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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廠連鑄冷卻水系統之CaF2分散劑的 
開發
Development of CaF2 Scale Dispersant for the Open Cooling Water 
System of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歐 信 宏1  ■  蔡 承 全2  ■  龍 勁 佟3

   H.H. Ou, C.C. Tsai, J.D. Long

連鑄製程為鋼鐵產品最為重要

的生產製程，因為全球有將近 85%

的鋼胚均以連鑄程序製作而成。鋼

胚品質的優劣則主要取決於鋼胚成

形過程中所使用冷卻水的冷卻效率

與噴灑幅度，然而連鑄系統之冷卻

水的使用時常為了節水之效，而會

在一次冷卻區的噴嘴處產生CaF2

垢進而影響鋼品品質。本研究旨於

CaF2分散劑的開發，以避免冷卻水

噴嘴系統的阻塞。實驗室測試結果

顯示所研發之水化學品具有以下功

能（1）藉由螯合反應減緩CaF2垢的

生成動力；（2）抑制CaF2（111）晶

面的成長，將熱力學上穩定的立方

結構轉變為形貌蓬鬆的軟垢；（3）

穩定鑄粉的表面電位，避免未燒熔

鑄粉之凝聚效應而造成噴嘴阻塞。

經實廠驗證在所研發水化學品的參

與下，冷卻水系統之噴嘴阻塞率由

74%大幅下降至 6%，冷卻設備的利

用時間提升 3倍之多，大幅提升了

扁鋼胚的產量及品質。

關鍵詞： 連鑄程序、冷卻水系統、

CaF2鈣垢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produced 85% of the 

worldwide slabs. The quality of the manufactured slabs was 

mainly dependent on cooling the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sprayed cooling water. Ofte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formation of CaF2 scale in the high cycles of concentrated 

cooling water clogged the spray nozzle in the first cooling 

zone, lowering eff iciency the cooling water.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CaF2 scale  dispersant that 

would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CaF2 scale. Our laborato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F2 scale dispersant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1) reduce the scaling kinetic of CaF2 

by eff iciently chelating with Ca2+, (2) inhibit the growth 

kinetic of crystal plane (111) of cubic CaF2, resulting in a 

morphology transformation to irregular and frangible CaF2, 

and (3) stabilize the suspension of unmelted casting powder 

preventing the nozzle clogging. Field test demonstrated that 

the clogging ratio of nozzle tips with the CaF2 dispersant 

in cooling water was 6% while without the CaF2 dispersant 

54%. The service time of mold was increased by 3 times as 

compared to the case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CaF2 dispersant. 

The decreased clogging ratio of nozzle tips and prolonged 

service period of mold improved quality of the slabs  

and productivity. 

Key words: Continuous casting process, cooling water, 

CaF2 scale

壹、前　言

105年 11月 4日，巴黎氣候協定正式生效，協定內容為對氣候變遷建立典章制度且具體行

動，確保全球在本世紀平均氣溫，較工業革命前之水準，升高程度在攝氏二度以內。為何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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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積極推動這個協定。此為因多數國家均認可氣候變遷下所造成的極端氣候現象如旱災、

熱浪、糧食匱乏等，均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及人民福祉造成不容忽視的傷害。水資源的不均亦為

