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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六價鉻鈍化處理常用來提升熱浸鍍鋅鋼板(Hot-dip galvanized steel, GI)的抗蝕性，然
而，六價鉻具有致癌性，同時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已嚴格限用，因此，開發無鉻鈍化處理
之製程更形迫切。本研究探討添加鎂離子對於 GI 鋼板磷酸鹽皮膜微結構與性質之影響，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能量散佈光譜儀(EDS)及 X 光繞
射儀(XRD)分析皮膜微結構、化學組成及其結晶構造，並藉由極化曲線及鹽霧試驗評估皮
膜的抗蝕性。研究結果顯示，於磷酸鹽處理液中，添加適當含量的鎂離子，可有效減小磷
酸鹽皮膜之晶粒大小及提升皮膜之覆蓋率，並進而提升鋼板之抗蝕性。
關鍵詞：熱浸鍍鋅鋼板；磷酸鹽化成處理；鎂離子；無鉻化成處理。

ABSTRACT
Hexavalent chromium based conversion coating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improve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hot-dip galvanized (GI) steels. However, hexavalent chromium is toxic
and un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a process of applying alternative chromium-free
conversion coatings on GI steels is urgently and much need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Mg2+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y of a phosphate coating on a GI steel. The morpholog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crystalline structure of the coating were analyzed using SEM, TEM,
EDS.and XR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was evaluated by polarization analyses
and salt spray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a proper amount of magnesium ions to a
phosphate solution could reduce the grain size of the phosphate coating and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the coating, which could in turn promote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treated GI steel.
Keywords: Hot-dip Galvanized steel; Phosphating; Magnesium ions; Chromium-free conversion
coa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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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TEM 試片製備之方法為利用聚焦離子束(Focused
Ion Beam)進行切割，在選定之試樣位置以聚焦後
之離子束進行裁切，使選定區域成〝H〞型，再反
覆利用離子束進行切割修正，至試片出現寬度約為
3 ~ 8 µm，厚度約為 100 nm 之薄片，使用 FEI
Tecnai20 熱游離型 LaB6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橫
截面試片。鹽霧試驗參照 ASTM B117-03 之規範，
將試片以傾角 30°放置鹽霧試驗機中，噴灑濃度 5%
的 NaCl 溶液持續 24 小時，試驗完成後以肉眼觀察
皮膜表面的腐蝕情形。極化曲線量測機台為
Potentiostat Galvanostat Model 263A，以飽和甘汞電
極(SCE)為參考電極，以白金板為輔助電極，化成
處理後的試片為工作電極，掃瞄速率為 0.5 mV/s，
反應面積大小為 1 cm2。當開路電位變化小於 0.5
mV/s，開始量測極化曲線，並以 Power Suite 軟體
紀錄並計算腐蝕電流及腐蝕電位。

熱浸鍍鋅鋼板(Hot-dip galvanized steel, GI)常
用於運輸交通工具的車體與相關零組件，為了保護
熱浸鍍鋅鋼板在貯藏或運送時免於生銹，通常會對
熱浸鍍鋅鋼板施以鈍化處理。長久以來，六價鉻鈍
化處理被視為最經濟且鈍化效果最為優異的鈍化
膜。然而，六價鉻具致癌性，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
污染，因此各種非鉻型鈍化處理的開發更形迫切，
例如：稀土金屬、磷酸鹽、鉬酸鹽等的鈍化處理。
磷酸鹽系統在數十年前已被應用在熱浸鍍鋅
鋼板表面化成處理上，但因磷酸鹽系統相較於六價
鉻系統而言，其化成皮膜較厚、皮膜抗蝕性和導電
性較差、且無自我癒合能力，故最近十幾年內較少
研究探討熱浸鍍鋅鋼板之磷酸鹽化成處理。而在
Ishizuka 等人的專利報告中 [1]提及，若於磷酸鹽化
成處理液中添加適當含量鎂離子，可縮小皮膜晶粒
尺寸，提高磷酸鋅皮膜覆蓋率，並得到較好之抗蝕
性，但卻無相關文獻探討其機制。故本研究參考磷
酸鹽化成處理之相關處理液配方進行實驗 [2-6] ，以
探討溶液中鎂離子對於熱浸鍍鋅鋼板之磷酸鹽皮膜
成長機構及其性質之影響。

3. ඕڍᄃኢ
3.1 SEM ܑࢬԛᄻ៍၅
經 120 秒化成處理後試片表面形貌圖如圖 1
所示，經統計計算結果顯示，當 Mg(NO3)2•6H2O
添加量為 0 g/L、10 g/L、20 g/L、30 g/L 時，各皮
膜晶粒直徑分別為 103.5 µm、112.5 µm、53.8 µm
和 51.5 µm，如圖 2，此結果顯示，在化成液中添
加適量鎂離子可有效使得化成皮膜之晶粒尺寸縮
小，此結果和 Ishizuka[1] 等人在專利中所述結果相
同。在研究中也發現，隨著皮膜晶粒尺寸縮小，各
晶粒間的孔隙也會縮小，可有效降低皮膜受腐蝕的
機會。

