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NEL 601 镍-铬-铁合金（UNS N06601/W.

表 1 INCONEL 601 合金的限定化学成分 %

Nr.2.4851）是耐热和耐蚀应用的通用工程材料。
INCONEL 601 的一个出色特性就是它的耐高温
氧化性。该合金同时也具有良好的抗水溶液腐蚀
并具有高的机械强度，同时可以方便的成形、机
加和焊接。INCONEL 601 的限定化学成分见表 1。
合成物是面心立方固溶并具有高度冶金稳定。合
金为镍基并结合固定的铬含量来提供对许多腐
蚀介质的耐蚀性和抗高温环境。铝含量进一步加
强了氧化抗力。
INCONEL 601 合金的性能使得该材料在很广的
使用领域得到应用，如：热工过程、化工过程、
环保、航空以及发电。
601 合金是各种热工过程设备使用的标准结果材
料。在工业加热领域中的使用包括退火、渗碳、
碳氮共渗、渗氮以及其它热处理过程用的篮子、
托盘、固定件。在工业炉中，合金被用来做辐射
管、马福、加热器、火焰保护器、线式退火管、
编织线式传送带、链式门帘、烧嘴以及电热加热
元件等。其它热工应用包括热偶保护管、炉子气
氛发生器以及红外辐射屏等。
601 合金的化工应用包括工业加热器、酸性-水分

物理常数和热性能
INCONEL 601 的部分物理常数见表 2。室温和较高
温度的热、电性能见表 3。表中的热传导率是从测
量电阻而计算出来的。比热数值是从化学成分中计
算出来的。
热膨胀系数是用 Leitz 膨胀计测定的，数值用石英试
样固定器的膨胀进行了校正。表中列出的每一个系
数都是所列温度范围的平均数值。
温度对 601 合金弹性摸量的影响见表 4。数据是用
动态的方法获得的。列出的泊松比数值是由弹性摸
量计算出的。
报告中的所有物理常数和热性能数据都是由退火材
料得出的。

表2 物理常数

离器的冷凝管以及氨水改性中用的绝缘罐等。合
金也被用做喷射引擎燃烧室部件以及硝酸生产
设备中的催化格跚支架。
在石化工程中，合金在高密度聚乙烯的生产中被
用做催化再生器以及空气预加热器。
在环保领域，INCONEL 601 合金用做燃油发动机
排气系统的热反应器以及在固体废物焚化炉中
作为燃烧腔。
在发电领域，601 合金用做过热器管支架、栅格
屏障以及灰处理系统。
合金也被用做喷气发动机点火器和燃烧室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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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版物中的数据仅供参考，而且可能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修正或改变 。数据被认为是精确并可靠的，但
SPECIAL METALS对此不做任何保证和暗示，并且SPECIAL METALS 对这些数据的精确和可靠不承担任何责
任。 尽管数据被认为是代表了产品，但产品的实际性能数据可能与该文件中的数据有出入。文件中的任何内
容都不能认为是对实际使用的一种保证。

表 3 INCONEL 601 的热性能

物理性能
INCONEL 601 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各种产品的
名义机械性能范围见表 5。表中列出的这些数值其
强度是按照不同的合金形式和材料条件表现的。
601 合金的最优状态根据应用和服役形式涉及的
温度不同而不同。通常固溶处理状态用于开裂极
限使用场合(温度在大约 1000°F (540°C) 或更
高)。退火状态通常用于拉伸极限应用场合（温度
低于 1000°F (540°C))。

拉伸性能
INCONEL 601 材料具有高的室温拉伸性能并在高
问保持了其大部分强度。
退火材料的典型室温拉伸性能见表 6。表中的数值
为在不同温度的热成型和冷轧材料退火值。

a

由电阻计算而来

b

在 80°F (27 °C)和所列温度之间的平均值

表 4 弹性摸量

a

由弹性摸量计算而来。

表 5 名义室温机械性能范围 a

a

表中数值是由不同产品尺寸合成得来的，因此不适合做标准规范。

.

