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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建筑设计 - 避免金属的腐蚀失效
凯瑟琳·胡斯卡
什么因素会影响腐蚀？

由于高浓度的盐含量，
海边地区常常面临着严峻的
腐蚀问题。不论该地区是离海水很近，经常受到海水喷
溅，还是偶尔受到潮汐的汹涌，材料的快速腐蚀都是相
雕
当令人担心的问题。紧邻海水的建筑物、栏杆、灯柱、

腐蚀发生的条件是，材料的表面肯定要被电解质弄

湿，
电解质就是一种能导电的水溶液。材料表面经常性
塑面临的腐蚀风险包括外观的过早损伤及彻底的结构 地被弄湿与其腐蚀率之间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并且，盐
失效等等。
盐还能破坏某些
会增加水导电的能力并加速腐蚀过程，
研究大气腐蚀的专家已经全面研究了沿海地区腐 金属表面形成的保护性氧化物。例如，经常性地暴露于
蚀的影响因素，但是设计师们通常不了解这些研究，或 含盐环境会破坏金属铝的防护层。
者不知道如何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设计项目中。此外，关
引发腐蚀所必需的湿气，可来自于雨水、雾甚至是
于材料腐蚀性能以及海盐能漂移到离海岸线多远的内
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这篇文章帮助设计师
判断沿海地区的腐蚀状况，
并用案例来说明相关材料的
性能。

空气中的水蒸气（湿度）。大雨或者雷暴雨可帮助去除潜
在的有害沉积物，
而盐含量较高的小雨反而会由于潮湿
气的增加和盐含量的增加而加剧腐蚀。在表 1 所示的临
界湿度和温度组合条件下，材料表面的盐开始吸收水
分，
并形成腐蚀性氯化物电解质溶液。一个地区的天气
情况数据有助于确定盐被温度和湿度条件激活的频率、
盐雾是否存在以及沿海的降雨形式 1。
表 1 海盐和除冰盐开始吸收水分形成腐蚀性氯化物溶液时的
温度和湿度水平
温度

临界湿度

℃

氯化钠

氯化钙

氯化镁

25 ℃

76%

30%

50%

10 ℃

76%

41%

50%

0℃

－

45%

50%

盐对水分的吸收延长了腐蚀发生的时间，增加了污
染物和颗粒物的腐蚀性。粗糙的表面会造成较高的腐蚀
率，
因为粗糙的表面聚积更多的腐蚀性表面沉积物并使
最好
潮湿气长时间地停留。所以，
在沿海腐蚀性环境中，
采用表面光滑的材料，
设计上要便于雨水冲刷，并 / 或制
定人工清洗计划。
当建筑物非常接近盐水时，建筑物稍高一些的部位
和直接受海风吹拂的部位一般腐蚀率最高。为了说明高

悉尼海边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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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
将碳钢试样放置于距离弗罗里达州卡那维尔 尺寸以及悬浮盐颗粒的初始浓度等因素决定。在某些地
角海岸 55 米（180 英尺）处。样品在地面和距地面 18 米 方，
海盐仅局限于距离海边约 1.6 公里（1 英里）的地方，
（60 英尺）高处年腐蚀率分别是 0.131 和 0.165 毫米 (5.2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在距离海边 48 公里（30 英里）开外
和 6.48 密耳)，而在距地面 9 米高处（30 英尺）的年腐蚀 的内陆还有相当高的盐含量 2,3。
率比地面处高 3 倍（0.44 毫米 /17.37 密耳）1，2。发生腐蚀
图 A 和图 B 是美国国家大气沉降项目组（NADP）4
最严重的部位的高度，随着海岸线形状，风速和地面和 在 1994 至 2006 年间收集的氯化物（盐）沉积数据。该图
水温度的不同而不同。
说明了盐沉积量如何随着时间以及气候的改变而变化。
从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利福尼亚沿海区域和大西洋
中部海岸盐含量的不同。其他国家也绘制了类似的氯化

海边含盐环境

物沉积图，它是评估沿海地区腐蚀性的一个重要工具。
当海浪到达海岸时，
海盐（包括氯化钠，氯化钙和氯 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腐蚀地图，
了解一个地区多年来的氯
化镁）变成悬浮颗粒漂浮在空中。海边空气中的盐浓度 化物浓度以及污染，
酸雨和天气等情况是很有帮助的。
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风速、海浪湍流、海岸线的曲折程
腐蚀率会增加。
海浪冲击海岸时会形成悬浮盐颗粒，
延伸到海中的
度以及陆地和海水温度差异。天气条件和海浪情形经常 海浪的高度和方向，
海浪区的宽度，
底坡，
每月都在变化，
盐含量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陆地，
海岸以及悬崖等都会影响颗粒物的含量。海面相对
盐向内陆迁移的距离由天气情况、地理状况、水滴 平静的地区（如避风港或者河口），
盐含量比较少 5。

