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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本論文在探討使用炔醇類有機物作為碳鋼酸洗液(85 °C 之 2 M HCl)抑制劑之可行性，
研究採用重量損失法、極化阻抗法、直流電鐵弗極化法(Tafel Polarization)等方法進行評估，
並輔以化學分析電子光譜儀(ESCA)解析抑制劑在鋼鐵表面之吸附行為。研究結果顯示：化
學結構上影響炔醇類抑制效率之因素有三：(1) 緊鄰 C≣C 三鍵之碳鏈長度增加，腐蝕抑制
效率增加。(2) 若 C≣C 三鍵位於炔醇結構末端，其腐蝕抑制效率較高。(3) 在 C≣C 三鍵
上銜接一苯環或氫氧基時，其抑制效率(分別為 78.7%、78.6%)高於鍵結一單純之乙基碳鏈
(57.0%)。由直流電化學的研究得知炔醇類在此酸洗環境下屬於陰極型抑制劑。酸洗後鋼片
之表面，經 Ar+離子濺渡蝕刻 30 秒後，由 ESCA 分析 Fe 2p 3/2 顯示：經含高效率抑制劑(2Propyn-1-ol 與 2-Nonyn-1-ol)酸洗後之鋼片表面含零價之金屬鐵，而低效率抑制劑酸洗後之
鋼片表面，則含氧化鐵，據此推測酸洗過程中抑制劑有效吸附於鋼材表面使其較不易被氧
化之作用。
關鍵詞：低碳鋼；高溫酸洗；炔醇類抑制劑；電化學分析。

ABSTRACT
Acetylenic alcohols were used to inhibit the corrosion of low carbon steels in a pickling
solution (i.e., 2 M HCl at 85 °C). Results from coupon tests of weight-loss measurement and
electrochemical analyses (including polarization resistance and Tafel extrapolation)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corrosion rate of the steels and the inhibitive efficiency of the inhibitors. The
inhibitive efficiency (η) of the acetylenic alcohols was found to depend on their chemical formulae:
(1) η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carbon chains linked to the C≡C triple bond. (2) η is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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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for the alcohols with a terminal C≡C triple bond than that with an internal one. (3)
Substitution of the -CH3 in 2-Butyn-1-ol with the -CH2OH group (i.e., 2-Butyn-1,4-diol) by a
benzene ring (-C6H5) (i.e., 3-Penyl-2-propyn-1-ol) increases the η. A negative shift of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caused by the addition of acetylenic alcohols implied that these alcohols are
cathodic inhibitors. The activation energies were estimated to be 105.9 and 90.4 kJmol-1 according
the Arrhenius plot in the absence of the inhibitor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2-butyn-1-ol, respectively.
A lower activation energy in the presence of 2-butyn-1-ol inferred a chemisorption of this species
on the steels. The adsorption of acetylenic alcohols obeyed the Langmuir adsorption isotherm.
After a sputtering of 3 keV Ar+ for 30 s for surface oxide removal, the steels pickled in solutions
with and without the inhibitors were analyzed by ESCA. The ESCA analysis on Fe 2p 3/2
indicated that metallic irons were present on the surface of the inhibited steels whereas iron oxides
on that of the poorly inhibited ones. It is therefore speculated that the adsorption of the inhibitors
on the steel surface to inhibit corrosion of the steels.
Keywords: Steel; Chemical cleaning; Corrosion inhibitor;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並沒有發現在表面有高分子膜的生成而是抑制劑分
子吸附在試片表面形成保護 [7] ，阻擋了腐蝕離子的
攻擊。相關文獻中對於炔醇類抑制劑結構中之碳鏈
長度與官能基型態相關之討論目前仍然缺乏，本論
文嘗試以炔醇類有機物做為 2 M HCl 高溫(85 °C)酸
洗液之腐蝕抑制劑，以研究炔醇類中不同化學結構
對鋼鐵腐蝕抑制行為之差異，並探討炔醇類抑制劑
的防蝕機理。

