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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35 钢在模拟海洋大气环境中的耐蚀性研究
王秀民, 王培, 孙阳超, 廉兵杰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目的摇 研究 Q235 钢在海洋大气环境中的耐蚀性能,分析近海环境下 Q235 钢的腐蚀机理。 方法
采用盐雾试验、恒温恒湿试验等,模拟海洋大气环境,研究不同温度、相对湿度、氯离子含量下 Q235 钢的

腐蚀规律,并利用表观腐蚀形貌分析、金相分析及 XRD 等技术手段,分析对应的腐蚀形貌和腐蚀产物。
结果摇 模拟海洋大气环境下,Q235 钢腐蚀速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随着氯离子含量增加,Q235 钢腐蚀

速率先增加后减小,当 NaCl 质量分数为 1. 75% 时,其腐蚀速率最大。 相对湿度增大可以加速 Q235 钢腐

蚀,相对湿度大于 85% 后,其腐蚀速率急剧增大。 盐雾环境下,Q235 钢的腐蚀类型为点蚀,主要腐蚀产物
为 Fe2 O3 和 Fe3 O4 。 结论摇 海洋大气环境下,温度、相对湿度、氯离子含量均为 Q235 钢腐蚀的重要影响因

素,腐蚀危害表现为点蚀穿孔,需要采取表面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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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Resistance of Q235 Steel in Simulated Marin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WANG Xiu鄄min, WANG Pei, SUN Yang鄄chao, LIAN Bing鄄jie
( College of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East China) ,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osion鄄resisting function of the Q235 steel in the ocean air atmosphere, and figure

out the corrosion mechanism of the Q235 steel in the offshore environment. Methods Salt spray test and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est we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osion rules of the Q235 stee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relative humidifies and chloride ion

contents in simulated ocean air atmosphere. Surface corrosion morphology analysis,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and XRD component a鄄

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pective corrosion morphology and corrosion products. Results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the

corrosion rate of Q235 steel under the simulated ocean air environment was raised. With increasing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 the

corrosion rate was elevated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peaked when the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 was 1. 75% , after which the corro鄄

sion rate started to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relative humidity, the corrosion rate of Q235 steel was accelerated, especially when

the relative humidity was larger than 85% . In addition, in the salt spray environment, the corrosion manifestation of Q235 steel
was pitting corrosion and the major corrosion products were Fe2 O3 and Fe3 O4 . Conclusion Under the ocean air atmosphere, tem鄄

perature, humidity and chloride ion content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severe corrosion of the Q235 steel, and the
major corrosion manifestation is pitting perforation. Therefore, surface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Q235 steel must be taken.

KEY WORDS: Q235 mild steel; marine atmospheric; corrosion; salt mist;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emperature;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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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大气环境相对湿度大、盐含量高,具有较强

轻清洗,除去表面盐雾溶液的残留物后立即用吹风机

影响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

取出的试样干燥后,首先用数码相机拍摄其表观

的腐蚀性
患

[7—9]

[1—6]

。 海洋大气中钢结构的腐蚀不仅严重

。 因此,对近海钢结构的腐蚀规律及腐蚀机理

进行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何建新等

[10]

进行了半年的海洋大气腐蚀暴露试

验,研究了 Q235 钢朝阳面和背阳面的腐蚀规律,研究
表明,腐蚀与大气中氯离子含量密切相关。 郭军科

等

[11]

采用室内加速试验,通过精确控制试验条件,研

究了碳钢在大气环境中的腐蚀行为。 室内模拟海洋
大气环境的加速腐蚀试验可以缩短周期,能够实现海
洋大气环境单因素的控制,并能够研究单因素影响下
金属的腐蚀规律。
本文采用盐雾试验、恒温恒湿试验模拟海洋大气
环境,研究温度、相对湿度、氯离子含量等因素对沿海