極端氣候的其一苦果，其中台灣被認定為水資源不均之中度風險的國家。這對一貫煉鋼廠的生

產會造成極大的影響，中鋼每日用水量約為 750噸，其中 98%的水量用於製程的冷卻水，每日

耗用約 13~14萬噸的原水。換言之，穩定的水源供給以及適當的節水措施可視為中鋼的生產命

脈，其實一點也不為過。為了達節水之效，往往會將水系統的濃縮倍數往上提升，而在這種較

為嚴苛得水質條件下即會導致水系統的結垢或腐蝕等負面現象，進而影響冷卻水的噴灑幅度及

冷卻效率，導致鋼品產量下降及品質缺陷等急迫性問題。

就鋼鐵的生產製程而言，全球有將近 85%的鋼胚生產量均採用連鑄製程，連鑄即為鐵水由

盛鋼桶注入鋼液分配器後，再流入鑄模中冷卻成形，鋼液在鑄模成形的過程中另會添加鑄粉以

維持成形鋼胚的潤滑性。連鑄系統的冷卻方式多數採氣、液共冷的模式，亦因此在連鑄的冷卻

水系統內部會添加水化學品以避免噴嘴的結垢阻塞與系統的腐蝕，然而在連鑄機台的冷卻水系

統中，此種化學品的添加僅在相對低溫的二次冷卻區發揮藥劑功效，在高溫的一次冷卻區仍有

積垢的生成，進而影響冷卻水的噴灑幅度而影響鋼品表面品質，此為部份鋼廠共有的難題（整

體示意圖如圖 1所示）。

連鑄機台上之噴嘴阻塞及週遭的積垢概況如圖 2所示，積垢成份經XRD及XRF分析結果

顯示主要為CaF2並夾帶部份的鑄粉，其中CaF2的生成在於澆鑄過程中會使用鑄粉（含有高量

氟離子 F-），在鑄粉熔融過程中所釋放出之 F-會與水中之鈣離子（Ca2+）形成CaF2不溶物，其

溶度積常數（3.5 x 10-11）低於常見之CaCO3（3.4 x 10-9）及CaSO4（4.9 x 10-5），因此較容易在此

處生成CaF2垢；另外微量鑄粉的存在應為部分未燒熔鑄粉沾附在噴嘴上所導致。此外，因鑄道

在此處開始彎曲造成冷卻水的噴灑死角，因而鑄道周遭亦容易有鈣垢的生成。

圖 1　連鑄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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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方法

一般而言，循環冷卻水化學品之種類包括腐蝕抑制劑、結垢抑制劑及殺菌劑，各種類水化

學品由 3~5種不同藥劑原料所構成，其類別、功能及代表性物質茲整理如表 1所示。

表 1　水化學品的組成、功能及代表性化學品

配方組成類別 主要功能 代表化學品

腐蝕抑制劑 提供金屬保護層以避免金屬氧化 磷酸鈉、鋅鹽

結垢抑制劑 避免水體中之無機鈣垢的生成 HEDP、ATMP

殺菌劑 避免水體中之微生物的滋長 次氯酸鈉、四級胺鹽

假若將腐蝕抑制劑區分為無機及有機等兩大系統，則無機型的原料藥劑主要有鉻酸鹽、鋅

鹽、磷酸鹽、亞硝酸鹽、硝酸鹽、鉬酸鹽、鎢酸鹽等，目前磷系水處理配方仍占相當重要地

位。有機緩蝕劑主要包括有機磷酸鹽、多元醇酸酯、磷酸酯（PBTC）、羥基磷羥酸（HPA）、

苯并三氮唑（BZT）、甲苯三氮唑（TTA）、Hydrazine及甲乙基酮肟（methyl ethyl ketoxime; 

MEKO）等。而殺菌劑則主要區分為氧化型及非氧化型殺菌劑，如氧化型的氯氣、二氧化氯、

臭氧、次氯酸鈉便宜但有效性短，再如非氧化型的氯化苯酚、有機硫化物、硫酸銅、硫酯、有

機錫化物、四級胺鹽、松香胺鹽等。近年來，由於對氯氣的限制，使得溴類化合物及二氧化氯

等氧化性殺菌劑有了更大發展。此外非氧化性殺菌劑如 -乙癸硫基乙胺鹽酸鹽、癸基異壬基二

甲基氯化銨、四甲基硫酸磷鹽亦是該類化學品種類的重點發展方向。

圖 2　連鑄機台之結垢概況、結垢物分析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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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結垢抑制劑可分為有機磷酸鹽、低子量丙烯酸聚合物和共聚物三大方向。有機磷酸於