1. ݈֏
在鋼板加工製程中，鋼捲先經熱軋，再經冷軋。
鋼板在熱軋過程中，因經歷高溫而於鋼板表面上氧
化生成鐵銹。通常為了獲得具有光亮表面的冷軋鋼
板，鋼捲在冷軋前均需經過除銹之手續。除銹大致
分為物理及化學兩大方法，物理方法可採用珠粒噴
擊、滾筒機、研磨法等去除銹皮；化學方法則採酸
洗(硫酸、鹽酸及其他的酸)、電解酸洗、熔融鹽浴法
及鹼液沸騰法等方式進行[1-4]。在上述兩大方法中以
化學酸洗速度較快，產能高、成本低，因此化學酸
洗法在業界應用較為普遍。
酸洗作業通常在高溫下(85 °C)進行，在高溫下
強酸的腐蝕作用速率增快，不僅會溶解銹皮，也會
腐蝕到鋼捲基材，造成產品表面粗糙，外觀品質不
佳之缺點。為了防止上述缺點，一般在酸洗過程中，
會添加適量之腐蝕抑制劑，以保護鋼捲不受強酸侵
蝕[5]。此類抑制劑通常為商業配方，由多成分組成，
以連續或間歇方式添加至酸洗液中。目前業界對於
腐蝕抑制劑的選用必須考慮下列因素：(1) 高腐蝕抑
制效率、(2) 不會對環境造成毒害、(3) 抑制劑容易
取得且成本低、(4) 對除銹作用沒有不良影響。
關於炔醇類抑制劑之研究，Poling 於 1967 年
時對 PA1 之藥品進行研究，並提出抑制劑會在金屬
表面產生聚合反應形成高分子膜，保護試片不受腐
蝕離子的攻擊[6]；Hackerman 於 1993 年以 PCS 分析

2. ၁រ͞ڱ
本研究使用之試片為中鋼公司所提供之熱軋低
碳鋼，商品代稱 SPHC，其化學組成(wt%)如下：0.15%
C, 0.60% Mn, 0.050% P, 0.050% S 及其餘 Fe。重量損
失法之試片尺寸為 20 mm × 5 mm × 4 mm，電化學
測試之試片尺寸為 4 mm × 4 mm × 4 mm，表面經一
系列砂紙研磨後，經 0.3 µm 氧化鋁拋光。酸洗液為
2 M HCl 酸洗溫度為 85 °C。選用之炔醇類抑制劑如
表 1 所示，添加濃度為 1.0×10-3 M。選擇之抑制劑
以在 C1 位置含氫氧基，C2、C3 或 C3、C4 位置含有
三鍵及其他不同官能基之炔醇類進行比較。比較 2Butyn-1-ol (BY1)、2-Heptyn-1-ol (HP1)、2-Nonyn-1ol(NN1)可理解改變 C2≣C3 三鍵上 C3 所鍵接碳鏈長
度對抑制劑的影響。比較 2-Propyn-1-ol (PA1)、2Butyn-1-ol (BY1)、3-Butyn-1-ol (3BY1)可理解炔醇
類 C≣C 三鍵位置改變對抑制劑的影響。比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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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yn-1-ol (BY1) 、 2-Butyne-1,4-diol (BYD) 、 3Phenyl-2-propyn-1-ol (PPO)可理解炔醇類 C≣C 三鍵
鄰接的碳鏈換成一氫氧基或是苯環時對抑制劑之影
響。重量損失法實驗是將拋光處理後試片以微量天
平分別秤取酸洗前後之試片重量，將秤取之試片重
量(以精密天平秤至小數點以下第四位)經下述公式計
算可獲得腐蝕抑制效率。
η＝

