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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对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腐蚀电化学行为的影响
李雪莹，范春华，吴钱林，钟宁，董丽华，尹衍升 ⃰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通过静态浸泡腐蚀实验以及极化曲线测试、电化学阻抗谱测试、Mott-Schottky 曲线
等电化学测试技术，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研究了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在不
同 pH 值的 0.5mol/L 的 Na2SO4 溶液中的腐蚀行为。结果表明：PH13-8Mo 的耐蚀性随着溶
液 pH 值的升高而增强，不同的 pH 值能改变腐蚀的速率及腐蚀产物的形貌。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腐蚀电流密度 Icorr 减小，极化电阻 Rp 增大，容抗弧的幅值增大，钝化膜中缺陷
密度降低，钝化膜的致密性增强，耐腐蚀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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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H Value on Corrosion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of
PH13-8Mo Precipitation Hardening Stainless Steel
Li Xueying, Fan Chunhua, Wu Qianlin, Zhong Ning, Dong Lihua, Yin Yansheng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The corrosion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s of martensite precipitation hardening stainless
steel PH13-8Mo in different pH values of 0.5mol/L Na2SO4 solu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a static
immersion corrosion tests, polarization curves,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and
Mott-Schottky curve electrochemic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combined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PH13-8Mo are
enhance with the increased of the pH values, the different pH value could change the corrosion
rate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corrosion products. The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jcorr decrease, the
polarization resistance RP and capacitive arc amplitude increases as the pH value of the solution
increase, and the low density of defects in the passive film with resistant corrosion performance
improve.
Key words：polarization curve；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Mott-Schottky
curve； passive film；pH value

1 前言
不锈钢的优异耐腐蚀性能主要归因于 Cr 的钝化作用。当 Cr 含量超过 11%时，金属表面
能够自发生成连续致密的铬氧化物薄膜（Cr2O3）
，使基体金属与腐蚀介质隔离，阻止了金属
与腐蚀性离子的接触，使金属的耐腐蚀性能得到显著提升[1-4]。钝化膜的性能、组成、结构
与各类局部腐蚀的萌生有关，钝化膜结构的完整性、致密性与均一性是不锈钢耐腐蚀的重要
原因之一。由于介质中的 Cl-、SO42-、OH-、O2、H+等，在金属材料表面会出现竞争吸附现
象，对腐蚀的影响表现出协同效应[5-10]。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酸性溶液中 Cl-、H2S 或 S2O32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No.2014CB643306）资助
作者简介：李雪莹，女，1980 年生，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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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锈钢钝化膜的破坏作用方面[11-14]，并认为 Cl-的存在会对金属的钝化膜起到直接的破坏
作用，S2O32-是导致钝化膜退化最有害的离子之一，钝化膜的稳定性随溶液 pH 值的升高而
增强。关于溶液的 pH 值单一因素对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影响的深入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以
不同 pH 值的 0.5mol/L 的 Na2SO4 溶液作为电解液，应用静态浸泡方法和极化曲线测试、电
化学阻抗谱技术以及 Mott-Schottky 曲线，结合扫描电子显微（SEM）技术，研究了 pH 值
的变化对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腐蚀行为的影响，探讨了该不锈钢表面去钝化腐
蚀与 pH 值之间的关系，对于选择该材料的应用环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实验方法
实验用材料为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其化学成分为（质量分数/%）：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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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0.10，Si≤0.10，P≤0.10，S≤0.002，Cr：12.25~13.25，Ni：7.50~8.50，Mo：2.00~2.50。
热处理制度为 950℃保温 1h 后油淬，然后 0℃深冷 1h，空冷后 510℃保温 4h。
热处理后的样品线切割为 10mm×10mm×5mm 的试样；经耐水砂纸逐级打磨至 400 号，
选择其中一个面为工作面，背面与铜导线焊接，除工作面外其余表面用环氧树脂封装干燥后，
进一步打磨至 1000 号，然后用去离子水清洗，无水乙醇中超声 10min 去油干燥后备用。静
态浸泡试样用耐水砂纸水磨至 1500 号。
腐蚀介质为 0.5mol/L 的 Na2SO4 溶液，滴加 H2SO4 调整其 pH 值至 0.5、1、2、3、4、5，
温度为 25℃，将试样浸泡其中，时间为 7d。
用瑞士万通 Autolab 电化学工作站和三电极体系测试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的电化学性能，所用溶液与浸泡实验用的溶液相同。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SCE），辅
助电极为 Pt 电极（15mm×15mm）；测量不同 pH 值的试样的极化曲线（PDP）、电化学阻抗
谱（EIS）和 Mott-Schottky 曲线。在开路电位下浸泡 60min 后使其腐蚀电位基本达到稳定后
进行测试，极化曲线测量的扫描速率 2mV/s。电化学阻抗谱测试的激励信号是幅值为 10mV
的正弦波，在自腐蚀电位下进行测量，测量频率范围为 10-2~104Hz。Mott-Schottky 曲线测试
时施加正弦交流电压幅值为 10mV，测试频率范围为 10-2~104Hz，分析频率为 103Hz，扫描
的电位区间为该钢种的钝化区。所有电化学测试溶液均未除氧，并在恒温水浴装置（25±0.2）℃
中进行。用 JSM-7500F 型扫描电镜（SEM）观察试样表面腐蚀形貌。

