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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熱交換器在石化設備中佔了極大之比例，對於石化廠運轉之順暢有很大之影響，為使
設備能運作順暢，法規規定石化廠必須於兩年內進行一次設備之歲修檢測。由於歲修時間
很短，結合非破壞檢測與腐蝕檢測兩種方法，將可以提供設備劣化現況及腐蝕傾向的參考
資料。中鋼檢測團隊以 DER 方式對設備劣化狀況區分等級，並分析其腐蝕原因，提供改善
建議，以供業主進行設備維護之參考。其中，非破壞檢測技術採用 PT、UT、渦電流及內
視鏡等方式，進行設備現況缺陷或裂縫之檢查；腐蝕檢測主要以目視檢查與腐蝕生成物或
沉積物取樣分析為主，來進行設備腐蝕現況及腐蝕原因之判斷，並針對常見的腐蝕劣化情
形，整理出各種石化設備熱交換器腐蝕劣化型態。
關鍵詞：熱交換器；DER；非破壞檢測；腐蝕劣化型態。

ABSTRACT
In petrochemical factories, heat exchangers are usually 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equipments.
They will affect the smooth running of petrochemical processes. For the safety, the law stipulates
the petrochemical factories must do equipments maintenance within two years. However during
such short maintenance time, it’s a problem to obtain the exact and useful information of the
equipments’ conditions for maintenance. Integration of the NDT inspective methods and corrosion
investigation methods, CSC examining team can achieve the goal and check out the equipments’
conditions at present and their corrosive tendency or causes. According to the examined
equipments’ deteriorative situations, the team classifies the equipments into some ranks with DER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corrosive samples to find the causes of the corrosion. Finally, the team
also provide improving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prietor to do the maintenance. Among the
NDT methods used to inspect heat exchangers’ flaws and crack, there are PT、UT、Eddy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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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and laparoscope insp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rrosion investigative methods include
visual inspection and samples analysis of corrosion production or deposits. In this paper, we also
show some typical types of corrosion and damage of heat exchangers after many times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Heat exchanger; DER; NDT; Types of corrosion and damage.

物、使用之材質等，針對這些因素來考量該熱交換
器設備須進行之檢查重點。另外有關檢測設備整備
與人力規劃、安全問題，都是整個檢測作業中重要
之一環，有任何遺漏皆會使得作業停頓。

1. ݈֏
熱交換器在石化製程中佔了相當大的數量，對
石化製程運作之順暢扮演重要之角色，為使這些設
備都能穩定的投入生產，石化廠必須定期對其進行
歲修檢查。而中鋼檢測團隊在石化設備熱交換器之
檢測，有別於其他之檢驗公司只採行非破壞檢測方
式，而是將非破壞檢測與腐蝕檢測結合，進行熱交
換器之總體檢，因非破壞檢測檢查目前設備之狀況，
大部份破損腐蝕劣化原因並未能加以釐清，有時須
要等到設備已破損無法使用，進行設備破損分析才
能大略知其肇因，這對於設備維護者是一大盲點。
因此要是能在歲修檢測時結合非破壞檢測與腐蝕檢
測一起進行，不儘可以診斷出目前設備之狀況，經
由腐蝕之分析與研判，對設備之劣化原因可大致釐
清，此方能針對設備之問題對症下藥，防患未然。

2.2 ᑭീॡүຽ
熱交換器檢測作業配合現場之拆卸與清洗作業
時程，必須在清理前取得其表面之沉積物或腐蝕生
成物以進行腐蝕成因之分析，一旦被清洗後，很難
在其表面取得留下來之腐蝕生成物或沉積物。在非
破壞檢測作業上，則必須待其清洗完成後才能進行
相關之液滲檢測或管束渦電流檢測。熱交換器與其
他石化設備最大不同之處在於歲修時會將整座熱交
換器拆卸，使得一個設備被分成三個部份，且可能
位於不同之地點，而在進行熱交換器檢測時每一個
部份都必須檢測才算完成檢測。當有一、二百座熱
交換器須進行檢測，須要有適當之控管才能免於疏
漏。