W0 − W1
W0

×100%

3.1 Ժטड़தזצԺט̚ C2żC3 ˬᔣ˯
C3 ٙᔣତᙥ̝ޘܜᇆᜩ
由圖 1 及表 1 所得之結果顯示 PA1 及 NN1 具
有最高的抑制效率，其抑制效率分別為 90.8%及
93.5%。BY1、HP1 及 NN1 中 C2≣C3 三鍵上 C3 所鍵
接之碳鏈逐漸增長(BY1 具 1 個、HP1 具 4 個、NN1
具 6 個 C)，其腐蝕抑制效率分別為 57.0%、80.8%、
93.5%，顯示抑制效率和抑制劑中 C2≣C3 三鍵上 C3
所鍵接碳鏈長度碳鏈長度成正比，重量損失法和極
化阻抗法之結果均相符合。表 2 中之 BY1、HP1 及
NN1 為 C≣C 鍵所接之碳鏈逐漸增加(BY1 1 個 C、
HP1 4 個 C、NN1 6 個 C)，在 2 M HCl、85 °C 酸洗
液中固定 10-3 M 添加濃度由重量損失法(圖 1)所得抑
制效率隨碳鏈長度增加而增加，線性極化阻抗結果
也得到相同之趨勢依據此結果推測一抑制劑分子在
鐵表面形成化學吸附時，其吸附端與金屬會形成化
學鍵結，而另一端的碳鏈則能形成疏水基，並以 109
°的角度旋轉[8]，當碳鏈越長時，所能涵蓋之面積越
大，能有效的阻止腐蝕離子的接近，故具有較佳之
抑制效率。
圖 2 的電化學極化曲線中顯示：添加炔醇類抑
制劑與未添加抑制劑系統比較，其鋼材之腐蝕電位
(mV)往負電位方向偏移，電位大小次序如下：不含
抑制劑(-156) > BY1 (-205) > HP1 (-213) > NN1 (-

(1)

其中

η ：腐蝕抑制效率
W0：未添加抑制劑之重量損失
W1：添加抑制劑後之重量損失
電化學實驗可分為極化阻抗、Tafel 極化測試。
所有電化學實驗都採取標準三極式電極進行測試。
電化學實驗所採用的儀器為 EG&G 恆電位儀 2263，
操作軟體為 Microsoft win2000、Powersuit。實驗過
程中所使用的參考電極為飽和之 Ag/AgCl 電極，輔
助電極為白金絲網，本論文之電位均以對飽和之
Ag/AgCl 參考電極報導。極化阻抗法對於抑制劑腐
蝕抑制效率可依下列方程式計算：
η＝

Rp1− Rp0
Rp1

×100%

(2)

其中

η ：腐蝕抑制效率
Rp0：未添加抑制劑之極化電阻值
Rp1：添加抑制劑後之極化電阻值
表面化學分析使用 VG Sigma Probe 光電子/歐
傑電子能譜儀(XPS)進行分析。

表 1.
Table 1

選用之炔醇類抑制劑種類及其化學結構。
Names and chemical formulae for the
acetylenic alcohols used as the corrosion
inhibitors in this work.
2-Propyn-1-ol(PA1)
CH≣CCH2OH
3-Butyn-1-ol(3BY1)
CH≣CCH2CH2OH
2-Butyn-1-ol (BY1)
CH3C≣CCH2OH
2-Heptyn-1-ol (HP1)
CH3(CH2)3C≣CCH2OH
2-Nonyn-1-ol (NN1)
CH3(CH2)5C≣CCH2OH
2-Butyne-1,4-diol (BYD)
CH2(OH)C≣CCH2(OH)
3-Phenyl-2-propyn-1-ol (PPO) C6H5C≣CCH2OH

圖1

重量損失法、線性極化阻抗法計算所得之
各種炔醇類抑制效率比較。
Figure 1 Inhibitive efficiecy of various inhibitors
estimated from coupon test and polarization
resistanc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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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其對應之腐蝕電流(mA/cm2)則隨著抑制劑碳
鏈長度增加而減少：不含抑制劑 (14.32) > BY1 (5.81)
> HP1 (3.95) > NN1 (1.53)。根據鋼材腐蝕電位之偏
移，推測炔醇類抑制劑中 C2≣C3 三鍵上 C3 所鍵接
之碳鏈逐漸增長時，會造陰極極化更嚴重，而使該
添加抑制劑系統之腐蝕電位往負電位移動，進而降
低鋼鐵的腐蝕電流。
理論上考慮鋼鐵在酸洗過程中，其主要之陽極
反應為：
Fe → Fe+2＋2e-

(3)

而陰極反應為：
2H+＋2e- → H2

(4)

圖2

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和添加 BY1、HP1、
NN1 等抑制劑之酸洗液中(85 °C 之 2 M
HCl)之 Tafel 曲線圖。
Figure 2 Tafel polarization curves for the addition-free
pickling solution (2 M HCl at 85 °C) and that
for inhibited solutions containing BY1, HP1
and NN1inhibitors, respectively.

