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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鑄熱作模具鋼H13的技術開發
Development of Continuous Cast H13 Hot-die Steel

陳 志 遠1  ■  張 顧 齡1  ■  吳 政 彥2  ■  陳 郁 仁3

  C.Y. Chen, K.L. Chang, C.Y. Wu, Y.J. Chen

H13熱作模具鋼因連鑄技術難

度高而難以穩定連鑄，本研究分析

中龍電爐廠設備與生產特性，據以

規劃試驗及生產配套措施。本研究

應快速造渣精煉脫硫技術，藉由快

速渣相分析方法可獲得礦物相的組

成和分佈，提供造渣適化路徑與投

料模式以便即時調整渣性，避免因

高合金添加量導致過於籠長的精煉

時程導致後續復 [P], [S]問題。開

發連鑄歷程鑄胚溫度模擬技術，分

析H13澆鑄溫降履歷幫助精準掌

握最適製程參數，使鑄胚溫度穩定

避開鋼胚脆性區，改善H13連鑄

時常見的鋼胚撕裂與斷胚問題，最

終順利產製合格H13連鑄胚。歷

經多次現場試製，穩定掌握精煉流

程與連鑄鋼胚溫降，鋼胚外質良好

並無直 /橫向裂缺陷，優化製程結

果使H13生產如同一般鋼種般順

暢，可穩定多連鑄，進一步提升鑄

胚得料率與品質，成功建立以一般

煉鋼製程生產高階H13工模具鋼

煉鑄之產製能力。

關鍵詞：

H13 tool steels have been manufactured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ingot-cast material because of poor continuous-castability.  

The main benefits of continuous casting over ingot casting are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product.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among special steel producers using continuous 

casting.  Dragon Steel Co. produced H13 via a curved-mould 

continuous caster with a radius of 12.5m, and 4 strands in sizes 

of 200*480mm.  The steel was melted in a 150t EAF from scrap 

and de-phosphorus hot metal.  The molten steel was tapped into 

a ladle after the removal of slag and the LF process was extended 

to a proper melting of other alloys and desulphurization process.  

By the help of on-site rapid EDX analysis of steelmaking slag, 

sulphur content dropped to 0.001 wt% within 1hr.  Then the 

molten steel was transferred to vacuum station with Ar injected. 

The degassing exercise helped the removal of nitrogen and 

hydrogen and enhanced the separation of non-metallic inclusions.  

At the casting station, numerically calculated cooling profile 

of bloom during continuous casting and elastic stresses and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thermo-mechanical data of the H13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 suitable secondary cooling strategy.  A 

soft cooling pattern was used to maintain a surface temperature 

above 850℃ at straightening unit to avoid surface cracking.  

Compared to that with ingot-casting, continuous casting H13 had 

a 20% higher yield and profitability.

Key words: H13, tool steel, Continuous casting, Soft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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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合金鋼產量僅佔總體鋼產能 9%但產值卻達 17%，合金工模具鋼單價 (120NT/kg)是碳鋼 (23NT/kg)

之 5倍之多，可有效提高中鋼噸鋼售價，且其核心技術十分相近，是中鋼品級高值化的重要發

展標的。過去曾有鋼廠嘗試開發合金工模具鋼連鑄生產技術，但因尺寸偏小而難以實用化，國

際上有關的產製研究文獻與實績極少且全為早期特殊鋼廠水平或垂直連鑄機所進行的試驗生

產 [1-4]，代表性不足，相關技術均需自行摸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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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切入合金工模具鋼領域需要發揮產線綜合效益方能與專業特殊鋼廠競爭，以泛用產線