2. ၁រ͞ڱ
2.1 ྏ݈ͯந̈́၁រ߹
利用剪床將熱浸鍍鋅鋼板切割成 2 cm × 7.5
cm 大小後，以市售清潔劑及鹼洗劑進行表面清洗
去除表面油污，再以去離子水沖洗，經吹風機吹乾，
接著進行化成處理。化成液為 1.5 g/L ZnO，20 g/L
NaNO3 ， 15 mL/L 磷 酸 溶 液 和 0 ~ 30 g/L
Mg(NO3)2•6H2O，試片浸泡於 45 °C 之化成液內，
經 45 到 120 秒化成處理後立即取出以去離子水沖
洗，以冷風吹乾靜置於陰涼處乾燥。

3.2 Ҳଟ֎ X Ѝᖒड̶ژ
圖 3 為 Mg(NO3)2•6H2O 含量為 0 g/L 及 30 g/L
兩組化成液進行 120 秒化成處理試片之 XRD 分析
比較結果，經比對後發現在 2θ = 26°及 2θ = 34°兩
處，0 g/L 化成試片可得到兩個繞射峰值，造成繞
射圖形之尖頂有所偏折，反之 30 g/L 之化成試片
在 2θ = 26°及 2θ = 34°兩處，皆只有得到一組明顯
繞射峰值。比對 JCPDS 資料庫，可推論 30 g/L 之
試片除含有磷酸鋅(Zn3(PO4)2•4H2O)結構外，亦可
能含有 Mg0.62Zn2.38(PO4)2•4H2O 之結晶構造。

2.2 ඕၹ៍၅ᄃّኳ̶ژ
將試樣裁切成適當大小，以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LEO 1530)觀察表面形貌。以低掠角 XRD 分析
皮膜之結晶構造，入射角為 1 度，加速電壓及電流
分別為 50 kV 和 300 mA，掃描範圍 2θ = 15° ~ 45°，
取樣間距為 0.01°，採樣時間 0.5 秒，掃描速率 0.75
°/分，最後利用 JCPDS 做 XRD 峰值的比對。橫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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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經 120 秒化成處理後試片之表面形貌圖，Mg(NO3)2•6H2O 含量 (a) 0 g/L (b) 10 g/L (c) 20 g/L (d) 30
g/L。
Figure 1 Surface morphologies of the specimens treated in baths containing (a) 0 g/L, (b) 10 g/L, (c) 20 g/L, and (d)
30 g/L magnesium nitrate for 120 seconds.
圖1

1 所示，各元素原子百分比之比例為 O：Mg：P：
Zn = 59.2：4.0：17.3：19.5，其中氧與磷的比值
約為 4，推測應為磷酸鹽類；而鎂與鋅的比值則
與 hopeite (Mg-exchanged)十分接近，故可推論此
區 化 成 皮 膜 應 為 Zn3(PO4)2•4H2O ， (hopeite) 與
Mg0.62Zn2.38(PO4)2•4H2O，hopeite (Mg-exchanged)混
合物。
TEM 觀 察 之 結 果 顯 示 ， hopeite 與
hopeite(Mg-exchanged)為多孔性構造，而在化成液
中添加鎂離子時，使化成皮膜易生成 hopeite (Mgexchanged) 沉 積， 搭配 SEM 之 表面形 貌觀 察 ，
hopeite(Mg-exchanged)的沉積有助於縮小化成皮膜
晶粒尺寸，並提升皮膜整體覆蓋率。

由 XRD 之分析可知，在磷酸鹽化成處理液中
添加鎂離子，可使磷酸鋅(hopeite)化成皮膜中的鋅
離子結 晶位置 ，被鎂 離子所 取代而 形成 hopeite
(Mg-exchanged)之結晶構造。

3.3 TEM ፖၟࢬ៍၅
將試片浸泡於含硝酸鎂 30 g/L 之化成液中進
行 45 秒化成處理，再利用 FIB 超薄切割晶粒和底
材交界處，以 TEM 觀察如圖 4 所示。左下角為鋅
底材，附著在鋅底材上的微結構由左上而右下分
別為鍍碳層、化成皮膜，附著在化成皮膜上黑色
區域為白金層，白金層上之破孔為製作試片時所
造成的破損。以 EDS 進行半定量成分分析，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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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solution
經 120 秒化成處理皮膜晶粒直徑比較圖，
Mg(NO3)2•6H2O 含量 (A) 0 g/L, (B) 10
g/L, (C) 20 g/L, (D) 30 g/L。
Figure 2 Changes in grain diameter of the coatings
formed in baths containing (A) 0 g/L, (B)
10 g/L, (C) 20 g/L, and (D) 30 g/L
magnesium nitrate for 120 seconds.