酸洗液在添加 NN1、HP1、BY1 三種炔醇類抑制劑
後所造成腐蝕電位往負的方向偏移的現象，顯示此
三種抑制劑主要在抑制氫離子的還原反應，使其反
應速率降低。由於抑制劑主要在極化陰極的氫還原
反應，因此炔醇類抑制劑應歸類於陰極型抑制劑[9]。

3.2 ᰍዔᙷԺט˯ CżC ˬᔣٙдҜཉ̝
ᇆᜩ
由表 1 中比較 BY1 及 3BY1 兩種含四碳炔醇
類抑制劑，兩者具有相同之分子結構，差別在於 C
≣C 三鍵位置。在 BY1 抑制劑中三鍵位置在 C2 和
C3 間；而在 3BY1 抑制劑中三鍵位置則在 C3 和 C4
間。由於化學結構的差異，由圖 1 顯示：C≣C 三鍵
位於結構末端的 3BY1，其抑制效率高於 C≣C 位於
結構中間的 BY1 (82.5% > 57.0%)。
若將此兩種含四碳炔醇類抑制劑 BY1 及 3BY1
再與含三碳炔醇類抑制劑 PA1 相比，PA1 與 3BY1
兩種抑制劑的 C≣C 鍵結均位於結構末端，它們對
於鋼鐵酸洗的腐蝕抑制效率(分別為：90.8%與 82.5%)
比 BY1 要高。尤其特殊的是三碳炔醇類抑制劑 PA1
反而高於含四碳的 BY1 及 3BY1。Kutej[10]等人曾以
量子化學拓樸法來探討炔醇類抑制劑在鋼鐵表面可
能的吸附現象。他們認為：炔醇類分子在鋼鐵表面
最可能的吸附是：分子中的 C≣C 與鋼鐵表面的鐵
原子相互作用。依據此吸附作用的說法，在 PA1 與
3BY1 等抑制劑中碳鏈末端的 C≣C 鍵，較不易受遮
蔽，與鋼鐵表面有強烈之吸引作用；而在 BY1 抑制
劑中碳鏈內部的 C≣C 鍵，則可能受到碳鏈上其他
碳原子的遮蔽或阻擋，與鋼鐵表面間之吸引力減弱。

至於含三碳的 PA1，由於碳鏈結構上連結 OH 基的
C1 有可能與 C≣C 鍵的 C2 和 C3 間形成非區域化
(delocalized)的電子雲，其吸引作用比一位於 3BY1
中單純的 C≣C 鍵作用更強。
圖 3 為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和添加 PA1、BY1
和 3BY1 抑制劑之酸洗液 Tafel 曲線圖。由圖中估計
腐蝕電流(mA/cm2)，比較其大小如下：不含抑制劑
(14.32) > BY1 (5.81) > 3BY1 (4.23) > PA1 (3.87)。此
結果與重量損失法、電化學極化阻抗法等均相符。
再比較腐蝕電位(mV)的高低，結果得知：未添加抑
制劑(-156) > 3BY1 (-196) > BY1 (-205) > PA1(207)，仍然顯示這些含三碳、四碳炔醇類均屬於陰
極型抑制劑。

3.3 ᰍዔᙷԺט C2żC3 ዐତ۞ C4 ˯̙Т
ءਕૄ̝ᇆᜩ
由圖 1 之結果比較 BY1、BYD、PPO 這三種
抑制劑對鋼鐵酸洗的腐蝕抑制效率，其抑制效率(%)
依次為：BY1 (57) < BYD (79) ＝ PPO (79)。檢視表
1 中，BY1、BYD、PPO 三種抑制劑化學結構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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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4

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和添加 BY1、BYD、
PPO 等抑制劑之酸洗液中(85 °C 之 2 M
HCl) 之 Tafel 曲線圖。
Figure 4 Tafel polarization curves for the addition-free
pickling solution (2 M HCl at 85 °C) and that
for inhibited solution containing BY1, BYD
and PPO inhibitors, respectively.