生產工模具鋼具有比特殊鋼廠產線更高的成本效益，如圖 1所示。切入H13合金工模具鋼則是

具有大量生產特性（約佔整個工模具市場 60％），較適合目前集團內的生產節奏。此外，中鋼

精材的 ESR產線有H13料源需求，亦需要集團協助解決。審視集團內諸多產線，中龍電爐廠

150t連鑄產線具有較佳的合金回收率、產品線單純，故於此產線嘗試開發大斷面尺寸的H13連

鑄胚 (200*480mm)，除可用於普通等級產品外，連鑄胚經過拼焊後可供中鋼精材 ESR設備開發

精煉等級產品，順勢解決精材H13料源不穩定的問題。

圖 1　傳統H13生產方式與本研究開發比較

二、實驗方法

本研究擬於中龍電爐產線開發斷面尺寸達 200*480mm H13連鑄胚，然相當多生產技術瓶頸

需克服，首要面對的是高合金添加使精煉低 [P],[S]控制難度大增，工模具鋼 [P],[S]含量直接影響

產品等級與售價，NADCA 207-2003將H13依照 [P],[S]含量分為：優級 (Premium, [S]<0.005%)；

超優等級 (Superior, [S]<0.003%和 [P]<0.015%)，特殊鋼廠普遍以高價廢鋼與合金以配料方式產

製，此作法容易但成本較偏高並不符合中鋼現有的生產模式與競爭力。其次H13高合金添加也

使鋼胚存在高硬化能與低延展性問題，容易於連鑄生產過程中產生撕裂而導致斷胚事故，H13

合金含量與硬化能比先前中鋼生產過的鋼種高了不少，如表 1所示，在中鋼體系生產經驗中除

抗彈板外從未有硬化能 >15以上的鋼種，故穩定產製大尺寸的H13鋼胚實極具挑戰。

表 1　H13與其他高合金鋼種成份與硬化能比較

鋼種
化學成分

硬化能
C Si Mn P S Cr Mo V Ni

H13 0.4 1 0.4 0.025 0.003 5 1.5 1 24.5
抗彈板 0.33 0.2 0.7 0.01 0.003 1.4 0.45 5 15.1
4340 0.4 0.8 0.2 1.8 9.3
4167 0.68 1.1 0.49 0.013 0.006 0.29 0.427 0.17 0.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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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發完整的H13連鑄生產技術，本研究規劃相關技術開發內容，如圖 2所示：

1. 高合金鋼低 [P], [S]煉製技術：H13由於添加多量的合金鐵，故 [P], [S]控制的難度較一

般鋼種高，需穩定成份控制且快速精煉低 [P], [S]鋼液。

2. 高硬化能鋼連鑄技術：H13內裂與撕裂敏感度相對較高，容易因韌性差導致鑄胚撕裂，

因此需特別關注鑄道狀況與二冷噴水狀況，適化連鑄參數與配套以避免鋼胚撕裂缺陷。

3. 鋼胚緩冷與精整技術：高硬化能鋼種需適當的保溫 /夾胚作業效釋放鋼胚熱應力來避免

生產中斷裂與精整時延遲斷裂，方確保鋼胚無脆裂之虞。部份H13大鋼胚需要透過拼焊

與 ESR重熔以產製精煉品級產品，因此需有更良好的胚形與平直度。

圖 2　本研究技術開發規劃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於中龍電爐廠產線歷

經多次現場試製（4次試驗共 5爐

次 650t鋼胚），逐步調整生產參數

與策略並且快速優化鑄胚品質，有

效減低開發時程 /成本，具體試製

狀況相當平順，如圖 3所示。實際

生產操作性與其他鋼種並無太大差

異，實務上亦已具備接單生產的要

件，成功建立以一般煉鋼製程生產

H13工模具鋼之產製能力，相關具

體研究成果如下： 圖 3　中龍H13大鋼胚連鑄產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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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合金鋼低 [P], [S] 煉製技術開發

