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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H鋼料銲接性能提升
Enhanced Weldability of Container Steel, SPA-H

王 天 立1  ■  謝 肇 琨2  ■  吳 正 德3

   T.L. Wang, C.K. Hsieh, C.T. Wu

某集裝箱客戶抱怨 SPA-H耐候鋼料，在高

效率銲接時 (120cm/min)出現銲寬不足、燒穿、

銲道滲透性差等問題，須降速生產，導致貨櫃

日產量無法達標，要求供應商改善鋼料品質。

經現場會驗與模擬銲接試驗，研判因 (1)

鋼料成分設計導致熔池滲透性不足，銲接時須

配合加大電流，導致入熱量過大而燒穿比例增

加、(2)鋼捲平坦度水準不穩定或內部殘留應力

較大，易造成兩塊鋼板銲接時銲道偏移與高低

落差，形成銲穿。

經採 (1)調整成分，改善熔池滲透性，(2)

薄板鋼料經調質與張力整平，釋放殘留應力；

改善料經客戶驗證，銲道燒穿、滲透不足現象

皆獲改善，符合高效率銲接需求，成功提升

SPA-H鋼料之銲接性能，滿足下游客戶日趨嚴

謹之加工條件與產品需求。

關鍵詞： 銲接、耐候鋼、SPA-H、銲道缺陷

The poor weldability of the container steel, 

SPA-H caused welding defects such as narrow 

weldment, burn through and incomplete penetration. 

Customers requested CSC group to improve the 

weldability of the container steel, SPA-H.

After on site checking with container 

manufacturer and welding experiments in the 

laboratory we found the welding defects were 

caused by (1) poor steel composition resulting in 

poor welding pool permeability and (2) unstable 

flatness of the steel strip. CSC increased the 

sulfur content and used better leveling process 

to create a deep welding pool and released the 

residual stress of strips. The enhanced weldability 

of SPA-H helped container manufacturer improve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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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 一 ) 貨櫃用鋼特性

鋼種 SPA-H規格為 JIS G3125，為低碳鋼中添加少量Cu, Cr, P等耐腐蝕元素的低合金結構

用鋼，具有保護銹層抵抗大氣腐蝕因子，主要用來製造貨櫃與外露結構鋼材；其原理為耐候鋼

材表面形成緻密與附著性強之氧化膜，阻隔大氣中的氧氣和水氣滲入鋼材，減緩鋼材的腐蝕生

銹速率。

而中鋼集團生產的耐候鋼 SPA-H熱軋鋼捲 (HR coil)，則有強度高、抗大氣腐蝕、平坦度符

合 JIS G3193 1/2公差等特性，主要為銲接組裝貨櫃的外板與結構鋼料。

( 二 ) 集裝箱客戶抱怨鋼料銲道品質不佳

某集裝箱客戶反映使用中龍 SPA-H 1.6mm薄板熱軋鋼捲，為提高 40呎高櫃日產量，而提

高外板銲接速度 (100→ 120cm/min)，好發銲道品質不佳，包括銲寬不足、燒穿、漏銲、銲道滲

透性差等問題，如照片 1、2所示，要求改善鋼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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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客戶抱怨銲道外觀不佳。 照片 2　客戶抱怨燒穿比例過高。

二、現況分析

中龍自 100年初開始供應 SPA-H，首次被反映鋼料導致銲道品質不佳，而客戶使用 1.6mm

薄板組裝櫃體側板，在生產線上檢驗、研磨、修補的時間過長，影響生產效率；經兩次客戶端

會驗，確認鋼料在高效率銲接條件下，銲道燒穿點數較多、寬度較窄、下表面滲透性差等問

題；銲接實驗室分析不同鋼廠鋼料銲接性能，確認中龍料銲接電流偏高與幾何品質變異等現

象，燒穿比例也偏高。

( 一 ) 客戶端會驗

1.貨櫃側板組裝遇瓶頸：客戶反映使用原料銲接櫃體側板時，於提高銲速時，SPA-H鋼料

在“檢驗”流程中（如照片 3所示），需補銲、修補的點數過多，形成側板銲接產線流程上的瓶

頸，前線須降速生產，改善銲道品質，導致造櫃量無法達標。櫃體側板銲接加工程序如下：

解捲→切定呎板→噴砂→浪板成型→假銲→高速銲接→檢驗（研磨與修補）→組合

2.現場會驗：客戶以氣體遮護金屬電弧銲接 (GMAW，Gas Metal Arc Welding)，遮護氣體以Ar-

CO2/80-20%、銲接電流約 18V、電壓約 140A。客戶的要求為高效率銲接 (120cm/min)，單面銲

接雙面成形。現場實際確認在組立貨櫃側板的過程中：

照片 3　集裝箱生產線進行檢驗與銲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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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假銲後鋼板的平坦度變異，部分鋼料需要敲打後才能順利假銲對接。

