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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本研究探討電漿氮化及真空熱處理對 SKD61 及 DH31S 熱作模具鋼之微觀結構及耐蝕
性之影響。實驗試片以真空爐在 1000、1025、1050 °C 三種溫度持溫，經 2 kg/cm2 的 N2 氣
淬，並於 200 ~ 650 °C 的溫度區間進行回火。以直流(direct current)電壓於 530 °C 進行 10 h
電漿滲氮(plasma nitriding)。分析方法包含 OM、XRD 及尺寸變形觀察，並進行硬度及極化
曲線試驗。結果顯示，試片在 1025 °C 持溫 20 min 後以 N2 氣淬，硬度可達到 53.5 HRC (SKD61)
和 51.0 HRC (DH31S)，並可在 550 °C 回火溫度觀察到二次硬化。由慢速掃描 XRD 分析，
兩種鋼料經氣淬及回火後，主要結構均為 Martensite；於 530 °C 經 10 h 電漿氮化處理後，
表面有 Fe4N 相產生。由極化曲線試驗得知，DH31S 之極化曲線可觀察出有鈍化區(passive
region)的產生，且腐蝕電位-0.3 V 較滲氮前及收料原材之-0.6 V 及-0.7 V 高，顯示電漿氮
化處理對熱作模具鋼之耐蝕性有明顯的幫助。
關鍵詞：熱作模具鋼；電漿氮化；真空熱處理；腐蝕。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wo hot work steel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vacuum furnace to furnish the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processes. Some specimens will also be plasma nitrided. SKD61 and
DH31S hot work steels were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 series of vacuum heat
treatment has been conducted at austenitizing temperatures, 1000 ~ 1050 °C, and tempering
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200 to 650 °C to obtain the tempered martensitic microstructure. The
electrochemical polarization analysis, microstructure, X-ray diffraction and har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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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of the treated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The electrochemical tests were proceeded
in a 3.5 wt% NaCl aerated solu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hardness value of SKD61 and
DH31S specimens were 53.5 and 51.0 HRC, respectively, by austenitizing at 1025 °C for 20
minutes and then N2 gas quenching. The dominant peaks of the γ'-phase (Fe4N) were appeared in
the case of the plasma nitrided specimen. Potenti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s showed that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nitrided DH31S specimen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nitrided and
as-received specimens. Besides that, the anodic polarization curve of the plasma nitrided DH31S
specimen showed a passive region. It shows tha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hot work steels can be
improved by the plasma nitriding.
Keywords: Hot work steel; Plasma nitriding; Vacuum heat treatment; Polarization test.

變表面的形態、化學成分、組織和應力狀態，可獲
得所需表面性能 [7-8]。國內外有很多研究學者注重表
面處理來改善模具鋼的耐熱疲勞、耐腐蝕及沖蝕等
性質[8-11]；大葉大學江朝聰等人[1] 探討物理蒸鍍和滲
氮處理對鋅壓鑄 H13 熱作模具鋼之影響，顯示物理
蒸鍍對 H13 熱作模具鋼，有較佳抵抗鋅軟銲、熱疲
勞與沖蝕之能力。Chang 等人[2] 曾探討氧氮化處理
對 H13 鋼鋁沖蝕行為及耐蝕性之影響，說明在 600 °C
進行 3 小時的氧氮化處理能形成厚約 9.2 µm 的 Fe3O4
氧化層，能有效抵抗鋁的沖蝕，提高 H13 鋼的使用
壽命。
因此本研究針對 SKD61 基本型及 DH31S 改良
型兩種熱作模具鋼，施以適當的真空淬火及回火處
理，並進行處理試片之尺寸變形、硬度及耐蝕性等
實驗，以探討熱處理參數對試片尺寸穩定性及耐蝕
性之影響。同時，本文亦探討電漿氮化對 SKD61 系
列鋼種之效益。