異，僅在於 C≣C 三鍵所鄰接的是一甲基(-CH3)、氫
氧甲基(-CH2OH)或苯環(-C6H5)。就抑制效率而言：
以 2-丁炔-1 醇(BY1)鄰接 C2≣C3 的 C4 上所鍵結的
甲基替換成氫氧甲基(成為 BYD)或苯環(成為 PPO)，
對鋼鐵酸洗的腐蝕抑制效率都提高。由重量損失法
與電化學極化阻抗所評估的結果均相一致。此一結
果顯示：炔醇類除了 C1 上的氫氧基(-OH)和 C2≣C3
外，C4 上官能基的變化也會影響其腐蝕抑制效率。
再由圖 4 比較 BY1、BYD、PPO 這三種抑制劑之 Tafel
曲線圖，顯示：抑制劑的 C4 上所鍵結的甲基替換苯
環(成為 PPO)，會使鋼鐵的腐蝕電位明顯向負電位
偏移(未添加抑制劑：-156 mV、BY1：-205 mV、PPO：
-214 mV)，而 C4 上所鍵結的甲基替換成氫氧甲基(成
為 BYD)時，其腐蝕電位與 BY1 相近(BYD：-202
mV；BY1：-205 mV)，但均屬於陰極型抑制劑。比
較腐蝕電流(mA/cm2)其大小依序如下：BY1 (5.81) >
BYD (4.17) > PPO (4.05)。

圖5

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和添加 PA1、BY1、
3BY1 等抑制劑之酸洗液中(85 °C 之 2 M
HCl)之 Tafel 曲線。
Figure 3 Tafel polarization curves for the addition-free
pickling solution (2 M HCl at 85 °C) and that
for inhibited solution containing PA1, BY1
and 3BY inhibitors, respectively.

碳鋼在不同溫度之 2 M HCl 酸洗液系統
中，添加濃度為 1×10-3 M 的 PA1、BY1
及 NN1 抑制劑，所得之鋼鐵腐蝕速率對
數值對 1/T 之關係圖。
Figure 5 A plot of corrosion rate (in logarithmic scale)
of steel against the reciprocal absolute
temperature of the addition-free and inhibited
pickling solutions containing 1 m M inhibitor
such as PA1, BY1 and NN1, respectively.

3.4 ޘड़ᑕ

絕對溫度倒數(1/T)之關係圖，由圖中所求得之斜率，
依據 Arrhenius 速率常數方程式(log k = Ea/RT + log
A，其中 k 為速率常數，Ea 為反應方程式之活化能，

圖 5 為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及添加 PA1、BY1、
NN1 等抑制劑之酸洗液中的腐蝕速率的對數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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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含有 PA1、BY1、NN1、BYD 等抑制劑之系
統計算所得的θ除以與(1-θ)，與其所添加之濃度做
圖即得圖 6。圖 6 顯示：上述四種抑制劑的θ/(1-θ)
皆與其本身之濃度呈線性關係，且通過原點。此種
關係顯示抑制劑在鋼鐵表面呈現 Langmuir 等溫吸附
之行為 [12]，推測抑制劑分子以單層吸附的模式吸附
於鋼材表面，且吸附原子間並無側面作用力，僅有
與試片表面間的垂直吸附力。

A 為頻率因子)，可以計算鋼鐵在未添加抑制劑及添
加 PA1、BY1、NN1 等抑制劑之酸洗液中的腐蝕反
應之活化能如下：
Ea＝-斜率 × R
(5)
式中 R 為氣體常數(8.314 J/K mol)。
酸洗液在未添加抑制劑情況下，鋼鐵腐蝕所需活化
能為 105.29 kJmol-1，在含有 PA1 抑制劑酸洗液中，
鋼鐵抑制腐蝕反應所需活化能為 81.72 kJmol-1。對
一金屬腐蝕系統，當添加抑制劑後，若造成反應活
化能的下降，一般歸因於抑制劑與鋼鐵表面形成化
學吸附 [11]所致。添加抑制劑系統之活化能越小，表
示抑制劑分子與碳鋼表面化學吸附能力越強，對於
鋼鐵腐蝕抑制效率越高。比較活化能(kJmol-1)大小依
序為：BY1 (90.40) > PA1 (81.72) > NN1 (69.56)；對
照圖 2 結果，其抑制效率依序為：NN1 > PA1 > BY1，
與推測之結果十分吻合。