b. 生產線半自動銲接後，在檢驗線確認中龍料燒穿 8~10點 /片，銲寬約 3.5~4.0mm，發現

銲接滲透很差，反面的部分銲道沒有銲住，且銲接電流變異大 (120~167A)，不易在高效

率銲接中保持平衡。

( 二 ) 實驗室模擬高速銲接

於銲接實驗室針對中龍與日本鋼料，模擬一般銲接與高效率銲接，採用與客戶相同的銲接

製程參數與銲材，在固定銲接電壓的條件下，比較電流對銲道品質的影響，以及不同料源的銲

道品質比較，並找出適合集團原料的穩定高速銲接條件。

在銲接速度 100 cm/min時，2種測試鋼料銲接都沒有問題。但是一旦速度向上提昇至 120 

cm/min，中龍料陸續出現燒穿現象，經微調銲接參數後，仍無法避免少量產生燒穿，如表 1所

示。相較之下，日料則相當穩定，銲速提升至更快之 125 cm/min，也僅是偶爾發生燒穿，並

且觀察其日料銲接後之變形翹曲比較一致，中龍料銲接後則甚至會有扭曲，應為鋼片軋延之後

殘留應力，銲接受熱後釋放應力之結果。整體而言日料銲接品質優於中龍料，歸納兩點原因如

下：

1.銲接電流偏高：提升銲速後，中龍料不易達到穩定之銲接參數，銲接電流高於日料，且

燒穿的比例也較高，中龍料、日料銲道外觀比較如照片 4、5所示。

2.幾何品質變異：中龍料在測試時，部分鋼料銲接當時即變形，甚至造成銲道偏移，不在

原先設定之銲接軌跡上，當對接之板與板相互間之變形不一致，造成高低板或是銲道偏移，此

時發生燒穿或是漏銲之缺陷比例大增。

表 1.　試驗不同銲速下，穩定的銲接條件

材料 /參數 銲接速 (cm/min) 電流 (A) 電壓 (V) 備 註 

中龍 
100 150~160 18 OK 

120 165~175 18 燒穿—2 

日本料 
108 130~135 18 OK 

125 140~145 18 OK 

照片 4　中龍料，銲速 120cm/min，燒穿 2孔 照片 5　日本料，銲速 125c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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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因分析

由問題批調查、現場會驗與銲接實驗室模擬，歸納中龍料在高效率銲接時，熔池的滲透性

差，需要提高電流、加大入熱量才能達到銲道全滲透，負面影響為銲道變窄，電流變異導致漏

銲或燒穿的不穩定現象。故歸納中龍料銲接問題要因如以下兩項：

(1) 銲接電流偏高：在高效率銲接時 (120cm/min)，中龍料需較高的銲接電流，以提升熔池

流動性與穿深性質，達成銲道全滲透之要求，卻因較大的銲接入熱量，造成電弧具有較大之衝

擊力，而熔池中的表面張力、電弧力與鋼液重力則不易保持平衡，導致燒穿的比例提高。故需

朝改善熔池穿深性質，避免銲接電流偏高。

(2) 幾何品質變異：由於貨櫃箱組裝需經鋼帶邊緣對銲，因此鋼帶平坦度影響銲道品質甚

鉅，倘若鋼帶整平時未能消除內部殘留應力，將於銲接時受熱而釋放，導致銲道扭曲變形，故

朝精進鋼料平坦度，改善假性平坦現象。

四、改善對策研擬

( 一 ) 銲接電流偏高 - 改善熔池穿深性質

穿深性質主要是決定在熔池液體往中央，還是外圍方向流動；回顧文獻Yuzhen ZHAO的表

面張力活化元素對於熔池流動性的影響 (1)，流動性主要與表面張力梯度效應 (Marangoni effect)

有關，而流動機構的強度與方向，則是由表面張力之溫度係數 (dγ/dT)之大小與正負值影響，

其變化由鋼液中的表面張力活化元素主導，此類元素包括 S、O、Se；當 (dγ/dT)之值為負時，

鋼液朝熔池外緣流動；當 (dγ/dT)之值為正時，鋼液朝熔池中央及穿深之方向流動。以 304不鏽

鋼為例，當 [S]＜ 50ppm時，(dγ/dT)之值為負，鋼液朝熔池邊緣之方向流動，當 [S]＞ 70ppm

時，(dγ/dT)之值為正，鋼液朝熔池中央及穿深之方向流動 (2)，如圖 1所示。

其中銲道的深寬比與 S含量成正比 (1)，[S]>80ppm時則達到飽和，如圖 2所示；圖 3說明

[S]越高，則達到表面最大張力的溫度越高，在相同的入熱量下，熔池就越不容易達到最大表

面張力，故熔池中的液體則朝向中央與深度方向流動；反之，若熔池液體溫度高於表面最大張

力之溫度，則表面張力會驅使液體朝向熔池的邊緣流動。

圖 1　(A)dγ/dT＜ 0，S<50ppm；(B)dγ/dT＞ 0, S>7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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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幾何品質變異 - 避免鋼料對接時變形： 

