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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煤焦油工廠經由分餾方式將輕油、萘油等物質分離提取，但從建廠以來即因設備管線
腐蝕、熱交換器阻塞，導致必須時常停機處理，造成生產上之困擾。本文即在分析探討其
製程之腐蝕原因，研究方法包括現場調查、製程破損件分析、管線腐蝕試驗片分析、設備
阻塞物分析等。經由破損件分析結果，顯示其為硫化腐蝕與窩穴腐蝕合併作用，由管線試
驗片表面銹層分析結果，顯示其為硫化鐵，由阻塞物分析鑑定結果亦為硫化鐵化合物。綜
合上述之分析結果，推測煤焦油工廠之製程其腐蝕主要原因為硫化腐蝕，在煤焦油之流動
沖刷及高溫時之窩穴現象作用下，硫化鐵剝落露出底材繼續硫化，使管線設備減薄。另外
經由不同溫度及不同鋼材之煤焦油浸泡試驗結果，304 不銹鋼腐蝕速率低，但於現場使用，
腐蝕速率卻很高，顯示煤焦油之流動沖刷及高溫時之窩穴腐蝕現象對製程腐蝕扮演重要角
色。
關鍵詞：煤焦油；硫化腐蝕；管線腐蝕；腐蝕速率。

ABSTRACT
In the coal tar distillation process , the light oil, naphthalene oil are extracted from coal tar
by high temperature distillation. But from the setup of the factory, it often be shutdown resulting
from corrosion of equipment and pipe, or plug of heat exchanger, and be a troublesome for the
p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 of corrosion in the process,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equipment failure analysis, analysis of corrosion products on
coupons’ surface, and the clogging materials in the equipments.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equipments failure , corrosion products on the coupons’ surface and the clogging materials of
equipments, it showed that the failure cause wa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ulfide corrosion and
cavitation or erosion. So, from the above results, we speculate that the main cause of corro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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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he coal tar factory was sulfide corrosion, and in the effect of erosion and cavitation
of coal tar, the iron sulfide layer was peeled off, then the substrate was emerged, and reacted with
sulfide to form the iron sulfide, like that moved in circles to reduce the thickness of equipments.
Separately, from the immersion test in the coal ta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it showed that the
corrosion rate of 304 stainless steel was very low, this result was contrary to the fact found in field,
thus it can be seen the erosion and cavit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ailure of the
processing equipments.
Keywords: Coal tar; Sulfide corrosion; Pipeline corrosion; Corrosion rate.

之管線設備等明顯增加，圖 2 為 P122 循環泵，使用
於輸送 CLO 用，被侵蝕相當嚴重。觀察整個製程之
腐蝕現象，可發現在溫度較高之 C122 及 C123(約
280~300 °C)等設備較嚴重，因此可推測其腐蝕應屬
於高溫之腐蝕現象，非一般之低溫腐蝕。

1. ݈֏
中碳公司之煤焦油工場從建廠以來一直發生管
線及設備腐蝕破損之狀況，且有大量沉積物阻塞熱
交換器導致熱交換效率降低，經常須停機清理，造
成極大之困擾。中碳曾委託外界研究，結果認為有
兩種可能，一是硫化腐蝕或氯腐蝕，另一種可能是
環烷酸(Naphthenic acid)腐蝕。而為防止其腐蝕，中
碳在系統中添加腐蝕抑制劑，藉以形成一黏固性之
皮膜，以抑制環烷酸腐蝕或硫化腐蝕，但經長期添
加使用結果，效果並不太明顯，阻塞及破管之事件
仍經常發生。為解決此系統腐蝕之問題，必須確認
其系統真正之腐蝕原因，以採取必要之防制方法。

2.2 ̶ڱ͞ژ
為了解整體製程腐蝕之原因分析，以三種不同
之物件為分析對象，分別是：(1) 製程之設備破損件，
(2) 設置於管線中腐蝕試驗片，(3) 設備阻塞物。其
分析方法如下：

2.2.1 ᄦన౯ຫІ̶̝ژ

2. ၁រᄃ̶ژ

高溫之煤焦油製程因腐蝕性高，因此常有設備
之腐蝕破損情況發生，藉由分析這些設備之腐蝕破
損原因，可做為了解其腐蝕破損之來源。在本文中
所分析之對象分別有蒸餾塔之隔板、測溫管套等二
種設 備 。採 取 之分 析 方法 為 ： (1) 外 觀觀 察 ， (2)
SEM/EDS 分析，(3) XRD 分析。

