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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先鳴

延

遲開裂是指高強度螺栓在一定金相組織狀態、靜載荷正應力和其他條

錳或鉻或鉬）淬火並回火」類材

件下，裂紋萌生並逐步擴展直至最終斷裂失效形式，又稱靜疲勞。高

料。對於需要熱處理的8.8~12.9

強度螺栓的延遲開裂具有廣泛性和多發性。長期以來，有效地控制和

防範延遲開裂的發生，是緊固件界非常重視的問題。

一、延遲開裂特性

級的高強度螺栓的硫和磷，其最
大含量極限均從舊標準的0.035%
降到0.025%；9.8級添加元素的碳
鋼（如硼或錳或鉻）淬火並回火

高強度螺栓的延遲開裂多是以氫脆機理來認識和處理。但是從其功能講，

的材料最高含碳量由0.40%代替

在用於連接、緊固、夾持和密封等用途的高強度螺栓，裝配後力學狀態為承受

了舊標準0.35%的規定；12.9級最

持久的應力，涉及到的材料包括低、中或高碳鋼及低合金鋼，熱處理工藝包括

低含碳量由0.30%代替了舊標準

調質、滲碳淬火或淬火加中溫回火，性能等級從8.8～12.9級，金相組織則是回

0.28%的規定。新標準對含碳量低

火馬氏體、回火托氏體及回火索氏體。

於0.25%的添加硼的碳鋼，其錳的

另外，還有兩種典型並常見的工藝缺陷，即淬火裂紋和磨削裂紋，具有造
成延遲開裂的特性。這主要是因淬火裂紋由淬火組織應力或組織差異應力，而
在馬氏體狀態下和區域內開裂的。

最低含量分別是8.8級為0.60%；
9.8級和10.9級為0.70%的規定。新
標準規定了「合金鋼至少應含有
下列的一種元素，其最小含量為

延遲開裂的應力除有內在的組織應力外，還有裝配的外在應力。在實際生

鉻0.30%；鎳0.30%；鉬0.20%；釩

產中解決大量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問題時，除去技術條件中關注和規避「鍍

0.10%」的要求。另外還補充了

鋅」、「酸洗」工藝等滲氫因素外，真正大量採用的方法是性能控制「馬氏體

「當含有二、三或四種複合的合

組織」和「持久應力」兩大關鍵因素，具體的為驅氫工藝和抗氫脆試驗。

金成分時，合金元素的含量不能

應該強調的是，在高強度螺栓的延遲開裂中，馬氏體及其不充分的回火組
織是延遲開裂的必要條件，就是說沒有這種組織則不發生延遲開裂；而應力的

少於單個元素含量合計的70%」要
求。

幅值和「氫」的存在這兩種因素並列為充分條件。且在常規的氫規避條件下，

新標準在標記制度中取消了

應力的因素是導致延遲開裂最活躍的因素。充分認識延遲開裂幾個主要影響因

10.9級，故在材料中也相應取消了

素，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0.9級低碳合金鋼（如硼、錳或

二、標準的解讀
GB/T3098.1-2010《緊固件機械性能螺栓、螺釘和螺柱》新標準，在避免高
強度螺栓發生延遲開裂的問題上，制定了許多限制性技術條款。大量的生產實
踐中，逐步對相關技術條款的內在含義有了本質上的認識，具體如下。
1. 在新標準中對8.8級及以上螺栓規定了「最低含碳量」，舊標準中所提到的

鉻），淬火並回火（其最低回火
溫度340℃）的材料類別。 12.9級
的最低回火溫度由425℃代替了舊
標準的380℃規定。
這主要是因為鋼材的淬硬性
取決於含碳量，也影響著回火的

「低碳合金鋼（如硼或錳或鉻）淬火並回火」，新標準修改為「添加元素

溫度值，杜絕因淬硬性不足而降

的碳鋼（如硼或錳或鉻）淬火並回火」。8.8級和9.8級螺栓新標準增加了

低回火溫度的規定，是為了避免

「合金鋼淬火並回火」類材料。12.9級增加了「添加元素的碳鋼（如硼或

因材料原因帶來的回火不充分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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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新標準表2中對高強度螺栓

