；

Ni  29.0至37.0；Mo  6.1至7.1或者(Mo+W/2)6.1

至7.1；N  0.25至0.36；P低于或等于0.04；S低于

或等于0.03；Cu低于或等于0.4；余量为Fe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并且本发明涉及所述奥氏体不锈合

金的用途以及涉及由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制成

的产品。因此，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包含低含量

的锰与高含量的氮的结合。本发明还涉及所述奥

氏体不锈合金的用途、特别是在高腐蚀性环境中

的用途，以及涉及由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制成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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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奥氏体不锈合金，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以重量％计包含：

C  低于0.03；

Si 高于0.01至低于1.0；

Mn  0.01至1.1；

Cr高于26.0至30.0；

Ni  29.0至37.0；

Mo  6.1至7.1；

N  0.26至0.36；

P  低于或等于0.04；

S  低于或等于0.03；

Cu  0.001至0.4；

任选地Al、V、Nb、Ti、O、Zr、Hf、Ta、Mg、Pb、Co、Bi、Ca、La、Ce、Y和B中的一种或多种元素的

总量低于或等于1.0；

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Si的含量低于0.5重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Si的含量为0 .1重量％至0 .3重

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Mn的含量为0 .6重量％至1 .1重

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Ni的含量为31重量％至36重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Ni的含量为34重量％至36重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Cr的含量为高于26重量％至29重

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Cr的含量为高于26重量％至28重

量％。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Mo的合金含量为6.1重量％至6.8重

量％。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其中Mo的合金含量为6.3重量％至6.8

重量％。

11.包含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制品的用途，其中所述

制品用于与化学工业相关的应用中。

12.包含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制品的用途，其中所述

制品用于与油气工业相关的应用中。

13.包含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制品的用途，其中所述

制品用于与石化工业相关的应用中。

14.一种制品，所述制品包含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奥氏体不锈合金。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制品，其中所述制品是管道、导管、棒材、线材、板材、片材

和/或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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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奥氏体不锈合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含低含量的锰与高含量的氮的结合的新型奥氏体不锈合金。本发明

还涉及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的用途，特别是在高腐蚀性环境中的用途，以及涉及由所述奥

氏体不锈合金制成的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腐蚀性应用中，常常使用镍基合金而不是常规不锈合金用于制造制品，这是

因为镍基合金与常规不锈合金相比具有更高的耐腐蚀性。此外，常规不锈合金不具有所需

的耐腐蚀性和所需的结构稳定性。

[0003] 然而，使用镍基合金存在缺点，这是因为它们是昂贵的并且也难以制造。因此，对

于具有高的耐腐蚀性和优良的结构稳定性并且其也不昂贵且易于制造的合金存在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是解决或至少减少上文提到的缺点。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奥氏体不锈合金，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以重量％(wt％)计的以下组成：

[0005] C  低于0.03；

[0006] Si  低于1.0；

[0007] Mn  低于或等于1.2；

[0008] Cr  26.0至30.0；

[0009] Ni  29.0至37.0；

[0010] Mo或(Mo+W/2)6.1至7.1；

[0011] N  0.25至0.36；

[0012] P  低于或等于0.04；

[0013] S  低于或等于0.03；

[0014] Cu  低于或等于0.4；

[0015] 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6] 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这种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高的耐腐蚀性和优良的结

构稳定性。此外，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与常规Ni基合金相似的机械强度，并且还具有优

良的抗张强度和优良的延展性。另外，发明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元素组成，其中得到的奥氏

体不锈合金具有高的延展性和机械强度的组合(参见图1A和图1B)，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这是因为通常当机械强度增加时，延展性将会降低。在本发明的奥氏体合金中，延展性和屈

服强度两者都令人吃惊地增加。

[0017] 附图简述

[0018] 图1A示出了对于表1的组成，屈服强度以及抗张强度作为氮含量的函数；

[0019] 图1B示出了对于表1的组成，伸长率作为氮含量的函数；

[0020] 图2公开了对于表1的组成，表1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抗张强度作为Mn含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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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奥氏体不锈合金，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以下组成：

[0022] C  低于0.03；

[0023] Si  低于1.0；

[0024] Mn  低于或等于1.2；

[0025] Cr  26.0至30.0；

[0026] Ni  29.0至37.0；

[0027] Mo或(Mo+W/2)6.1至7.1；

[0028] N  0.25至0.36；

[0029] P  低于或等于0.04；

[0030] S  低于或等于0.03；

[0031] Cu  低于或等于0.4；

[0032] 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3] 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高的耐腐蚀性和优良的结构稳