3 结果与分析
3.1 腐蚀形貌分析
为了考察溶液 pH 值对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腐蚀行为的影响，对比了样品
在不同 pH 值的 0.5mol/L 的 Na2SO4 溶液中浸泡 7d 后样品的表面形貌，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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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0.5mol/L 的 Na2SO4 溶液中浸泡 7d 后样品的表面形貌
Fig.1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the PH13-8Mo sample immersion in Na2SO4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
（a）pH=0.5；
（b）pH=1；（c）pH=2；（d）pH=3；（e）pH=4；（f）pH=5；

3.2 极化曲线分析
图 2 所示为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可以看出，溶液的
pH 值的变化对 PH13-8Mo 的极化特性有较大的影响。溶液 pH 值在 0.5-3 时的阴极区，阴极
去极化过程主要是 H+的去极化反应，而且随着 pH 值的升高，在相同电位下的阴极扩散电
流密度减小，在 pH1 时为 82.2mA/cm2，pH3 时为 0.824 mA/cm2，其极限电流密度的比值为
99，该比值和溶液中 H+浓度的比值 100 接近，这说明 pH≤3 时阴极反应主要是析氢反应。
当溶液的 pH 值为 4 时，如果以氢离子浓度计算其极限扩散电流密度，假定其扩散系数以及
扩散层的厚度不随浓度改变而改变，根据类比，其值应为 8.24μA/cm2 ，而实际的数值为
138μA/cm2，与 pH1 极限电流密度的比值接近 600，该比值小于溶液中 H+浓度的比值 1000；
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溶液的 pH 值增大时氧的溶解度增加，此时氧的去极化过程开始发挥作用，
阴极区域的扩散电流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氧的去极化反应成为主要的阴极反应。当溶液的
pH 值为 5 时，一方面试样表面和溶液本体中的 H+浓度差变大，由极限扩散电流密度比和溶
液中和 H+浓度的比值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pH 值为 5 时的极限扩散电流密度为 82.5uA/cm2，
与 pH1 时的 82.2μA/cm2 相比，比值接近 1000，该比值和溶液中 H+浓度的比值 10000 相差
一个数量级，可见 pH 值为 5 时，阴极反应也以吸氧反应为主。
表 1 为极化曲线的动力学参数进行拟合结果。从表 1 中可以看出，pH=1 时阴极塔菲尔
斜率 βc 为 65.3010mV/dec，而 pH=3 时阴极塔菲尔斜率 βc 为 117.140mV/dec，由于 PH13-8Mo
在 pH≤3 酸性溶液中阴极反应主要为析氢反应，根据析氢反应机理及其动力学计算[16]，pH=3
时，反应速度的控制主要为氢离子的放电反应所控制，而 pH=1 时，反应速度则主要由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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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脱附或者化学脱附所控制。