規定了「表面硬度」的要求，指出檢測當採用HV0.3測定表面硬度及芯部

規定了「最低回火溫度」，限定

硬度時，螺栓的表面硬度不應比芯部高出30HV；10.9級表面硬度不應超出

回火不充分的情況發生，這主要

390HV；12.9級表面硬度不應超出435HV，實際上是用於控制熱處理工藝中表

是針對那些在實際生產中淬火不

面增碳的問題。在新標準中得知，由於增加表面硬度能造成脆斷或降低抗疲

充分，靠降低回火溫度來保證力

勞性，所以增碳是有害的。應仔細區分硬度的增加是由於增碳；還是熱處理

學性能的問題而提出來的，是為

或表面硬化而引起的。

了避免因工藝原因帶來的回火不

隨著表面含碳量的增加，原規定的回火溫度會引起回火不充分的傾向，

充分傾向。

而同一種工藝解決不了表面與心部兩種材料的回火問題。這也說明隨著含碳

2. 在新標準表2中對8.8、9.8、10.9和

量的增減，其相應的馬氏體組織強度在提高，延遲開裂的敏感性也在增減，

12.9/12.9五個性能等級高強度螺
栓規定了螺紋截面的芯部在「淬
硬」狀態、回火前獲得約90%的

意味著所對應的回火溫度也要提高。
4. 在新標準9.12中對高強度螺栓規定了「再回火試驗」的方法和程式。在新標
準表2規定的最低回火溫度低10℃，進行再回火試驗，這是用來鑒別和判定

馬氏體組織要求。為了保證淬透
性，新標準把範圍從原先10.9級以

回火是否充分的方法，在延遲開裂分析的案例中已大量應用，非常有效。

上擴大到8.8級以上，在對合金含

5. 新標準規定了對12.9/12.9級螺栓，表面不允許有金相能測出的白色磷化物聚

量提出要求後，並要求淬火組織

集層，去除磷化物聚集層應在熱處理前進行。標準還提醒考慮採用12.9/12.9

中的馬氏體組織含量約90%，這是

級的性能等級時應謹慎。緊固件製造者的能力、服役條件和擰緊方法都應

防止因淬火不充分而降低回火溫

考慮到。例如表面處理等過程環境可能引起螺栓的應力腐蝕裂紋。這說明

度的措施。

對此類螺栓還具有因材料和工藝控制而發生回火不充分現象的傾向，需要

3. 在新標準表裡螺栓、螺釘和螺柱

引起重視。

的機械和物理性能的第13項中，
新標準表2
化學成分極限 (熔煉分析 %)
性能等級

材料和熱處理

4.6
4.8
5.6

碳鋼或添加元素的碳鋼

C

P

S

B
max

min

max

max

max

－

0.55

0.050

0.060

0.13

0.55

0.050

0.060

5.8

－

0.55

0.050

0.060

6.8

0.15

0.55

0.050

0.060

添加元素的碳鋼(如硼或錳或鉻)
淬火並回火

0.15

0.40

0.025

0.025

碳鋼淬火並回火

0.25

0.55

0.025

0.025

合金鋼淬火並回火

0.20

0.55

0.025

0.025

添加元素的碳鋼(如硼或錳或鉻)
淬火並回火

0.15

0.40

0.025

0.025

碳鋼淬火並回火

0.25

0.55

0.025

0.025

合金鋼淬火並回火

0.20

0.55

0.025

0.025

添加元素的碳鋼(如硼或錳或鉻)
淬火並回火

0.20

0.40

0.025

0.025

碳鋼淬火並回火

0.25

0.55

0.025

0.025

8.8

9.8

10.9

回火溫度
°c
min

未規定

－

0.003

425

0.003

425

0.003

425

合金鋼淬火並回火

0.20

0.55

0.025

0.025

12.9

合金鋼淬火並回火

0.30

0.50

0.025

0.025

0.003

425

12.9

添加元素的碳鋼(如硼或錳或鉻)
淬火並回火

0.28

0.50

0.025

0.025

0.003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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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種影響因素的比較

感性。氫作延遲開裂的促進因素，
可以認為其能夠 降低晶界的位錯能

3.1延遲開裂的組織敏感性

縱觀各種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問題，組織敏感性是其必要條件，亦是首要
問題。如GB/T309 8.1-2010《緊固件機械性能螺栓、螺釘和螺柱》新標準，解決
延遲開裂的核心就是規避馬氏體及其某些不充分回火組織。隨著回火溫度的提
高，延遲開裂的傾向逐步下降以至最終消失，都促使我們考慮馬氏體組織及晶
粒、晶界等自身屬性在延遲開裂中的作用。

