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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淬火技術應用於超高強度低合金耐磨
鋼板之開發
Development of a Direct-Quenching and Self-Tempering Process for 
Producing Abrasion Resistant Steel Plate

陳 志 慶1  ■  王 元 聰2  ■  鍾 偉 志1  ■  兵 亮 志3  ■  羅 　 偉4

 D. Chen, Y.T. Wang, W.C. Chung, L.C. Ping, E. Lo

傳統超高強度低合金耐磨鋼板的

生產，主要利用離線淬火及回火方式進

行，藉由控制沃斯田鐵化溫度與冷速，

調控鋼材顯微組織之大小與分布，以滿

足耐磨鋼產品在強度與韌性上的需求。

本研究採用控制軋延搭配線上直接淬火

(Direct quenching)技術，並利用線上淬火

過程鋼板心部之餘溫，將淬火過程中所

生成之麻田散鐵回火，即直接淬火 -自回

火 技 術 (Direct-Quenching Self-Tempering, 

DQST)，使其生成均勻之回火麻田散鐵組

織。為了解DQST製程參數對於鋼材組

織與性能之影響，利用熱膨脹儀進行軋

延、冷速、完冷溫度等製程模擬，以掌

握最適之製程條件，並轉移現場進行試

製。利用DQST製程所產出 PA500H耐磨

鋼板之降伏強度為 1170MPa，抗拉強度達

1760MPa，且具備 15%之良好延伸率。其

硬度值為 510HBW，-40℃、L向衝擊吸收

能亦達 40J，已達世界先進鋼廠耐磨板產

品之水準，顯示DQST製程具備生產高強

度、高韌性耐磨板之能力，同時省去傳統

淬火鋼板需再進行離線回火之工序與能耗

優勢。

關鍵詞： 高強度低合金鋼、耐磨鋼、

DQST、直接淬火

Conventional abrasion resistant steel plates are 

produced by reheating-quenching & tempering process 

(RQ-T). RQT process produces the steel plates with 

desired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rough optimal control of the re-austenization 

temperature, cooling rate, and tempering parameter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direct-quenching and self-

tempering processes to produce an abrasion resistant 

steel plate, PA500H. With proper alloy design, the 

martensite formed during the quenching process was 

auto-tempered by the heat dissipate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plate. We used a quenching-deformation dilatometer 

to simulate the auto-tempering behavior of martensite 

microstructures of different cooling patterns and finish 

cooling temperatures (FCTs). The microstructure 

simulation provide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producing 

PA500H in the plate mill. The PA500H had a yield 

strength 1,170 MPa, a tensile strength 1,760 MPa, and 

an elongation rate 15%. The hardness of the PA500H 

exceeded 500HBW and longitudinal Charpy absorption 

energy at -40℃ also reached 40J. Our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QST process was well-suited for producing 

abrasion resistant plate while significantly save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壹、前　言

耐磨鋼在工業上已廣泛應用在採礦機具、農業機械、運輸設備、建築機械及原料輸送設備

中。近年來，隨著工業快速發展，各類機械設備均朝複雜化、大型化及輕量化發展，對機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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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僅要求更高強度與耐磨性外，還需兼具良好的低溫韌性與加工性能。在耐磨鋼的發展上，