表 6 退火材料典型室温拉伸性能

a

退火时间根据断面尺寸变化

热成型的棒材和板条的室温拉伸性能见表 7。试

表 7 热成型棒和板条的典型拉伸性能

样为中心到表面的中部纵向取样。
表 8 为不同产品形式在固溶处理条件下的室温
性能。
在 2000°F (1090°C)退火的热成型棒材在 1000°F
(540°C)的拉伸性能见表 9。实验试样来自直径
0.625- in. (16-mm)、室温硬度为 80Rb 的棒材。
(2100°F) (1150°C)固溶处理的材料的高温性能
见图 1。实验试样来自直径为 0.625-in. (16- mm)
的棒材，材料的室温硬度为 81Rb。

表 8 固溶处理 a 材料的典型拉伸性能

a

2150°F (1180°C)

b

壁厚

c

外径

图 1.热成型固溶处理(2100°F) (1150°C)材料的高温拉伸性能

表 9 热成型退火 a 材料拉伸性能

表 10 在高温中暴露对室温冲击强度的影响

a

2000°F (1090°C)退火温度

冲击强度
INCONEL 601 在长期暴露在高温时不会变脆。表 10 为合金长时间暴露在温度范围从 1000 到 1600°F (540
到 870°C)后的冲击强度。即使在 1000 小时暴露后试样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冲击强度。实验材料为固溶
处理直径为 0.625-in. (16-mm)的热成型棒材。
表 11 给出了热成型棒材在退火和固溶处理状态的 Charpy V 型缺口冲击实验结果。材料的拉伸实验也在表
中列出。

表 11 热成型棒材冲击强度

a

2100°F (1150°C)/1 小时，空冷

b

1800°F (980°C)/1 小时，空冷

疲劳强度
INCONEL 601 在两种条件下的旋转悬臂
梁疲劳强度见图 2。如图中曲线所示，退
火材料的疲劳强度高于固溶处理材料。
图 2 中退火材料的数据是用热成型直径
0.500-in. (13-mm) 的 棒 材 在 1800°F
(980°C)退火 1 小时空冷的试样得出的。
材料的硬度为 89Rb，晶粒尺寸为 ASTM
8，拉伸性能为：
拉伸强度：113.8 ksi (785 MPa)
屈服强度（0.2%应变）：60.1 ksi (414 MPa)
延伸率：41%
用来绘制图 2 的固溶处理的试样为热成
型 直 径 为 0.500-in. (13-mm) 在 2200°F
(1200°C) 热处理 1 小时空冷的棒材。材
料硬度为 64Rb，晶粒尺寸为 ASTM 2，
拉伸性能为：
拉伸强度：90.1 ksi (621 MPa)
屈服强度（0.2%应变）：90.1 ksi (621 MPa)
延伸率：61%
冷轧薄板(1900°F) (1040°C)退火试样的
悬臂梁疲劳实验结果见图 3。横向试样的
硬度为 86Rb，晶粒尺寸为 ASTM 8。拉
伸性能为：
拉伸强度：111 ksi (765 MPa)
屈服强度（0.2%应变）：59.5 ksi (410 MPa)
延伸率：36%
INCONEL 601 合 金 在 室 温 和 1400°F
(760°C)的低周疲劳性能见图 4。试样为
热成型的 0.125 in. x 2.0 in. (3.2 mm x 51
mm)板材。曲线代表了退火和固溶处理两
种状态。

图 2 室温旋转悬臂梁疲劳强度

图 3 冷轧板材在(1900°F) (1040°C)退火的室温疲劳
强度

图 4 INCONEL 601 合金的低周疲劳强度

蠕变与开裂性能
INCONEL601 具有良好的蠕变开裂强度，
合金也在那些需要承受长期高温环境的设
备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该领域的应用由于
合金的抗氧化性和抗其它形式的高温腐蚀
性能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图 5 中给出了固溶处理的 601 合金在不
同温度的 Larson-Miller 参数法表示的开裂
强度。合金在 2000°F (1090°C)的蠕变性能
见图 6。固溶处理材料在不同应力和温度下
的开裂寿命见图 7。蠕变和开裂性能全部由
在 2100°F (1150°C) 1 小时，空冷处理的试
样得来。

图5 (2100°F) (1150°C) 固溶处理的INCONEL 601合
金开裂强度的Larson-Miller 参数图。参数中T为°F时的
温度，t是时间，单位为小时。

图 6- (2100°F) (1150°C)固溶处理的 INCONEL 601 合金典型蠕变强度

图 7 - (2100°F) (1150°C)固溶处理的 INCONEL 601 合金典型开裂强度

微观结构
INCONEL 601 为面心立方固溶合金并有高度
冶金稳定性。合金微观结构中通常存在的相
包括碳化铬和氮化钛。图 8 为固溶处理热成
型棒材的微观结构。在显微照片中大的可见
块状结构为氮化钛颗粒。分散的小颗粒为碳
化铬颗粒。
INCONEL 601 中完全不存在脆性的中间相，
如 SIGMA 相。