3.6 ΐԺטᅕ߾ ࢬܑͯྏޢXPS ̶ژ
圖 7 為鋼鐵經添加抑制劑 PA1 酸洗液酸洗後
之試片，表面先經 Ar+離子濺渡 30 秒蝕刻去除表面
氧化層後之 XPS C 1s 鋒值解析，此峰值可包含 C-H
(284.73 eV)、C-C (285.34 eV)、C-O (286.49 eV)等鍵
結，證明鋼鐵表面確實有抑制劑分子吸附形成鍵結。
圖 8 為鋼鐵經添加 BY1、PA1 和 NN1 等抑制
劑之酸洗液酸洗後之試片，其表面 Fe 2p 3/2 之 XPS
分析，顯示鋼鐵表面已變質，並非原來之鋼鐵。對
此峰值詳細解析，得到圖 9，鋼鐵表面由氧化鐵和
氯化鐵混合組成，包含 FeO (709.4 eV)、Fe2O3 (710.9
eV)、FeCl2 (710.6 eV)及 FeCl3 (711.3 eV)的峰值。據
此推測，試片在經過酸洗後，尚殘留氯化鐵，於接
觸大氣時，鋼鐵產氧化成 FeO 與 Fe2O3，而殘留的
氯化鐵氧化成 FeCl3。

3.5 ፧ޘड़ᑕ
添加抑制劑至腐蝕系統中，部分鋼鐵表面會因
吸附抑制劑而受遮蔽，表面上未吸附抑制劑的部分
則未受遮蔽。若將鋼鐵表面積視為 1，因吸附抑制
劑而受遮蔽的分率為θ，則為受遮蔽的分率為(1-θ)。
θ值可依下式計算
θ ＝ 1- i/io

2009 年 3 月

(6)

其中 io：未添加抑制劑時之腐蝕電流
i：添加抑制劑後之腐蝕電流

圖7

鋼鐵經添加抑制劑 PA1 之酸洗液酸洗後之
試片，表面先經 Ar+離子濺渡 30 秒蝕刻去
除表面氧化層後之 XPS C 1s 峰值解析。
Figure 7 Deconvolution of XPS curve at C 1s peak
analyzed on the steel surface sputtered with
3keV Ar+ ion for 30 s to remove the native
oxide film. The steel was pickled in the
solution containing PA1 inhibitor.

在 85 °C 之 2 M HCl 酸洗液中含不同濃度
之 PA1、BY1、NN1、BYD 抑制劑，鋼鐵
之θ/(1-θ) 與抑制劑之關係圖。
Figure 6 A plot of θ/(1-θ) against the concentration of
corrosion inhibitors added in the pickling
solution (2 M HCl at 85 °C).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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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圖 8 試片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圖
10)，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結果發現：
添加 NN1 和 PA1 抑制劑系統的試片表面，其 0 價
鐵(未氧化之鋼鐵)的峰值極為顯著；而在添加 BY1
抑制劑系統的試片表面，其 0 價鐵的訊號較不明顯。
據此推斷鋼鐵試片表面受到 NN1 和 PA1 等較強抑
制劑吸附保護，即使試片在處理過程受到大氣氧化，
其氧化物之厚度也極薄，經過 Ar+離子蝕刻 30 秒後，
就可輕易去除，而顯現出 0 價鐵訊號的碳鋼基材。

圖 11 為鋼鐵經添加 PA1 抑制劑之酸洗液酸洗
後之試片，其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 所得之圖譜解析，顯示
極強的 0 價鐵訊號。圖 12 與圖 13 分別為鋼鐵經添
加 NN1 與 BY1 抑制劑之酸洗液酸洗後之試片，其

Fe 2p 3/2

Fe 2p 3/2

Fe

將圖 8 試片之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
後，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
Figure 10 The XPS analyses of Fe 2p 3/2 on the steel
surface post sputtering with Ar+ ion for 30 s
to remove the surface film on the specimen
obtained in Fig. 8.