石油储罐罐体主材质 Q235 钢的腐蚀规律。

吹干。
腐蚀形貌,根据 GB / T 16545—1996 配置酸洗液,清洗

腐蚀产物,用分析天平称量去除腐蚀产物后的试样,

并用数码相机记录腐蚀形貌。 为了深入分析试样的
微观腐蚀机理,对其进行金相分析。 试样腐蚀速率按
照式(1) 计算。
V=

m0 -m1
At

(1)

式中:V 为金属试样腐蚀速率,g / ( m2 ·h -1 ) ;m0

为腐蚀前试样质量,g;m1 为腐蚀后试样质量,g;A 为
试样表面积,m2 ;t 为实验时间,h。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盐雾试验

1摇 试验

2. 1. 1摇 腐蚀速率分析

试验材料采用大型储油罐常用材质 Q235 钢,材

盐雾试验后计算 Q235 钢腐蚀速率,将计算结果

质化学成分( 以质量分数计) 为:C 0. 20% ,Si 0. 23% ,

作图,如图 1—图 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Q235 钢的

寸为 100 mm伊75 mm伊3 mm。 采用 180 ,500 ,800 ,

分密切。 随着温度的升高,Q235 钢腐蚀速率呈逐渐

丙酮、无 水 乙 醇 除 油 脱 水, 冷 风 吹 干。 用 Sartorius鄄

35 ~ 40 益 时腐蚀速率急剧增大。 25 ~ 40 益 之间升高

Mn 0. 55% ,P 0. 018% ,S 0. 025% ,Fe 余量。 试样尺
#

#

#

1500 # ,2000 # 砂纸对试样进行逐级打磨,然后分别用

CPA225D 分析天平称量,用游标卡尺测量试样的长、

宽、厚,最后用滤纸包好,编号并放入干燥器中待用。

盐雾试验依据 GB / T 12967. 3—2008 进行,相对

腐蚀速率与温度、氯离子含量、相对湿度的关系都十
增大的趋势,在 30 ~ 35 益 之间腐蚀速率增长较缓慢,
温度对腐蚀有显著促进作用。

NaCl 质量分数从 0. 875% 增大到 1. 75% 时,Q235

钢腐蚀速率逐渐增大,质量分数为 1. 75% 时,腐蚀速

湿度为 100% ,pH 值为 6. 5 ~ 7. 2,沉降量为 1 ~ 2 mL /

率为最大值 2. 6214 mm / a;NaCl 质量分数从 1. 75%

定温度分别为 25,30,35,40 益 ,NaCl 质量分数分别为

从 3. 5% 增大到 7% 时,腐蚀速率仍呈下降趋势,但变

(80 cm ·h) ,压力为 0. 2 MPa,腐蚀时间为 48 h,设
2

0. 875% ,1. 75% ,3. 5% ,7% 。 研究温度的影响规律
时,NaCl 质量分数取 3. 5% ,研究氯离子含量的影响

规律时,温度取 35 益 。

增大到 3. 5% 时,腐蚀速率下降较快;NaCl 质量分数

化很小,趋 于 稳 定; 腐 蚀 速 率 的 整 体 变 化 规 律 是 在

NaCl 质量分数为 1. 75% 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为下

恒温恒湿试验根据 GB / T 2423. 3—2006 进行,先

将打磨后的试片放入 3. 5% ( 质量分数) 的 NaCl 溶液

中浸泡 15 min,以此模拟沿海环境下空气中含有的盐

分在试片表面的沉积,然后将试片挂于可程式恒温恒

湿的试验箱中,设置温度为 35 益 ,相对湿度分别为

55% ,65% ,75% ,85% ,95% ,试验时间为 48 h。

利用失重法和金相观察的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为减少腐蚀产物的脱落,试样清洗前先放在室内自然
干燥 0. 5 ~ 1 h,然后用不高于 40 益 的清洁流动水轻

图 1摇 腐蚀速率随温度的变化

Fig. 1 Curve of corrosion rate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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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颗粒的快速生长,使得表层腐蚀产物疏松,容易脱

