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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

其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2～0.04％，Cr：

20.0～24.0％，Mo：5.0～7.0％，W：9.5～11.5％，

Al：0.20～0.50％，Si：0.25～0.75％，Mn：0.30～

1.00％，其余为Ni及不可避免的杂质，且上述成

分含量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关系式：(Mo+W)/C＝

375～850。本发明所述镍基合金不仅具有较高的

强度，还具有良好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和优异

的冷加工性能，该镍基合金650℃的抗拉强度≥

550MPa，屈服强度≥250MPa，延伸率≥60％；750

℃的抗拉强度≥480MPa，屈服强度≥240MPa，延

伸率≥60％；650℃高温熔盐(硝酸钾53％+亚硝

酸钠40％+硝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腐蚀速

率≤0 .035mm/年；40％冷变形量下，延伸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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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其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 .02～

0.04％，Cr：20.0～24.0％，Mo：5.0～7.0％，W：9.5～11.5％，Al：0.20～0.50％，Si：0.25～

0.75％，Mn：0.30～1.00％，其余为Ni及不可避免的杂质，且上述成分含量必须同时满足如

下关系式：(Mo+W)/C＝375～8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镍基

合金的显微组织为等轴晶，晶粒度为5.5～7.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镍

基合金650℃的抗拉强度≥550MPa，屈服强度≥250MPa，延伸率≥60％；750℃的抗拉强度≥

480MPa，屈服强度≥240MPa，延伸率≥60％；650℃高温熔盐(硝酸钾53％+亚硝酸钠40％+硝

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腐蚀速率≤0.035mm/年；40％冷变形量下，延伸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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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镍基合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

金。

背景技术

[0002] 以GH3230合金(该合金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 .05～0 .15％，Cr：20 .0～

24.0％，Mo：1.0～3.0％，W：13.0～15.0％，Al：0.20～0.50％，La：0.005～0.05％，Si：0.25

～0.75％，Mn：0.30～1.00％，Fe≤3.0％，其余为Ni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为代表的固溶强化

镍基合金，因具有高强度和抗冷热疲劳性能，组织稳定，是航空工业的传统材料，广泛应用

于航空发动机重要的热端部件。合金中加入了较高的固溶强化元素C和W，同时添加了微量

的稀土元素La、Al、Mn和Si以提高合金的抗氧化性能，通过固溶强化作用，保证合金的强度。

[0003] 通过对传统GH3230合金的耐腐蚀性能研究，尤其是对晶间腐蚀和高温熔盐腐蚀行

为进行了组织观察和机理分析研究，由于合金中含有较高的碳元素和稀土元素La，因此合

金组织中易析出大量的M6C、M23C6相和富镧相，这些析出相会形成腐蚀源，降低合金的耐蚀

性能；另外，合金中含较高的W元素，使得合金在高温熔盐环境中使用时W元素会以WO4-形式

从表面溶解到熔盐，加速合金的腐蚀。组织中大量析出的M6C相和合金中较多固溶强化元素

W显著的促进了合金的冷加工硬化，导致合金冷加工性能急剧下降。试验表明，合金冷加工

变形量20％时，合金的延伸率将会降低到7％以下，造成冷加工困难，易产生微裂纹(如图1

所示)。

[0004] 随着太阳能光热发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其核心设备聚热系统的需求日益增长，

该设备需要采用超长的薄壁管材(一般规格：外径Φ32mm～57mm，壁厚1.0mm～1.5mm，长度

10～30m)，且服役工况恶劣，要经受住30年以上650-750℃高温熔盐腐蚀考验，不仅要求材

料具有很高的强度，还对材料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提出更高要求。

[0005] 传统的GH3230合金是吸热器薄壁管材的主要候选材料，其力学性能满足要求，但

在高温熔盐腐蚀环境中，耐腐蚀性能较差，此类工况长时间使用存在风险。另外，该合金冷

加工硬化极快，在制造超长薄壁管材时难度极高，生产中必须多道次小变形量加工，否则极

易产生微裂纹而报废，造成管材加工成本极高。如何通过重新设计合金成分，调控合金组织

和性能，在维持合金原有强度的基础上，提高合金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和冷加工性能，并

使得综合性能具有良好匹配性，成为发挥这类镍基合金性能潜力的发展方向。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该合金不仅具有

较高的强度，还具有良好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和优异的冷加工性能，适合制造吸热器设

备用超长薄壁管材，且满足650～750℃高温熔盐腐蚀环境的使用要求。该镍基合金650℃的

抗拉强度≥550MPa，屈服强度≥250MPa，延伸率≥60％；750℃的抗拉强度≥480MPa，屈服强

度≥240MPa，延伸率≥60％；650℃高温熔盐(硝酸钾53％+亚硝酸钠40％+硝酸钠7％混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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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下，腐蚀速率≤0.035mm/年；40％冷变形量下，延伸率≥10％。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耐高温熔盐腐蚀、易加工的镍基合金，其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为：C：0.02～