2. ሤϹೱጡ̝ᑭീүຽ߹
對於以熱交換器為大宗之石化設備定期之檢
測，歲修前之準備工作相當長，但歲修時真正能進
行現場檢測之期間卻可能僅有兩、三星期，對於數
量龐大之熱交換器進行檢測是一大考驗，不僅事前
之準備作業須要充分，檢測時之人力問題亦不能忽
視。因此在此種大型之檢測作業中，除了檢測技術
外，相關檢測設備之準備及現場之聯繫亦是考驗整
個檢測團隊之能力。以下就中鋼檢測作業程序前後
之主要作業事項敘述如後：

2.3 ᑭീޢүຽ
檢測後之作業包括數據之整理、樣品分析、評
估作業等。數據之整理包括測厚數據，用以計算設
備之平均腐蝕速率，渦電流檢測數據用以分析管束
缺陷型態及缺陷比例等，其它如蝕孔深度、銹皮厚
度、銹蝕面積等用以評估腐蝕之程度。在樣品分析
方面包括腐蝕生成物之 SEM/EDS、XRD 分析，用
以鑑定腐蝕生成物所含之元素及主要組成，據此研
判腐蝕之成因。評估作業主要利用中鋼自行發展之
DER 或 DERU 評估方法，將上述之檢測數據輸入，
以得到該設備之劣化等級，此種設備劣化等級之評
估分為腐蝕及非破壞兩種。在熱交換器腐蝕劣化評
估方面，以 DER 指標分析法來執行，其乃依照劣化
程度(D：Degree)、劣化範圍(E:Extend)、對運轉安全

2.1 ᑭീ݈үຽ
檢測前之作業主要包括規劃作業、檢測設備整
備及人力規劃。在檢測作業規劃方面，由於是腐蝕
與非破壞檢測結合進行評估，須考量重點有：上次
檢測結果、設備維修紀錄、操作條件、接觸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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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樣本。

影響度(R：Relevancy)，而以指標加權平均數(CI 或
IC 值)代表設備整體狀況。當 0 ≤ IC < 3，設備狀況
屬於第一等級，安全無虞。當 3 ≤ IC < 5，設備狀況
為第二等級，也無安全顧慮，但必須提高抽檢比例。
當 5 ≤ IC < 6，設備狀況屬於第三等級，安全無虞，
但必須增加檢測頻率或加裝腐蝕監測系統。當 IC ≥
6，設備狀況為第四等級，其功能堪慮，有嚴重腐蝕
傾向，必須進一步進行細部檢測，以瞭解構造物破
壞狀況。必要時立即停止使用，並進行設備維修或
重建[1]。非破壞檢測指標與腐蝕劣化檢測指標類似，
但兩者主要差別，非破壞 DER 指標主要著重目前設
備的狀態，而腐蝕 DER 指標係針對設備長期運轉結
果及未來運轉劣化趨勢作預測，故經過兩種不同理
念的檢測，對於降低設備運轉風險有很大之幫助。
最後再將目視與 DER 評估結果回饋至 RBI 評估指
標，作為下次歲修週期之規劃參考。表 1 所示是中
鋼石化設備熱交換器腐蝕檢測的 DER 評估指標樣
本，表 2 為非破壞劣化檢測規劃的石化設備 DERU

表 1.
Table 1

3. ሤϹೱጡனಞᑭീ͞ڱ
3.1 ჺᄞᑭീ͞ڱ
熱交換器之腐蝕檢測使用之方法主要有下列二
項：一為現場之目視檢查，二為腐蝕因子分析。現
場之目視檢查主要以檢測人員之肉眼，並輔助以蝕
孔規、游標尺等簡易之量測工具進行設備腐蝕劣化
狀況之檢查量測。目視檢查除了取得腐蝕狀況之數
據，如腐蝕生成物或沉積物之顏色、侵蝕之面積、
蝕孔深度等，另外最重要的是檢測人員必須具有一
定之專業知識以進行設備腐蝕型態或腐蝕成因之初
步判斷，以利對現場之設備腐蝕劣化狀況提出改善
建議及解決之道。

3.2 NDT ᑭീ͞ڱ
熱交換器之非破壞檢測使用之方法主要有下列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交換器設備腐蝕檢測系統之狀況 DER 評估表。
The DER evaluation sheet of corrosion investigation for heat exchangers.