落 [2] ;外因是试样在盐雾试验箱中的放置与垂直方向
呈 15 ~ 30毅的角,沉降在试样表面的盐雾凝结,沿着试

样表面向下流动,冲刷表层疏松的腐蚀产物,形成沟
壑形貌。 40 益 时,试样表面夹杂有较多的黑色腐蚀

产物,且黑色成分明显多于黄色。 图 4 为不同温度的

盐雾试验后试样的微观腐蚀形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
表面的腐蚀坑。 随着温度的增加,试样表面腐蚀形貌
发生了变化,腐蚀产物的颜色由黄色变为黑黄夹杂。

图 2摇 腐蚀速率随氯离子质量分数的变化

Fig. 2 Curve of corrosion rate as a function of chloride ion con鄄
centration

40 益 时表面有明显的黑色物质,腐蚀坑也逐渐变大,
腐蚀产物的含量发生了变化,腐蚀整体趋势越来越严

重。 图 5 为不同氯离子含量下盐雾试验后试样的宏

观腐蚀形貌,可以明显地看出试样表面的沟壑,腐蚀

产物黑黄夹杂,在 NaCl 质量分数为 1. 75% 时黑色成分

降趋势。
2. 1. 2摇 腐蚀形貌分析
盐雾试验后选取部分样品,记录其宏观与微观腐

最多。 图 6 显示了不同氯离子含量下的盐雾试验后试
样的微观腐蚀相貌, NaCl 质量分数为 1. 75% 时黑色

蚀形貌。 图 3 为不同温度下盐雾试验后试样的宏观

成分面积比最大,NaCl 质量分数为 7% 时表面出现一

可以观察到较明显的河流状沟壑。 形成沟壑状形貌

将样品清洗后,截取了 Q235 钢基体的横向截面,

腐蚀形貌,可以看出样品表面有明显的腐蚀坑,甚至
的原因有两方面, 内因是 NaCl 溶液能够促进腐蚀产

条很深的沟壑。

制作金相试样。 图 7 为 Q235 钢在 NaCl 质量分数为

图 3摇 不同温度 48 h 盐雾试验宏观腐蚀形貌

Fig. 3 Apparent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after 48 h salt鄄spray tes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4摇 不同温度 48 h 盐雾试验显微腐蚀形貌

Fig. 4 Microscopic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after 48 h salt鄄spray tes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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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时,不同温度下盐雾试验后的截面腐蚀形貌。

大。 图 8 是 Q235 钢在 30 益 时,盐雾试验后的截面腐

粉。 根据金相显微镜下不同物质的颜色不同,观察表

数为 1. 75% 时腐蚀最严重,腐蚀坑最深且腐蚀面积比

的腐蚀坑都比较明显,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增加腐蚀

严重,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腐蚀坑。 NaCl 质量分数为

浅色部分为基体 Q235 钢,深色部分为凝固后的牙托

面腐蚀坑和点腐蚀的深度。 如图 7 所示,不同温度下
的范围呈增大的趋势,腐蚀坑深度增加且腐蚀面积增

蚀形貌,可以看出表面腐蚀坑都比较深,NaCl 质量分

较大。 NaCl 质量分数为 3. 5% 时试样的腐蚀也较为

7% 和 0. 875% 时的腐蚀相对比较轻微。

图 5摇 不同氯离子含量下的腐蚀形貌

Fig. 5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at different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s

图 6摇 不同氯离子含量下的显微腐蚀形貌

Fig. 6 Microscopic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at different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s

图 7摇 不同温度下盐雾试验 48 h 的截面腐蚀形貌

Fig. 7 Cross鄄sectional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after 48 h salt鄄spray tes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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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摇 不同 NaCl 质量分数下试片的截面腐蚀形貌

Fig. 8 Cross鄄sectional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Q235 steel soaked in NaCl solution at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2. 1. 3摇 腐蚀产物膜分析

