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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塔底油浆泵叶轮断裂失效分析
胡敬宁，孙艳丽，宫恩祥，田海平，李质情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高温塔底油浆泵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开机时叶轮频繁发生断裂的现象，选择发生断裂
现象较多的泵型，对可能导致叶轮断裂的各种因素，从断裂点的宏观检查到叶轮材料、硬度以及断
裂点的金相组织的微观检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采用热冲击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对该叶轮断

裂失效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叶轮存在严重的铸造缺陷，热处理工艺出现了偏差，高温环境削
弱了叶轮的强度，热冲击应力是导致叶轮断裂失效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叶轮结构、铸造工艺、热处理
工艺、开机操作规程等方面的改进，基本解决了油浆泵的叶轮断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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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催化裂化装置（ＦＣＣＵ）中油浆催化剂固体含

急开机情况下叶轮断裂的现象．高铬铸铁材料ＫｍＴＢ－

量达到１０ ｇ／Ｌ‘¨，温度在３６０～３８０℃之间，目前用来

Ｃｒ２６多应用于常温渣浆泵中，在高温领域中应用的历

输送这种塔底高温介质的是一种新型的双壳体结构

史不长，虽然经常发生叶轮断裂现象，用户和设计单

的油浆泵，其过流部件采用的是耐磨性好的高铬铸铁

位对造成高温油浆泵叶轮失效的原因，都没有进行更

材料ＫｍＴＢＣｒ２６．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多家炼厂发生紧

深入的研究，只是简单的使用备用叶轮加以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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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出叶轮断裂的真实原因，彻底消除叶轮失效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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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口形貌特征均是河流花样，主要是解理断裂，

来的危害，笔者从叶轮材料的理化检验，叶轮结构、制

有少量撕裂痕迹，是典型的脆性断裂的形貌特征．

造及热处理工艺，使用条件及开机流程等多个方面出

１．４金相检验

发，找出了导致这种塔底高温油浆泵叶轮断裂失效的
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在Ａ，Ｂ，Ｃ三个断口处取样，进行金相检验【２Ｊ，
轮毂处金相组织电镜扫描像（１×３００）见图３．外缘
处金相组织（１×１５０）见图４．

１外观检查与理化检验
１．１断裂叶轮外观检查
叶轮断裂的断口形状见图１．经检查，除断口
外，叶轮运转间隙处没有磨损痕迹，加工刀痕清晰可
见；叶轮前后盖板和外径处均没有磨损痕迹；叶轮流
道内无异物，叶片完好．
图３

图１叶轮断口形状
Ｆｉｇ．１

图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Ａ，Ｂ，Ｃ断口轮毂金相组织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ｇ．３

Ｆｉｇ．４

ａｔ

ｈｕｂ Ａ，Ｂ，Ｃ

Ａ，Ｂ，Ｃ断口外缘金相组织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ｅｄｇ Ａ，Ｂ，Ｃ

１．２断口外观检查

为检验金相组织的致密性，金相试块进一步抛

断件在叶轮径向约１２０。呈三块破裂，断口清理
干净后，从残留的断口痕迹可以看出断口呈脆性断

光检验，扫描像（１×３００）见图５．

裂，有少量撕裂痕迹，沿Ａ断口键槽直角顶端直线

断裂，且Ａ断口键槽附近有一条约笳ＩＴｌｍ Ｘ

１８ ｍｍ

铸造孔洞．
１．３断口微观检验
在Ａ断口键槽和叶轮外径处取样，进行电镜扫
描放大，微观检验断口Ｌ２ Ｊ．微观断口电镜扫描像（１
ｘ３００）见图２．
图５试块抛光面组织
Ｆｉｇ．５

Ｍ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检验结果表明：轮毂处组织为粗大树枝状马氏

体和合金碳化物；外缘处组织为粗大块状马氏体和
合金碳化物；铸件组织存在一定的纤维疏松和空隙．
１．５硬度检验
在ＨＲ一１５０型洛氏硬度机上测定硬度Ｈ１，三块
图２键槽处断点和外缘处断口微观像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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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材料化学成分检验

从硬度测试结果来看，实际硬度达到ＨＲＣＡ５～

对断裂叶轮取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检验【４】．

马氏体和合金碳化物，是明显的铸件态或低温退火

表ｌ材料主要化学成分标准值和试验值

态组织．

ｍａ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元素

Ｃ

标准值
试验值

４８，是典型的铸态硬度．
从图３中也可以看出，金相组织是粗大树枝状

１（ｒｎＴＢＣ２６化学成分见表１．

Ｔａｂ．１

２ｌ

Ｓｉ

Ｍｎ

Ｓ

３．３０

１．２０

２．００

３．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３

％

Ｐ

Ｃｒ

０．０６

０．１０

２３—３０

０．０５

２７．００

从实际热处理过程追踪来看，叶轮和其他工件
一起进行２００～３００ ｏＣ，保温２—３ ｈ的去应力处理．
２．５开机过渡过程
紧急开机流程．运行泵出现问题时立即启动备