腐蚀抗力
INCONEL 601 中足够的镍和铬含量加上铝的
存在使得合金具有超常的抗高温腐蚀机制。
特别是在温度直到 2200°F (1200°C)的范围里
合金出色的抗氧化性。由于铬和铝的优势，
601 合金提供了独特的抗热循环条件下的氧
化物开裂能力。

图 8 热成型棒材的典型微观结构。500x 腐蚀剂：5%
Nital 电解

氧化
INCONEL 601 合金在高温状态有出色的抗氧化能力。合金形成的防护性氧化膜即使在非常苛刻的温度循环
条件也可以抵抗剥落。
图 9 比较了 INCONEL 601 和其它抗氧化材料在 2000°F (1095°C)下循环氧化实验的行为。试样是在
2000°F(1095°C)暴露 15 分钟然后快速在空气中冷却 5 分钟的实验条件下进行实验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测
定重量的变化。
601 合金在 2100°F (1150°C) and 2200°F (1200°C)下的氧化抗力见图 10 和图 11。数据是由试样暴露氧化温度
中连续 10 个周期，每个周期 50 小时而得出的。在每次暴露后，试样在空气中快速冷却，轻轻刷去松散氧
化层，然后称重确定重量变化。
INCONEL601 的超级氧化抗力是与合金中镍、铬和铝的含量联系起来的。在高温暴露情况下，这些元素在
材料表面形成了极其具有保护性且致密的氧化膜。此外，内部出现了轻微的氧化从而在表面氧化物中提供
了较高的铬含量。保护性氧化物层见图 12 和 13，该图为试样暴露在高温后未腐蚀的横断面显微照片。

图 10 在 2100°F (1150°C)下的氧化实验结果
图 9 在 2000°F (1095°C)下的循环氧化实验结果

实验循环为 50小时暴露在高温中然后空冷到

循环条件为 15 分钟加热，5 分钟空冷

室温。

渗碳性
INCONEL 601 具有良好的抗渗碳性。表 13 和
14 给出了 3 种不同温度的气体渗碳实验结果。
测量的重量增长值表明了试样在气氛里暴露过
程中吸收的碳量。
601 合金同时具有良好的抗碳氮共渗能力。表
15 为在 5%氨+2%甲烷+93%氢的混合气氛中
2000°F (1095°C)的实验结果。

硫化
INCONEL601合金在1.5%硫化氢+98.5%氢
1200 to 1400°F (650-760°C)温度下的抗硫化能
力见图14。测量的重量损失值为试样在环境中
暴露100小时后完全脱去氧化皮的结果。

图 12 试样暴露在 2100°F (1150°C)下 500 小时的
氧化层。 75X 未腐蚀

图 13 试样暴露在 2200°F (1205°C)下 500 小时的
图11 在2200°F (1205°C)下氧化实验结果。实
验循环条件为暴露在高温中50小时然后空冷到
室温。

氧化层。 75X 未腐蚀

表 13- 在 1700°F (925°C) 和 1800°F (980°C)
下的气体渗碳实验 a
表 14 在 2000°F (1095°C)下的气体渗碳实验 a

a

实验是在 2%甲烷和 98%氢中进行的
a

实验在 2%甲烷+98%氢中进行

加工指导

图 14 在 1.5%硫化氢+98.5%氢中的硫化实验结果

表 15-在 2000°F (1095°C)渗碳气氛 a 中的抗力

a

气氛为 5%氨+2%甲烷+93 氢

b

两个试样的平均值

像其它高镍合金一样，INCONL 601 合金在
加热前必须进行清洁。所有外来物如油脂、
油、油漆以及工厂灰土等必须在执行加热操
作以前去除。
合金必须在低硫环境加热。在用开式燃油加
热时，燃油必须是低硫的。为防止材料的过
分氧化，炉子环境必须是轻微还原性的。
INCONEL 601 合金不能通过热处理来强化。
然而，合金可以通过不同的冷作和热处理来
得到很宽范围的强度和硬度。在确定退火程
序时必须考虑冷作量和材料断面尺寸。
图 15 为退火温度对热成型 0.750-in. (19- mm)
直径的棒材的机械性能和硬度的影响。试样
在所示温度退火 30 分钟并在实验前空冷。

退火温度对冷拔（45%变形）的线材的性能影响

表 21-去除轻微氧化的酸洗溶液

见表 20。 线材的最终尺寸为 0.184-in. (4.67
mm)。材料在表中所列的温度退火 2 分钟然后水
冷。
加热后的冷却速度对 INCONEL 601 材料的机械
性能有少量影响。但如果材料要酸洗或在其它
侵蚀性环境中暴露时，材料应该在 1000- 1400°F
(540-760°C)温度范围内快速冷却以避免敏化。

