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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軋連續退火爐加熱區爐氛控制技術
An Atmospher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heating zone atmosphere in a 
continuous annealing furnace

許 仁 豪1  ■  周 崑 楚2

    J.H. Hsu, K.C. Zhou

在現代化的連續退火產線中，

退火爐爐氛使用氫氣、氮氣為保護還

原性氣體，以避免鋼帶在高溫環境下

與空氣中的氧接觸，產生氧化現象致

使鋼帶表面產生回火顏色。而由於氫

氣佔整體生產成本比重高，因此如何

兼顧鋼帶表面品質又可降低氫氣使用

量成為連續退火線的難題之一。本研

究重點分析退火爐內氫氣使用狀況，

結合生產實踐檢查退火爐密閉性及調

整氫氣含量，達到節省氫氣使用的目

的。

關鍵字：連續退火、氫氣

In the modern continuous annealing production 

line, the furnace atmosphere is filled with hydrogen and 

nitrogen to avoid strip surface oxidation that effected 

the steel properties and altered the strip tempering color.  

Since the hydrogen consumption accounts for a major 

proportion of overall production costs, how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hydrogen consumption and yet maintain the 

strip surface quality, which is one of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continuous annealing line. In this study, we focused on 

analyzing hydrogen consumption in the furnace, examining 

annealing furnace tightness, and adjusting the hydrogen 

content to reduce the hydroge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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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鋼第二連續退火線退火爐主要設有預熱區、加熱區、均溫區、風冷區、輥冷區、過時效

區、快冷區等。熱軋鋼捲結晶組織經冷軋軋延後，內部儲存大量應力不適合加工，需經退火爐

加熱使其再結晶，均溫區使其鋼帶內外部、中心與邊緣溫度均勻化，風冷區、輥冷區使鋼帶降

溫至時效溫度，過時效區使鋼帶析出固溶碳，最終由快冷區冷卻至常溫。

退火爐內的爐氛直接影響產品表面品質，一般要求殘氧在 10ppm以下，露點在 -40℃以

下，通常在退火爐安裝後，需作氣密性測試，但是在往後的生產過程中，由於熱脹冷縮、結構

振動、拆修設備、密封件損壞等因素會導致退火爐產生洩漏點，如果沒有封堵就會導致退火爐

氣密性變差，進而造成氫氣外洩量變多，爐氛殘氧升高影響產品表面品質，氫氣亦因與大量氧

氣產生燃燒反應而消耗。

二、氫氣及露點對鋼帶的影響

退火爐內的保護性氣體，通常由氫氣和氮氣以一定比例混合而成，中鋼連續退火線為 7%

氫氣與 93%氮氣混合氣體（稱為HN），可阻絕外界空氣並還原鋼帶表面氧化層，產線主要觀

察的參數為氫氣比例、露點、殘氧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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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露點與殘氧

露點為爐氛水蒸氣含量，通常很低，爐內露點在 -40℃時，水含量約 2mg/L。爐氛含氧量一

方面是源自上游保護性氣體管路內的水氣、另一方面則是氫氣與外界空氣中的氧或鋼帶的氧化

鐵產生化學反應。

2.2 還原反應

外界氧滲入爐內與鋼帶與氫氣發生還原反應：

(FeO, Fe3O4)H2 n FeH2O

3Fe2O3H2 n 2Fe3O4H2O

2.3 燃燒反應

一般而言，爐氣中經常含有H2O、H2、CO2、CO、N2、O2、SO2等，為了保持外界空氣不

要侵入及稀釋其他侵蝕性氣體，退火爐內爐氛充滿氮氣及氫氣並保持正壓，若有外界空氣進

入，則與氫氣產生的燃燒反應如下：

H2O 570℃
8888888n H2O

三、第二連續退火爐氫氣用量調查

本研究著重分析退火爐內的氫氣使用狀況，結合人、機、料、法、測、環等六方面進行調

查。

3.1 人員操作調查

產線採四班三輪制，102/03每日各班操作人員使用量未有明顯差異，如圖 1所示。

圖 1　102/03每日各班氫氣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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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退火二線 101/07~102/04平均使用氫氣量約 1.2NM3/噸，如圖 2所示。

圖 2　101/07~102/04平均氫氣使用量

3.2 設備調查

中鋼第二連續退火線自 1992年熱試俥至今已逾 23年，退火爐尚未設備更新，只在停機期

間更換汰換品。第二連續退火線生產雙相鋼時常因露點過高導致回火顏色缺陷發生，推測部分

設備有縫隙。

3.3 氫氣、氮氣來源調查

中鋼第二連續退火線氫氣由中石化提供，氮氣為中鋼自行生產，氣體供應單位其管理標準

氧含量均需小於 5ppm。

3.4 氮氣、氫氣管路調查

退火爐製程控制軟體由日本橫河電機株式會社（YAKOGAWA）所建置，圖 3為退火爐氫氮

氮氣

氮氣

HN

圖 3　退火爐氫氮氣管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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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路示意圖，A~G為流量控制閥，分別控制HN（氫氮混合氣體，氫比例 7%、氮氣 93%）及