图 9 是 NaCl 质量分数为 3. 5% 时,不同温度下腐

4Fe2+ +O2 寅4Fe3+ +2O2-

Fe 和 Fe 与水产生酸碱反应:
2+

3+

蚀后试样腐蚀产物成分 XRD 分析,图 10 是 30 益 时,

Fe2+ +2H2 O寅Fe( OH) 2 +2H +

析。 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情况下腐蚀产物成分非常接

最后形成下列平衡:

不同氯离子含量下腐蚀后试样腐蚀产物成分 XRD 分
近,均主 要 包 括 Fe2 O3 · H2 O 和 Fe3 O4 。 根 据 Fe2 O3

和 Fe3 O4 的物理特性,可以推断出腐蚀产物中黄色部
分为 Fe2 O3 ·H2 O,黑色部分为 Fe3 O4 。 低温阶段,表

征 Fe3 O4 的谱线较少,不完整,随着温度的升高,表征

Fe +3H2 O寅Fe( OH) 3 +3H
3+

+

(4)
(5)

(6)

Fe( OH) 2 寅FeO+H2 O

(7)

2FeO( OH) 寅Fe2 O3 +H2 O

(9)

Fe( OH) 3 寅FeO( OH) +H2 O

(8)

根据以上反应,最终生成的腐蚀产物主要成分是

Fe3 O4 的峰值逐渐增大,表明腐蚀过程中生成 Fe3 O4

Fe2 O3 ·H2 O 和 Fe3 O4 。 氯离子对已经发生的腐蚀起

Q235 表面沉积, 形成一 层 含 有 溶 解 氧、 氯 离 子 的 液

易穿透金属保护膜 [15—16] ,在保护膜内发生点蚀。 孔

比生成 Fe2 O3 需要更高的温度。 盐雾试验中,盐雾在

膜,由于氧具有极强的去极化作用,铁表面首先发生

氧去极化腐蚀,铁失去电子被氧化,见式(2) ,氧得到
电子被还原,见式(3) 。
Fe

寅Fe2+ +2e

O2 +2H2 O+4e

寅4OH -

Fe2+ 遇氧继续被氧化:

图 9摇 不同温度腐蚀产物的 XRD 图

(2)

(3)

Fig. 9 XRD distributions of the corrosion product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到了促进作用 [12—14] ,由于其半径小且穿透性强,很容
内为阳极,铁被溶解;孔外为阴极,为吸氧反应;孔内
亚铁离子发生水解反应,使孔内溶液氢离子浓度升
高,pH 值可降至 2 ~ 3,氯离子含量为整体溶液的 3 ~

10 倍。 孔内的酸化,使蚀孔内金属处于 HCl 水溶液

介质中,即处于活化溶解状态。 蚀孔外溶液仍然是富
氧状态,介质维持中性,因此表面膜维持钝态,从而构

图 10摇 不同 NaCl 质量分数时腐蚀产物的 XRD 图

Fig. 10 XRD distributions of the corrosion products at different
NaCl concentrations

第 44 卷摇 第 11 期摇 摇

王秀民等:Q235 钢在模拟海洋大气环境中的耐蚀性研究

· 109·

成了活化( 孔内) 钝化( 孔外) 腐蚀电池,促使蚀孔内
金属作为阳极不断溶解,蚀孔外表面作为阴极发生氧
的还原。 这样使点蚀以自催化的过程发展下去,从而
促进腐蚀破坏的迅速发展。
随着氯离子含量的增加,孔外会有更多的氯离子
向孔内迁移,孔内金属不断溶解,促进腐蚀的发展,腐
蚀会随氯离子含量的增加而严重。 氯离子的增加还
会影响盐水的氧含量,随着氯离子含量的增加氧含量

