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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相鋼退火氧化物對熱浸鍍鋅未鍍點之
影響
The Effect of Annealing Oxide on the Formation of Bare Spot of Hot 
Dip Galvanized Dual Phase Steel 

鄭 維 仁1  ■  沈 忠 雄2  ■  楊 國 政3    蔣 龍 仁3

  W.J. Cheng, J.H. Shen, K.C. Yang, L.J. Chiang

汽車產業為兼具車體強度與抗蝕性已

廣泛將熱浸鍍鋅雙相鋼應用於車體結構件。

然而雙相鋼中主要添加的錳與氧有較佳親和

力，致使雙相鋼表面於高溫退火過程中易產

生選擇性氧化，進而阻礙熱浸鍍鋅反應，造

成未鍍點缺陷。本研究係針對熱浸鍍鋅雙相

鋼退火氧化物與未鍍點缺陷間的關聯性進行

探討。結果顯示，未鍍點處並無任何鋅層

附著，其鋼材上方具有 150~200 nm粒狀的

MnO氧化物，且亦可觀察到MnO會因鋁熱

反應而於局部區域被還原，並生成鋅或鋅鐵

相。綜上所述，雙相鋼易發生未鍍點之原因

可歸咎於在退火過程鋼板表面生成的MnO

氧化物，該MnO雖可在熱浸過程藉由鋁熱

反應而被還原，但已大幅抑制有利於鍍覆性

的 Fe2(Al,Zn)5介金屬層形成，進而提高了未

鍍點發生的機會。

關鍵字： 雙相鋼、退火氧化物、未鍍點、鋁

熱反應

Hot dip galvanized dual phase (DP) steel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utomobile components due to 

its high strength and anti-corrosion ability. However, 

the addition of alloy element, Mn, caused the selective 

oxidation of the steel. This selective oxidation of the 

steel retarded the diffusion between steel and zinc bath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bare spo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nealing oxidation on the steel surface and the bare 

spot form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MnO 

oxide, with 150~200nm in diameter, formed on the bare 

spot surface instead of zinc. The MnO was reduced due 

to thermite reaction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zinc or 

Zn-Fe phases. The formation of bare spot defect of DP 

steel was caused by the formation of MnO oxide on 

the steel surface that inhibited the formation of Fe2(Al, 

Zn)5 intermetallic layer.

Key words: Dual phase steel, annealed oxidation, 

bare spot, thermite reaction

一、前　言

熱浸鍍鋅鋼板於 1970年代開始以連續之方法生產鍍鋅鋼捲，由於鍍鋅層可保護鋼底材不受

外在環境腐蝕達到延長使用壽命之目的，因此已廣泛被汽車工業採用作為車體材料。早期熱浸

鍍鋅是將鋼材浸鍍於純鋅浴，然而熱浸純鋅時鋼底材會與鋅浴反應生成硬脆的鐵鋅相，進而降

低鍍鋅鋼板的成形性 (1)。在鋅浴中添加鋁元素可因鐵鋁具有較高的親和性，促使鐵鋁相可取代

鐵鋅相生成；且因鐵鋁相成長速率低使其厚度薄，因此可大幅提升鍍鋅鋼板的成形性，通常鋅

浴中的鋁含量將控制於 0.12~0.20wt%範圍 (2)。

在現今環保意識抬頭下，高強度鋼已於近年來大量被汽車工業採用。然而，高強度鋼中添

加的錳、矽、鋁、鉻等合金元素與氧有較大的親和力，造成鋼材於連續熱浸鍍鋅製程的退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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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此些元素將發生選擇性氧化生成退火氧化物，進而降低鋼材的鍍覆性產生未鍍點缺陷。