表 1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拟合结果

pH 值

Ecorr/ mV

βa/(mV/dec)

βc(mV/dec)

jcorr/( uA/cm2)

Rp/Ω·cm2

0.5

-361.380

259.790

44.3980

171.710

95.9050

1

-358.300

269.730

65.3010

48.5760

506.420

2

-372.480

272.220

72.1600

16.2130

1335.50

3

-385.350

273.710

117.140

11.2330

3171.70

4

-409.80

279.180

177.660

8.24970

5715.60

5

-405.830

273.710

252.640

7.18500

7941.00

在阳极区间，在 pH0.5、pH1 和 pH2 的 Na2SO4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存在明显的阳极溶解
区，呈现出明显的活化-钝化过度转变特征。在该区域内电流密度随电位上升明显增大，直
到达到最大值，即临界致钝电流密度，分别为 0.213mA/cm2、62.7uA/cm2 和 37.3uA/cm2。这
是由于在此活化区间内 Fe、Cr、Ni、Mo 等元素都发生了快速的溶解[17]，生成了阳离子，并
且溶解速率大于钝化膜的生成速率，因此，基体金属来不及钝化就发生溶解。这与样品在不
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中浸泡 7 天后的腐
蚀形貌对应一致，在 pH0.5 和 pH1 的

pH=0.5
pH=1
pH=2
pH=3
pH=4
pH=5

2.0

Na2SO4 溶液中浸泡时试样表面首先发生

1.5
1.0

了阳极溶解，钝化膜受到破坏，使得腐蚀
相对严重。
与 pH0.5、pH1 和 pH2 的 Na2SO4 溶液
中的极化曲线不同，PH13-8Mo 在 pH3、

E/V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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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itting results for the polarization curve of PH13-8Mo in Na2SO4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pH

0.5
0.0
-0.5
-1.0
-1.5
-8

-7

不存在阳极溶解区，而直接进入钝化区，
腐蚀电流密度 jcorr 随着电位的升高变化不
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

-6

-5

-4

-3

-2

-1

0

2

pH4 和 pH5 的 Na2SO4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lgi/(A/cm )

图 2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
中的极化曲线
Fig. 2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PH13-8Mo in
Na2SO4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

+

溶液中的 H 浓度降低，对应基体中各合金
元素氧化物的热力学稳定性增加，试样表
面上对应阳离子浓度降低，钝化膜处于溶解和生成的过程，且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钝化
膜的溶解速率小于生成速率，试样表面不易被活化，阴极极化过程受到抑制，从而抑制了金
属的溶解，此时试样表面较容易形成难溶的钝化膜层，如 Fe3O4、Cr2O3 等[17]。
在 pH3、pH4 和 pH5 的 Na2SO4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存在明显的过钝化区电流峰。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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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随着外加电位的继续增大，试样表面的钝化膜层发生溶解，Fe 和 Cr 等以高价离子形式溶
解到溶液中[17]。钝化膜的破坏起源于点蚀的形核，随着点蚀数量的增多和点蚀深度的增加，
腐蚀电流密度继续增大。
从极化曲线还可以看出，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腐蚀电流密度 jcorr 降低，维钝电流密
度减小，极化电阻 Rp 增大，所有这些参数的变化都说明了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膜层的
钝化性增强，试样耐蚀性提高。

3.3 电化学阻抗谱测试
图 3 所示为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 2SO4 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谱曲线，可以用来
评价该材料表面钝化膜的耐腐蚀性能及稳定性。可以看出，在不同 pH 值的酸性溶液中样品
的阻抗谱有明显差异。从 Nyquist 曲线中可以看出，随着溶液 pH 值的增大，容抗弧的幅值

曲线和全面浸泡的实验结果一致。但随着溶液 pH 值的变化，阻抗图谱中的形状发生明显变
化。在 pH0.5、pH1 和 pH2 的溶液中，Nyquist 曲线图中出现了两个容抗弧，高频容抗弧的
幅值相对较小，而低频容抗弧的幅值较大。而且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高频容抗弧的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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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大，这说明样品的表面发生腐蚀反应的阻力增大，样品的耐蚀性逐渐增强。这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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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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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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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lgf/Hz