1950-1990年代開發。第一代產品（1960-1980）為氫基三亞甲基磷酸ATMP、羥基二亞乙基磷

酸HEDP等；第二代產品（1980-1990）為磷酰基丁烷三膦酸 PBTC、羥基膦羧酸HPA等。1998

年之後，多氨基多醚基亞丙基磷酸 PAPEMP（Polyamino Polyether Methylene Phosphonae）又成研

發重點；水溶性聚合物以其對碳酸鈣、磷酸鈣等優異之阻垢性能引入水處理配方中後，促進了

鹼性水處理配方及全有機處理配方的發展。最早開發出來的為聚壓克力及聚馬來酸。1970年代

水性聚合物逐漸由羥酸聚合物轉為二元共聚物，主要性能是針對碳酸鈣的抑垢作用。80年代後

又發展到三元共聚物，提高了對磷酸鈣的抑垢能力。90年代後帶有強極性基團的多元共聚物及

含磷聚合物，發現對鋅、鐵離子的容忍度及熱穩定性有明顯提高；在共聚物方面，除了提高性

能外，還有綠色產品的開發。例如聚天冬氯酸、聚環氧琥酸等。一種環氧羥酸鹽（AEC）為新

型無磷阻垢劑，無毒、化學穩定性強、有極優良之阻碳酸垢垢性能，可用於高 pH、高碱度、

高硬度及高濃倍數的冷却水系統。

但如前言所述，目前所使用的水化學品在連鑄機台雖然沒有腐蝕的問題，但在連鑄中之一

次冷卻區仍有CaF2垢的生成，顯然現有常用的藥劑資料庫中並無法在連鑄的高溫環境下促成

CaF2鈣的抑垢作用及避免未燒熔鑄粉的凝集，使得鑄模在澆鑄回數僅達三百多回即需離線進行

除垢作業，嚴重影響扁鋼胚的產能及品質。一般而言，結垢抑制劑的作用原理係藥劑藉由螫合

作用、分散作用及晶格畸變三大作用。螫合作用係化學品與金屬陽離子螫合成錯化合物而不沈

澱，但此種作用效應並不明顯；分散作用係分散劑能增加水中帶負電膠體之負電性，使其穩定

分散。在中高硬度之水質環境下，抑垢劑的分散功能扮演主要抑垢機制；而晶格畸變係因抑垢

劑吸附在垢的晶格中，使其產生畸變而容易破碎被沖走，故不會使成垢緊密地吸附在管柱上，

此為因分散劑所含之官能基，如羥酸或磺酸等，可強行進入已經排列整齊的水垢結構中，導至

水垢支離破碎，因而達到分散的效果。此外，多數鈣垢在水溶液中的表現為溶解度隨 pH值及

溫度的升高而降低，因此抑垢分散劑必須在高溫鹼性條件下能抑制鈣垢晶體之成長及使其分散

在水溶液之中。

以實務而言，水化學品配方中以結垢抑制劑的配方設計最為重要，其功能性決定於分散

劑之官能基種類、排列、數量、比例等，並可與其他配方原料產生協同效應，通常為各水化

學品廠商最為關鍵的內部資訊。在本案的配方設計上，除了解水系統的屬性及初步篩選適合

的藥劑外，我們配方中的其一原料為高分子分散劑（丁二酸聚合物），而高分子的物理特性，

如絕對分子量，構形、單體間的比例與排列等均影響高分子化合物所呈現的效能。過往針對

高分子材料的傳統分析方式，如黏度儀、層析儀均無法確認高分子的絕對分子量及單體間的

比例或構形，但這些特性往往會影響高分子化學品的使用效能，關於這一點我們使用了不對

稱流場系統作為層析的目的，藉由分散劑自身的布朗運動行為，達到大、小顆粒的分離，並

搭配折射率的換算，藉由所得到的方均根半徑與分子量的分布，得知分散劑構形的差異性

（圖 3），在這個程序上，我們主要篩選了之直鏈形與支鏈形之分散劑，作為配方中的主要評比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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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案所開發之CaF2抑垢劑配方以丁二酸聚合物及有機磷系化學品作為藥劑之主要原