图 A 2006 年样品表面沉积的氯离子（湿盐）浓度,由美国国家大气沉降项目组（NADP）测定。

图 B 1994 年样品表面沉积的氯离子（湿盐）浓度, 由美国国家大气沉降项目组（NADP）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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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刻的沿海环境
世界上腐蚀性最强的沿海地区从外表看差别很大，
包括：
·中东和澳大利亚的部分海岸（高温，局部高湿度，
降雨量很少）；
·加拿大新苏格兰省 （经常性的高浓度盐雾和小
雨）；
·从南非到夏威夷多岩石或海浪汹涌的海岸线。
研究表明腐蚀率最高的区域一般距离海岸线 400
至 600 米（1300 至 2000 英尺），到了距离海岸线最后 50
至 200 米（165 至 650 英尺）3 的地方，
腐蚀率呈指数级增
加。在海岸线或者超过海岸线的地方一般腐蚀性更强，
因为那里有海潮汹涌飞溅。
对于经常浸泡在盐水（或者咸水）或受到盐水飞溅
的用途，材料的选择需要听从腐蚀专家的建议，应当采
用为浸没在盐水中的用途而开发设计的金属，例如“海
水级”不锈钢（超级铁素体不锈钢，超级双相不锈钢，或
者超级奥氏体不锈钢）。注意：
316 不锈钢不是海水级不 连接固定 316 不锈钢梯子和栈桥的镀锌钢螺栓以较高的腐蚀率
锈钢，不适合于完全浸泡在海水中或者经常受到海水飞 发生腐蚀。螺栓的失效会导致原本未受损的梯子在使用中失效。
溅的用途。另外，
可采用一些腐蚀控制方法来延长耐腐
蚀能力较差的材料的寿命，但是，使用寿命仍然是有限 不锈钢
的，
还需要定期检查。
因为不锈钢是耐腐蚀性最好、最不活泼的建筑金
属，常常被用于腐蚀性沿海地区，所以电偶腐蚀对不锈
钢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不锈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它们

金属的选择
材料即使没有发生穿孔或者
对于建筑方面的应用，
结构上的破坏，
其外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也被认为
是一种失效。如果铝、
锌和碳钢（阳极金属）没有和惰性
较大的金属如不锈钢和铜仔细分开的话，电偶腐蚀会大
大加快阳极金属的腐蚀率。右图中有一个镀锌钢螺栓，
用来将 316 不锈钢梯子固定在栈桥码头上，镀锌钢螺栓
正以较高的腐蚀率发生腐蚀，
螺栓的失效会导致原本未
受损的梯子发生倒塌。在含盐环境中，除了耐腐蚀性能
最强的不锈钢，
本文提到的所有金属都容易发生缝隙腐
蚀（即在紧密的接头处的腐蚀），
连接处一定要被密封以
避免它过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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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各自不同的耐腐蚀性能和强度。应用范围最广泛的
304 不锈钢，因易产生表面锈蚀，通常不用于海边用途，
即便如此，
这种不锈钢的腐蚀率也是常用的建筑铝合金
材料的 1/10 到 1/1006,7。即使它的表面发生锈蚀，它发生
结构失效和穿孔也要花几百年的时间。
表面光滑、耐腐蚀能力更强的 316 不锈钢是沿海地
区最常用的不锈钢牌号。如果建筑结构偶尔或有规律地
受到盐水的飞溅，或者如果悬浮盐颗粒的含量特别高，
可 以 考 虑 耐 腐 蚀 性 更 强 的 不 锈 钢 如 2205，904L 和
317LMIN。常常利用双相不锈钢如 2205 的高强度来减
小部件的截面尺寸，
降低成本。

墨西哥普罗格雷索两个相邻
的栈桥码头，显示了不锈钢和
碳钢长期表现的差异。右后至
今仍在使用的码头建于 1941
年，采用不锈钢钢筋建造，土
芯试样显示不锈钢或结构没
有发生损坏。旁边已完全损坏
的码头是在 1960 年用碳钢钢
筋建造的