0.04％，Cr：20.0～24.0％，Mo：5.0～6.0％，W：10.5～12.5％，Al：0.20～0.50％，Si：0.25～

0.75％，Mn：0.30～1.00％，其余为Ni及不可避免的杂质，且上述成分含量必须同时满足如

下关系式：(Mo+W)/C＝500～900。

[0009] 优选的，所述镍基合金的显微组织为等轴晶，晶粒度为5.5～7.5。

[0010] 优选的，所述镍基合金650℃的抗拉强度≥550MPa，屈服强度≥250MPa，延伸率≥

60％；750℃的抗拉强度≥480MPa，屈服强度≥240MPa，延伸率≥60％；650℃高温熔盐(硝酸

钾53％+亚硝酸钠40％+硝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腐蚀速率≤0.035mm/年；40％冷变形

量下，延伸率≥10％。

[0011] 在本发明所述镍基合金成分设计中：

[0012] 本发明优化传统GH3230合金成分体系，通过调整固溶强化元素配比，减少第二相

的析出，在合金强度不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提高合金耐蚀性能和冷加工性能，扩展合金在

高温熔盐腐蚀环境的使用范围，使其适合制造吸热器设备用超长薄壁管材，且满足650～

750℃高温熔盐腐蚀环境的使用要求。

[0013] 传统的GH3230合金不适合制造超长薄壁管材及在高温熔盐环境下使用，主要由以

下几个方面决定：

[0014] 1、传统GH3230合金强化机理主要是固溶强化和碳化物弥散强化，通过固溶热处

理，使强化元素W、Mo等充分固溶到基体中，从而引起晶格畸变使合金强度提高，同时，合金

组织中析出的M6C、M23C6和富镧相起到弥散强化的目的，但是合金中过多的碳化物和富镧相

在腐蚀环境中会成为优先腐蚀源，在高温熔盐腐蚀环境中会降低合金的耐腐蚀性能。

[0015] 2、高含量的W元素容易与C元素结合形成高温碳化钨，过量的W元素在高温熔盐环

境中会以WO4-形式从表面溶解到熔盐，加速合金的腐蚀。

[0016] 3、合金组织中析出的碳化物和过多的W元素固溶到基体中，加快了合金冷加工时

的硬化，不利于合金的冷加工，使其不适合制造超长薄壁管材。

[0017] 本发明合金设计特点为：减少强固溶强化元素的作用，通过合金元素的配比调整，

提升合金冷加工性能，同时提高合金耐腐蚀性能，将本发明合金命名为BG230。

[0018] 本发明主要从强化元素的选择、元素含量的控制和元素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考

虑：

[0019] 1、C：C元素是镍基高温合金中碳化物形成的必须元素，C元素含量过多，会形成过

多的碳化物，这些碳化物在腐蚀环境中会成为优先的腐蚀源，对合金的耐腐蚀性能不利，因

此本发明中降低了C元素的含量，将其控制在0.02～0.04％，减少了高温碳化物的析出。

[0020] 2、强化元素的选择：不同强化元素的强化效果不同，比如W、Co的固溶强化效果好，

但加入太多会增加合金脆性，不利于对合金进行冷热加工，另外，过多的W元素在高温熔盐

环境中会以WO4-形式从表面溶解到溶液，从而加速合金的腐蚀。而Mo元素也是固溶强化元

素，但其强化效果相比W和Co小，加入后加工硬化不易过快。因此本发明中适当减小了W元素

的含量，将合金中的W元素降低至9.5～11.5％，不仅提高了合金加工性能，而且提高了合金

在高温熔盐中的耐腐蚀性能。为弥补W元素含量降低导致的合金强度降低，提高Mo元素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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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至5.0～7.0％。

[0021] 3、元素之间的配合：C、W和Mo元素在满足各自的含量范围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关系

式：(Mo+W)/C＝375～850，通过C元素、W元素、Mo元素的关联匹配设计，控制合理的固溶强化

效果，降低了碳化物的数量，在保证合金具有高强度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合金在高温熔盐

环境中的耐腐蚀性能和冷加工性能。

[0022] 4、去除了传统GH3230合金中稀土元素La，本发明合金成分中去除了中国稀缺的元

素La，一方面，消除了在高温熔盐环境合金组织中富镧相析出，消除富镧相对腐蚀性能的影

响，提高合金耐高温熔盐的腐蚀性能，另一方面，降低了合金的制造成本。

[0023] 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任何一项设计不合理，均无法达到合金具有较

高的强度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和优异的冷加工性能。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合金与传统GH3230合金相比，通过调整固溶强化元素之间的配比，减少

