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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表面鍍層

第一部分

文 / 王維銘 

一、前言
扣件生產最後一道工序大多數都是做表面處理。表面處理不僅

能改變扣件的外觀，還能提高扣件的防銹及耐腐蝕性能。多數扣件

生產時，表面處理品質大部分均以外觀目視狀況及鍍層膜厚為品質

判定項目，均忽略其外觀目視狀況及鍍層膜厚之品質與表面鍍層微

觀組織結構具有相互影響，並且扣件表面鍍層微觀組織結構對扣件

的防銹、耐腐蝕及氫脆化性能更具有重大顯著之影響。

微觀組織結構
之影響

Base Steel 鋼鐵基材
159 DPN Hardness

Zeta (ζ) 相 
(94%Zn, 6%Fe)
179 DPN Hardness

Eta (η) 相
(100%)
70 DPN Hardness

Delta (δ) 相  
(90%Zn, 10%Fe)
244 DPN Hardness

Gamma (ΓΙ) 相  
(75%Zn, 25%Fe)
250 DPN Hardness

圖1 典型的熱浸鍍鋅層的顯微結構

圖2 熱浸鍍鋅時，鋼材之矽反應之顯微組織。

以扣件最常見之表面處理為例，主要金屬表面處理包含電鍍製程(例如：電鍍銅、電鍍鎳、電鍍鉻、電鍍鋅)、機械鍍
鋅製程、熱浸鍍鋅製程等，另外除金屬表面處理外尚有外加有機塗裝烤漆(例如：有機防蝕漆料)、或陶瓷鋅粉塗裝烤漆
製程(例如：達可銹、勒銹跑、氟碳陶瓷等)。扣件表面處理時形成微觀組織結構，而後鍍層形成，即顯示呈現扣件表面處
理後之外觀目視狀況及鍍層性能特性(包含膜厚、防銹、耐腐蝕及氫脆化性能等)。

二、熱浸鍍鋅微觀組織結構 
鋼鐵扣件熱浸鍍鋅鍍層的結構除了純鋅以外，在鐵鋅介面處主要

是由鋅和鐵相互擴散形成的介金屬化合物層所組成。鍍鋅層的結構

直接受生產製程參數影響；包含鋅浴的溫度、化學組成、浸鍍保持時

間及鋼材的化學組成等。對於鍍鋅層的品質來說，必須觀察鍍鋅層顯

微結構。鍍鋅過程中鋅與底材鐵之間經由冶金反應生成鐵鋅介金屬

化合物，也就是說鋅鐵反應創造了金屬底材以外的一層阻障層。在鍍

鋅過程中，熔融的鋅與鐵反應生成一系列分層的鋅鐵介金屬化合物，

如圖1所示。典型的熱浸鍍鋅層的顯微結構，是由三層鐵鋅介金屬化
合物組成，包含 Gama(Γ1)相、Delta(δ)相及 Zeta(ζ)相和外面包覆的 
Eta(η)相純鋅層。該鐵鋅介金屬層通常能夠提供 3600 psi 的附著力，
遠高於刷漆層的附著力（通常只有在數百psi）。另一方面，對熱浸鍍鋅
層品質的影響還包含鋼材本身的化學性質，依據 ASTM A 385 標準
規範，建議如何獲得高品質的熱浸鍍鋅層。其中，特別提到矽含量將

會對鍍鋅層成長產生嚴重的影響。除此之外，其它元素如磷或錳也

會增加鋼材的反應性，以及同時結合特定矽含量時，也會產生更厚的

暗灰色鍍鋅層。當矽含量介於 0.04-0.14 wt% 的範圍時，鍍層將增厚，
重量也相對增加，鍍層幾乎是由鐵鋅介金屬 ( 包含 ζ、δ 及 Γ1) 相
所組成。同樣的現象也會發生在當矽含量高於 0.25 wt% 以上，這些
鍍層都會產生暗灰色的外觀。反之，當矽含量介於 0.14-0.25 wt% 的
範圍時，則會產生較薄的鍍層，最外層仍保有一半以上的鋅 (η 相 )，
靠近底材處的鐵鋅介金屬相相對變薄，外觀上顯得較為明亮。因此，

當要求最高品質的鍍鋅而言，建議矽含量應該是小於 0.04% 或介於 
0.14% 至 0.25% 之間。若落於上述範圍以外則將被視為是反應性鋼
材，容易產生過厚的鍍鋅層，使鋼材增加約20% 額外的重量，並產生
較暗的外觀。鋼鐵扣件採用熱浸鍍鋅表面處理時，應考量扣件鋼鐵線

材之合金成分，如圖3所示。當扣件用鋼鐵線材合金成分矽含量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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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械鍍鋅微觀組織結構 
機械法鍍鋅與傳統的熱浸法鍍鋅(Hot-Dip Galvanizing)