1. ݈֏
隨著產業迅速發展帶動模具使用，為模具鋼提
供一個巨大市場，帶動了國內模具鋼用料種類多樣
化及品質水準的提高。在工業生產中，模具使用壽
命和製造零件的精度、質量、外觀性能，除與模具
的設計技術、製造精度，以及機床精度和製造操作
有關外，正確地選用模具材料和正確地執行熱處理
技術也是相當重要的[1-2]。JIS SKD61 (AISI H13)熱作
模具鋼的發展與改良為壓鑄及熱鍛等熱作行業所重
視。煉鋼技術由常規熔煉方法進而到真空脫氣，爐
外精煉和電渣重熔(ESR)等發展，減少偏析，改善鋼
部質量，追求 SKD61 鋼材性能的提高[3]。為了提高
耐熱裂等性能，朝降低 Si 含量，提高 Mo 含量等改
良型鋼，發展如 DH31S 鋼料。
以鹽浴爐或氣氛爐進行淬火回火處理，常對鋼
料表面造成侵蝕或脫碳等不良現象，因此國內外都
設法採用更先進的熱處理手段來提高模具的性能，
延長模具的使用壽命，利用真空爐進行模具熱處理
是目前廣為大家接受的方式之一[4-6]。改善熱處理方
式以提高工具和模具製品的性能和減少變形，可採
用真空高壓氣淬(如 10 kg/cm2 氮氣)和油冷或階段淬
火等熱處理方式，抑制晶界碳化物析出和變韌體變
態，以求得韌性的改善[4]。
模具透過塗覆、改性或複合處理技術，達到改

2. ၁រ͞ڱ
2.1 ྏͯᄦ౯
本實驗所採用的材料為永大特殊鋼公司的
SKD61 及天文大同股份公司的 DH31S 兩種熱作模
具鋼，成分如表 1 所示。從φ27 mm 圓棒加工成尺度
如圖 1 所示棒狀的變形試片。試片在淬火回火熱處

表 1.
Table 1

SKD61 及 DH31S 之化學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SKD61 and DH31S (wt%).
Steel
C
Si
Mn
SKD61
0.37
0.85
0.36
DH31S
0.31
0.27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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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4.71
5.17

Mo
1.14
2.96

V
0.76
0.82

Fe
Bal.
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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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ልႣധ
對部分真空淬火及 600 °C 回火試片進行電漿
滲氮。圖 4 為本實驗所採用的電漿氮化爐設備示意
圖。將爐體接上陽極，工件接上陰極，兩極間通直
流電壓，此時爐內之 N2 氣體則發生光輝放電成正離
子，以高速衝向陰極表面進行直流電漿滲氮(direct
current plasma nitriding, DCPN)。試片在滲氮爐中先
經 10 分鐘的電漿清潔，除去原生氧化層，然後再升
溫至 530 °C 持溫，並以 N：H 比例為 2：1 之氣氛
進行電漿滲氮 10 小時。

圖 1 變形試棒尺度。
Figure 1 Dimension of the distortion specimen.

理前，利用酒精及丙酮各超音波振盪 5 分鐘清洗表
面。

2.2 ৌ۩ሤந

2.4 ྏ̶ͯژ

使用臻龍公司設計製造之兩腔式真空熱處理爐
進行真空淬火，如圖 2 所示。圖 3 為真空熱處理流
程圖，試片熱處理於 600、850 °C 進行均溫預熱，
持溫 30 分鐘，接著升溫至 1000 ~ 1050 °C 沃斯田體
化溫度進行持溫，然後移到外腔噴入氮氣(2 kg/cm2)
冷卻完成淬火處理。再分別於 200 ~ 650 °C 進行回
火，持溫 1 小時兩次。

2.4.1 ៍ᖐ៍၅
以 Nital (95 mL 酒精＋5 mL 硝酸)作為化學腐
蝕液，並用 Nikon OPTIHOT-100 光學顯微鏡觀察淬
火回火件的金相組織；電漿滲氮試片則以 JEOL 5600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氮化層微觀組織。

圖 2 真空熱處理爐。
Figure 2 Vacuum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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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真空熱處理流程圖。
Figure 3 Heat histories of the vacuum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圖4
直流電漿滲氮系統。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DCPN facility.