圖 10

圖8

鋼鐵經添加 BY1、PA1 和 NN1 等抑制劑
之酸洗液酸洗後之試片，其表面 Fe 2p 3/2
之 XPS 分析。
Figure 8 The XPS analyses of Fe 2p 3/2 on the steel
pickled by solutions containing inhibitors
such as BY1, PA1and NN1.

圖 11

鋼鐵經添加 PA1 抑制劑之酸洗液酸洗後之
試片，其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
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 所得之
圖譜解析。
Figure 11 The XPS analyses of Fe 2p 3/2 on the steel
surface post sputtering with Ar+ ion for 30 s
to remove the surface film on the specimen
pickled by solution containing inhibitor PA1.

圖9
圖 8 試片表面之 XPS Fe 峰值解析。
Figure 9 Deconvolution of XPS curve at Fe 2p 3/2
peak shown in Fig. 8.
-73-

防蝕工程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2009 年 3 月

圖 12

鋼鐵經添加 NN1 抑制劑之酸洗液酸洗後
之試片，其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
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 所得之
圖譜解析。
Figure 12 The XPS analyses of Fe 2p 3/2 on the steel
surface post sputtering with Ar+ ion for 30 s
to remove the surface film on the specimen
pickled by solution containing inhibitor NN1.

圖 13

鋼鐵經添加 BY1 抑制劑之酸洗液酸洗後之
試片，其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
再用 XPS 分析其表面之 Fe 2p 3/2 所得之
圖譜解析。
Figure 13 The XPS analyses of Fe 2p 3/2 on the steel
surface post sputtering with Ar+ ion for 30 s
to remove the surface film on the specimen
pickled by solution containing inhibitor BY1.

表面經過 Ar+離子濺渡 30 秒後，再用 XPS 分析其表
面之 Fe 2p 3/2 所得之圖譜解析。圖 12 與圖 11 之結
果相似，均得到較強的 0 價鐵峰值、以及其他較弱
的 Fe3O4 (708.1eV)、FeO (709.4eV)、FeCl2 (710.6eV)、
FeCl3 (711.3eV)等訊號。但圖 13 中 0 價鐵的訊號較
微弱，可見試片表面受到 BY1 抑制劑吸附保護較不
足，一出現在大氣極易被空氣所氧化。

5. 經由濃度效應之實驗，顯示炔醇類抑制劑吸附屬
於典型之 Langmuir 等溫吸附，表示抑制劑分子
以單層吸附的模式覆蓋於碳鋼表面，其吸附分子
僅與碳鋼表面產生垂直吸附，相鄰分子間並無水
平吸引力。
6. XPS 分析顯示：炔醇類抑制劑能在鋼材表面形成
鍵結，但離開溶液就會生成氧化層，具有高抑制
效率之抑制劑，因有效保護試片表面，形成之氧
化層極薄，僅經由 Ar+離子濺鍍 30 秒後即得到 0
價鐵的訊號。

4. ඕኢ
1. 對於鋼鐵在 2 M 鹽酸 85 °C 環境中除銹酸洗處
理，炔醇類可作為有效的有機腐蝕抑制劑，其腐
蝕抑制效率極佳(PA1、NN1 之腐蝕抑制效率分
別達到 90.8%及 93.5%)。
2. 炔醇類抑制劑抑制效率隨著(1) 連接 C≣C 鄰近
之碳鏈長度越長，其抑制效率越高，(2) 炔醇類 C
≣C 三鍵位於結構末端時抑制效率較高，(3) 炔
醇類 C≣C 所鄰接之官能基為氫氧甲基(BYD)與
苯環(PPO)皆比單純接一甲基(BY1)的抑制效率
好。
3. 炔醇類抑制劑在此環境中屬於陰極型抑制劑。
4. 本研究所求的反應活化能(kJmol-1)依序為：不含
抑制劑之反應(105.9) > 含BY1(90.4) > 含PA1(81.7)
> 含 NN1(69.6)。抑制劑效率越高其對應之活化
能越小，推測抑制劑之吸附屬於化學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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