定性。优良的结构稳定性意味着在制造过程中在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中几乎不形成中间金

属相的析出物。此外，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具有高的强度(例如屈服

强度和抗张强度)与优良的延展性、非常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和优良的可焊接性的结合。

[0034] 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这种奥氏体不锈合金被用于制造制品，所述制品例如

是管道、棒材、导管、线材、带材、板材和/或片材。这些产品旨在用于需要高的耐腐蚀性和优

良机械性能的应用中，例如油气工业、石化工业、化学工业、制药工业和/或环境工程中。用

于制造这些产品所使用的方法是常规的制造方法，例如但不限于熔化、AOD转炉、铸造、锻

造、挤出、拉伸、热轧和冷轧。

[0035] 在下文中将讨论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合金元素，其中

wt％是重量％：

[0036] 碳(C)：低于或等于0.03重量％

[0037] C是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中包含的杂质。当C的含量超过0.03重量％时，由于碳化

铬在晶界中析出，耐腐蚀性降低。因此，C的含量低于或等于0.03重量％，例如低于或等于

0.02重量％。

[0038] 硅(Si)：低于或等于1.0重量％

[0039] Si是可以添加以用于除氧的元素。然而，Si将促进中间金属相(例如σ相)的析出，

因此以1.0重量％或更低、例如0.5重量％或更低的含量包含Si。根据一个实施方式，Si高于

0.01重量％。根据一个实施方式，Si低于0.3重量％。根据又一个实施方式，Si为0.1重量％

至0.3重量％。

[0040] 锰(Mn)：低于或等于1.2重量％

[0041] Mn在大多数不锈合金中使用，这是因为Mn将形成MnS，MnS改善热延展性。当以高含

量(例如大约4重量％)添加时，Mn也被认为在大多数奥氏体不锈合金中对增加强度是有益

的。然而，对于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来说，已令人吃惊地发现高于

1.5重量％的Mn含量将降低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的强度，因此，Mn的含量低于或等于1.2重

量％，例如低于或等于1.1重量％，例如低于或等于1.0重量％。根据一个实施方式，所述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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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为0.01重量％至1.1重量％。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Mn为0.6重量％至1.1重量％。

[0042] 镍(Ni)：29重量％至37重量％

[0043] 在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中，镍与Cr和Mo一起对于改善对应力腐蚀裂纹的抗性是有

益的。另外，镍也是一种奥氏体稳定元素，并且也将减少中间金属相在奥氏体不锈钢的晶界

中的析出，特别是当它暴露于600‑1100℃的温度区间时。所述晶界析出物可不利地影响耐

腐蚀性。因此，所述镍的含量是至少或等于29重量％，例如至少31重量％，例如至少34重

量％。然而，增高的镍含量将降低N的溶解性。因此，Ni的最大含量是低于或等于37重量％，

例如低于或等于36重量％。根据一个实施方式，所述Ni的含量为34重量％至36重量％。

[0044] 铬(Cr)：26重量％至30重量％

[0045] Cr是不锈合金中最重要的元素，这是因为Cr对于产生钝化膜、保护不锈合金免于

腐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此外，Cr的添加将提高N的溶解性。当Cr的含量低于26重量％时，本