文獻報導 (3)指出，鋼材的鍍覆性與鍍鋅層中鐵鋁相的生成行為有關，其中如鍍層越易生成鐵鋁

相，鋼材將具良好的鍍覆性。藉由比較高強度鋼與 IF鋼熱浸鍍鋅後的結果可發現，IF鋼的鐵鋁

相以薄餅狀的晶粒緊密連續堆疊，而高強度鋼的鐵鋁相則受退火氧化物的影響，導致鐵鋁相生

成結構鬆散非緊密堆疊成長，因此具有較差的鍍覆性。

雙相鋼為目前車廠廣泛使用之高強度鋼，而其熱浸鍍鋅過程易受鋼底材合金元素的選擇性

氧化而增加鍍層未鍍點發生之機率。但因未鍍點的微觀組織細小分析困難，導致成因機制長久

無法完整釐清並建立解決對策。因此本研究即針對熱浸鍍鋅雙相鋼的未鍍點缺陷進行分析，期

能釐清退火氧化物與未鍍點形成之關聯性。

二、研究方法

熱浸鍍鋅雙相鋼的未鍍點缺陷因產線冗長且缺陷尺度細小，就一般分析手法將難以釐清其

形成機構。造成未鍍點缺陷的可能成因如圖 1所示，包含從鍍鋅前熱軋、鍍鋅前清洗、退火及

熱浸過程皆有機會產生未鍍點。本研究就雙相鋼未鍍點的形成機制進行完整解構，針對發生群

狀未鍍點缺陷的熱浸鍍鋅雙相鋼產品進行分析，由熱浸鍍鋅線取得群狀未鍍點缺陷之熱浸鍍鋅

雙相鋼試片，依鍍層正常區、鍍層 /未鍍點交界區及未鍍區進行外觀觀察、掃描室電子顯微鏡

(SEM)及能量分散光譜儀 (EDS)、聚焦離子束顯微鏡針 (FIB)微觀組織分析。並將上述結果與鍍

覆性良好之熱浸鍍鋅軟鋼試片進行鍍層微觀組織的比較，確認造成未鍍點缺陷之原因。

三、成果與討論

3.1 未鍍點初步成因判斷

熱浸鍍鋅雙相鋼的未鍍點缺陷外觀形貌如圖 2所示，未鍍點以順著軋延方向呈現長條叢

聚分布，各叢集約 5mm寬、20mm長。此未鍍點的分布形貌顯示鋼板浸潤性不佳，造成鋼

帶出鋅浴後殘留於表面之鋅液容易被吹離，形成長條叢聚的未鍍點群。藉由表面微觀元素分

圖 1　熱浸鍍鋅鋼材未鍍點缺陷可能生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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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可確認未鍍點處富含氧、鐵及錳，並不具夾雜物或鋅渣與鋅灰的成分，因此可將此兩成因 

排除。

3.2 鍍層及未鍍點微觀組織分析

熱浸鍍鋅雙相鋼未鍍點試片經 SEM/EDS的微觀組織及元素分布分析可發現，在鍍層

正常區的鍍鋅層與鋼底材界面可觀察到連續的 Fe2(Al,Zn)5介金屬層生成，且其厚度約為

100~150nm。對照未鍍點處的鍍鋅層，可發現在靠近未鍍點的鍍層較正常區薄，Fe2(Al,Zn)5介

金屬層在未鍍點處及緊鄰未鍍點的鍍鋅層下方並無生成，取而代之的為氧化物，且氧化物含較

高濃度的錳，如圖 3所示。圖 4為以 FIB觀察未鍍點缺陷的截面微觀組織，在未鍍點處及緊鄰

未鍍點鍍鋅層處皆有直徑約 150~200 nm的粒狀氧化物完整覆蓋於鋼底材上方，由氧化物的元

素分布可確認其應為MnO氧化物。

為能確定鋼底材錳含量高低是影響鍍鋅層未鍍點缺陷生成之主因，將無未鍍點生成的熱浸

鍍鋅 SGCC一般軟鋼 (錳＜ 1.0wt%)納入比較，截面金相試片藉由Nital腐蝕將鍍鋅層移除來觀

察不同錳含量鋼材表面所生成的 Fe2(Al,Zn)5相形態，如圖 5所示。Fe2(Al,Zn)5相的形態在兩種

圖 2　未鍍點缺陷外觀及未鍍點表面元素分布分析。

圖 3　未鍍點缺陷的截面 SEM與元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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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底材上皆呈現結晶顆粒狀（約 100~150 nm），但在錳含量偏低的 SGCC上分布連續且緻密，

在錳含量偏高的雙相鋼上則數量明顯較少且呈現零星分布。由上述結果可證實雙相鋼的高錳確

實會因錳的氧化而阻礙 Fe2(Al,Zn)5相的生成，提高未鍍點發生的機會。

在部分的未鍍點處可觀察到鋅會局部成長於MnO氧化皮膜上，且由 FIB截面觀察可確認

此附著的鋅是由鋼底材貫穿MnO氧化皮膜，此顯示MnO在與鋅浴接觸的過程中仍會受到鋅浴

的熔損，讓鋼底材有機會與鋅浴反應。造成MnO氧化物可被鋅浴溶損之原因係可歸因於熱浸

過程中所發生的鋁熱還原反應 (thermite reaction)，反應過程如下

2[Al]＋ 3MnO 460℃
——→ Al2O3＋ 3[Mn]