2.4.2 XRD ̶ژ

3. ඕڍᄃኢ

使用 Regaku X 光繞射儀配合銅靶(λ＝0.15418
nm)進行處理試片結構分析，繞射角度由 20°到 90°，
掃描速率為每分鐘 2.0 度。

3.1 ៍ᖐ
為達到容易加工及避免片狀雪明碳鐵析出，通
常工具鋼收料為經過球化處理之狀態，本次使用收
料材 SKD61 硬度為 96 HRB，而 DH31S 則為 86
HRB。SKD61 與 DH31S 之收料材料，經 Nital 腐蝕
後之微觀組織，如圖 5(a)及(b)所示。由圖可以看出
SKD61 與 DH31S 之收料組織皆為球狀碳化物均勻
散佈在肥粒鐵基地。而由圖 5(c)及(d)之 SKD61 與
DH31S 經氣淬並 600 °C 回火之微觀組織可以發現典
型的回火麻田散體組織，並可看到原沃斯田體晶粒，
其大小約 8 ~ 9µm，晶粒尺寸號數約 ASTM 10.5，在
硬度 50 HRC 尺度下並未有明顯晶粒粗大現象。
SKD61 與 DH31S 經電漿滲氮後之微觀組織如
圖 5(e)及(f)所示，由圖中可以看到試片表面會形成
一清晰可見之化合物層，厚度約 2 ~ 4 µm，其硬度
可達 1000 HV0.1 以上。此外，在硬化層的下方會形
成擴散層，擴散層能使硬度增加，對機械性質的提
升有所幫助。

2.4.3 ർྏޘរ
使 用 Matsuzawa Seiki MARK-M2 型 洛 氏
(Rockwell)硬度試驗機，測試不同淬火、回火試片之
硬度值變化。滲氮層的微硬度試驗則以維克氏
(Vickers) 微硬度試驗機進行，搭配 100 克的荷重作
微硬度試驗，量測範圍由試片表面至心部。

2.4.4 តԛณྏរ
變形量測試使用 Mitutoyo 之防塵防水數位外徑
測微器，每次量測前先歸零。對待測物進行五次量
測，將五次測量值取平均後即為所求之值。

2.4.5 ჺᄞྏរ
腐蝕試驗是以 3.5 wt% NaCl 水溶液為電解液，
測試試片為工作電極，飽和氯化銀電極(SSC)為參考
電極，白金電極為輔助電極。試片於溶液中靜置 1200
秒進行開路電位對時間的變化，再以 1 mV/s 之掃描
速度，由-1.0 V 至 0.5 V 的電位範圍區間進行曲線
的量測。

3.2 X-ray ᖒड̶ژ
圖 6 為 SKD61 試片在 1025 °C 持溫 20 min 後
以氣淬及氣淬後分別以 200 °C、300 °C、400 °C、500
°C、550 °C、600 °C 及 650 °C 回火之 X-ray 繞射圖。
由慢速掃描速率 XRD 分析，可知 SKD61 經氣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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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溫度回火，試片主要結構均為麻田散體
(Martensite)且由圖中可以發現氣淬後麻田散體的峰
值，有明顯地往小角度偏移的現象。此為因氣淬使
大量碳原子無法由 FCC 結構中擴散出，進而轉變為
BCT 結構的現象所導致。此現象得以由麻田散體峰
值隨回火溫度增加而漸漸回到肥粒鐵峰值的位置證
明之，淬火回火 DH31S 試片之 XRD 分析結果與
SKD61 相似，均以回火麻田散體為主。
SKD61 試片收料、氣淬後以 600 °C 回火回火
後於 530 °C 經 10 h 電漿滲氮之 XRD 分析如圖 7 所
示。經於 530 °C 經 10 h 電漿滲氮後，SKD61 試片
表面有硬質γ'(Fe4N)相產生，對機械性質及耐蝕性的
提升有所幫助，同時因為只有 2 ~ 4µm 化合物層，
因此 XRD 圖型中也有回火麻田散體波峰存在。