公
司
名
稱
：
設
備
編
號
：
檢
測
類
別
：
開 始 運 轉 日 期 ：
前 次 檢 測 日 期 ：
檢
測
項
目
殼板及端板腐蝕及裂縫檢測

劣化程度 Dmax

工(場)廠名稱：
設 備 名 稱 ：
檢 測 日 期 ：
前次檢測結果：
檢 測 人 員 ：
劣化範圍 E

劣化影響度 R

(Dmax+E)×R

備註

附屬設備腐蝕及裂縫檢測
N

整體腐蝕破壞評估 IC 值

IC =

∑ (D
i =1

代碼

N

i

+ Ei)× R i /

∑R

i

=

(

級)

i =1

腐蝕狀況

預估有無 實際評 代碼
腐蝕狀況
預估有無 實際評
發生可能 估結果
發生可能 估結果
DF1 碳鋼及低合金鋼腐蝕破裂因子
DF7 發生均勻腐蝕
DF2 材料有發生急遽性破裂可能
DF8 發生高溫潛變
DF3 發生熱疲勞破裂及存在其因子
DF9 脫碳、球化、σ 相析出劣化
DF4 發生高溫氫損傷
DF10 其他可確認之破壞機構
DF5 γ 不銹鋼發生腐蝕破裂
種類：
DF6 發生局部腐蝕
DF11 定期經由材料工程師評估潛在破壞機構
檢測員意見：
是否需進一步檢測或監測?
劣化程度(D)說明
0：無此項目或未作檢測，1：良好，2：尚可，3：差，4：明顯損壞
劣化範圍(E)說明
0：無法檢測或無劣化，1：<10%，2：10%~30%，3：30%~60%，4：>60%
劣化影響度(R)說明
0：未檢測或無法判定，1：輕微，2：小，3：中，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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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液滲檢驗(PT)、超音波檢測(UT)、渦電流檢
測(ET)及內視鏡檢查。各 NDT 檢測方法簡述如下：

入微細裂縫中，再以顯像劑噴塗其上，裂縫處將因
吸收滲透液而顯示紅色，如圖 1 所示。液滲檢驗主
要用來檢查端板、胴體及管板之銲道有無裂縫存在，
一般熱交換器在銲道處由於有較高之應力存在，較
容易出現裂縫，因此在現場檢測時，液滲檢驗之對
象亦以銲道為主要目標。

3.2.1 ୵Ⴃᑭീ(PT)
主要利用毛細作用原理來檢測非多孔性材料之
表面瑕疵裂縫 [2] 。將紅色滲透液噴塗於清潔後之待
測物表面，因滲透液之低張力、高濕潤性，使其進

Figure 1

表 2.
Table 2

2007 年 3 月

圖 1 液滲檢測結果照片。
The inspection photograph of penetration test.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交換器設備非破壞檢測系統之狀況 DERU 評估表。
The DERU evaluation sheet of NDT inspection for heat exchangers.

公
設
前
檢

司
名
稱
備 名 稱 / 編 號
次 檢 測 日 期
測
日
期
檢測項目
管束狀況檢測
管束封堵(plug)狀況檢測

工( 場 )廠 名 稱 ：
製 程 區 編 號 ：
前次檢測結果 CI 值：
檢
測
員
：
劣化範圍 E
劣化影響度 R

：
：
：
：
劣化程度 Dmax

(Dmax+E)×R

備註

胴體銲道瑕疵狀況檢測
胴體壁厚
N

非破壞檢測整體設備狀況指標 CI

CI =

i

i =1

檢測員意見：
劣化程度(D)說明
劣化範圍(E)說明
劣化影響度(R)說明
處理方式(U)說明
劣化或故障項目

N

∑ (D + E ) × R / ∑ R
i

i

i

=

(

級)

i =1

0：無此項目或未作檢測，1：良好，2：尚可，3：差，4：明顯損壞
0：無法檢測或無劣化，1：小於 1%，2：1%至 3%，3：3%至 5%，4：大於 5%
0：未檢測或無法判定，1：輕微，2：小，3：中，4：大
0：未檢測或無劣化，1：輕微劣化不需處理，2：下次應追蹤檢測，3：建議修護，
4：立即儘速修護
位置
修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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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field

Exciter
Direct field

Receive
rs

more than 2 OD

圖2
遠場渦電流作用原理。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working theory of
indirect field eddy current.