通过检验表明：叶轮材料的主要化学成分在标
准的规定范围内．

用泵，在准备的过程中，首先加大暖泵流量，旁通阀
门全开，在很短的开机准备后，启动备用泵．启动时
泵的温度一般不超过２５０℃．

２失效分析

叶轮出现断裂失效大都发生在紧急开机流程的
开机过渡过程中．

２．１泵的结构

非正常流程启动泵时，泵的温度一般低于２５０

双壳体油浆泵”ｏ属于重载流程泵，支撑结构比

℃．此时，泵内的油浆粘度很高，在泵体和叶轮间的

一般流程泵Ｍｏ更保守，要高出同参数流程泵两个托

流动死区介质粘度更高，这部分油浆处于半凝固状

架号．更粗的轴径和更小的悬臂比，保证轴系有较高

态，将叶轮和泵体粘连在一起．在开机的过渡过程

的刚度，使泵运行更平稳．

中，高粘性介质本身需要更大的启动力矩．叶轮和泵

２．２热变形

体间的半凝固油浆对叶轮运转也起到了“软制动”

在高温泵中，叶轮是属于无约束自由变形件．与

作用．

叶轮配合的只有轴和轴向固定的叶轮螺母，轴的材

非正常启动泵，当３６０—３８０℃高温油浆很短时

料采用２Ｃｒｌ３，其膨胀系数和叶轮材料ＫｍＴＢＣｒ２６相

间进入泵内后，和叶轮的温差超过１００℃．对叶轮将

当．所以，不存在由于轴的径向热膨胀对叶轮轮毂产

产生热冲击．

生的附加热应力，也不存在由于轴和轮毂在轴向上

２．６热冲击

的膨胀差异产生的附加热应力．
２．３

叶轮中受力最大，强度最薄弱的部位是叶轮轮

ＫｍＴＢＣｒ２６高铬铸铁材料

毂键槽处，叶轮轮毂界面可看成厚壁圆筒．

ＫｍＴＢＣｒ２６材料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一较高的

厚壁圆筒的热冲击模型研究表明，热冲击产生

抗磨损性能、较好的韧性＂】．因此，越来越多应用在

的能量具有瞬时无限大的特性；产生的切向应力最

渣浆泵中坤’９Ｊ．有研究表明，在５００℃的高温状态下

大；切向力最大值在圆筒的中间部位．

ＫｍＴＢＣｒ２６材料仍然有良好的耐磨性【１引，所以也应
用于高温油浆泵中．

该材料虽然流动Ｉ生好，但是线收缩率和缩孔率都
很大，容易产生缩孔和热裂．断ＬＩ处出现６５
１８

无限长的圆筒热冲击研究表明：温度以波的形
式在物体内传播，热冲击包含了温度冲击和应力冲

ｍｍ×

ｌｎｎｌ铸造孔洞，金相检验也表明存在一定的纤维疏

松和空隙缺陷，见图１．

击两种动力效应．空心圆柱内的热动应力是剧烈振
荡的．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较大的应力冲击，形成
尖峰应力．
热冲击产生热应力，过高的应力跃变是材料表

严重的铸造孑Ｌ洞会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并且

面出现热冲击损伤的主要原因．

在最为薄弱部位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普遍的铸造微观

２．７高温材料机械性能的降低

缺陷，都严重削弱了轮毂的强度．
２．４热处理工艺
断裂叶轮没有按软化退火热处理工艺¨川进行，
而经软化处理后的金相组织应是共晶碳化物Ｍ，Ｃ，
＋铁素体＋残余奥氏体，热处理后的硬度ＨＲＣ≤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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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在高温环境下，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明显
降低．ＫｍＴＢＣｒ２６材料退火态最大剪切应力由室温
时的５８８ ＭＰａ降低到３７０℃时的４４０ ＭＰａ，降低了
２５％．

有些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对温度更为敏感，温
度的升高，机械性能下降更快，幅度更大．所以，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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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材料机械性能的下降．

操作规程上的改进，油浆泵没有出现叶轮断裂失效

２．８叶轮结构

的现象．

叶轮采用了厚轮毂结构，轮毂厚度３０ ｍｍ，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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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热冲击等综合因素一起出现时，叶轮断裂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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