或電氣鍍鋅( Electro Plating)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原理，機
械法鍍鋅乃以不通電流及非高溫融熔方式，將鋼鐵物件與鋅

粉、水、促進劑(Promoter)及撞擊媒體共置於一滾桶混合滾
動，利用撞擊媒體之機械作用力，將鋅粉附著於鋼鐵物件之

表面者，以改善其耐蝕性。機械法鍍鋅的鍍層成膜原理為：

 › 1. 金屬粉末在溶液中的反應 
Zn或Zn-Sn合金之金屬粉末在溶液中發生電化學反應，

金屬粉末顆粒是一個腐蝕微電池，電子在金屬粉末顆粒內

流動，溶液中金屬粉末顆粒外的離子在移動。腐蝕電池的反

應式為：

金屬粉末溶解陽極反應：Zn - 2e─  → Zn2+

溶液中金屬原子析出陰極反應：Sn2+ + 2e─  → Sn 或 
Zn2+ + 2e─  → Zn

溶液中陰極副反應 H+ + 2e─  → H

他成分導致鋼材在熱浸鍍鋅過程中的反應

性劇增，鋅層厚度約為正常厚度的三倍，此

鋼材通稱為「反應性鋼材」，結果導致鍍層

容易發生剝離，如圖4所示。同時，這種效
應亦會造成暗無光澤和具有粗糙斑點的鍍

層外觀。鋼鐵扣件採用熱浸鍍鋅表面處理

時，噴砂及酸洗等前處理亦會造成熱浸鍍

鋅層微觀組織之影響，如圖5所示。

反應剛開始，腐蝕微陽極區及微陰極區隨機而緊密

分佈，隨著反應的進行微陰極區達到析出金屬離子的析

出電位而被固定，析出的金屬結晶開始生長，由於尖端幾

何效應，在溶液中陰極以枝晶狀生長；由於鋅粉金屬粉

末團聚時扣件工件及撞擊媒體間隙處產生濃度差梯度而

極化，陽極溶解的Zn2+在縫隙中濃度增加，鋅粉金屬粉末

顆粒表面由於玻璃珠或其他撞擊媒體的強力攪拌而使基

本的電化學極化效應加大。因此，扣件工件及撞擊媒體間

隙處成為陰極使Sn2+或Zn2+在扣件工件及撞擊媒體間隙

處的還原反應更容易進行，Sn2+或Zn2+在金屬粉末顆粒

之間沉積而將鋅粉連接在一起。此時溶液中金屬原子析

出的樹枝狀生長型態部分的金屬結晶是不會化學變化的

陰極。在溶液中其他部分的金屬粉末的表面是陽極，隨著

陽極溶解的進行，溶液中的被鍍金屬鋅離子濃度提高，

同時最初析出未長大的Sn或Zn金屬原子及原金屬粉末基
材的陽極溶解，與撞擊媒體介質衝擊破碎的樹枝狀生長

型態晶體一起分散於溶液中，部分溶解、部分吸附於工件

表面上，組成電池效應。

(a) 熱浸鍍鋅層正常組織 (b) 熱浸鍍鋅層工件矽成分影響組織 (c) 熱浸鍍鋅層工件合金成分影響組織
(d) 熱浸鍍鋅層工件鎳成分影響組織

圖3  扣件用鋼鐵線材合金成分對熱浸鍍鋅層組織之影響

圖4 在熱浸鍍鋅過程中的反應性劇
增，導致鍍層容易發生剝離。

圖5 噴砂及酸洗等工件之前處理，造成熱浸鍍鋅層微觀組織之影響。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257897219302282)

熱浸鍍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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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被鍍扣件工件基材上的反應 
被鍍扣件工件基材在鍍液溶液中也發