圖3
超音波測厚原理示意圖。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ickness measurement
by UT.

3.2.2 ഻߹ᑭീ(ET)

(mm/sec)，t 為音波傳送時間(sec)。超音波檢測主要
用來進行厚度之量測，大部份用於檢測胴體與端板
厚度之變化。

渦電流(Eddy Current)乃是利用交流電激發線圈
產生交變之磁場，當線圈靠近可導電性之工件時將
可藉由交變磁場來誘發工件產生渦電流，當工件之
特性如導電度(Conductivity)、導磁率(Permeability)、
或幾何形狀改變時，則會引起渦電流之改變，而次
磁場亦跟著改變，此一改變會引起測試線圈之主磁
場值變化，此時測試線圈便會產生阻抗變化，藉由
偵測儀器測得線圈阻抗變化值，並輸出訊號以供判
別，而達到檢測工件材質缺陷之目的 [3] 。渦電流檢
測可用來進行工件表面或次表面(約 3 mm)瑕疵檢
測，為熱交換器管束缺陷檢測之最佳利器，一般對
鐵磁性材質之熱交換器，由於其導磁性高，會有遲
滯現象產生，因此以遠場渦電流方式(如圖 2)進行檢
測。非鐵磁性材質之熱交換器，則以多頻渦電流來
進行檢測。渦電流檢測結果會以特定缺陷深度之比
例或數目方式表達。渦電流於現場檢測管束之程序，
首先須確認管束內部已清洗乾淨，選定待測管束，
接著將渦電流探頭以一定速率於管內推送，接收到
之訊號以電腦立即研判分析，執行此一檢測工作須
有相當之實際經驗，方能正確快速判斷缺陷存在與
否。

3.2.4 ̰ෛᙡᑭീ
內視鏡檢測為以一可橈式之光纖攝影鏡頭深入
內部進行目視檢查之方法。一般使用於不易拆除之
雙套管式熱交換器內部狀況檢查，圖 4[4]為以內視鏡
檢查之照片。

3.2.3 ࢰگീ(ݓUT)
圖4
內視鏡檢測結果照片。
Figure 4 The inspection photograph of laparoscopy
examining.

以一超音波射入待測物內，偵測其從入射至反
射波到達接受器之時間(如圖 3)[2] ，並以公式 T =
V×(t/2)計算其厚度，式中 T 為厚度(mm)，V 為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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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僅有一層腐蝕生成物覆蓋於表面，管口部份亦
僅有少許之紅棕色腐蝕生成物及灰白色之沉積物，
經以渦電流抽樣檢測結果如表 4 及圖 10，此抽樣檢
測結果顯示此管束目前狀況良好，未有嚴重之缺陷。
經腐蝕檢測取管束表面腐蝕生成物分析，其
SEM/EDS 分析結果如圖 11 所示，圖中顯示此一腐
蝕生成物中含有大量之氯離子，經以 XRD 鑑定其主
要成分，結果如圖 12 顯示主要之組成為β-FeOOH
及 FeCl2。由以上之 NDT 及腐蝕檢測分析結果透露
此熱交換器管束目前狀況良好(實際上此設備兩年前
才更新)，但其管束所接觸之物質中含有大量之氯離
子，在水分、氧氣存在下將加速腐蝕劣化，對此檢
測結果建議業主查明氯離子來源並加以降低。
由上述兩案例可得知，單純以 NDT 檢測方式
對於設備目前狀況確可加以檢查出來，但潛在對設
備腐蝕劣化之元凶並未能充分得知，唯有依靠腐蝕
分析調查加以釐清其真正腐蝕劣化原因，從而對症
下藥才是治本之道。

4.1 ሤϹೱጡᑭീ९ּ
完整熱交換器之檢測包含幾大部份，分別為端
板及殼板、銲道及熱影響區、外部油漆及保溫材、
管束、管板、支撐板及節流板、附屬設備等，由於
篇幅關係無法將整個熱交換器完整之檢測評估結果
呈現，今以熱交換器較特別及不易檢測之管束部份
說明腐蝕與 NDT 結合檢測之重要性。