2.1 ᄦ̬
煤是鋼鐵工業主要的原料，煉焦製程則是一貫
作業高爐煉鋼廠重要的一環。煤經過煉焦爐 1000 °C
以上高溫的蒸發、熱分解、聚合、焦化等過程之後，
產 出 煉 鐵 所 需 的焦 碳 (Coke) ， 於此 同時 ， 焦 爐 氣
(Coke-Oven Gas)與煤焦油(Coal Tar)等物會被一併產
得。中鋼所生產的煤焦油全部以管線輸送至中碳公
司。該公司再將煤焦油轉化生產成各種產品，包括
煤瀝青素材漆、精製煤焦油、軟瀝青、木材防腐劑、
雜酚油、屋頂防漏膠、精萘等[1]。
煤焦油經一系列之前處理後分離出 WFO(多餾
份油)，WFO 再經如圖 1 之分餾製程[2]生產所要之產
品。圖中 C122 分餾後之剩餘物 CLO(循環油)經過加
熱後循環使用，做為系統之熱媒油。在圖 1 之整個
製程中，腐蝕現象從 C122 開始包括 C123 及其周邊

2.2.2 გቢჺᄞྏរܑͯࢬჺᄞயژ̶̝ۏ
中碳為測試其系統之腐蝕速率，在系統中不同
位置設置腐蝕速率試驗片(coupon)，經由分析此腐蝕
試驗片之表面腐蝕生成物，亦可用來推測此一系統
之腐蝕或破損原因。
試驗片表面由於尚有許多系統殘留油，因此將
試驗片置於適量之甲苯溶液中，以超音波震盪方式
將表面之殘油去除，經乾燥後，切取一小塊試片進
行 SEM/EDS 分析，觀察分析試驗片表面與截面之腐
蝕生成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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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煤焦油之分餾製程。
The diagram of distillation process of coal tar.

2.2.3 న౯ܡژ̶ۏ
製程之設備與管線材質腐蝕後之生成物，經沖
刷會沉積於設備內部，經由取樣分析此一腐蝕生成
物之成分，以輔助腐蝕成因之判斷。主要分析項目
為 SEM/EDS 及 XRD 之成分鑑定。

2.3 ൏ڵ၆̙ТՄኳჺᄞిதྏរ
除了進行腐蝕成因外，對於煤焦油本身之腐蝕
性亦是關注之重點，必須釐清是否煤焦油來源其腐
蝕性已較高，因此以兩種不同來源之煤焦油(中鋼與
中煤)在有無抑制劑存在下對五種不同材質之腐蝕試
驗，試驗煤焦油種類與添加劑存在下對五種不同材
質之腐蝕性，五種材質分別是 SS400、304SS、310SS、
316L、C-276 等。

圖 2 循環泵腐蝕破損狀況。
Figure 2 The damage feature of circulating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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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ඕڍᄃኢ

實驗方法為將 1100 mL 之煤焦油加入燒瓶中，
將五種材料置於玻璃籃內再放入煤焦油中，避免試
片互相接觸，影響腐蝕性。以加熱包加熱之，將較
低沸點之化合物蒸餾出來，以使溫度升高至目標值，
隨之冷凝管通水使其迴流，以保持溫度不再上升，
如此迴流加熱一星期，冷卻後取出試片以丙酮清洗
乾淨，測量其重量損失換算為腐蝕速率。試驗之溫
度分別為 245 °C 及 300 °C。

3.1 ᄦన౯ຫІ̶ژඕڍ
3.1.1 ᄐᗣ̝ڕ
(1) 外觀觀察結果
C122 蒸餾塔之隔板經一年之使用，腐蝕破損
狀況如圖 3 所示，其材質為 304 不銹鋼，使用溫度
在 300 °C 左右。而 NFO(萘多餾份油)以批次進料方
式加熱，在不同高度設置此種隔板使混合物之蒸氣
能分離。隔板經酸洗去除表面銹層後，在其表面發
現有窩穴腐蝕造成之坑洞，如圖 4 所示。
(2) SEM/EDS、XRD 分析結果
經以丙酮清洗表面殘留油後，再以 SEM 及 EDS
分析，結果如圖 5 所示，S 含量很高，而沒有銹層
之試片其結果如圖 6，S 之含量很少。XRD 分析鑑
定結果顯示除了 C 外，主要之 peak 尚有 Fe7S8。由
上述對隔板之分析可知 Fe7S8 為銹層之主要成分，而
推斷 S 應是從 NFO 進料而來的，在高溫下與 Fe 反
應生成 Fe7S8。

3.1.2 ീგइ

圖3
C122 隔板腐蝕破損外觀。
Figure 3 Failure appearance of C122 plate.

