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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压釜模拟海底集输环境，通过电化学测试技术、浸泡实验、扫描电镜（SEM）和 X 射线衍射
（XRD）技术研究了 H2S 浓度和 pH 值对 X65 钢焊接接头腐蚀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X65 钢焊接接头中
热影响区的开路电位最负，焊缝最正，母材介于两者之间，腐蚀电流密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热影响区＞
母材＞焊缝；焊接接头平均腐蚀速率在 0.1-0.25mm/a 之间，硫化物浓度增加、pH 值降低均可导致腐蚀速率
增加； X65 钢海管焊接接头在模拟现场工况条件下以均匀腐蚀为主，焊缝区腐蚀程度低于热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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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2S Concentration and pH Value on Corrosion Behavior of
Weld Joint of X65 Subsea Pipeline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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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autoclave simulating the submarine gathering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concentration of H2S and pH value to the corrosion behavior of X65 steel weld joint under the
submarine gathering environment was investigated by electrochemical techniques, immersion
experiment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X-ray diffraction (XRD) analysis
techniq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X65 pipeline steel weld joints the value of self-corrosion
potential in a descending order as: weld , heat affected zone and the base material, and the law of
the self-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is just the opposite. The average corrosion rate of the steel weld
joints is in the range of 0.1-0.25 mm/a, the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H2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pH value can both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corrosion rate. The corrosion mode of weld zone
in X65 steel is mainly the uniform corros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imulated field conditions, and
the corrosion of weld is slighter than that of the heat affect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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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海洋油气资源不断开发和利用，海底管线建设日益增多。受工况特点的限制和
所处环境的影响，不仅海底管线的腐蚀情况难以监控和维护[1]， H2S，CO2 和水汽等腐蚀性
介质也难以在集输前脱除。由于海底水温较低，湿气更易在管壁凝结对管壁造成严重的腐蚀，
特别是焊缝接头部位。由于焊接过程中焊缝金属、母材、热影响区的成分和组织不均匀，易
产生电偶效应，导致严重的局部腐蚀而穿孔泄露[2,3]，使得其腐蚀失效问题更为突出且后果
更为严重。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在实验室模拟油气田集输管线内部环境，对金属材料
的腐蚀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刘文会等[4]研究了酸性介质中不同 H2S 质量浓度（低于 2.5×
10-4）条件下，碳钢在 H2S 和 CO2 共存环境下的腐蚀行为规律。Tang 等[5]研究了高温低 pH
值条件下碳钢的腐蚀行为规律和机理。Choi 等[6]研究了较低 H2S ( 质量分数为 10-4) 加入到
含有 CO2 的酸性溶液中碳钢的腐蚀行为规律。然而，针对渤海域油田天然气中高 H2S 含量、
偏酸性和偏碱性 pH 值条件下的碳钢环焊缝区腐蚀行为的研究甚少。因此，分析和评价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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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海管焊缝接头在此种条件下的腐蚀规律对油气田的工程设计和腐蚀防护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本文通过高压釜内 X65 钢焊接接头部位的挂片浸泡实验，模拟现场海底集输环境下焊
接接头的腐蚀行为，用以直接测试和分析该类海管焊接接头的腐蚀形态、分布和腐蚀速率等
腐蚀行为随 H2S 含量和介质 pH 值的变化规律。