4.1.1 ९ּ 1ĈϮ̼̍ᇄ̝Ъซफ़ೱሤጡ
某石化工廠之混合進料換熱器，操作溫度最高
350 °C，操作壓力最高 41.4 kg/cm2，其材質在殼板
為 SA516 GR.70(壓力容器用碳鋼，強度 70 ~ 90 ksi)，
管束部份為 SA179(熱交換器用無縫冷抽低碳鋼管)，
其內容物在殼側為 HCBN(芳香族化合物)，管束內
部亦為 HCBN，圖 5 為歲修時管束外部狀況，可看
見在管口部份塞滿沉積物及腐蝕生成物，此管束以
渦電流檢測結果如表 3、圖 6 所示，經渦電流管束
抽檢結果顯示管束部份有嚴重腐蝕減薄之狀況，NDT
已充分揭露此管束之腐蝕破壞之情況。但究竟是何
種原因造成此一管束之嚴重腐蝕，此時就必須依靠
腐蝕檢測之樣品分析，經取管口部份之腐蝕生成物
進行 SEM/EDS 分析結果如圖 7，圖中顯示主要含有
大量氯離子，經以 XRD 分析其主要之組成結果如圖
8，顯示所取之樣品中含有大量之氯化銨及硫化鐵，
氯化銨在水氣存在狀況下具有高度之加速腐蝕作用
[7]
，硫化鐵乃製程中硫化物與鐵反應生成，造成底
材之硫化腐蝕。從上述 NDT 與腐蝕檢測結果除了告
知業主設備目前狀況不佳須採取應有措施外，徹底
改善方式為從降低腐蝕性物質含量或更換耐蝕性材
質著手。

4.2 ሤϹೱጡ૱֍̝ჺᄞຫݭၗ
經由幾次對石化設備熱交換器檢測結果，常見
的腐蝕破損型態及其發生之原因如下：
(1) 沉積腐蝕
此一腐蝕型態主要發生於使用冷卻水之熱交換
器(如圖 13(a))，沉積之物質包括水中之硬度組
成份、腐蝕生成物、水處理劑等。沉積腐蝕之
原因主要為物質不均勻沉積於鋼鐵表面造成局
部之濃差電池所導致，而冷卻水中如果含有氯
離子會加速此腐蝕之嚴重性。
(2) 包覆(保溫)層下腐蝕(CUI)
大部份之 CUI 發生之溫度範圍在 60 ~ 120 °C，
一般而言，被絕緣之設備或管路，如為碳鋼其
操作溫度範圍在-10 ~ 150 °C 或不銹鋼在 50 °C ~
150 °C 間，則可能發生 CUI[5]。主要原因為包覆
層遭受破壞，水進入包覆(保溫)層內，在氧氣存
在下加速腐蝕發生。CUI 發生之機制為當雨水、
設備漏水、消防水或清洗等水氣與鐵發生反應
產生氧化鐵、氫氧化鐵或二者混合物，此為多
孔性之氧化物，無法產生保護作用，在潮濕及
可能高溫環境下產生連續性惡化作用。氯離子
的存在會加速包覆(保溫)層下腐蝕，氯離子主要

4.1.2 ९ּ 2ĈϮ̼ᇄ̝ௐ˘߱ତᛈҽጡ
某石化廠之第一段接觸冷凝器，操作溫度最高
61 °C，操作壓力最高 14.9 kg/cm2 其材質在殼板
SA516 GR.60(壓力容器用碳鋼，強度 60 ~ 80 ksi)，
管束部份 SA179，其內容物在殼側為 Net gas(製程用
氣體)，在管束內部為 Cooling water。圖 9 為其歲修
時之管束外觀，管束表面尚稱平整無明顯侵蝕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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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束表面

管束 U 型部份
上半部管口
圖 5 案例 1 熱交換器管束與管口狀況。
Figure 5 The tubes states of heat exchanger in case 1.