料，本文內容則主要介紹聚合物之構形差異在下述三個評估面向的差異性：（1）箝制Ca2+以避

免與 F-結合之能力；（2）驅使CaF2晶格變異的能力；（3）避免鑄粉沉降的能力。以下所述之

測試水樣均由中鋼連鑄工場水系統取得，而後置放約一星期待水體中的水化學品降解後方進行

測試。下述實驗過程中之測試組別，除了上述之CaF2配方品外，另亦含常用腐蝕抑制劑及結構

抑制劑等

3-1 CaF2 分散劑的效能評比

（1）箝制Ca2+以避免與F-結合之能力

測試條件如圖 4所示，測試溶液中另會添加微量鑄粉，旨於評估鑄粉對水化學品效能的遮

蔽效應，測試溫度亦控制於 40~45℃，以適切模擬現場的澆鑄狀況，另 F-濃度控制於 110~120 

ppm之間，約略高於現場的水質條件以加速CaF2的結垢動力。

實驗結果顯示，在未添加CaF2分散劑的控制組別中（有添加常用腐蝕抑制劑及結構抑制

劑），Ca-H濃度在 10分鐘內即明顯下降，此結果顯示CaF2垢的析出 ;而有添加CaF2分散劑的

組別僅於實驗前 10分鐘有明顯之下降趨勢，Ca-H濃度在 10分鐘後即維持穩定的狀態，其中以

支鏈狀分散劑對Ca2+之螯合能力略優於直鏈狀分散劑，此為因支鏈狀分散劑除在主鏈上有鍵結

位置外，在側鏈上亦有其他的鍵結位置，與Ca2+配位後所形成之螯合環穩定性較高。

除了觀察Ca-H在溶液的變化外，另行以光散射方式評估所開發化學品在空間上的抗垢效

能，此測試在 50℃且於靜態環境下進行為期三天的觀察，主要在於利用所監測背射光之強度

差異觀察CaF2的生成概況。在控制組別中，CaF2的生成動力在三個觀測區間均最快，且三觀

圖 3　水化學品對Ca2+螯合能力的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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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區間均可區分為兩個動力期，分別為（1）0~20分鐘內之成核期及（2）20分鐘後之晶體成長

期，於成核期間會快速生成CaF2，因而導致該觀察期間內之光線變化度較大，亦即在所設定的

環境下，CaF2即於 20分鐘內迅速升成（此結果呼應上述Ca-H的觀察，亦即實驗起始 10分鐘

內即有明顯的CaF2析出），20分鐘後因水中鈣或氟離子之濃度梯度降低抑或晶體逐漸成長，因

此CaF2之生成動力即大幅降低，此結果呼應現場的使用狀況，亦即常態水化學品在較為嚴苛的

圖 5　水化學品對Ca2+螯合能力

圖 4　水化學品對Ca2+螯合能力的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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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並無法有效抑制CaF2垢的生成。

經觀察CaF2在空間上的生成概況後，可發現直鏈狀分散劑之藥劑效能似乎在容器底部較具

優勢（光線變化率較小），亦即在此處之CaF2生成數量較少，而支鏈狀分散劑在容器上層及中

間區段對CaF2之生成抑制則優於直鏈狀分散劑，此現象可能肇因於支鏈狀分散劑之密度較小

（同樣質量下，因構形因素促使支鏈狀分散劑所佔的體積較大），因此在直鏈狀分散劑參與的

組別中，其容器上部及中間區域處之抑垢能力均較差。易言之，支鏈狀分散劑於實場使用時，

可能比較可以涵蓋空間上的使用幅度，不會受限於水系統流場的囿限。另控制組、支鏈分散劑

及直鏈分散劑的參與下，CaF2的初始析出動力分別為 477、23.5及 13.4µg/hr，由此量化數據不

難看出CaF2分散劑的藥劑效能，以及支鏈狀分散劑優於直鏈狀分散劑的現象（支鏈狀分散劑之

CaF2垢析出動力僅為直鏈狀分散劑的 57%）。

（2）驅使CaF2晶格變異的能力

除了評估各水化學品對於Ca2+的螯合能力外，在抑垢層面之另一效能指標即在於水化學品

對於結垢物晶格的畸變能力。經由XRD圖譜（圖 6）可以發現 CaF2形成過程中主要有四個優勢

晶面，分別為（111）、（220）、（311）及（400），而在評估藥劑對晶格畸變能力的評比上，即

以兩優勢晶面（111）及（220）之繞射強度比值（I111/I220）作為評比依據。三個評比組別（僅添

加常態用化學品、常態水化學品 /直鏈狀分散劑及常態水化學品 /支鏈狀分散劑）之比值分別為

1.38、1.08及 1.17，結果顯示在直鏈狀分散劑的參與下，其數值變化由 1.38至 1.08，變化幅度

為 21.7%，明顯大於支鏈狀分散劑的 15.2%，亦即直鏈狀分散劑對CaF2的晶格成長的影響較為

圖 6　各水化學品間對CaF2晶格畸變能力的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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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進而導致CaF2晶體形貌的改變，此現象亦可以 SEM所觀察到的表面形態佐證（如圖 6