氧化鋁因形成自由能低，使鋁成為還原性強的元素，因此鋅浴中 0.12~0.20wt%的鋁將會

圖 4　未鍍點缺陷以 FIB觀察的截面微觀組織，(a)未鍍點及 (b)緊鄰未鍍點的鍍鋅層。

圖 5　 熱浸鍍鋅 SGCC軟鋼及熱浸鍍鋅雙相鋼鍍層經溶蝕後，鍍層 /鋼底材介面的截面微觀組
織。

圖 6　未鍍點缺陷中局部鋅附著之 SEM外觀及元素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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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熱浸鍍鋅過程中發揮鋁熱還原反應，使鋼帶表面對浸潤性不良的MnO氧化物還原為金屬

態 (5)。隨著MnO逐漸被還原，鋅浴將會由MnO氧化皮膜缺陷處滲入與鋼底材交互擴散，最終

形成圖 6中所觀察到未鍍點中有局部鋅附著。

3.3 MnO 退火氧化物的生成

雙相鋼的錳含量約 2wt%，根據 Ellingham diagram可知錳較鐵更容易發生氧化，因此在雙

相鋼的退火過程，錳被選擇性氧化而於鋼材表面生成MnO氧化物。此外，MnO氧化物較鐵氧

化物穩定，因此無法被退火爐還原氣氛還原為金屬態，致使MnO在鋼帶熱浸過程中扮演阻礙

鋼底材與鋅浴交互擴散之角色，大幅降低鋼材的浸潤性，促使鍍鋅層未鍍點缺陷的產生 (4)。在

了解未鍍點的成因為MnO表面氧化物後，確定其於鍍鋅產線發生之位置對於提出改善方案則

極為重要。對此，本研究亦藉由熱力學模擬計算，確定雙相鋼需於高溫及低露點之條件下，

才會於表面生成單一MnO氧化物。以此依據，進一步對應鍍鋅產線的溫度及露點履歷進行分

析，推演出MnO是於退火爐區中產生，如圖 7所示。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熱浸鍍鋅雙相鋼好發未鍍點係因其為目前主流汽車用鋼中含有最高錳

含量 (~2wt%)之一的鋼種，鋼底材的錳合金元素將於退火過程發生選擇性氧化，於鋼捲表面富

集生成MnO氧化物，進而阻礙鋅浴與鋼底材的交互擴散。雖熱浸過程中鋅浴中的鋁可發揮鋁

熱還原熔蝕MnO氧化物，但於局部MnO較厚之區域仍無法在熱浸短暫的 3~5秒內完全還原，

最終當鋼帶離開鋅浴後，殘留的MnO上將無法附著鋅，因此易形成未鍍點，如圖 8所示。

3.4 熱浸鍍鋅雙相鋼未鍍點缺陷的改善

經由上述本研究的結果已可確立，未鍍點是由雙相鋼表面生成MnO所造成，且其發生於

產線退火爐段。因此對於未鍍點缺陷之改善，其關鍵技術將掌握於鋼帶表面MnO的控制，對

此本研究即針對抑制MnO生成與加速MnO還原等兩方向來建立改善策略。在抑制MnO的生

成上，藉由穩定退火爐氣氛，來達到減緩MnO的生成；在加速MnO還原上，則利用鋅浴中所

添加的鋁，藉由鋁熱反應來還原消除鋼帶表面的MnO，以提升鋼板與鋅浴介面的擴散。產線經

圖 7　MnO氧化物生成條件的熱力學模擬計算及其於熱浸鍍鋅產線上的發生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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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項改善技術的落實，已可有效控制鋼帶表面的MnO，大幅抑制雙相鋼未鍍點缺陷。中

鋼於 2016年第一季開始落實未鍍點改善方案，成功提升熱浸鍍鋅雙相鋼的表面品質，為公司

創造一年約 5,000萬元的產值。

四、結　論

本研究針對熱浸鍍鋅雙相鋼未鍍點缺陷成因進行分析探討。根據未鍍點的微觀組織與成分

分布可確認，其係因雙相鋼的錳合金元素於退火過程發生選擇性氧化，導致鋼帶表面生成對浸

潤性有害的結晶態MnO氧化膜所造成。由於雙相鋼的錳含量高於他種汽車用鋼，使得其易生

成較厚之MnO氧化膜。因此，在本研究中雖可確認鋅浴中的鋁可發揮鋁熱反應來還原MnO氧

化物，但對於雙相鋼表面MnO局部過厚之區域仍會在鋼帶抽離鋅浴前仍殘留於鋼帶表面，致

使該區域易形成長條叢聚的未鍍點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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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熱浸鍍鋅雙相鋼的未鍍點缺陷生成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