中龍電爐廠產線為 EAF+LF/VD+鑄機等設備組成，對於高合金鋼煉製原本就比轉爐產線更

適合，且電爐廠產品類別較為單純，不需擔憂高合金量對於其他產品造成污染問題。此鋼種硬

化能與合金鐵添加量高於中鋼現有所有鋼種甚多，在煉鋼過程可能導致生產與品質問題：較高

的Ni, Cr合金鐵添加量造成現有設備的負擔，若集中於熔煉前期添加會導致合金回收率降低，

後期精煉階段添加又會造成大幅溫降與 [S], [P]增加，整個精煉時程大幅拖長，不易進行多連鑄

生產，故 [P], [S]控制的難度較一般鋼種高。

圖 4　快速渣性預測分析技術架構

圖 5　H13精煉各站 [P], [S]控制比較

在此之中 [P]的控制尤為重要，其主因為僅有在煉鋼前期才有機會脫 [P]，因此精確控制吹

止 [C], [P]與出鋼溫度，添加低 [P], [S]高爐鐵水減低電爐與後續精煉的負擔，壓低復 [P]趨勢

與扒渣作業使出鋼 [P]小於 0.01%，此作業極為重要，電爐脫 [P]渣極易導致後段精煉復 [P]，

在一般鋼種因精煉時間短影響或許不大，但H13精煉 /熔解時間較長，出鋼排渣才能確保穩定

控制後期復 [P]狀況。後續精煉階段則著重造渣脫 [S]與VD脫 [H]。為精確掌握精煉與投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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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開發快速渣性預測技術，如圖 4所示，於精煉過程中逐步取渣樣即時分析並適時調整渣性

與造渣策略，藉由渣快速分析儀協助迅速掌握渣性與造渣路徑，使整個精煉過程維持高效率的

[P], [S]控制，復 [P],與脫 [S]狀況皆相當穩定。試製過程中發現脫 [S]速度極快，在精煉初期

1hr即將 [S]脫至 <0.001%，較原來節省 1.5hr的精煉時程。快速脫 [S]保證穩定低 [S]與低復 [P]

([P]≦ 0.013%；[S]≦ 0.001%)，如圖 5所示，歷經四次共 5爐試製，[P], [S]控制相當穩定，同

時也實現多連鑄生產的目標。

3.2. 高硬化能鋼連鑄技術

H13鋼含約 5%Cr，除具有高韌性外，也添加其他合金元素增加鋼淬透性與固溶強化能

力。根據熱處理過程中的碳化物析出行為：部分 [C]進入基地固溶強化，其他則合金結合成合

金碳化物，此對熱作模具鋼用途而言控制其冶金特性攸關產品品質。這種合金碳化物除少量殘

留外，還要求它在回火過程中在淬火麻田散體上能均勻析出形成二次硬化，由均勻分佈的殘留

合金碳化合物和回火麻田散體組織來決定熱作模具鋼的性能，也決定出基礎H13的基本成分

0.4％ C-5％ Cr-1％Mo-1％ Si-V。這成份以 Thermo-Calc ™模擬H13鋼液凝固過程中的析出行

為與高溫延性對應關係，如圖 6所示，H13因兩相區較大、凝固過程略有包晶反應，故內裂敏

感度相對較高。隨著鋼胚降溫至矯直溫度附近 (850-950℃ )時可以發現，H13二冷矯直溫度附

近的析出特性與一般鋼種差異並不大，但硬脆碳化物析出量比一般鋼種高了許多，此意謂H13

高溫性質不會太好，鋼胚些微缺陷容易因韌性差而迅速擴展導致鑄胚撕裂。相較於先前H13

成功連鑄的實蹟均為垂直或水平連鑄機
[5]，中龍設備為傳統彎曲鑄機，需特別

加強鑄道狀況與二冷噴水檢測，並確保

鑄道 alignment與噴水狀況良好，鑄道

alignment劣化對於高合金 /兩相區間大

的鋼種造成內裂傾向更為明顯。H13鑄

胚的斷面收縮率 (Residual area, RA%)在

950℃以下均小於 30%，故於連鑄過程中

產生的些微缺陷極易於鑄道矯直應變時

擴展導致鋼胚斷裂，因此H13連鑄時需

要穩定設備機況與控制冷卻參數，避免

鋼胚過冷而降低延性。

本研究使用虛擬鑄機 /連鑄模擬技

術於現場試製前預先分析鋼胚冷卻履

歷，優化參數避開斷胚危險區的澆鑄參

數，如圖 7所示為以自行開發的連鑄鋼

胚溫度履歷模擬軟體分析中龍設備生

產H13時的鑄胚溫度履歷與凝殼厚度成

長，二次冷卻適當與否乃依據鑄胚冷卻

履歷設定之配水參數，矯直點附近鑄胚 圖 6. H13凝固過程的析出行為與高溫延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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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溫度需高於 850℃；凝固末端位置也要穩定控制在矯直點之前，才能最大幅度抑制鋼胚撕