量，或是啟動晶界，降低晶界的剪
切抗力，從而促使延遲開裂。

四、延遲開裂的檢測
延遲開裂一直是高強度螺栓應
用中值得關注的問題，也是相關的

是否將常見的工藝缺陷，淬火裂紋中的淬火組織應力或組織差異應力，以

國際標準、國家標準中一直關注的

及磨削裂紋也納入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的範疇，目前並沒有定論。同時，也使

問題。隨著對其影響因素不斷的認

我們考慮到另一個問題，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問題可以不涉及到「氫脆」而解

識，相關的技術限定條款也在不斷

決的。

地修訂和完善。標準中針對解決高
強度螺栓延遲開裂問題的限定條款

3.2馬氏體組織的各向異性

由於相同晶格中不同晶面和不同晶向上原子排列方式和排列密度不一樣，

有很多，但無論是在材料上還是工
藝上，核心的要素只有一個，就是

原子間相互作用也就不同，因而不同晶面就顯示不同的力學性能和理化性能，

要關注馬氏體的回火程度問題，一

即各向異性。馬氏體組織的晶體結構為體心立方晶體，隨著碳元素含量的上

直強調的組織均勻性問題。

升，馬氏體組織的各向異性是增大的。馬氏體相變是點陣畸變式轉變，得到的
馬氏體組織是低溫亞穩相。

馬氏體的回火程度問題，需要
界定清楚，組織均勻性較難完全用

馬氏體組織的內部結構包括大量的缺陷，例如位錯、層錯、孿晶等，故導

金相檢驗方法來區分。一般來講，

致其晶粒的強度增大，而塑性減少。另一方面，馬氏體組織是低溫亞穩定相，

400℃左右或以上充分回火的組織

其內部容易產生析出碳化物，這些過程中存在宏觀不畸變面碳化物優先分佈於

被認為是回火托氏體及回火索氏

晶界上，鋼中的雜質原子也分佈在晶界上，這些因素會導致晶界的強度下降。

體，可以有效地抑制延遲開裂；否

不同程度的回火，可以不同程度地改變馬氏體組織的各向異性，還可以消除和

則為回火馬氏體或部分回火馬氏體

減少內應力，高應力下晶粒內部微觀的塑性變形可以不同程度地釋放應力。另

組織，具有延遲開裂的敏感性或傾

外，細化晶粒也可以大幅度地降低馬氏體晶粒之間所構成的制約和約束，均可

向。硬度檢驗並不十分可靠，會受

降低馬氏體晶粒延遲開裂敏感性。

到材料、淬火和回火工藝的影響及

實際上，充分的室溫時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延遲開裂的組織敏感
性，這說明在宏觀和微觀應力場的作用下，晶粒內部和晶粒之間的應力處於不
平衡狀態，碳原子的偏聚、碳化物析出等使微觀結構的不平衡狀態得到調整，
且應力得到釋放；也說明了這種微觀不平衡狀態對延遲開裂的敏感性很大。

限制，解決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的
核心問題是具備充分的回火組織。
另外，為了研究或防止延遲開
裂，需要 對緊固件的延遲開裂情況
進行測試，以獲取相關資訊。測試

3.3 氫的作用問題

在考察實際的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時間性問題時，可以得知高強度螺栓
延遲開裂的最短時間僅為10分鐘，對於傳統的「氫致」裂紋機理，這其中包
括了氫原子（離子）的擴散、聚集、氫氣的析出等過程。在室溫狀態下，從
時間上是否能夠滿足這一系列的過程值得考慮，除非是近似沒有阻力的擴散

延遲開裂的常用方法有往復彎曲試
驗和延遲破壞試驗。
4.1往復彎曲試驗

往復彎曲試驗對低脆性材料

條件。這也促使我們考慮晶界上非擴散「氫」對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的作用

比較靈敏，可以對不同基體材料

和機理問題。

經過相同的電鍍工藝處理後的氫脆

氫存在於晶界上，可以降低晶界的能量，導致晶界滑移，剪切抗力降低，
有利於晶界的滑移，這不需要氫的擴散時間，主要是晶界的粘滯性滑移需要
時間，裂紋擴展需要時間，因而表現出開裂的延遲特性。其與應力作用下構
成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的充分條件。因此，伴隨著「氫」含量的提高和應力的
提高，晶界粘滯性滑移的趨勢在增加，延遲開裂的必要條件是馬氏體組織的敏

程度進行比較，也可以對相同的基
體材料以不同電鍍工藝的氫脆程度
進行比較。試驗方法是取一個待測
試樣，其規格150 mm×l3 mm×l.5
mm，表面粗糙度Ra=1.6。對試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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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熱處理使之達到規定的硬度，然
後用往復彎曲機讓試樣在一定直徑
的軸上以一定的速度進行緩慢的彎
曲試驗，直至試樣斷裂。彎曲方式
有90°往復彎曲和l80°單面彎曲2
種，以前一種方式應用較多，彎曲
的速度為0.6 mm／s。如果是單面彎
曲則所取的速度為0.13 mm／s。評價
的方法是將彎曲試驗至斷裂時的次
數乘以角度，以獲得彎曲角度的總
和，其角度總值越大，延遲破壞越
小。
測試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試樣在進行熱處理後如果有
變形，應靜壓校平，不可以敲打
校正，否則會使試樣的內應力增
加，影響試驗結果。為了防止應
力影響，電鍍前應進行去應力，
電鍍後則要進行驅氫處理，這時
檢測的是殘餘延遲破壞的影響。
彎曲試驗時所用軸的直徑選用很
重要，因為評價這種試驗結果的
量化指標與軸徑有關，對於小的
軸徑，彎曲至斷裂的次數就會少
一些，具體選用什麼軸徑要通過
對基體材料的空白試驗來確定，
並且在提供資料時要指明所用的
軸徑，否則參數沒有可比性。
4.2延遲破壞試驗