从美学上讲比较漂亮（不像不锈钢和铝那样）。铜在沿海
环境下的腐蚀率差别很大，在腐蚀性最强的环境中，可
对于建筑常用的铝合金材料而言，含盐环境是破坏 能不到 50 年屋顶就发生穿孔。电偶腐蚀对铜来说一般
在距 不是问题。如果要在生态脆弱的沿海地区使用铜，必须
性最严重的环境。尽管距离会有不同，
但一般而言，
因为铜是潜在的生物杀伤剂。
离大海 0.8 公里（0.5 英里）内铝合金的腐蚀最严重。如果 谨慎，
环境中还存在二氧化硫或酸雨，腐蚀率会显著增大。如
碳钢
果在距离海岸线至少 3 到 8 公里（2 到 5 英里）的内陆使
裸露碳钢和耐候钢在高盐含量的环境中会很快发
用铝，海盐对铝的腐蚀作用通常会大幅降低。即使在更
靠近内陆的地方使用，也常常必须采用阳极氧化铝或表 生腐蚀。耐候钢在高盐或高二氧化硫环境中将不会形成
其腐蚀率类似于无保护层的碳钢。裸
面应用保护性涂层，并且需要经常性的维护清洗，以便 保护性氧化物层，
8
露碳钢的腐蚀率比铝高 100 多倍，
比 316 不锈钢高 8000
保持原本光洁的表面 。
所以必须把
在含盐环境中，除了锌以外，铝是最容易被氧化的 多倍。此外，因为碳钢比不锈钢或铜更活泼，
建筑金属。所以必须注意使金属分开以避免快速的腐蚀 碳钢与 316 不锈钢或铜仔细分开。
可采用含锌和铝（镀锌）的保护性涂层和 / 或多涂层
失效。某些炼度的 2xxx 和 7xxx 铝合金非常容易发生晶
间腐蚀，层状脱落或者应力腐蚀断裂，它们不应该用于 系统来延长碳钢在沿海地区的使用寿命。涂层的定期维
腐蚀将会加速。金属涂
沿海环境。结构用铝材在沿海环境可由于表面腐蚀而产 护是必不可少的。一旦涂层剥落，

铝合金

高强度的铝合金。当一 层的使用寿命随环境的恶劣程度的不同而明显不同。在
生疲劳失效，
应采用耐蚀性更好、
一些地方，不到三年的时间就看见了红色铁锈，而有的
个地区盐含量较高时，
选材应咨询专家的意见。
地方 20 多年才发生腐蚀。在最苛刻的沿海环境下，一般
铜
采用金属涂层加多层涂料来延长使用寿命。即使采取了
有些经常被用于盐水环境中。高 这些预防措施，
盐水飞溅区的碳钢围栏也只能使用 8 年
铜合金有很多种，
纯度的铜合金常被用作屋顶和其他建筑用途。铜的腐蚀 而不发生结构损害。锌是潜在的生物杀伤剂，而有时需
率低至与铝相似，
高至比铝高 10 倍。一般认为铜的腐蚀 要收集和净化来自锌合金和镀锌层屋面的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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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南非开普敦郊区的一个海边餐
馆，侧面入口的门选用了镀锌钢，因为它初
始成本很低。这座建筑在暴风雨中会受到海
水喷溅，
从而加剧腐蚀。可以看见旁边建筑
物的镀锌钢屋顶发生了腐蚀。因为碳钢上的
镀锌保护层已经剥落，如果不加保护性涂
层，
腐蚀就会加速。这个岩石嶙峋的海滨尽
管污染程度很低，但是盐浓度很高。对该地
区的腐蚀研究表明，不到三年，镀锌钢就会
门的继续腐蚀会
出现明显的红色腐蚀锈迹，
对安全构成威胁。在这个环境条件苛刻的海
岸地区，屋顶的穿孔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在苛刻的海洋气候下，
南非开普敦海岸上的镀锌钢门和屋顶很快发生腐蚀

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镀锌钢用于制作
金属罩和锚固系统，将木制的栈桥支柱与混
凝土桥面连接起来。从图上可以看到，有一
部分区域已经腐蚀掉了，结构已经变得不安
全了。用于固定支柱和混凝土桥面的镀锌钢
螺栓也发生了腐蚀。碳钢一旦发生腐蚀就会
继续扩展，其中一个螺栓已导致混凝土桥面
开裂。所幸其它一些支柱的锚固系统没有出
现这么多的腐蚀，但是如果不采取加以修
复，
栈桥就将发生整体结构的失效。