鋼帶於冷間調質整平時，隨著軋延公里數增加，精整工輥局部磨耗增加，導致在產線相同

的軋延力與彎輥力的範圍內，鋼帶平坦度的水準則逐漸劣化，即使鋼帶尚未有波狀，內部已存

在殘留應力，待後續分條、雷射切割、折彎時釋放，導致鋼料不規則變形。為精進平坦度，可

朝 (1)管制精整工輥軋延公里數，或 (2)於調質後張力整平，中龍 #3 重捲線的平坦度水準優於

#1、#2，且具備張力整平設備，圖 4為 #3重捲線示意圖。

( 三 ) SPA-H 鋼料銲接性能提升：

綜合上述，為改善中龍料銲接電流偏高與幾何品質變異，對策如下：

(1) 銲接電流偏高：目標為改善熔池穿深性質，藉由調整硫含量，加大表面張力，使熔池

液體朝中央與穿深方向流動。

(2) 幾何品質變異：目標為避免鋼料對接時變形，薄板鋼料管制於中龍 #3重捲線調質整

平，使用 4 Hi Mill+張力整平，以消除鋼帶內部殘留應力，並嚴格管制平坦度水準。

五、效果確認

經採 (1)調整硫含量，改善熔池滲透性，(2)鋼料經調質與張力整平，釋放殘留應力。

圖 2 [S]含量與銲道D/W之對應關係 圖 3　最大表面張力溫度與熔池中 [S]的關係

圖 4　中龍熱軋精整 #3重捲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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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銲接實驗室評估

新成分之鋼料的銲寬提升至 4.5mm，穿深提升至 1.5mm，且銲道外觀較佳，穩定達成

120cm/min之銲接速度，詳細說明如下。

1.銲接製程穩定：可在 18V, 130A（NSC料水準一致）條件下高效率銲接，

2.銲寬與穿深性質改善：相較原本成分為低硫設計，調高硫含量，在同樣銲接電壓下，銲

寬與滲透性皆改善，同步提升銲寬與穿深性質，且銲道剖面較寬且平緩，銲道品質提升。

3.在銲接參數上，建議以 20V之銲接電壓，取代 18V電壓，可以有較寬，而且較平之銲

冠，滲透性也較佳。

表 2.　銲接試驗評估結果

條件
厚度

mm
[S]

銲 寬mm 穿 深mm 

18V 20V 18V 20V 

原成分 1.6 低 3.15 4.25 0.98 1.2

新成分 1.6 高 3.55 4.5 1.25 1.5

( 二 ) 客戶回饋

1.改善後鋼料 183公噸，現場會驗之觀察結果如表 3。

a. 鋼帶平坦度良好、浪板成形堆疊無間隙、假銲後邊緣未變形，如照片 6、7所示。

b. 銲接製程穩定：銲接電流穩定且變異小 (140~145A)，銲道外觀正常（與同時生產的它

廠鋼料比較），寬度約 4.5mm，而改善料漏銲 /燒穿點數 5點以下，相較改善前問題鋼

料約 10~15點，如照片 8、9所示。

2.經實際觀察側板銲接產線流程，原銲道檢驗、補銲作業已非生產流程瓶頸，銲道品質提

升，下表面銲道滲透性明顯改善。確認改善料銲接電流穩定，銲道燒穿與滲透不足現象皆獲改

善，銲道品質符合高效率銲接需求。

表 3.　改善料現場會驗觀察項目與結果

待確認項目 觀察項目 觀察結果

銲材 銲材選用 50Kg級銲材

銲接前確認
平坦度 / 浪板平坦度
邊緣厚度變異

良好 / 良好
1.55mm，水準穩定

銲接參數
銲接速度

銲接電壓 /電流
120cm/min

18V/140~145A

銲道品質
銲道寬度

銲道外觀

約 4.5mm
銲道滲透性改善



－95－鑛冶 61/3

照片 6　改善料鋼板平坦度良好。 照片 7　浪板成形後，平坦度良好。

照片 8　改善料銲道寬度約 4.5mm。 照片 9　上表面銲道外觀正常，銲補 <5點。

六、結　論

1. 集裝箱客戶反映中龍 SPA-H於高效率銲接生產 40呎高櫃時，有銲道寬度不足、燒穿、

銲道滲透性不佳等問題，經現場調查與實驗室模擬，中龍料在高速銲接時，發生銲接電流偏高

與銲道偏移等現象。

2. 本案透過成分與製程調整，採 (1)調整 S含量，改善銲道滲透性、(2)精進薄板平坦度，

釋放內部殘留應力，成功提升 SPA-H鋼料之銲接性能，滿足下游客戶日趨嚴謹之加工條件與產

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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