1

2

3

4

lgf/Hz

图 3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图谱
Fig.3 Th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of PH13-8Mo with different pH value in Na2SO4 solution
（a1-a4）Nyquist plot；（b）Bode plot（module -frequency plot）
；（c）Bode plot（phase angle- frequency plot）

逐渐增大，由 pH0.5 的溶液中低频容抗弧的幅值约为高频容抗弧幅值的 7 倍，到 pH1 的溶
液中低频容抗弧的幅值约为高频容抗弧幅值的 2 倍，再到 pH2 的溶液中低频容抗弧的幅值
与高频容抗弧幅值接近。而当 pH 值＞2 时，两个容抗弧已经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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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频容抗弧反应的是工作电极表面电化学反应过程，即钝化膜界面和溶液界面的电
荷转移行为；而高频容抗弧反映的是电极表面生成的钝化膜的性质[16]，即钝化膜的电容与
电阻。从 Bode 曲线上看出，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阻抗模和相位角值均增大，而相位角
的峰也逐渐变宽。这说明钝化膜的钝化能力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这也反映了该钝化膜对基体
的保护作用升高，这是由于不锈钢在溶液中表
面钝化时，钝化膜的生长是通过膜中离子的迁
移来实现的，当膜的生长速率和溶解速率达到
动态平衡时会形成稳定的钝化膜。而在这一过
程中，H+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当 H+的浓度
高于一定值时，钝化膜的溶解速率大于生成速

图 4 图 3 中的交流阻抗图谱采用的拟合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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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使得局部区域钝化膜多孔，完整性较差，

电路图
Fig.4 Equivalent electronic circuit used for

基体金属直接被溶解；另一个是当 H+的浓度

fitting impedance showed in fig.3

低于一定值时，反而促进钝化膜的形成。这时

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H+的浓度降低，各合金元素形成的氧化物或水化物趋于稳定，钝化
膜也趋于完整和致密。相应的阻抗模-频率曲线出现了两个峰，这说明钝化膜的阻抗由两个
时间常数确定，对图 3 的交流阻抗图谱采用等效电路进行分析，如图 4 所示，对该等效电路

表 2 图 3 中阻抗谱的拟合结果
Table 2 The fitting results for the impedance spectroscopy showed in fig.3

pH
值

Rs/(Ω·cm
2

Y0/(Ω-1·cm-2·

)

Rf/(Ω·c

Qf
n

2

Rct(Ω·c

Qdl
Y0/(Ω-1·cm-2·sn)

m)

n

2

m)

n

s)
0.5

1

2

1.557

3.998×1
0

-3

0

-4

1.660

10.23

0.326

0.81

218.1

0.029

4.314×1

1.826

0.86

1686

8.406×10-3

4.036×1

1.292

5

0.86

5101

7.157×10-3

-4

0.7

1857

0.8

1967

8562

3.292×10-3

0.8

5138

0.8

27530

5
1.178×1

0

0.95

-4

1.589

1391

1
3.495×1

0

0.7

8

0-4
4

58.87

9

0-4
3

0.9
9

8.426×1

1.573

0.85

0.87

24810

2.004×1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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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拟合，结果见表 2。其中 Rs 为溶液电阻，Rf 为离子穿越钝化膜时的阻抗，Qf 为钝化膜
的容抗，Rct 为电化学转移电阻，Qdl 为双电层容抗。从图 3 和表 2 中可以看出，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钝化膜的电阻和电化学转移电阻均增大，而容抗均减小，这也说明了钝化膜的完
整性和致密性随之升高，离子穿越钝化膜的阻力升高，膜层对基体的保护作用升高，试样的
腐蚀速率降低，耐蚀性提高。