下半部管口

圖6
案例 1 熱交換器管束缺陷分佈剖面圖。
Figure 6 Cross section of flaw distribution of tubes of
heat exchanger tubes in case 1.

表 3.
案例 1 熱交換器之管束渦電流檢測結果。
Table 3 Results of tubes inspection of heat exchanger by eddy current in case 1.
缺陷深度 無缺陷 0% ~ 20% Wt 20% ~ 40% Wt 40% ~ 60% Wt 60% ~ 80% Wt 80% ~ 100% Wt 塞管(PLG) 未檢測
顏色
179
25
22
2
1
0
0
79
管數目
註：總數為 308 支，檢測 229 支，檢測比率 74%。Wt 代表鋼管厚度。

※

※ NH4Cl
▲ Fe1-xS

※
▲ ▲

圖7
案例 1 管口樣品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7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the
sample in case 1.

※ ▲ ※

▲
※

※
※

▲

※

圖8
案例 1 管口樣品 XRD 分析結果。
Figure 8 XRD analysis of the sample in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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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束 U 型部份
管口上半部
圖 9 案例 2 熱交換器管束與管口狀況。
Figure 9 The tube states of heat exchanger in case 2.

管口下半部

圖 10
案例 2 熱交換器缺陷分佈剖面圖。
Figure 10 Cross section of flaw distribution of tubes of
heat exchanger tubes in case 2.

表 4.
案例 2 熱交換器之管束渦電流檢測結果。
Table 4 Results of tubes inspection of heat exchanger by eddy current in case 2.
缺陷深度 無缺陷 0% ~ 20% Wt 20% ~ 40% Wt 40% ~ 60% Wt 60% ~ 80% Wt 80% ~ 100% Wt 塞管(PLG) 未檢測
顏色
55
1
0
0
0
0
0
1048
管數目
註：熱交換器管總數為 1104 支，檢測 56 支其檢測比率 5%。

▲ β-FeOOH
※ FeCl2

▲
※
▲

※

▲

▲

※
▲

▲
▲

※
※▲

▲

▲

※

圖 11
案例 2 管束表面樣品 SEM/EDS 分析結果。
Figure 11 SEM micrograph and EDS analysis of the
sample in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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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案例 2 管束表面樣品 XRD 分析結果。
Figure 12 XRD analysis of the sample in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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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沖蝕
管路之管壁可能因管內流體中的固體粒子和金
屬間的相對碰撞而造成磨損，使管壁減薄，稱
為沖蝕。這種破壞和管內固體粒子的沖刷及流

來自水中，對不銹鋼而言，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會導致外部應力腐蝕破裂(SCC)。幾乎所有之熱
交換器胴體外殼或附屬設備法蘭都有輕重不一
之 CUI 現象(如圖 13 (b))。

(a) 沉積腐蝕

(b) 絕緣物下腐蝕

(c) 沖蝕

(d) 硫化

(e) 塗層劣化

(f) 間隙腐蝕

(f) 間隙腐蝕

(h) 管口金屬減薄

(i) 銲接缺陷

圖 13
熱交換器常見之腐蝕破損形態。
Figure 13 The typical types of corrosion and damage seen in heat exchangers.
(j) 銲道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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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熱交換器中最常見之加凡尼腐蝕現象為法
蘭之螺栓銹蝕(如圖 13 (g))。
(8) 金屬減薄
主要是因金屬與腐蝕性物質接觸，造成局部或
全面性材質被侵蝕，厚度減薄現象。在石化設
備熱交換器中會引起金屬減薄之物質約有下列
幾種：硫化氫、胺、氧氣、酚、氯化銨、硫化
氫銨、多硫酸、二氧化碳、強鹼、硫酸還原菌、
甲酸、鹽酸、原油中之有機酸等[5]。通常腐蝕行
為之發生必須有水相存在。熱交換器中金屬減
薄發生在與製程物接觸之構件，包括殼板、端
板及管束等，而此一現象之研判除了須要進行
測厚外，腐蝕因子分析及製程中所接觸物質都
須以釐清才能正確找出原因(如圖 13 (h))。
(9) 銲接缺陷
兩金屬物體銲接時，因銲接不完全或其它因素
造成之缺陷，在腐蝕性物質入侵下易從此處發
生腐蝕破裂，在熱交換器中常見之銲接缺陷為
回流室與隔板之填角銲不良(如圖 13 (i))。
(10) 銲道破裂
銲道破裂之發生可能由腐蝕、拉伸應力(殘留或
外加)或熱處理不當等所引起。在熱交換器常見
之銲道破裂為回流室銲道之腐蝕破裂(如圖 13
(j))。