发明的奥氏体不锈合金的耐点状腐蚀性将会不足。此外，当Cr的含量高于30重量％时，二次

相例如氮化物和σ相将会形成，所述二次相将不利地影响耐腐蚀性。因此，所述Cr的含量为

26重量％至30重量％，例如高于26重量％，例如26重量％至29重量％，例如26重量％至28重

量％，例如高于26重量％至29重量％，例如高于26重量％至28重量％。

[0046] 钼(Mo)：6.1重量％至7.1重量％

[0047] Mo有效地使在奥氏体不锈合金表面上形成的钝化膜稳定，并且也有效地改善耐点

状腐蚀性。对于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来说，当Mo的含量低于6.1重

量％时，对点状腐蚀的耐腐蚀性将不足够高。然而，过高的Mo含量将促进中间金属相例如σ

相的析出，并且也使热可加工性变差。因此，所述Mo的含量为6.1重量％至7.1重量％，例如

6.3重量％至6.8重量％。

[0048] (Mo+W/2)：6.1重量％至7.1重量％

[0049] 如果存在W，则W具有Mo一半的效果(以重量％计)，这通过PRE方程Cr+3 .3(Mo+

0.5W)+16N证实。

[0050] Mo和W有效地使在奥氏体不锈合金表面上形成的钝化膜稳定，并且也有效地改善

耐点状腐蚀性。对于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来说，当(Mo+W/2)的含量

低于6.1重量％时，对点状腐蚀的耐腐蚀性将不足够高。然而，过高的Mo和W/2的含量将促进

中间金属相例如σ相的析出，并且也使热可加工性变差。如果存在W，则本发明合金中的W的

含量在0.001重量％至3.0重量％之间，例如0.1重量％至3.0重量％。应理解的是，本发明合

金中的Mo的含量在满足条件(Mo+W/2)为6.1重量％至7.1重量％的范围内。根据一个实施方

式，(Mo+W/2)为6.3重量％至6.8重量％。

[0051] 氮(N)：0.25重量％至0.36重量％

[0052] N是用于通过使用固溶硬化来增加奥氏体不锈合金中的强度的有效元素。N对于结

构稳定性也是有益的。此外，N在冷加工期间将改善形变硬化。当N的含量低于0.25重量％

时，强度和延展性都不足够高。如果所述N的含量高于0.36重量％，则流变应力对于获得高

效的热可加工性能来说是过高的。因此，在本发明中，发明人令人吃惊地发现，如果N的含量

为0.25重量％至0.36重量％，例如0.26重量％至0.33重量％，例如0.26重量％至0.30重

量％，则将会获得具有改善的延展性和屈服强度两者的结合的奥氏体不锈合金。

[0053] 磷(P)：低于或等于0.04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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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P被认为是一种杂质，并且众所周知，P将不利地影响热可加工性。因此，所述P的含

量被设定在低于或等于0.04重量％或更低，例如低于或等于0.03重量％。

[0055] 硫(S)：低于或等于0.03重量％

[0056] S被认为是一种杂质，这是因为它将使热可加工性变差。因此，S的允许含量低于或

等于0.03重量％，例如低于或等于0.02重量％。铜(Cu)：低于或等于0.4重量％

[0057] Cu是任选的元素，并且被认为是一种杂质。本发明的不锈合金由于用作制造材料

的原材料而包含Cu。所述Cu的含量应尽可能低，因此对于本发明的合金来说，Cu的水平低于

或等于0.4重量％，这是因为高于这个水平，机械性能将受到不利影响。根据一个实施方式，

Cu可以以0.001重量％至0.4重量％的量存在。

[0058] 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可任选地包含选自Al、V、Nb、Ti、O、

Zr、Hf、Ta、Mg、Pb、Co、Bi、Ca、La、Ce、Y和B中的一种或多种元素。这些元素可在制造过程中添

加，以便提高例如除氧、耐腐蚀性、热延展性和/或机械加工性。然而，正如本领域中已知的，

这些元素的添加必须受到限制，其取决于存在何种元素。因此，如果添加的话，这些元素的

总含量低于或等于1.0重量％。

[0059] 如本文中指示的术语“杂质”是指下述物质：由于原材料(例如矿石和废料)并且由

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其它因素，当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在工业上生产时，所述物质将污染

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并且在没有不利地影响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奥氏体不锈合金

的范围之内允许所述物质污染。

[0060] 根据一个实施方式，如上文中或后文中所定义的合金由以下组成：

[0061] C  低于0.03；

[0062] Si  低于1.0；

[0063] Mn  低于或等于1.2；

[0064] Cr  26.0至30.0；

[0065] Ni  29.0至37.0；

[0066] Mo或(Mo+W/2)6.1至7.1；

[0067] N  0.25至0.36；

[0068] P  低于或等于0.04；

[0069] S  低于或等于0.03；

[0070] Cu  低于或等于0.4；

[0071] 和任选地Al、V、Nb、Ti、O、Zr、Hf、Ta、Mg、Pb、Co、Bi、Ca、La、Ce、Y和B中的一种或多种

元素低于或等于1.0重量；

[0072] 余量为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73] 此外，当使用术语“低于”时，应理解的是，除非另外陈述，否则下限是0重量％。