2 实验方法
实验用 X65 钢取自海底天然气集输管线，其化学成分（质量分数，%）为：C 0.08，Si
0.22，Mn 1.62，P 0.011，S 0.001，Ni 0.02，Cr 0.002，Nb 0.04，Mo 0.004，V 0.02，Fe 余量。
切取母材、热影响区及焊缝区用 4%硝酸酒精侵蚀，三者的金相组织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1）
，
焊缝区组织为网状铁素体加珠光体；热影响区的过热区组织为较为粗大的铁素体和珠光体；
母材的显微组织以细小的多边形铁素体为主，珠光体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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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X65/焊缝界面显微组织
Fig.1 Microstructures across of X65 steel/weld joint: (a) weld zone；
（b）heat affected zone；
（c）
base material
高压腐蚀模拟实验采用片状试样沿管的轴线方向切取，试样中部为焊缝，每个实验条件
下取 3 片平行试样，用于腐蚀观察及腐蚀速率测量，试样尺寸按照国标 JB/T 7901-1999 确定，
实验前试样表面用水冷磨床打磨至 0.8μm，试样上方用钢戳标记后用丙酮清洗除油，干燥后
称重，测量工作面积，记录数据；电化学测试采用暴露面积为 1cm×1cm 的试样，分别从
X65 钢的焊缝、热影响区和母材部位进行取样，测试前用 SiC 水砂纸逐级打磨至 800#，用
蒸馏水和酒精清洗，干燥后备用。
海底管线运行实际工况下海管输送的天然气中 CO2 含量为 10%~12%，最大设计压力为
5.2MPa，服役水深 0~15m，服役温度 23~50℃，管内积液中 Cl-含量 10000~14000mg/L。因
此，高压腐蚀模拟实验在温度为 25℃，CO2 浓度为 10%（体积分数）
，流速为 2 m/s，压力
为 5.2 MPa 条件下进行，浸泡时间为 30 d，采用 Cl 浓度的上限（14000 mg/L）配制模拟溶
液。H2S 浓度取 1×10-4 和 1×10-3 两种体积含量，用以模拟现场环境的不同 H2S 浓度情况，
模拟溶液分别用 5%醋酸溶液和 5%Na2CO3 调节 pH 值至 5 和 8，用以模拟现场环境的偏酸和

偏碱性的情况。实验在高压釜中进行，实验结束后试样表面用除锈液（500 mL HCl+500 mL
H2O+5 g 六次甲基四胺）在超声波中去除腐蚀产物，然后依次用蒸馏水、无水酒精清洗后烘
干。然后进行称量，计算试样失重，并采用的 Quanta250 型环境扫描电镜（SEM）和 X 射
线衍射（XRD，SIEMENS D5000）对实验后的表面腐蚀形貌和腐蚀产物进行观察和分析。
电化学测试采用三电极体系，以 Ag/AgCl 为参比电极，Pt 电极为辅助电极，试样为工作电
极。电化学测试条件为：25℃，CO2 浓度 10%（体积分数）
，H2S 浓度（1×10-4），pH 值为
5，压力 5.2 MPa 条件下进行， 实验结果由 CorrTest CS310 电化学工作站测得，开路电位稳
定时间为 1h；电化学阻抗谱（EIS）的扫描频率范围为 100kHz-10mHz，扰动电位为 10mV，
测量结果的拟合采用 ZSimpWin3.30 软件进行；极化曲线扫描范围为-0.3~0.3V（相对开路电
位）
，扫描速率为 1mV/S。

3 实验结果
3.1 电化学测试
图 2 为 X65 钢母材、焊缝及热影响区的开路电位随时间的变化规律。3 种材料的开路电
位逐渐升高，在 3000 s 后趋于稳定，分别为-696，-713 和-677 mV，其中热影响区最负，焊
缝最正，母材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在焊接接头中焊缝和母材区的腐蚀倾向较热影响区低，热
影响区作为阳极首先发生腐蚀，而焊缝和母材作为阴极受到保护。图 3 为同样条件下的动电
位极化曲线。对极化曲线的 Tafel 曲线进行拟合，腐蚀电流密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热影响
区＞母材＞焊缝，电流密度值依次为 79，63 和 46 μA·cm-2，表明热影响区的腐蚀最严重，
焊缝的腐蚀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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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X65钢焊接接头在模拟溶液中的开路电位
Fig.2 Open circuit potential of X65 welded joint in simulate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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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X65钢焊接接头在模拟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Fig.3 Plolarization curves of X65 welded joint in simulate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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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拟溶液中的 Nyquist 谱和等效电路
Fig.4 Nyquist plots (a) and equivalent circuit (b) in simulated solution
图4为X65钢母材、焊缝及热影响区的Nyquist谱和等效电路。其中，Rs为溶液电阻，Qdl
为双电层电容的常相位角元件，Rt为电荷转移电阻。实验材料在模拟环境下的电化学阻抗谱
呈现一个时间常数，根据上述等效电路对Nyquist阻抗谱进行拟合，所得热影响区、母材和
焊缝的电荷转移电阻分别为321.2，374.9和437.6Ω·cm2，表明热影响区的电荷转移电阻最小，
反应易于进行，易发生腐蚀，焊缝的电极反应极化阻力最大，腐蚀反应不易发生，具有良好
的抗腐蚀性能，这与极化曲线和开路电位的测量结果一致。