华盛顿州西雅图一个由碳钢制成的栈桥锚固系统发生严重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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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城市大连在其海之韵公园建造了一座漂亮的不锈钢海滨雕塑，
雕塑位于一个延伸到港湾的人造半道
上。尽管曾提醒过雕塑的业主方，雕塑有必要采用耐腐蚀性更强的不锈钢以取得零腐蚀的完美表现，但为了省钱，
业主方采用了镜面抛光的 304 不锈钢。虽然这个雕塑没有受到海水的冲刷，
但它就在海边，
环境中盐含量很高，所
但仍然看见表面的锈迹。
以虽然每年都清洗，
在每年清洗的间隔期，
雕塑表面的锈迹很难看，
但腐蚀率是很低的。为了保持表面无锈蚀，至少一个季度需要
清洗一次，
因为雕塑毗邻盐水。甚至表面光滑的 316 不锈钢也需要每年进行维护性清洗。如果选用耐腐蚀性更强的
则可以免清洗。
不锈钢如 317LMN，
904L 或者 2205, 光滑表面，

大连海边 304 不锈钢雕塑表面的锈蚀（右图特
写），通过采用耐腐蚀能力更好的不锈钢可避
免腐蚀问题。

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海滨步行
道栏杆的维护和更换成本很高。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府开始寻找更具

加那利群岛的 2205 双相不锈钢栏杆使用 25 年后未见任何腐蚀的完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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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的长期解决方案。由于栏
杆受到盐水飞溅，所以用镜面抛光
的 2205 双相不锈钢栏杆取代了镀
锌钢栏杆。照片显示了这些栏杆在
使用了 20 多年后仍然漂亮的外观。
具有类似或更高耐蚀性的其它不锈
钢栏杆也有同样好的表现。之所以
选用 2205 双相不锈钢是因为它的
强度高，
有可能减小断面尺寸，降低
成本。即使发生表面锈蚀，这些栏杆
的设计寿命也将能长达数百年。

结论

初始成本与环境成本

要想成功地设计出长寿命的海滨建筑，需要对建筑
价格较低廉的金属，而不是 50 年才需要更换的较昂贵 所在地区的盐浓度，污染和天气情况进行仔细评估，许
多地方都有腐蚀程度的数据可供参考，大气腐蚀专家也
的合金，
是否更有经济效益？
每一种金属都有其适合的用途。本文的目的是使建 提出了很多建议。对于盐含量较高的沿海地区，不锈钢
一些读者可能很想知道, 选用每五年需更换一次的

筑设计 / 施工人员了解腐蚀性较强的环境中材料的应 是耐腐蚀性最好的建筑金属材料，而为了实现零腐蚀的
可能需要采用更高合金化的牌号。在含盐环
用，
以便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一种腐蚀速度较快的金 完美效果，
如果没有把不同金属完全分开，将缝隙密封，某些
属用于短期用途（如临时建筑或设计寿命短的建筑），
此 境中，
时选择使用寿命尚可而价格便宜的材料是一个成本效 金属的腐蚀率会明显增加。
益较高的决策。这种设计方法在工业领域很常见。也就
是说，
设计者在考虑环境的苛刻程度和金属可能的性能

其它资源

表现上必须较为现实。
在腐蚀性较弱的沿海环境，涂漆碳钢屋顶可以提供
20 年的使用寿命，
铝屋顶大约可以使用 40 年，
这对于设
计寿命较短的建筑来说也还不错。然而在寿命周期评估
（LCA）中，
必须考虑与金属失效及更换费用有关的花费，
例如，
加工安装、先前部件的拆卸更换费用是很高的（超
过了原材料的价格）。
将会引起额
如果材料的失效影响了其他建筑系统，
外的损失。例如，屋顶的渗漏可能会导致基体和保温隔
热材料的更换，
以及可能的拆模或者天花板的修复。当
然，如果之前能仔细检查和更换部件，这些二次花费能
必须将
够被避免。但是从寿命周期成本评估的角度看，
日常维护和监测较差的情况考虑进去。
金属被
环境问题也必须加以考虑。当发生失效时，
腐蚀并进入环境；只有残余的材料最后被回收再利用。
新金属的开采、提炼以及产品（包括先前的和将要替换
的）的生产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其他材料受到影响，
则
与每次更换有关的环境成本会增加。
如果耐腐蚀能力较差的金属被用于关键的结构用
途，
铝材选用不当，
或者没有将金属隔开，则有可能发生

国际钼协会（IMOA）开发了一套评分体系（免费软
件和文献资料见 www.imoa.info）帮助选材人员评估含盐
环境的苛刻程度。尽管是为不锈钢的选择而开发的，但
其它材料的选材人员也会觉得它很有帮助。还提供了国
际气候，
污染和其他相关信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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