插圖所示），在僅添加常態化學品的 CaF2晶體多數以立方體為主，而添加藥劑後之 CaF2晶體形

貌則改變為不規則狀且表面有破碎的狀態，此不均勻的顆粒屬性通常屬於熱力學上不穩定的積

垢形態，不容易積聚在噴灑冷卻水的噴嘴上。

（3）避免鑄粉凝集的能力

因連鑄過程中需持續添加鑄粉於銅模內的鋼液中，以利防止鋼液氧化、吸收雜質、潤滑

凝殼或控制熱傳等作用，而部分未燒熔鑄粉則會流向水系統中，因此所使用的水化學品需具

有避免鑄粉凝集的能力以避免噴嘴的阻塞。各式化學品針對此問題的測試如圖 7所示，其中控

制組、常態水化學品 /直鏈狀分散劑及常態水化學品 /支鏈狀分散劑所呈現的鑄粉懸浮性均佳

（為利於觀察鑄粉在溶液中的懸浮狀態，其添加量為 0.5g/L，高於生產時所使用之濃度），經

以濁度計量測液面下端 10cm處之濁度值，上述所呈現之結果分別為 13.1、4.2及 12.3NTU，其

中可發現在添加直鏈狀CaF2分散劑時會導致鑄粉的凝集，而此現象亦促使了鑄粉於噴嘴阻塞

的可能性，而降低了鋼胚冷卻的效率。經研判此現象肇因於表面電性的變化，控制組、常態水

化學品 /直鏈狀分散劑及常態水化學品 /支鏈狀分散劑之三組水質條件下之鑄粉表面電位分別

為 -16.7、-10.2及 -14.2mV，由此知直鏈狀分散劑對於鑄粉表面電位的改變能力較強，但也導致

了同電相斥的能力減弱，亦因此原本懸浮的鑄粉容易產生凝集的現象，而可能會造成冷卻水噴

嘴阻塞的可能性。

圖 7　各水化學品間對鑄粉凝集狀況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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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支鏈狀分散劑對於Ca2+之螯合能力及對鑄粉的凝集影響性均優於直鏈狀分散劑；

而直鏈狀分散劑對 CaF2晶格畸變的能力則較為明顯，為考量藥劑特性各有優勢，因此在下述的

線上測試過程中，兩支藥劑均納入線上測試用藥考量作為相對比較。

3-2 CaF2 分散劑的線上測試

所挑選的線上測試場址為中鋼廠內之連鑄工場水系統，用水端經冷卻相關之冷卻元件後會

再使用混凝沉降達到大顆粒去除的效果，冷卻水進沉降池前會先行流經汙泥粒析設備，目地

在於過濾扁鋼胚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鐵汙泥，兩者所生之汙泥運送之汙泥調勻池並經真空脫

水後，再行運送至廢雜料處理場進行回收；而前處理過後的冷卻水則會再經由超高速過濾器

（Ultra-high rate filter, UHR）達到濾除小顆粒的效果。

CaF2分散劑的藥劑桶槽位置目前設置於連鑄製程現場（此為因CaF2分散劑具有強生物降

解性的特性，若由中央水廠加藥則會導致藥效不佳的現象），CaF2分散劑進入連鑄機前會先與

中央水場所供應之直接水會流（直接水水源已內含一般之腐蝕及結垢抑制劑），再行噴灑於鑄

模下方之 bender處的鋼胚以冷卻鋼胚之表面溫度並避免CaF2結垢物於噴嘴上的生成。線上測

試之評比方式主要以評估鑄模上床第四區之冷卻水噴嘴的阻塞率為主（據現場水務人員表示，

該處之鑄道開始彎曲且處於管末處（水壓較低），因此該區域為噴嘴最容易發生阻塞之區塊），

測試狀況如圖 8所示，常態化學品、常態化學品 /直鏈狀分散劑以及常態化學品 /支鏈狀分散劑

之噴嘴阻塞率分別為 65.8、11.8及 6.6%，由此可之藥劑添加的功效，且添加支鏈狀分散劑的藥

劑效能略優於直鏈狀分散劑。

另圖 8中顯示內部鋼胚接觸之夾送輥輥輪外側已有垢的生成，此為因鋼胚在成形過程中

所噴灑之冷卻水並無法觸及輥輪外側，而輥輪中間處因輸送鋼胚可藉由所產生的刮除力刮除

輥輪中間之CaF2（輥輪為澆鑄達 1200回時即會更換的耗材，在進行更換前只要結垢的程度

圖 8　CaF2分散劑的測試概況（噴嘴阻塞率、輥輪及冷卻管之結垢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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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導致輥輪無法轉動前提下，即不會影響生產流程）；而 bender內部之直接水噴嘴處及密