3.2 平均腐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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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H 值为 5，温度为 25℃，流速为 2m/s 条件下腐蚀不同时间后
腐蚀速率与 H2S 浓度的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osion rate and concentration of H2S after different time with
pH=5 and 2m/s velocity at 25℃ temperature
图 5 是 pH 值为 5、温度为 25℃、流速为 2m/s 下腐蚀不同时间后 X65 海管钢焊接接头
腐蚀速率与 H2S 浓度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不同时间后，H2S 浓度从 1×10-4 增加
到 1×10-3 腐蚀速率均有所升高，表明增加 H2S 浓度能加剧均匀腐蚀的发生。另外从图中可
以看出，腐蚀 360h 后的腐蚀速率高于腐蚀 720h 的，腐蚀速率随腐蚀时间的延长而减小。原
因可能为腐蚀时间延长后腐蚀产物膜增厚和稳定化，从而导致腐蚀速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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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温度 25℃、H2S 浓度为 1×10-4、流速 2m/s 条件下腐蚀不同时间后
腐蚀速率与溶液 pH 值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osion rate and pH value of solution after different time at 25℃
with 1×10-4 H2S and 2m/s velocity
图 6 是在温度为 25℃，H2S 浓度为 1×10-4、流速为 2m/s 条件下腐蚀不同时间后 X65
海管钢焊缝腐蚀速率与溶液 pH 值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不同时间后，溶液 pH 值
从 5 增加到 8 腐蚀速率均有所降低，表明增加溶液 pH 值能够减缓均匀腐蚀的发生。另外从
图中也可以观察到，腐蚀 360h 后的腐蚀速率高于腐蚀 720h 的，腐蚀速率随腐蚀时间的延长

而减小，这和图 5 中所显示的规律是一致的，腐蚀时间延长后腐蚀产物膜增厚和稳定化从而
导致腐蚀速率降低。
综合浸泡实验的结果，X65 钢模拟环境下平均腐蚀速率在 0.1-0.25mm/a 之间， pH 值
降低、硫化物浓度增加均可导致腐蚀速率增加。
3.3 腐蚀微观形貌
图 7 是不同模拟条件下去除腐蚀产物后试样的腐蚀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焊缝和热影
响区的腐蚀具有一定的差异，焊缝的腐蚀程度较低（热影响区腐蚀较深，标注见图示），这
与电化学结果相一致。而且从图上清晰可见，腐蚀后产生的点蚀非常少，且尺寸微小（10μm
以下）
；点蚀坑比较浅，且集中出现在热影响区一侧。这种形貌表明，X65 海管在几种输送
介质积液中的腐蚀以均匀腐蚀为主，点蚀轻微。

图 7. 不同模拟条件下去除腐蚀产物后试样表面的腐蚀形貌
Fig.7 Surface corrosion morphologies of samples after removed the corrosion products at 25℃
with different H2S concentrations and pH value: 1×10-4 H2S concentration, pH =5 (a1, a2); 1×
10-3 H2S concentration, pH=5(b1, b2); 1×10-3 H2S concentration, pH=8(c1, c2)
此外，从图 7a1 和 b1 中可以观察到，H2S 浓度增加，腐蚀加重，焊缝区较热影响区有
明显腐蚀，焊缝和热影响区之间的差异增加，说明试样表面整体较 H2S 浓度较低条件下的
腐蚀严重。这与前面腐蚀速率的结果一致，均说明硫化物浓度增加会导致腐蚀加重。
图 7c1 和 c2 为 25℃时偏碱性介质中 H2S 浓度为 1×10-3 条件下 X65 钢腐蚀形貌。对比
图 7b1 和 b2 偏酸性条件下的表面腐蚀形貌可以明显看出，焊缝区和热影响区之间的差异减