最早是由R. A. Hadfield 利用高錳鋼合金所開發 (1)。此類鋼材具備高的加工硬化率以及良好的

延伸性與韌性，使其廣泛的應用於各種環境中，為極佳的耐磨鋼材料。近年來，低合金鋼受惠

於冷卻與軋延科技的進步，已陸續開發出許多具備高強度之鋼種，其中高強度低合金耐磨鋼由

於具備足夠的硬度與低溫韌性，合金成本較高合金耐磨鋼低廉且容易銲接，因此逐漸蠶食原先

高合金耐磨鋼之市場。此類低合金耐磨鋼主要的生產工藝可分為兩大製程。第一種方式為利用

離線再熱－淬火－回火方式生產，鋼板經軋延後進行線外正常化處理，之後利用淬火的方式將

鋼板急冷再進行回火，可得到組織均勻且板形良好之鋼板產品，為國際間生產耐磨板的主流製

程。第二種方式係利用線上直接淬火－回火的方式進行，鋼板經軋延後，以線上淬火設備直接

進行鋼板淬火，後續進行回火處理。此方式結合控制軋延與直接淬火製程，可減少再熱淬火製

程中的能量消耗，但板形則較為不易控制 (2,3)。

本研究利用中鋼公司鋼板廠設備改造所新增設之直接淬火設備，進行耐磨板產品開發，並

結合直接淬火過程鋼板中心部與表面溫差所造成之自回火 (self-tempering)(4)，促進淬火過程中

所生成的麻田散鐵發生 auto-tempering現象 (5)，取代原先製程中回火時所需之能源消耗，使得

生產製程更符合節能環保。

二、困難與挑戰

PA500H 耐磨鋼具備高硬度與優異低溫韌性，其硬度需求為 470-530HBW，-40℃ L向低溫

衝擊吸收能需達 37J以上。為達 PA500H硬度需求，合金方面須採中碳成分設計並結合淬火以

得到全麻田散鐵組織。但此方式所得之麻田散鐵，由於晶粒粗大，組織內高角度晶界密度低，

低溫下進行衝擊試驗時，裂縫不易受到高角度晶界阻礙，因此低溫韌性極差。傳統上，為了提

升麻田散鐵的低溫韌性，常對麻田散鐵進行回火處理，但若處理不當，除了可能使硬度偏低

外，亦有可能造成麻田散鐵回火脆性而造成韌性下降，使得產品機性無法滿足需求。因此，開

發具備高硬度、高韌性之耐磨鋼，對於鋼廠而言是一嚴格之挑戰。

此外，對於全麻田散鐵微觀組織的觀察與分析技術也是一重要關鍵。一般而言，材料組織

圖 1　麻田散鐵組織之 (a)光學金相組織影像 (b)SEM顯微組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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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常以光學金相配合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的方式進行不同尺度下的分析。但全麻田散鐵

組織不易觀察，傳統金相所觀察之麻田散鐵組織如圖 1(a)所示，無法由金相區分不同製程參數

對麻田散鐵組織所造成之微小差異，若利用化學蝕刻配合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進行分析，則可以

看到如圖 1(b)所示之顯微組織，常因化學腐蝕速率不易控制使得碳化物脫落，不易區分碳化物

之型態與分布。傳統上常利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EM)對於麻田散鐵之組織與碳化物進行分

析，但此分析方式進行大量觀察時將相當耗時。因此，如何有效觀察麻田散鐵組織亦為一重要

之課題。

三、研究方法

3.1 高硬度、高韌性麻田散鐵顯微組織設計與模擬

PA500H的硬度與低溫韌性要求十分嚴格，本研究規劃藉由合金設計、軋延、直接淬火、

自回火效應等製程，經由細化麻田散鐵組織同時控制碳化物型態，進而提升麻田散鐵之低溫韌

性。因此，在製程上，藉由適當的微合金元素與軋延技術，將沃斯田鐵晶粒軋成細緻的薄餅狀

組織，並產生許多缺陷作為相變態反應成核處。在軋延之後，利用直接淬火設備，將鋼材火硬

化淬成全麻田散鐵組織，使鋼材具備足夠的硬度。最後，利用直接淬火製程導致鋼板表面與心

部溫度的差異，在鋼板復溫的過程中，使麻田散鐵發生自回火的現象，增進鋼板低溫韌性。

為了解此技術之冷速與完冷溫度對於本研究 PA500H麻田散鐵鋼自回火效應的影響，利用

真空熔煉設備煉製成分為 Fe-0.3C-0.3Si-0.9Mn-x(B,Mo,Cr,Ni,Ti)之鋼胚，同時利用 TA Instrument 

型號 (DIL-805d)之熱膨脹儀進行粗軋、精軋及不同冷速模擬，找出可得到全麻田散鐵之冷速

條件。並在固定冷速條件下將鋼材冷卻至不同完冷溫度，探討不同完冷溫度之製程與鋼板 self-

tempering效應對於麻田散鐵 auto-tempering行為、組織與機性之影響，並將所建立最適製程參

數轉移現場進行試製。

3.2 麻田散鐵組織分析技術

本研究為有效率的觀察製程變因對於麻田散鐵顯微組織之影響，開發創新麻田散鐵組織觀

察技術，此技術結合電解拋光以及低電壓電子顯微鏡觀察技術對於自回火過程所產生的碳化物

圖 2　麻田散鐵組織之二次電子影像 (a)創新麻田散鐵觀察技術 (b)傳統組織觀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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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以及分布位置進行分析。圖 2為此創新麻田散鐵觀察技術與傳統組織觀察技術，對試片相