體異常有關。熱交換器之沖蝕常見於隔板表面
或管束近流體入口處(如圖 13 (c))。
硫化
較容易發生於碳鋼與低合金鋼。硫化主要是
指金屬或合金在高溫與含硫化合物之反應，其
中以 H2S 為最具攻擊性物種。大體上硫從氧化
層破損處進入鋼材中，即與 Al、Cr 等造膜元素
反應，進而干擾造膜反應之進行。一旦 Cr、Al
用完，將會形成較不穩定之底材金屬硫化物，
快速成長導致加速性攻擊。對鋼材而言，硫化
之溫度範圍在 230 ~ 540 °C，且溫度愈高反應愈
快，但在 450 °C 以上硫化速率掉下來，可能是
因為表面 coke 形成之原因[5]。石化設備熱交換
器之硫化現象常見於製程前端原料入口處理部
份之管束或端板內部(如圖 13 (d))。
塗層劣化
塗料經施工後，在使用過程中會因為自然氣候、
腐蝕物質、機械破壞等因素，造成漆膜之老化
與損壞，失去防銹功能。常見的缺陷有：生銹、
起泡、針孔、剝離、變色、龜裂、粉化、皺紋、
失光、發霧、光澤不均、變黃等。塗層之壽命，
有 30%與塗料本身品質有關，另 70%與施工製
程是否完善有關，例如未完全除銹或污物鹽分
殘留[6]。在濱海工業區之熱交換器其附屬管線此
種問題特別嚴重(如圖 13 (e))。
間隙腐蝕
當金屬暴露於腐蝕環境中，且金屬表面間隙或
構件接合處，例如：污染物覆蓋或螺栓之間隙，
使得間隙內因初始的腐蝕反應造成內部氧濃度
漸漸減少，形成氧濃差電池，此時腐蝕將於間
隙內加速發生，同時若有氯離子的存在，也會
有自催化的效果。熱交換器常見之間隙腐蝕發
生在殼版、端板之法蘭面、管束與支撐板交接
處，支撐架與水泥墩座交接處亦常發生(如圖 13
(f))。
加凡尼腐蝕
兩金屬(或合金)偶合在一起時，因彼此的電位不
同，會產生電位差，而造成加凡尼腐蝕，通常
其中之一的腐蝕速率會提高，而另一則會減少。
加凡尼腐蝕速率與下列因素有關：兩金屬間之
電位差、環境、金屬或合金之極化性、幾何形

5. ඕኢᄃϏֽ̝൴ण
結合腐蝕與非破壞檢測方式進行石化設備之熱
交換器歲修檢測，除了可有效地評估設備目前腐蝕
劣化狀況外，更可藉由腐蝕因子之分析找出設備真
正腐蝕劣化之根源，以使業主能採取有效防範措施，
降低設備之故障率，提高生產效能。而腐蝕與非破
壞結合之檢測作業除須有這方面之專業人力及儀器
設備外，事先良好之規劃、現場檢測時對熱交換器
動態之掌握、事後之評估作業等都是影響整個檢測
作業成敗之關鍵。
經歷次對熱交換器檢測結果發現其主要之腐蝕
破損型態包括：沉積腐蝕、絕緣物下腐蝕(CUI)、沖
蝕、硫化、塗層劣化、間隙腐蝕、加凡尼腐蝕、金
屬減薄、銲接缺陷、銲道破裂等。
目前中鋼正發展一套石化設備管理資訊系統，
結合資料庫與自行設計之 DER 評估軟體程式，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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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器等石化設備之基本資料、檢測評估方式、檢
測評估結果等進行有系統之管理，以達到迅速有效
的規劃、評估，以及迅速地比較、查詢歷年之檢測
結果，使檢測人員能充分掌握設備之劣化動態，以
進行必要之檢測規劃及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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