2θ (degree)
經 120 秒化成處理後試片之 XRD 分析圖，
Mg(NO3)2•6H2O 含量 0 g/L 與 30 g/L。
Figure 3 XRD patterns of the specimens treated in
baths containing 0 g/L and 30 g/L
magnesium nitrate for 120 seconds.

圖2

圖3

圖4
經 45 秒化成處理後試片之 TEM 橫截面觀察，Mg(NO3)2．6H2O 含量為 30 g/L。
Figure 4 Cross-sectional TEM image of the specimen treated in the bath containing 30 g/L magnesium nitrate for 45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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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able 1

圖 4 之皮膜 EDS 分析結果。
Results of the EDS spectra taken from the
area marked as coating in Figure 4.
Element
Wt%
At%
O
33.2
59.2
Mg
3.4
4.0
P
18.8
17.3
Zn
44.6
19.5

三 者 有 機 會 碰 撞 生 成 hopeite (Mg-exchanged)
(Mg0.62Zn2.38(PO4)2•4H2O) 之 化 成 皮 膜 。 反 應 方 程 式
為：
xMg2++(3-x)Zn2++2PO43-+4H2O→MgxZn3-x(PO4)2•4H2O
x = 0.62
且與鋅離子相比，鎂離子的原子量較輕，在化成液
中擴散速率較快，故鎂離子的添加提高了陽離子和
磷酸根的碰撞機會，造成短時間化成處理可沉積之
磷酸鹽皮膜晶粒數上升，限制了後續化成皮膜晶粒
生長的尺寸大小，形成晶粒尺寸較小且較為均一之
皮膜結構[6]。

3.4 ៃᙳྏរඕڍ
將經 60、120、180 秒化成處理後之試樣進行
鹽霧試驗，其評估結果如表 2 所示。當化成處理時
間為 60 秒時，四組化成試片遭受腐蝕因子攻擊面積
皆在 10%以上。而當化成時間為 120 秒以上時，各
組試片受腐蝕面積皆在 5%以下，可通過 24 小時鹽
霧試驗。

4. ඕኢ
若在磷酸鹽化成液中添加不同含量之鎂離子，
可使得試片表面結晶形態及晶粒尺寸有所差異，當
硝酸鎂添加量為 20 g/L 及 30 g/L 時進行化成處理，
可使得晶粒尺寸下降。鎂離子在化成皮膜中，並非
以磷酸鎂或其他氧化物方式存在，而是取代磷酸鋅
結 晶 中 之 鋅 離 子 結 晶 位 置 ， 形 成
Mg0.62Zn2.38(PO4)2•4H2O 並 和 磷 酸 鋅 形 成 混 合 式 皮
膜。且當皮膜覆蓋性夠高時，純磷酸鋅或其混和型
之皮膜，皆擁有足夠之抗蝕性通過 24 小時鹽霧試
驗。

3.5 ໂ̼ѡቢ̶ژ
將經 120 秒化成處理後之試片，進行極化曲線
掃描，如表 3 所示，四組試片的腐蝕電位相當接近，
但從腐蝕電流上可看出在化成液中添加越多的鎂離
子，腐蝕電流越小，比對之前 SEM 觀察之結果，可
說明晶粒尺寸大小越小之試片，可能存在較少之皮
膜晶粒間的孔隙(pore)，故可提升皮膜之抗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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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為化性較鋅活潑之金屬，理論上並無法氧
化鋅底材以提高溶液中之鋅離子濃度 [5]。故綜合本
研究前述之結果，研判在含鋅離子之磷酸鹽化成
液中添加一定量鎂離子時，則 Mg2+ 、Zn2+ 、PO43-

表 3.

化成液處理 120 秒之試片之腐蝕電流及腐
蝕電位。
Table 3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ies and potentials of
the specimens treated in baths containing 0 ~
30 g/L magnesium nitrate for 120 seconds.
化成液中所含
腐蝕電位
腐蝕電流密度
(mV)
硝酸鎂之濃度
(µA/cm2)
0 g/L
-1047.1
2.761
10 g/L
-1027.9
1.277
20 g/L
-1037.5
0.945
30 g/L
-1023.2
0.447

表 2.
Table 2

鹽霧試驗結果(以腐蝕面積百分比評估)。
Results of the salt spray test (estimated
percentages of corroded area).
化成液中所含
化成處理時間
硝酸鎂之濃度
60 秒
120 秒
180 秒
0 g/L
15~ 20%
< 5%
< 5%
10 g/L
10~ 15%
< 5%
< 5%
20 g/L
10~ 15%
< 5%
< 5%
30 g/L
20~ 25%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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