表 22 去除严重氧化的酸洗程序

由于合金中铝和铬的含量，INCONEL601 合金
在加热时会很快形成难熔的氧化表面，而且不
能在普通工业陆中进行光亮退火。加热过的部
件在需要光亮表面时通常要酸洗。
由于 601 合金对化学侵蚀的固有抗力，酸洗需
要特殊的程序。因在与空气隔绝（如氢中）退
火并冷却而在材料表面形成的轻微氧化通常可
以按照表 21 所示的硝酸/氢氟酸溶液处理。
严重的氧化，如由于热加工操作造成的氧化，
应该按照表 22 给出的酸洗程序清除。
表 20 退火温度对冷拔线材的室温拉伸性能影响

表 23 热加工温度对室温机械性能的影响

a

45% 冷 变 形 。 成 品 尺 寸 为 直 径 0.184-in.

(4.67-mm)
b

在此温度的停留时间为2分钟

表 24 冷作对线材的拉伸性能影响

图 15 退火温度对 0.750-in. (19-mm)热成型棒材性能的影响

图 16 INCONEL601 和其它材料的冷作硬化速率

冷、热成型
INCONEL601 合金的热成型温度范围为 1600-2250°F (870-1230°C)。涉及大量变形的热加工
应该在 1900-2250°F (1040-1230°C)。合金在 1200 到 1600°F (650-870°C)温度范围内的延展
性很低，所以不应该在此范围进行加工。可以在 1200°F (650°C)以下进行轻微的加工以达到
高的拉伸性能。
表 23 表示了热加工温度对 601 合金机械性能的影响。材料被从 6-in. (152- mm)圆棒热加工
到 4-in. (102-mm)方块并空冷。从板条样品中心横向取样进行实验。
考虑到热开裂时的热加工后冷却速率并不苛刻。然而，为避免敏化，合金应该在 1000-1400°F
(540-760°C)温度范围内快速冷却。INCONEL601 合金可以用成熟的冷加工方法加工。图 16
所示的合金的冷作硬化速率比 INCONEL600 和 INCOLOY 800 高。表 24 给出了冷拔线材在
各种冷作量后的拉伸性能。
更多的关于成型的操作可以在 Special Metals 网站 www.specialmetals.com 中的出版物“加
工”中得到。

机加工
INCONEL601 合金可以用所有的标准机加工方法进行加工。为达到最佳加工性能，合金应该在固溶处理状
态。关于机加工的更多资料可以在 Special Metals 网站 www.specialmetals.com 出版物“机加工”中获得。

连接
INCONEL 601表现了良好的焊接性能并可以方便的用现有焊接程序和工艺连接。我们可以提供高效并耐热
的焊接产品。焊接产品的选择取决于601合金做成的部件的使用条件。表25给出了焊接产品选择的通用指导。
INONEL601用电弧焊、氩弧焊和气保焊焊接的接头的拉伸性能见表26到30。
焊接金属的开裂强度见表31。图17给出了INCONEL 617合金焊接产品和INCONEL601材料的开裂强度比较。
数值从全焊接金属试样得到。
关于连接接头设计和焊接技术的详细资料可以从Special Metals 网站 www.specialmetals.com 中的出版物
“连接”中获得。
表25 INCONEL 601合金的焊接产品

表26 用INCO-WELD A 焊条电弧焊接的沉积层横向拉伸性能

a

热影响区

a

表 27 用 INCONEL82 焊丝气保焊 焊接的试样

表 29 INCONEL617 气保焊全焊接金属堆积层试样拉
伸性能

横向拉伸性能

a

喷涂转移法

b

热影响区

表 28 INCONEL601 焊丝氩弧焊接试样横向拉

表 30 INCONEL117 焊条电弧焊接全焊接金属堆积层的

伸性能

拉伸性能

表 31 焊接金属（全焊接金属试样）开裂强度

#

数值来自应力开裂图，有可能不代表实际实验数据。有些数值为外推值

图 17 INCONEL617 焊接产品与 INCONEL601 产品的开裂强度比较

可供产品与标准规范
INCONEL601 被指定为 UNS N06601 和 Werkstoff Number2.4851。它被 ASME 锅炉与压
力容器代码批准为结构材料。许用应力和规则对 Section I 900°F，Section VIII Division I
结构直到 1650°F 可以在 ASME 代码 1500 中找到。
标准产品形式为输送管、管、冷轧板、带、热轧板、圆棒、板条、锻件、六方和线材。
可供产品尺寸范围非常宽。完整的信息可以从以下列出的办公地点得到。
INCONEL 601 的标准规范包括以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