延遲破壞試驗是一種靈敏度較
高的試驗方法，適合用於高強度螺
栓的延遲開裂檢測。這種測試所用
的試驗機為持久強度試驗機或蠕變
試驗機，檢測試樣在試驗機上受到
小於破壞程度的應力作用，觀測其
直到斷裂的時間。如果到規定的時
間尚沒有發生斷裂，即為合格。試
驗需要採用按一定要求製作的標準
測試樣棒，並且每次要使用3根同樣
條件的試樣平行做試驗，以使結果
更為可信。
延遲開裂試樣棒5d(直徑5倍標
準短試樣)標準的拉伸試樣，其中關

鍵部位就是處於試樣中間軸徑最小
的地方(直徑4.5 mm至0.05 mm)。如
果有較為嚴重的延遲開裂，斷裂就
從此處發生。試樣應先退火後再經
車工加工為接近規定尺寸的試件，
經熱處理達到規定的抗拉強度後，
再加工到精確尺寸。試樣在電鍍前
要消除應力，其工藝與電鍍件的真
實電鍍過程相同。鍍層的厚度要求8
µm左右。試驗所用的負荷是進行空
載測試時的75％。如果經過200 h仍
不斷裂，即為合格。
美國材 料與試驗協會是世界上
研究延遲開裂最有影響的機構，先
後制定了一系列有關試驗電鍍延
遲開裂的標準。ASTM B839—2004
《標準試驗方法：金屬覆蓋外螺紋
零件、緊固件和杆類零件的殘餘脆
性—楔子試驗法》、ASTM B19402007《標準試驗方法：預防鍍塗緊
固件氫脆的程序控制檢查方法》、
ASTM B519-2006《標準試驗方法—鍍
塗過程和維護設備的機械氫脆評估
方法》等。
對於緊固件的延遲開裂試驗大
陸也制定了一系列標準。2000年大
陸等同採用ISO 1533：1999，制定了
國家標準GB/T 3098.17—2000《緊固
件機械性能：檢查氫脆用預載荷試
驗—平行支承面法》。GB/T 26107—
2010《金屬與其他無機覆蓋層：鍍
覆和未鍍覆金屬的外螺紋和螺杆的
殘餘氫脆試驗（斜楔法）》，等同
採用ISO 10587：2000《金屬與其他
無機覆蓋層：鍍覆和未鍍覆金屬的
外螺紋和螺杆的殘餘氫脆試驗（斜
楔法）》 （英文版）主要針對外螺
紋零件。
美國的航空航太標準《緊固件
試驗方法》（NAS M1312）、航空航
太國際標準ISO 7961:1994《螺栓試驗
方法》都規定了外螺紋緊固件的應
力持久試驗方法。應力持久試驗方
法的目的是考核緊固件的各種脆變
性能，包括螺栓延遲開裂。

五、結束語
高強度螺栓延遲開裂研究是多
領域的問題。對於高強度螺栓延遲
開裂問題行為，要通過對不同的三
大要素（材料敏感性、應力狀態、
環境氫來源）的控制來預防。在解
決這類問題的過程中，對於調質件
（螺栓類）主要是回火充分與否，
對於淬火件（彈簧墊圈類）主要是
應力大小的控制。氫作為一個促進
因素考慮，工藝上有常規的回避措
施，大多屬於常態控制。鑒於馬氏
體及其不充分回火組織，對於高強
度螺栓延遲開裂敏感性，使其成了
延遲開裂的必要條件，故認為馬氏
體組織、晶粒及晶界的某些物理屬
性及其相互關係，決定了鋼材高強
度螺栓延遲開裂的基本特性或屬
性。但最後的判斷應該是宏觀和微
觀相結合，其中很重要的是斷口形
貌和氫的來源。為此，在設計高強
度螺栓時，要避免使用氫含量高的
材料，在加工過程中要特別嚴格控
制工藝參數，防止氫遷移和擴散。
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市場對高強度螺
栓不斷增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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