閉水管外壁均沒有結垢的現象，此處為現場水務人員所注重的要點，吊檢時之噴嘴及密閉水

管外壁情況相同，並沒有發現結垢的跡象。另經蒐集上述輥輪處的結垢物並經分析後，結果

如圖 9所示，其中圖 9(a)為使用支鏈狀CaF2分散劑，主要以CaF2為主；圖 9(b)為使用直鏈

狀CaF2分散劑所得之結垢物XRD圖譜，可明顯得知除了CaF2外仍有鑄粉相關之成份物的存

在，CaF2與鑄粉之重量比例約為 3:1。此結果與實驗室之評估結果類似，亦即直鏈狀CaF2分

散劑的添加容易導致鑄粉的凝集，此亦為上述直鏈狀分散劑之現場測試效能略遜於支鏈狀分

散劑的主要因素。綜言之，成功的水化學品開發可促使澆鑄回數由未添加CaF2分散劑前之 3

百多回大幅上升至 1千 2百回左右，除可節省除垢作業的人力需求外，更可提高產能及鋼胚 

品質。

另中鋼水場水務人員表示，該水系統之超高速過濾器（UHR）亦會有CaF2結垢的問題，該

水系統共有 11組UHR系統（A~K (A、C、E、G、I、K)），經採集 J、K座UHR過濾前後之水

樣（J組UHR於 103年更換濾料；K座於 101年前更換濾料），結果顯示 J組UHR之過濾前後

的 F-濃度為 89及 44ppm；然K組UHR之 F離子濃度差異並不明顯，過濾前後之 F-濃度分別為

89及 91ppm，此結果顯示UHR中的濾料具有吸附 F-的能力，因而導致CaF2於濾料中生成並抑

制其原本的顆粒濾除功能；而K組UHR系統則已喪失 F-的吸附能力（已達吸附飽和且內部有

許多CaF2結垢物）。CaF2結垢物於水場UHR的生成，亦即表示所使用的藥劑具有生物可降解

性，並不會累積於水系統內部造成水質的額外負擔。然為了建置連鑄系統之 total solution的管

理能力。針對上述水質議題所擬定之兩項處理方針如下所述：（1）於UHR進水前端加入Ca2+

螯合劑，避免CaF2在UHR生成結垢物，以確保UHR的使用年限；（2）於UHR前端或於連

圖 9　結垢物的XRD及 EDX分析



－53－鑛冶 61/1

鑄系統迴水時裝設 F-交換樹脂以避免 F-回流進入UHR系統中；（3）因UHR所生成之CaF2僅

為連鑄產線所貢獻，因此另一解決策略在於連鑄系統冷卻水流經UHR前端即行提高鹼度促使

CaF2生成並添加絮凝劑使CaF2於沉降池中沉降去除，然此舉難以觀測CaF2在管線上的生成概

況，假若CaF2聚集於管線內部則可能會導致CaF2凝集於管線中。確實之應用方針尚待與相關

水務人員進行討論。

肆、結　論

針對連鑄系統之CaF2分散劑的研究重點，茲節錄如下所述：

1.支鏈狀CaF2分散劑在螯合Ca離子的能力優於直鏈狀分散劑且對鑄粉的表面電性影響較

不明顯，其中CaF2的析出動力在支鏈狀分散劑的參與下，僅為直鏈分散劑的 57%，屬於事先

預防CaF2生成之藥劑屬性；而直鏈狀分散劑則在CaF2晶格畸變的能力上較為優越，約為支鏈

狀分散劑的 1.4倍。

2.線上測試結果顯示，支鏈狀CaF2分散劑可有效抑制連鑄一次冷卻區的噴嘴阻塞，其阻塞

率僅為 6.6%，優於直鏈分散劑的 11.8%。此外雖然 bender內部之輥輪表面上有結垢的生成，但

成形鋼胚於運送過程中即可刮除輥輪上的 CaF2結垢物，不致影響鋼胚的運送。藥劑的使用結果

可將原澆鑄回數為 3百多回即需進行除垢作業，延長作業時間至 1千 2百多回左右，除可節省

除垢的人力外，更提升的扁鋼胚的產量及品質。

3.現行連鑄水系統之UHR設備亦有CaF2阻塞的問題，主要導因於現行使用的CaF2分散劑

具有強烈的生物可降解性，因此不會對水系統造成額外的附載。然而，UHF中的濾料具有吸

附 F離子的能力而促使CaF2在濾料表面上的生成，因而降低了原有UHR對懸浮顆粒的過濾效

果，經研討後已規劃 3個處理方針，待後續與水場水務人員研析並確認最適方案後即著手進行

相關工作。

4.扁鋼胚生產線之CaF2分散劑的成功開發除可強化一貫煉鋼廠之技術資料庫外，更確實減

少了除垢的人力使用及增加了鋼胚的產量與品質，再行考量台灣另有台中中龍一貫煉鋼廠及全

球有 85%之鋼鐵生產均採連鑄製程，不難估算後續的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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