3.4 Mott-Schottky 曲线测试
为了进一步研究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溶液中钝化膜的性能对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本文用 Mott-Schottky 曲线研究了不同 pH 值溶液中钝化膜的特性。
由于不锈钢的耐蚀性与其表面钝化膜的组
成、结构及厚度等存在很大的关系，钝化膜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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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金属阳离子时，钝化膜一般表现为 n 型半导体
特性，表现在 Mott-Schottky 曲线上直线段斜率为
正的部分；相反如果存在金属阳离子空位时，表
现为 p 型半导体特性，此时表现为 Mott-Schottky
曲线上直线段斜率为负的部分。研究表明，Cr
的氧化物位于钝化膜的内层呈 p 型半导体特性，
而 Fe 的氧化物和水化物位于钝化膜的外层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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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子能带理论，如果钝化膜中存在多余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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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行为又取决于钝化膜存在何种主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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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与其半导体特性密切相关[18-21]，而钝化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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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H13-8Mo 在 不 同 pH 值 的
Na2SO4 溶液中的 Mott-Schottky 曲线
Fig.5 The Mott-Schottky curve of
PH13-8Mo with different pH value in
Na2SO4 solution

型半导体特性[22,23]。
图 5 所示为 PH13-8Mo 在其钝化区间 0.0-1.0V 的 Mott-Schottky 曲线。可以看出，
PH13-8Mo 在不同 pH 值的 Na2SO4 溶液中的形成的钝化膜由 n 型半导体和 p 型半导体组成，
当测试电位较低时，钝化膜的导电性主要由铁的氧化物中的电子载体控制，钝化膜为 n 型半
导体，随着测试电位的升高，铁的氧化物中的电子空间电荷层不断耗尽，铬的氧化物中的空
位充当主要的导电载体，钝化膜呈 p 型半导体[22,24]。
从图 5 中还可以看出，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钝化膜由 n 型半导体转变为 p 型半导体
所对应的电位降低，这表明在较低 pH 值的溶液中所形成的铁氧化物的可迁移电子量较多，
即该半导体的施主密度较高，这和 n 型半导体所对应的直线斜率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而变
大是一致的，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半导体膜/电解质界面能带弯曲的增加而耗尽电子，从
而电子耗竭层厚度增加，施主密度减小[23]。由于半导体钝化膜中的施主密度是空间电荷层的
非化学计量缺陷，施主密度高说明钝化膜中原子无序性排列缺陷多，因此钝化膜中的缺陷随
着溶液 pH 值升高而减少[25]。在斜率为负的区间，钝化膜呈现 p 型半导体特性，在此区间内
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斜率变化不大，这表明 pH 值主要通过影响铁的氧化物中的可迁移
电子浓度影响其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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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Mott-Schottky 曲线可知，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钝化膜的缺陷密度降低，致密
性提高。因此，试样的耐腐蚀性能随之提高。

4 结论
（1）溶液的 pH 值能改变腐蚀的速率及腐蚀产物的形貌，在 pH0.5 和 pH1 的溶液中，
试样发生了全面腐蚀，腐蚀产物均匀的覆盖在样品表面，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钝化膜的
钝化性能增强，试样的耐腐蚀性能提高，在 pH3，4，5 的溶液中，PH13-8Mo 能保持钝化状
态，基本不腐蚀。
（2）溶液的 pH 值对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 PH13-8Mo 的电化学腐蚀行为起着重要影
响作用，随着溶液 pH 值的升高，阴极反应由析氢反应转变为吸氧反应，阳极由活性-钝化
向直接钝化状态转变，试样的腐蚀电流密度、维钝电流密度减小，容抗弧的幅值增大，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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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电阻和电化学转移电阻均增大，离子穿越钝化膜的阻力升高，钝化膜的厚度变大，钝化
膜中缺陷密度降低，膜层对基体的保护作用升高，试样的腐蚀速率降低，耐蚀性提高。
（3）PH13-8Mo 在 pH 值大于 3 的溶液中可以形成完整致密的钝化膜，该钝化膜由铁氧
化物和铬氧化物组成，溶液中 H+的浓度减小，铁氧化物施主密度减小，钝化膜的厚度和致
密性增加，耐蚀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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