裂形成與擴展，進而確保連鑄生產的安全性與穩定性。在此技術輔助下得以快速適化連鑄參

數，有效節約調機時程與開發成本。

圖 7　以連鑄鋼胚溫度履歷模擬軟體分析中龍設備生產H13時的鑄胚溫度履歷與凝殼厚度成長

3.3. 高硬化能鋼精整技術：

適當的保溫 /夾胚作業可有效釋放鋼胚熱應力、避免延遲斷裂，方能確保鋼胚無脆裂之

虞，此對高硬化能H13鋼胚特別重要，因此本研究分析產線溫降特性藉以尋求適當的精整路線

與作業，圖 8為分析中鋼大鋼胚產線生產的近似鋼種 4135連鑄至精整冷卻床的溫降履歷，如此

溫降速率可確保鋼胚溫降速率低於麻田散體相的臨界冷卻速率，輔以適當地夾胚作業，逐步釋

放連鑄冷卻熱應力，鋼胚平整度能維持 <2mm/m的水準，彎翹曲缺陷並不明顯，攤檢鋼胚品質

並無斷胚 /橫裂缺陷，整體得料率達到 95％，若進行多連鑄則可達 97%以上（傳統模鑄法得料

率僅有 75~80%），生產狀況與一般鋼種相近，極有利於現場生產調度與降低成本。

圖 8　鋼胚溫降履歷分析與產出鋼胚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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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鋼胚品質分析：

取鑄胚完整斷面進行酸洗分析，如圖 9所示，除鑄胚中心疏鬆組織較為明顯外並無明顯缺

陷，此源於試製時未使用輕壓下與 F-EMS，唯因要再經過後續 ESR重熔，該缺陷並不影響後續

ESR精煉與成品品質。

圖 9　中龍H13連鑄胚中心品質

分析鋼胚介在物含量 /組成與 [O]tot.水準可客觀評估內質狀況，[O]tot.穩定控制小於

20ppm，以ASPEX介在物型態與含量分佈顯示鑄胚清淨度佳 (Inclu. index＝ 0.0316%)，如圖

10所示，介在物組成CaS為主，與C12A7, C3A, CA等形成複合型鈣鋁介在物，Ca/S比控制

=1.34<1.5化學計量比，除具有改質硫化物目的外，主要由C12A7, C3A, CA等低熔點介在物組

成，介在物聚集與上浮去除效果較為明顯，有效提昇鋼液清淨度。如圖 11所示介在物尺寸分

佈顯示普遍小於 15um（絕大部分小於 2um以下），顯見鑄胚清淨度相當良好，不論直接加工或

再經 ESR精煉都具有極佳的競爭力。

圖 10　H13連鑄胚介在物組成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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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H13連鑄胚介在物組成與尺寸分佈

3.4. 具體效益：

經過 4批 5爐次試製，成功開發以普碳鋼泛用製程生產H13熱作模具鋼，除開發新興產品

外，同時解決中鋼精材來源、品質不穩定的困境。連鑄製程生產有成材率高（~97%，較傳統模

鑄法得料率高 20%以上）、清淨度高、偏析程度低的優勢。市場上僅精煉等級需求即達 3000t

以上，效益 =1億 8330萬 NTD/year，具體實現集團供料→精材加值營運模式，串連各自利基產

線，發揮綜效，提昇產品品級（淨利提昇 1倍以上）。

四、結　　論

本研究建立以一般煉鋼製程生產H13煉鑄之產製能力，開發之線上快速分析技術對於早期

脫氧與渣化極有成效，達到快速精煉；最終 [P],[S]達北美壓鑄協會規範之超優質等級，介在物

尺寸與含量亦良好。

連鑄溫度履歷模擬有效避開鋼胚脆性區，成功完鑄，連連鑄生產並無窒礙，生產操作性與

其他鋼種並無二致，整體得料率達到 95%，若進行多連鑄則可達 97%以上（傳統模鑄法得料率

僅有 75~80%），生產狀況與一般鋼種相近，極有利於現場生產調度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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