生電化學腐蝕，腐蝕微電池的陽極會發生

鐵的溶解，陰極上會發生析氫及鋅或錫的

沉積。鋅粉被玻璃珠或撞擊媒體介質衝擊

並被吸附到鍍扣件工件基材上，實際上還

存在電子運動。鋅金屬粉末為陽極，基材

為陰極，電子從鋅粉粒子通過接觸點流動

到陰極基材上，以電場結合力結合。同時，

陰極基材上發生析氫反應及鋅或錫的電沉

積，又抑制了基體的腐蝕。該腐蝕電池的

反應式為：

扣件工件基材表面溶解陽極反應：Zn 
- 2e─  → Zn2+， Fe - 2e─  → Fe2+

溶液中金屬原子於扣件工件基材表面

析出之陰極反應及陰極副反應如下：

Sn2+ + 2e─  → Sn 或 Zn2+ + 2e─  → 
Zn

被玻璃珠或撞擊媒體介質衝擊到扣件

工件基材表面上的鋅粉為陽極，形成了一

個鋅粉陽極溶解、陰極析氫及電沉積的伽

凡尼腐蝕電池。金屬粉末顆粒─基材成為

伽凡尼腐蝕電池時，扣件工件基材表面與

金屬粉末顆粒結合部位的伽凡尼電流密度

最大，陰極析出鋅、錫、鐵等金屬，並將金

屬粉末顆粒與基材結合起來。因被鍍時，

金屬粉末顆粒四周的陰極電流密度大於其

他無顆粒的區域，溶液中的金屬顆粒更容

易在此處被結合，隨結合到基材上的金屬

粉末顆粒越來越多，陰極面積越來越小、

陽極面積越來越大，陽極的鋅粉溶解速度

下降，同時鍍速也加快。鋅粉佈滿工件基

材表面，並不意味著工件的陰極面積為0，
因為金屬粉末顆粒堆砌過程中粒子間存在

空隙，空隙處的工件基材還是陰極而金屬

粉末顆粒的表面仍為陽極，空隙中的伽凡

尼腐蝕微電池反應消耗溶液中錫金屬粒子

及氫離子而起成膜促進作用，使空隙處的

pH值上升而高於整個溶液體系，微陽極反
應產生大量被鍍金屬鋅離子而使空隙中鋅

離子濃度高於整個溶液體系，直至腐蝕微

電池電化學反應停止。

 › 3.機械鍍鋅鍍層的形成 
隨著鋅粉在底層的堆疊，鋅粉接觸溶液的外表面成為陽極，但是鋅粉

顆粒間由於濃差極化而成為陰極，電沉積出錫、鐵使鋅粉顆粒間互相結合，

同時也使溶液中的鋅粉顆粒更容易沉積，鋅粉顆粒一層層堆積，初步形成了

鍍層。

從伽凡尼效應之電化學沉積及粉末堆砌角度考慮，陰陽極的結合面積

越大、間隙越小越好。因而金屬粉末顆粒之形狀及大小影響鍍覆效率及微

觀組織鍍層緻密性，粉末活性強則鍍覆效率高、層疊堆砌效果佳、表面密封

性好、鍍層光亮度高。

機械法鍍鋅使用機械衝擊作用的程度是由玻璃珠或或其他撞擊媒體數

量、大小，工件形狀、工件數量工件大小、滾筒轉速、液體量及鋅粉金屬粉末

量而決定的。通常當玻璃珠或其他撞擊媒體少、轉速慢、鋅粉過量時，鍍層

粗糙；轉速快、鋅粉少、溫度低時，鍍層薄或無鍍層；塗鍍時間不足、玻璃珠

或其他撞擊媒體少、酸度過大、溫度低時鍍層光澤度差。

機械法鍍鋅是一種超越傳統鍍鋅且具卓越之防銹耐蝕能力，最適合

使用於需要暴露在戶外的扣件，其適用範圍非常廣泛，並適於處理有凹陷

及孔隙的鋼鐵扣件。一般採用美國ASTM B695及軍用MIL-STD-C-81562
機械鍍鋅技術標準。機械法鍍鋅鍍層厚度可以高達110μm ，能滿足一般物
件的需求厚度，此在一般電氣鍍鋅(電鍍鋅)及熱浸鍍鋅都無法辦到。機械
法鍍鋅在處理過程中不論鍍液或鍍件皆不通電流，所以可大為減少氫離

子產生之品質危害，可大大減少氫脆性的品質風險。機械法鍍鋅為一般為

室溫或低溫處理，沒有因回火溫度所引起扣件降低物件強度與硬度現象。

機械法鍍鋅是於扣件工件表面憑藉化學反應進行化學反應結合及並以物件

機械撞擊力量把鋅成份捶固(PEENING)於化學反應介面及繼續捶固鋅成份
於扣件表面。因此，機械鍍鋅層微觀組織結構中，鍍鋅層主要以機械鍵結之

鋅成份層，為機械鍵結之微觀組織，機械鍵結示意圖如圖6。相對於熱浸鍍
鋅層微觀組織，機械鍍鋅層扣件工件表面憑藉化學反應進行化學反應結合

之合金介面層並未如同熱浸鍍鋅合金層明顯，如圖7所示。

圖6 機械鍵結鍍層組織示意圖

圖7 機械鍍鋅層扣件工件表面憑藉化學反應進行化學反
應結合之合金介面層並未如同熱浸鍍鋅合金層明顯

[註:下一期5月號螺絲世界雙月刊我們
將接續討論”扣件電鍍層之微觀組織

結構”以及”鍍製過程及鍍層顯微組

織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