圖5
C122 隔板之銹層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5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rust on
the C122 plate surface.

圖4
C122 隔板表面窩穴腐蝕外觀。
Figure 4 Cavitation on the surface of C122 plate.

-120-

煤焦油工廠製程設備之腐蝕成因分析

(1) 外觀觀察結果
中碳 TR121.37 測溫管套(thermometric sheath)
位於如圖 1 所示之位置，經使用不到一年即發生腐
蝕破孔，其材質為 316L 不銹鋼，使用於 300 °C 左
右的 CLO 環境中，並與循環油流動方向成一傾斜角
度。
圖 7 為破損測溫管套之外觀，管套尾端 1/3 管
長的表面皆發生腐蝕，而破孔的位置則靠近尾端。
此外，靠近管套尾端的管壁有明顯減薄的現象，其

腐蝕生成物看似緻密且呈油污狀，應為循環油殘留
的緣故。同時在管套尾端、破孔位置的周圍及其他
少數位置，均可見到底材的金屬光澤。將管套剖開(如
圖 8)。由圖 8 可觀察到管套的內壁因破孔而充滿循
環油，其中的一半內壁已將循環油擦拭乾淨，便於
比較。經量測其管壁厚度從原始 2 mm 減薄至最低
0.029 mm。
(2) SEM/EDS、XRD 分析結果
圖 9 為圖 7 取樣位置 1 之表面腐蝕生成物 SEM

圖 6 C122 隔板之無銹部份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6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non-rusted portion on the C122 plate surface.

圖 7 TR121.37 測溫管套破損外觀。
Figure 7 Failure appearance of the shroud of therm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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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及 EDS 成分分析，圖中顯示除了分析到底材的
主要成分 Fe、Cr、Ni、Mo、Si 等元素以外，只有輕
微的氧化現象，並未發現其他明顯腐蝕因子。圖 10
為取樣位置 2 之表面 SEM 觀察及 EDS 成分分析，
由圖 10 可知該破孔附近的底材表面含有大量之硫化
物。且其表面有許多平行管軸的溝痕，疑似受到流
體沖蝕所致。
測溫管套上之腐蝕物經 XRD 分析鑑定結果發
現主要組成為 Fe1-xS、FeS 及微量的(Fe, Ni)9S8，顯
示材料發生明顯的硫化腐蝕現象。

2007 年 6 月

(3) 微觀組織分析
分別取編號位置 1 之外表面及截面，以光學顯
微鏡(OM)觀察其顯微組織，結果發現在測溫管套的
外表面及截面顯微組織中，含有許多麻田散鐵組織
(圖 11)，這些組織應為冷加工成型時所產生[3]，因加
工方向為軸向，而觀察之截面為周向，故晶粒未有
明顯變形。該測溫管套為 316L 不銹鋼材質，其顯微
組織屬於沃斯田鐵相，此類不銹鋼較其他不銹鋼(如
麻田散鐵相、肥粒鐵相)具有良好的耐蝕性，但往往
容易因麻田散鐵相的析出而降低其耐蝕性[4]。

圖 8 測溫管套之內壁照片及其原始和殘留管壁厚度值
Figure 8 Photo of the shroud’s internal surface and the values of original and remaining thickness.

圖9
取樣位置 1 之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9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sampling position 1.

圖 10
取樣位置 2 之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10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sampling pos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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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脆，因此其易龜裂產生剝離。
圖 12 為試驗片 A16 之表面 SEM 觀察圖，圖中
左側與右側外觀明顯不同，右側表面之 EDS 分析結
果如圖 12 之 EDS 圖 A 所示，顯示主要為硫化鐵，
左側表面選取兩處進行分析，其結果如圖 12 之 EDS
圖之 B、C 所示，圖 B 顯示可能含有部份之硫化鐵、
氧化鐵，圖 C 顯示該處主要以純鐵為主，由此分析
顯示在試驗片表面形成之硫化鐵可能因剝離而露出
底材，繼續進行硫化反應。
試驗片 A20 以 SEM/EDS 分析結果顯示氧化層
亦呈現龜裂狀態，EDS 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含有 Fe、
S、O、P 等化合物，其中 P 為系統添加之腐蝕抑制
劑成分。此一試驗片分析結果顯示表面腐蝕生成物
仍以硫化鐵為主。