小，整体腐蚀程度均小于偏酸性条件，这与前面腐蚀速率的结果一致，均说明 pH 值增加会
抑制腐蚀的发生。
腐蚀形貌的结果表明，X65 钢海管以均匀腐蚀模式为主，焊缝较热影响区腐蚀程度低，
二者在模拟现场工况条件下的点蚀敏感性较低，H2S 浓度增加和溶液 pH 值降低均能促进腐
蚀的发生。
3.4 腐蚀产物分析
为了研究 X65 钢海管材料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腐蚀产物的差异，
对腐蚀产物进行了 XRD
分析，其结果见图 8。由图 8a 可见，在 pH 值较低的情况下（pH=5）
，腐蚀产物层主要是 FeS，
表明偏酸性介质中的 X65 钢海管的腐蚀电化学反应主要是 Fe 还原生成 FeS 膜的过程。由图
8b 可见，在 pH=8 的介质中，腐蚀产物层中除了 FeS 之外，还测试出 Fe 的氧化物。这表明
高 pH 值时腐蚀产物膜中存在 Fe 与 H2O 反应的产物 Fe(OH)2，当实验完成时，被氧化为 Fe
氧化物，这说明高 pH 值时 H2S 的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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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腐蚀产物的 XRD 分析结果
Fig.8 XRD analysis of the corrosion products with pH=5 (a) and pH=8 (b)

4 讨论
X65钢在pH值为5条件下生成的腐蚀产物中主要成分是FeS（见图8），说明试样主要发
生H2S腐蚀。H2S溶于水后，立即电离，使溶液呈酸性，H2S在水中的离解反应为：
H2S→H++HSHS-→H++S2-

Fe在H2S的水溶液中发生的电化学反应为：
阳极过程：Fe→Fe2++2e
阴极过程：HS-+e-→H(ad)+S22H++2e→Had+ Had→H2↑
↓
Hab→diffusion in steel
2+
阳极反应产物：Fe +S2-→FeS
式中：Had——钢表面上吸附的H；Hab——钢中吸收的H[7]。
在包含H2S的溶液中，碳钢的腐蚀过程会伴随材料表面硫化物腐蚀产物膜的形成，并
导致更为复杂的腐蚀行为[8]。一方面，H2S离解产物HS-和S2-吸附在金属的表面，形成吸附复
合物离子Fe(HS)-。吸附的HS-和S2-使金属的电位移向负值，促进阴极放氢的加速，而H为强
去极化剂，易在阴极得到电子，同时使Fe原子间金属键的强度大大削弱，进一步促进阳极溶
解而使钢铁腐蚀。前面的研究[9-12]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H2S能够加速阳极溶解和阴极析
氢过程，但是另一方面，阳极反应生成的腐蚀产物膜的性质与H2S的浓度有一定的关系，当
H2S浓度较低时，能够生成致密的FeS膜，阻止Fe2+通过，可显著降低金属的腐蚀速率，甚至
可使金属达到近钝化状态；但如果浓度很高，则生成黑色疏松分层状或粉末状的FeS膜，该
膜不但不能阻止Fe2+通过，反而与钢铁形成宏观原电池，加速金属腐蚀[13]。本文的H2S浓度
偏高，随H2S浓度增大，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腐蚀速率增加。
介质的pH值对H2S腐蚀影响也很大。在含H2S溶液中碳钢的腐蚀随pH值升高而逐渐减
弱，在pH值较低时，腐蚀电极主要受阳极溶解过程控制；随着pH值的不断升高，在电极表
面会出现硫化物不连续沉积，硫化物生长成为电极过程主要控制，硫化物形成的腐蚀产物膜
不足以对电极起到保护作用；在pH值大于7的碱性溶液中，电极表面容易生成氧化膜而呈现
钝化特征[14]。
本文中介质pH值为5时X65钢的腐蚀速率高于pH为8时（见图6）。在pH值较低时，主
要腐蚀产物为FeS，而在pH值为8时，除FeS外还有氧化物存在（见图8）。这是由于，在pH
值较低时，溶液中HS-与OH-浓度之比较大，电极表面主要受HS-的吸附过程控制，而当pH值
为8溶液呈碱性时，溶液中HS-与OH-浓度之比变小，电极表面会出现OH-与HS-的竞争吸附[15]，
生成较为稳定的Fe的氧化物，使腐蚀速率降低。

5 结论
（1）X65 钢焊接接头中的热影响区的自然腐蚀电位最负，焊缝最正，母材介于两者之间，
腐蚀电流密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热影响区、母材和焊缝，热影响区作为阳极首先发生
腐蚀。
（2）X65 钢焊接接头在模拟海底天然气管内环境下平均腐蚀速率在 0.1-0.25mm/a 之间，pH
降低、硫化物浓度增加均可导致均匀腐蚀速率增加。
（3） X65 钢焊接接头在模拟海底天然气管内环境下以均匀腐蚀为主，焊缝较热影响区腐蚀
程度低，二者在模拟现场工况条件下的点蚀敏感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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