降低[17—18] 。 氧含量的降低会限制阴极氧还原反应,从

而控制整个电化学反应,腐蚀电流减小,使腐蚀速率减

图 11摇 腐蚀速率随相对湿度的变化

小,所以在某一盐度出现腐蚀速率的最大值。 本实验

Fig. 11 Curve of corrosion rate as a function of humidity

明此后含氧量成为制约腐蚀的因素,腐蚀速率降低。

试验后试样的宏观腐蚀形貌,图 13 为不同相对湿度

在 NaCl 质量分数为 1. 75% 时,腐蚀速率达到峰值,说

在 NaCl 质量分数增加到 7% 的过程中,溶液电导率增

条件下,恒温恒湿试验后试样酸洗后的微观腐蚀形

大,促进腐蚀,溶液中的含氧量减少,减缓腐蚀,两者的

貌。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相对湿度下,宏观腐蚀形

协同作用使得腐蚀速率在下降的过程中趋于稳定。

貌较为相似,腐蚀产物以点的形式较为集中的分布在

2. 2摇 恒温恒湿试验

试样表面。 酸洗后,试样表面均呈现出点蚀的特征,

相对湿度为 55% 的试样表面腐蚀坑多而浅,相对湿

2. 2. 1摇 腐蚀速率分析

恒温恒湿试验后计算 Q235 钢腐蚀速率,将计算结

度为 65% ,75% ,85% ,95% 的试样表面腐蚀坑少而
深。 结果表明, 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大, 腐蚀存在向试

果作图,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Q235 钢的

样基体纵深发展的趋势,腐蚀危害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55% ~ 85% 时,腐蚀速率变化较小;相对湿度在 85%

2. 2. 3摇 腐蚀产物膜分析

2. 2. 2摇 腐蚀形貌分析

成分分析结果,腐蚀产物主要成分为 Fe2 O3 和 Fe3 O4 。

腐蚀速率随相对湿度的增加逐渐增大。 相对湿度在
~ 95% 时,腐蚀速率急剧增大。

恒温恒湿试验后选取部分样品,记录宏观与微观

腐蚀形貌。 图 12 为不同相对 湿 度 条 件 下 , 恒温恒湿

点蚀穿孔。
图 14 是相对湿度为 75% 时的试样腐蚀产物 XRD

大气腐蚀通常分为湿大气腐蚀和潮大气腐蚀,相

对湿度为 100% 时称为湿大气, 比如盐雾试验箱中的

图 12摇 不同相对湿度下 48 h 恒温恒湿试验宏观腐蚀形貌

Fig. 12 The macro corrosion appearance of sample after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xperiment for 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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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摇 不同相对湿度下 48 h 恒温恒湿试验显微腐蚀形貌

Fig. 13 The micro corrosion appearance of sample after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xperiment for 48 h

方向,使腐蚀向基体纵深发展, 主要表现为点腐蚀。
由于液膜是通过毛细作用、吸附作用或化学凝聚作用
等形成的,随着湿度的增大,氧气通过液膜的能力增
强,腐蚀速率也随之增大 [19] 。

3摇 结论
1) 温度在 25 ~ 40 益 之间时,Q235 钢的腐蚀速

率随着温度的升高不断增大,温度在 25 ~ 35 益 时,腐

图 14摇 相对湿度为 75% 时的腐蚀产物 XRD 分析

Fig. 14 X鄄Ray diffraction of corrosion products in the condition of
75% RH

蚀速率增幅较缓慢,温度在 35 ~ 40 益 时,腐蚀速率迅
速增大。

2) NaCl 质量分数在 0. 875% ~ 7% 变化时,Q235

钢的腐蚀速率先增大后减小,呈现抛物线变化趋势,

盐雾环境;相对湿度大于 0 低于 100% 时称为潮大气,

在 1. 75% 时出现峰值。

片表面形成了一层微观极薄液膜,空气中的氧气溶解

率随相对湿度的增加而增大;相对湿度为 55% ~ 85%

比如本文中研究的恒温恒湿环境。 潮大气环境下,试

于液膜中,首先发生氧极化腐蚀,腐蚀开始之后,实验
开始之前表面预先沉积的氯离子主导了腐蚀发展的

3) 相对湿度在 55% ~ 95% 时,Q235 钢的腐蚀速

时,腐蚀速率增加缓慢;当相对湿度大于 85% 时,腐

蚀速率急剧增大。 腐蚀以点腐蚀为主,腐蚀穿孔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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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危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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