同位置進行顯微組織觀察並進行比較。由圖中可以看出，此創新麻田散鐵觀察技術清楚的顯示

碳化物的型態與分布位置，傳統的觀察技術則難以清楚鑑別，故此創新觀察技術將可提供製程

分析上十分有用之資訊，目前此技術已提出專利申請。此外，本研究亦利用背向散射電子繞射

技術 (EBSD)，分析組織中麻田散鐵之高、低角度晶界密度與分布，藉此掌握製程對於麻田散

鐵組織之影響。

四、成果與討論

4.1 相變態行為與自回火組織模擬

圖 3為不同冷速下此鋼材之熱膨脹量曲線，由圖中可以看出，當冷速為 10、5℃ /s時，鋼

材於 550℃附近出現變韌鐵相變態之行為，並於 350℃附近出現麻田散鐵相變態。另一方面，

在冷速較高的 30、50℃ /s條件下，鋼材並未出現變韌鐵相變態反應，而是在 350∼ 370℃附近

開始發生麻田散鐵相變態，欲得到全麻田散鐵組織之臨界冷速應介於 10∼ 30℃ /s。因此，設

定 30℃ /s作為熱膨脹儀模擬DQST製程之冷卻速率，並將完冷溫度設定為 300、250、200℃，

模擬不同完冷條件下，麻田散鐵自回火所產生之組織，並利用所開發之麻田散鐵組織觀察技

術，分析顯微組織差異。

圖 4(a)~(c)為熱膨脹儀以不同完冷溫度模擬DQST製程之顯微組織，由組織中可以發現以

較高完冷溫度 (300℃ )，進行自回火模擬的顯微組織中，碳化物較圓滑、粗大，但是數量較少。

而以 250℃完冷進行自回火模擬之顯微組織中，碳化物較 200℃完冷條件圓滑。但是在 300℃與

250℃兩個完冷條件下，有如圖中箭號所指示的片狀碳化物析出於板條狀麻田散鐵的邊界上，可

能造成麻田散鐵回火脆性，影響低溫衝擊韌性。而圖 4(d)則是在不同完冷溫度下所得到鋼材之

硬度值，由圖中可知，以完冷溫度控制麻田散鐵自回火行為時，完冷溫度愈高，所得鋼材硬度

愈低。實際試製時須同時考量顯微組織、硬度、衝擊韌性等因素進而達到最佳產品性能。

圖 3　不同冷速下之熱膨脹量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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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QST 製程耐磨鋼之顯微組織與機性

完成前述之組織模擬後，將適當之 PA500H耐磨鋼製程參數轉移至現場，利用中鋼公司鋼

板工廠之直接淬火設備進行耐磨鋼板試製。圖 5為耐磨鋼經軋延與DQST製程後之顯微組織。

圖 5(a)的 SEM低倍率影像觀察中可以看到明顯的自回火麻田散鐵組織，即便本製程中未包含

圖 4　完冷溫度 (a)300℃ (b)250℃ (c)200℃之顯微組織影像；(d)硬度關係圖

圖 5　現場生產鋼板：(a) SEM顯微組織影像、(b)TEM顯微組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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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回火作業，仍可藉由適當的完冷溫度控制，達到麻田散鐵自回火的效果，節省製程的

能耗與時間。而圖 5(b)的 TEM影像中亦可以確認此為自回火麻田散鐵，組織中碳化物長度約

200nm以下，而寬度則約數十奈米，均勻分布於麻田散鐵板條組織之內部。

現場產出之 PA500H耐磨鋼板之機械性質如表 1所列，其降伏強度為 1180MPa，抗拉強

度為 1760MPa，且具備 15%之延伸率。而硬度則達 513HBW，-40℃、L向衝擊吸收能亦高達

40J，已能滿足先進鋼廠HB500等級耐磨鋼材之性能水準。由圖 6的 EBSD晶界分析中可以發

現，透過軋延與直接淬火技術的結合，可使經過全製程處理後之麻田散鐵組織細化，有效提升

高角度晶界的密度與比例，提升材料的低溫韌性，圖 7中的低溫破斷面形貌呈現顯著韌窩破壞

特徵也說明了 PA500H具備十分優異的低溫韌性。

圖 7 PA500H 低溫衝擊破斷面影像

圖 6　PA500H 耐磨板之 EBSD 晶界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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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場產出鋼板之機械性質

YS (MPa) TS(MPa) El(%) CVN-40C、L (J) HBW

現場鋼板 1180 1760 15 40.5 513

4.3 PA500H 產品應用

在完成線上生產後，逐步將 PA500H推廣至中

鋼廠內單位使用，目前已應用於轉爐料斗以及精煉

站等產線之設備（如圖 8），取代原先外購的耐磨板

產品，降低廠內設備維修所需之成本。同時，國內

客戶試用後之回饋意見也相當良好，與進口料品質

相當。未來完成全系列耐磨板產品開發後，即可提

供完整耐磨板產品供客戶使用。

五、結　論

本研究開發具高硬度、優異低溫韌性之

PA500H耐磨鋼。藉由對顯微組織演化之模擬，與

創新麻田散鐵組織觀察技術，掌握冷速、完冷溫度

對於DQST製程之影響。並將實驗參數轉移至線

上進行生產，完成具備高硬度與優異低溫韌性之

PA500H耐磨鋼板之開發，線上生產之 PA500H耐磨

鋼板硬度可達 513HBW，-40℃、L向衝擊吸收能為

40.5J，符合先進鋼廠同等級耐磨鋼之性能水準。而本研究所採之DQST製程有效節約鋼板生產

能耗，同時提升鋼板生產效率，使生產過程更加符合環保的普世價值。PA500H 耐磨鋼為國內

首度採直接線上淬火設備所生產之高強度低合金耐磨鋼，順利量產後，可望逐步改善國內下游

業者長期需仰賴進口之供需失衡情形。而本研究所開發之關鍵組織控制與觀察技術，將可作為

後續開發全系列耐磨鋼之重要依據，逐步完成耐磨板國產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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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PA500H 鋼板應用於中鋼廠內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