氮氣，爐區操作者常B、C、D、E四個流量控制閥來控制爐壓、氮氣及HN輸入量。

3.5 環境調查

101/09~102/04噴氣冷卻區露點如圖 4所示，露點忽高忽低易受外界影響，102/04露點平均

約 -41.5℃

圖 4　101/09~102/04噴氣冷卻區露點

四、減少氫氣用量的方法

4.1 以氮氣替代氫氣

連續退火產線退火爐屬正壓操作，通常操作區間為 15~30mmH2O，退火爐內的爐氛由氮氣

及氫氣組成，以成本的角度而言，氫氣成本相對較氮氣高，若減少氫氣增加氮氣，又能保持產

品品質，則將是一大利多。

4.2 定期檢查退火爐氣密性

李九齡 (2010)(1)指出退火爐一般為正壓，爐外的氧氣與水蒸氣是不能進入爐內，但以氧氣

為例，爐外的氧氣為空氣中的氧氣濃度 21%，而爐內的氣體含氧量幾乎為零，濃度差是導致

爐外氧氣滲入爐內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原因則是爐殼上的縫隙不規則，給爐內氣體外漏產生

阻力，爐外氣體滲入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此，需定期檢查退火爐密閉性，而退火爐檢查困難

點主要是管路複雜、檢查面積大、可能洩漏的區域繁多，要徹底檢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時

間，因而大多數連續退火產線一般只是在主要監控參數如露點、爐壓、含氧量等出現異常時，

才組織人員進行檢查，需要建立定時檢查的制度，將氣密性檢查規律化，才可有效保持退火爐

密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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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氫氣控制實驗結果與討論

5.1 氮氣操作

第二連續退火線HN壓力 1500mmH2O、氮氣壓力約為 2000mmH2O，操作人員未有規律的

使用方式，圖 3中B、C、D、E四個流量控制閥皆會使用，只要爐壓達到最低壓力 15mmH2O

即可，但是若使用D、E氮氣壓力相對較HN壓力大，會稀釋原通往加熱區的氫氣量，降低加

熱區氫氣含量比例，考慮此因素，改變操作模式，除爐壓不足之外D、E均不使用。

5.2 氫氣減量

連續退火線設立之初，HN（氫氮混合氣體）氫氣比例為 7%沿用至今，在未設置爐內氫氣

比例偵測器之前，針對回火顏色較不敏感的鋼種或下道製程會經過酸洗的鋼捲，將HN氫氣比

例改為 6.5%，以降低氫氣使用量。

5.3 氫氣偵測器設置

第二連續退火線只在管線入口端設置氫氣比例偵測器，爐內氫氣比例無從得知，為了確切

了解退火爐內各區氫氣比例，購買設置 FUJI氫氣分析儀，抽取各區爐氛進行分析。

5.4 密封包材汰換

一般來說退火爐定期會更換幅射管及爐輥，爐輥與輻射管與爐殼接縫處銲道要求相當謹

慎，而密封件因替換周期較長，常因此被忽略。退火爐出入口的縫隙相較於其他微小縫隙來說

顯得對爐氛影響較大，測試密封輥的縫隙大小對於爐壓的影響如下：

圖 5　退火爐密封輥間隙與爐壓比較

由圖 5可知，密封輥的間隙最好控制在 3mm左右，既不會對鋼帶產生刮痕亦可以減少爐氛

散失。依此測試，第二連續退火線調整密封輥及其包材間隙。

5.5 退火爐抓漏

退火爐常態的抓漏方法：(1)將爐氛的氫氣比例提高，利用氫氣偵測器逐區查找 (2)使用肥

皂泡沫對疑似洩漏處塗抹 (3)人員使用乾冰對通道爐氣露點量測，縮小檢測區域。鄭海燕、王

道金 (2014)(2)指出，循環風扇的吸入端為負壓，如果負壓部位發生洩漏，爐外的空氣會被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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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扇吸入爐內，常規的方法無法檢測循環風扇負壓結構洩漏點。

因退火爐冷卻區通常會設置多台風扇，此時可採用逐台輪換的方式，一台風扇滿載，其他

低速運轉，依序輪換觀察冷卻區露點變化。第二連續退火線依此方法發現風冷區的風扇負壓區

冷卻器固鎖不良有洩漏點。

5.6 預熱區氫氣減量

預熱區一般使用加熱區的廢氣來加熱鋼帶，減少燃料的耗費，溫度約為 200℃，而氫氣

要與氧氣產生燃燒反應要高於 570℃，另外，氧化鐵產生還原反應溫度，依賈麗娣、徐烈山

(2006)(3)指出，如圖 6所示，依該區H2O/H2及CO2 /CO的比例來判別。

圖 6　CO2、CO、H2、H2O與鐵的平衡圖

依圖判斷，氫氣在第二連續退火線之預熱區也無法與氧化鐵形成還原反應。而因預熱區未

達氫氣反應溫度，第二連續退火線將原通往預熱區的HN關閉改以氮氣替代。

5.7 實驗討論

氫氣減量對於產品的影響的是未有足量氫氣與外界滲入的氧產生反應，使爐內的氧含量升

高，氧化鋼帶產生回火顏色。因此，針對氫氣減量改善後所產出的成品鋼捲，使用色差計進行

量測，均符合品管單位標準，下游單位使用至今也都顯示正常。

六、結　論

本研究自 102/5開始改善，氫氣用量分析如圖 7所示。在以往的認知中，以退火爐輸入的
HN流量（7%氫＋ 93%氮）做為判斷達到還原效果基準，此觀念時至今日已非為最佳的操作模

式。經由安裝偵測爐內氫氣偵測器後，操作人員可直接得知各區爐氛氫氣比例，當爐況隨著時

間不同或變差，操作人員可調增或降低HN氫氣比例、增加或減少HN輸入量等操作方式，使

氫氣比例達到所需的數值進而更有效的使用氫氣。

配合預熱區氫氣減量、風扇抓漏固鎖、密封輥及包材間距調整等方式，中鋼第二連續退火

線有效減少氫氣使用量超過 10%，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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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連續退火二線平均氫氣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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