了第二相的数量，在保证合金具有高强度的基础上，使合金耐高温熔盐腐蚀性能大幅提升，

扩展合金在高温熔盐腐蚀环境中的应用，满足650～750℃高温熔盐腐蚀环境的使用要求，

该镍基合金650℃的抗拉强度≥550MPa，屈服强度≥250MPa，延伸率≥60％；750℃的抗拉强

度≥480MPa，屈服强度≥240MPa，延伸率≥60％；650℃高温熔盐(硝酸钾53％+亚硝酸钠

40％+硝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腐蚀速率≤0.035mm/年。

[0026] 2、本发明合金与传统GH3230合金相比，相同冷加工变形量下合金的延伸率大幅提

升，显著的提高了合金冷加工性能，使其适合制造超长薄壁管材，40％冷变形量下，延伸率

≥10％。

[0027] 3、本发明合金中不含有稀缺元素La，降低了合金的制造成本，并且减少了富镧相

的析出，提高了合金在高温熔盐环境的耐腐蚀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传统GH3230合金冷加工变形量20％时表面产生微裂纹的情况示意图。

[0029] 图2为传统GH3230合金组织中碳化物的分布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合金组织中碳化物的分布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与传统GH3230合金延伸率随冷加工变形量变化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与传统GH3230合金650℃高温熔盐腐蚀环境下合金腐蚀速率

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4] 本发明实施例镍基合金成分见表1，采用真空感应+电渣冶炼工艺制备得到相应的

镍基合金。

[0035] 表1                                                   单位：重量百分比

[0036] 序号 C Cr Mo W Al Si Mn Ni (Mo+W)/C

实施例1 0.024 20.50 6.80 10.60 0.20 0.25 0.30 余量 725

实施例2 0.028 21.68 6.56 10.80 0.23 0.53 0.35 余量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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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3 0.030 21.20 5.90 10.30 0.30 0.30 0.50 余量 540

实施例4 0.035 22.60 6.15 11.00 0.35 0.40 0.60 余量 490

实施例5 0.037 23.00 7.00 11.50 0.47 0.50 0.50 余量 500

实施例6 0.033 23.70 6.70 11.45 0.40 0.64 0.45 余量 550

实施例7 0.020 20.00 5.85 11.15 0.28 0.47 0.30 余量 850

实施例8 0.040 24.00 5.30 9.70 0.50 0.75 1.00 余量 375

[0037] 本发明制备的镍基合金组织中碳化物数量明显比传统GH3230合金组织碳化物数

量少，传统GH3230合金组织中碳化物的分布图参见图2，本发明实施例1合金组织中碳化物

的分布图参见图3。

[0038] 本发明实施例1-8制备的镍基合金BG230与GH3230合金进行相同的固溶热处理，然

后对其进行高温力学性能测试，具体的性能参数如表2所示：

[0039] 表2

[0040]

[0041]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的镍基合金在650℃和750℃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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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GH3230合金相当，但是延伸率显著高于传统GH3230合金，说明本发明制备的镍基合金

冷加工性能优异，更适合制造超长薄壁管材。

[0042] 本发明与传统GH3230合金延伸率随冷加工变形量的变化示意图见图4。测试本发

明实施例1-8制备的镍基合金BG230与GH3230合金在40％冷变形量下合金的延伸率，具体的

性能参数如表3所示：

[0043] 表3

[0044]

[0045] 由图4和表3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的镍基合金与传统GH3230合金相比，在相同

冷加工变形量下本发明合金的延伸率明显高于传统GH3230合金，表明本发明合金的冷加工

性能优异，适合于制造超长薄壁管材。

[0046] 本发明实施例1与传统GH3230合金进行相同的固溶热处理，在650℃高温熔盐(硝

酸钾53％+亚硝酸钠40％+硝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合金腐蚀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5所示。

[0047] 本发明实施例1-8制备的镍基合金BG230与GH3230合金进行相同的固溶热处理，然

后在650℃高温熔盐(硝酸钾53％+亚硝酸钠40％+硝酸钠7％混合介质)环境下，处理1000h

测试合金腐蚀速率，具体的性能参数如表4所示：

[0048] 表4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3684395 A

7



[0049]

[0050] 由图5和表4可以看出，在相同环境下，处理相同时间时，传统GH3230合金的腐蚀速

率要远大于本发明实施例1镍基合金的腐蚀速率，也就说明了本发明所述合金的耐高温熔

盐腐蚀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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