由上述兩破損件分析結果顯示其共同之腐蝕現
象為硫化腐蝕，在 C122 隔板受到窩穴腐蝕影響，而
測溫管套則受到沖蝕之影響。

3.2 გቢჺᄞྏរܑͯࢬჺᄞژ̶ۏඕڍ
3.2.1 ྏរܑͯࢬჺᄞϠјژ̶ۏඕڍ
取設置於管線設備中不同位置(標示如圖 1 所
示)之腐蝕試驗片進行表面分析，試驗片之編號分別
為 A14、A16、A20、A21 等。編號 A14 試片以 SEM/EDS
分析結果顯示表面之氧化層呈現龜裂狀態，而其主
要之元素經 EDS 分析結果為 Fe、S、O 等，其中 S
含量相當高。顯示此試片表面主要發生硫化腐蝕反
應，表面形成一硫化鐵化合物，由於形成之硫化鐵

表面

截面

20µm
圖 11 測溫管套外表面及截面之光學顯微鏡(OM)觀察結果。
Figure 11 OM micrographs of outer surface and cross section of the shroud.

B

A

A
C

C

B

圖 12 試驗片 A16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12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coupon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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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រͯၟࢬྏរܑͯࢬჺᄞϠј̶ۏ
ژඕڍ

圖 13 為試驗片 A21 表面之 SEM 觀察圖，分別
對其不同之區域進行分析，如圖 13 之 A、B、C 標
示，其結果如圖 13 之 EDS 圖， A、B 點分析結果
顯示以硫化鐵為主，C 點則以純鐵為主，顯示表面
之腐蝕物仍以硫化鐵為主，而且硫化鐵可能剝離露
出純鐵之底材。

圖 14 為試驗片 A21、A16、A14 三試片截面合
併之 SEM 觀察圖，圖中顯示截面之氧化層呈現龜裂
狀，顯示此一氧化層易碎裂剝離。對圖中標示之氧
化層處進行 EDS 分析，其結果顯示圖中三點皆含有

A

A

B

C

C

B

圖 13 試驗片 A21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13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coupon A21.

試片A21
A
截面氧化層
B
試片A16

試片A16

截面氧化層
C
試片A14

Figure 14

圖 14 試驗片之截面氧化層之 SEM/EDS 分析結果。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oxide layer of coupons' cros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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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之硫及鐵，說明此一氧化層以硫化鐵為主。
少量之 Al、Ca 為試片研磨之污染物。
由上述對各試驗片之表面及截面氧化層所進行
之 SEM/EDS 分析結果，顯示所有之試驗片其表面之
氧化層或腐蝕生成物皆為硫化鐵化合物，此分析結
果說明此系統之主要腐蝕現象為硫化腐蝕。另外觀
察其氧化層之 SEM 圖顯示硫化鐵大部份呈現龜裂狀
態，且有部份表面區域因硫化鐵剝落而露出底材，
繼續進行硫化反應產生硫化鐵再剝落，如此循環導
致材質之厚度變薄。

Elmt
O K
S K
Fe K
Total

經取不同兩設備 F121(加熱爐)及 V1119(熱交
換器)之沉積物進行 SEM/EDS 及 XRD 分析鑑定結
果，F121 之 SEM/EDS 分析結果如圖 15 所示，圖中
顯示主要元素為 Fe 及 S，經 XRD 分析鑑定主要之
化合物為 Fe1-xS，由分析結果可確認 F121 之沉積物
為硫化鐵。V1119 以 SEM/EDS 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元
素為 Fe、S 及少量之 O、Ni，XRD 分析結果顯示主
要之化合物為 Fe1-xS 及 C，C 可能是系統中之化合物
分解所累積。由分析結果可確認 V1119 之沉積物亦
含有大量之硫化鐵。由兩設備之沉積物分析結果皆
為硫化鐵，可知在整個系統中應有不斷產生硫化鐵
之來源，亦即有硫化腐蝕現象發生，產生之硫化鐵
因流體沖刷等物理力作用造成剝落，並隨流體流動
沉積於管線或設備內。

Spect . Element Atomic
Type
%
%
ED
1.46
4.08
ED
28.92
40.27
ED
69.62
55.66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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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7 天之浸泡，試驗結果如圖 16(a)、(b)所示，
圖 16(a)為 245 °C 下五種材料在有、無添加抑制劑
之中鋼煤焦油及進口中煤煤焦油中浸泡 7 天之腐蝕
速率比較，由圖中可看出，碳鋼 SS400 其腐蝕速率
最大，其餘各鋼種並不明顯。中鋼煤焦油在無添加
劑時對 SS400 腐蝕速率最高，接近 18 mpy，有添加
劑時降為 4 mpy 左右；反之，中煤煤焦油在無添加