[0074] 通过以下的非限制性实施例进一步示例本发明。

[0075] 实施例

[0076] 实施例1：

[0077] 将17种不同的合金作为270kg熔炼物在高频率感应电炉中熔化，然后使用9英寸模

具铸造成铸锭。所述熔炼物的化学组成示出在表1中。

[0078] 在铸造后，除去所述模具并将所述铸锭在水中淬火。从每个铸锭获取用于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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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样品。在熔炼物编号605813‑605821的铸造以及除去模具之后，将铸锭在1170℃下淬灭

退火1h。通过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和火花原子发射光谱法和燃烧技术进行化学分析。

[0079] 将得到的铸锭在4公吨锻锤中锻造成150mm×70mm的钢坯。在锻造之前，将所述铸

锭加热到1220℃‑1250℃，保持时间为3小时。然后将得到的锻造钢坯机械加工成150mm×

50mm的钢坯，将所述钢坯在罗伯特森辊轧机中热轧到10mm。在所述热轧之前，将所述钢坯加

热到1200℃‑1220℃，保持时间为2小时。

[0080] 将所述奥氏体不锈合金在1200℃‑1250℃用不同的保持时间进行热处理，然后进

行水淬火。

[0081] 表1.熔炼物的化学组成。所述熔炼物具有90μm‑110μm的奥氏体晶粒尺寸，因为更

小和更大的尺寸将影响所述熔炼物的强度。用“*”标记的熔炼物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0082]

[0083] 在室温下根据SS‑EN  ISO  6892‑1:2009确定所述熔炼物的拉伸性能。拉伸试验是

通过使用根据SS  112113(1986)中的样本类型5C50的车削样本，在热轧并淬灭退火的10mm

厚度的板上进行，其中样本的直径为5mm。每批熔炼物使用3个样品。

[0084] 表2.室温下的拉伸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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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在图1A和图1B中，将变量屈服强度(Rp0.2)、抗张强度(Rm)和伸长率(A)相对于在热

轧并热处理条件中的实验熔炼物的氮含量作图。由图1B可看出，伸长率(A)令人吃惊地随着

氮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而通常地当氮含量与本发明中的氮含量一样高时，伸长率会降低。此

外，图1A示出了本发明的熔炼物具有高的屈服强度(Rp0.2)和高的抗张强度(Rm)。

[0087] 在图2中，将抗张强度相对于Mn含量作图。由图中可看出，Mn的含量将影响抗张强

度，具有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的Mn含量的所有熔炼物具有大约739MPa或更高的抗张强度，

而具有高于2.90的Mn含量的熔炼物具有大约717MPa或更低的抗张强度。这是非常令人吃惊

的，这是因为当Mn以高含量(例如大约4重量％)添加时，通常认为对于增加奥氏体不锈合金

中的强度是有益的。

[0088] 实施例2与其它合金的比较

[0089] 表3–不同合金的拉伸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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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0091] 通过比较表2和表3中的数据可看出，令人吃惊地发现本发明的合金具有与镍基合

金的强度相当的强度，并且所述强度还高于常规奥氏体不锈钢的强度。

[0092] 实施例3点状腐蚀试验

[0093] 研究了Cr在点状腐蚀中的影响。点状腐蚀是最具破坏性的腐蚀形式的一种，并且

特别在油气应用、化学和石化工业、制药工业和环境工程中限制这种腐蚀是必不可少的。

[0094] 对于点状腐蚀试验，将已被热轧并退火的熔炼物编号605875、605881和605882的

样品(参见实施例1)进行冷轧，然后在1200℃下退火，保持时间为10分钟，随后进行水淬灭。

[0095] 通过确定每批熔炼物的临界点状腐蚀温度(CPT)来研究耐点状腐蚀性。所使用的

试验方法描述在ASTM  G150中，但是在这个特定测试中，将电解质改变成3M  MgCl2，这能使

在相比于原始电解质1M  NaCl的更高的温度下进行测试。所述样品在测试之前搁置在P600

纸上。

[0096] 在表4中，示出了铬含量对耐点状腐蚀性(CPT)的影响。

[0097] 表4–铬对耐点状腐蚀性的影响

[0098] 熔炼物 Cr CPT(℃)

编号605875 26,72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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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605881 25,98 108,0

编号605882 25,76 105,6

[0099] 由该表可看出，Cr含量对点状腐蚀具有极大的影响。为了具有优异的耐点状腐蚀

性，高于108℃的腐蚀点状温度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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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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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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