圖 15
F121 沉積物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15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deposit of F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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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五種材料在有、無添加抑制劑之中鋼煤焦油及進口中煤煤焦油中浸泡 7 天之腐蝕速率比較。
Figure 16 Corrosion rate of 5 kinds of materials soaked respectively in the CSC coal tar and the imported coal tar for 7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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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時對 SS400 腐蝕速率為 8 mpy 左右，有添加劑時
卻升高至 12.5 mpy。圖 16(b)則為 300 °C 下之結果，
同樣是以 SS400 具有較高之腐蝕速率，中鋼煤焦油
在無添加劑時對 SS400 腐蝕速率為 20 mpy 左右，有
添加劑時稍微降至 16 mpy 左右，中煤煤焦油在無添
加劑時對 SS400 腐蝕速率為 40 mpy 左右，有添加劑
時卻升高至 51 mpy 左右，顯示中煤煤焦油與添加劑
較不匹配。
由上述之試驗可知，SS400 耐蝕性最差，其餘
四種材質由本次試驗尚無法分出優劣。由浸泡試驗
結果可以發現 304 不銹鋼純粹在 300 °C 煤焦油環境
下，其腐蝕速率並不高(< 2 mpy)。但實際現場使用
卻有非常快之腐蝕速率，顯示除硫化腐蝕外，其它
如流體之沖刷及窩穴現象等，對設備之腐蝕速率扮
演重要之角色。
文獻[5]上對硫化腐蝕之描述為金屬或合金在高
溫與含硫化合物之反應，這些硫化物包括：(1) 元素
硫，(2) 聚硫化物，(3) 硫化氫，(4) 脂肪族硫化物，
(5) 芳香族硫化物等，其中以 H2S 為最具攻擊性物

Figur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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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般其它硫化物之攻擊性都以形成 H2S 難易程
度來描述。腐蝕產物為硫化合物形成於金屬表面或
其表面下。而硫化腐蝕主要是硫從氧化層破損處接
觸底材，與 Al、Cr 等造膜元素反應，進而干擾造膜
反應之進行，使 Cr、Al 無法形成氧化膜保護層，同
時產生較不穩定之底材金屬硫化物，快速成長導致
加速性攻擊。在上述試驗中，由於靜態之浸泡試驗，
無法像現場具有沖蝕或窩穴作用使氧化鉻保護膜破
損，進而加速硫化腐蝕作用，因此呈現較低之腐蝕
速率。
對於硫化腐蝕之防止方法，一般使用低合金鋼
防制硫化腐蝕；例如 5 ~ 9 % Cr 一般常用在管路系
統。圖 17 為 McConomy 曲線[6]，顯示材質中 Cr 含
量在不同溫度下之硫化速率，但其條件為溶液中須
無 H2/H2S 且具有 0.6 wt%硫，另外必須注意的是流
速之作用並未包含在內。但由上述不銹鋼在此系統
中仍被腐蝕之結果，顯然含 Cr 之低合金鋼仍不適用
於此系統。目前經現場不同材質試驗結果，以 C-276
效果最佳，但價格相當昂貴。

圖 17 不同 Cr 含量與各種溫度狀況下之硫化腐蝕速率曲線圖。
The curve of sulfide corrosion rate varied with different Cr content an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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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之設備腐蝕破損分析、試驗片表面與
截面分析及設備沉積物分析結果，以及煤焦油對不
同材質腐蝕速率試驗結果，得到下列幾點結論：
1. C122 不銹鋼材質之隔板在高溫下發 生硫化反
應，生成硫化鐵，在 cavitation 及流體沖蝕下剝
落並露出底材，繼續進行硫化反應，如此循環使
得材質減薄損壞。
2. 測溫管套因冷加工成型產生之麻田散鐵組織，導
致整體耐蝕性降低。在高溫下與循環油中之 S 發
生硫化反應，生成硫化鐵，因循環油流動之沖蝕
剝落，裸露的底材繼續與 S 反應，不銹鋼管套愈
來愈薄，最終導致管套最薄的部位優先破孔。
3. 由現場安裝之試驗片及系統沉積物分析結果顯示
腐蝕生成物皆為硫化鐵化合物，以及設備破損分
析結果可推斷系統主要之腐蝕現象為硫化腐蝕。
4. 在所有之分析結果中並未發現有任何氯離子存
在，排除由氯化物引起之腐蝕現象。
5. 經由浸泡試驗可知，SS400 耐蝕性差不適於做為
此系統之材質。另外 304、316L 不銹鋼在 300 °C
煤焦油環境下，其腐蝕速率並不高(< 2 mpy)。但
實際現場使用腐蝕卻相當明顯，顯示除硫化腐蝕
外，窩穴腐蝕、沖蝕等對材質減薄損壞扮演重要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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