作應力，若強度不足，會大幅影響模具使用壽命。
洛氏硬度試驗是一種簡單且能有效反映材料的機械
特性測試儀器之一，圖 8 為 SKD61 試片在 1000 ~ 1050
°C 持溫 20min 後以氣淬及氣淬後分別以 200 °C、300
°C、400 °C、500 °C、550 °C、600 °C 及 650 °C 回
火之回火硬度曲線圖。在 1025 °C 持 溫 後 經 N 2 氣
淬 後 ，SKD61 的硬度值可達 53.5 HRC。由圖中可
看出 1050 °C 持溫 20min 後氣淬及回火的硬度曲線
其硬度都明顯高於兩者，乃因在 1050 °C 沃斯田體
化溫度較高，其晶粒會成長且固溶合金元素量增加，
故硬化能較強導致淬火回火硬度會比在 1000 °C 及
1025 °C 持溫下的試片還高。
圖中另外顯示，試片的硬度值隨著回火溫度增
加有典型回火軟化之遞減趨勢，但在 500 °C 回火時
硬度有回升的現象，到 550 °C 回火的試片最高，呈
現典型高碳高合金鋼二次硬化的現象。造成二次硬
化的原因，其一為 M23C6 或 M7C3 等微細碳化物之析
出與成長，析出碳化物會對附近的晶格產生一應力

3.3 ർྏޘរ
一般而言，熱作模具在工作中須承受巨大的工

(a)

(b)

(c)

(d)
(e)
(f)
圖5
SKD61 及 DH31S 試片之(a)(b)收料，及(c) (d)為在 1025 °C 持溫 20min 後經氣淬+600 °C 回火，及經(e)(f)
為 530 °C×10 h 電漿滲氮之微觀組織。
Figure 5 Micrographs of SKD61 and DH31S specimens, (a)(b) as-received, (c)(d) gas quenched+600 °C tempered and
(e)(f) plasma nitrided at 530 °C×1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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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61 試片在 1025 °C 持溫 20min 後以氣
淬及氣淬後分別以不同溫度回火之 X-ray
繞射圖型。
Figure 6 XRD patterns of SKD61 specimens gas
quenched, gas quenched and tempered at
given temperature.
圖6

2010 年 9 月

SKD61 試片之收料、氣淬+600 °C 回火，及
經 530 °C×10 h 電漿滲氮之 X-ray 繞射圖。
Figure 7 XRD patterns of the as-received SKD61
specimen, gas quenched + 600 °C tempered
and plasma nitrided at 530 °C×10 h.
圖7

試片的表面硬化層可達 1000 HV0.1 以上的表面硬度，
充分表現出表面硬化層之硬度提升效率。而在擴散
層中，隨著離表面的距離增加，硬度呈現緩慢下降
的趨勢，在通過擴散層後硬度便下降至 500 ~ 520 HV
的淬火回火基材硬度，故 SKD61 與 DH31S 電漿氮
化之硬化層深度分別約為 200 及 250 µm。

場，使晶格扭曲變形且抑制差排滑移而產生二次硬
化現象。其二為部份因氣淬所產生之殘留沃斯田鐵
轉變為麻田散體(FCC → BCT)所導致[3]。
由圖 9 之滲氮層微硬度分佈曲線顯示，DH31S

圖8

氣淬 SKD61 試片硬度隨回火溫度之變化
關係圖。
Figure 8 Hardness of SKD61 specimens as function of
the tempering temperature at given
austenitizing temperature.

圖9
兩種電漿氮化試片之微硬度分佈曲線。
Figure 9 Microhardness profiles of SKD61 and
DH31S specimens plasma nitrided at 530 °C
for 1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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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0
氣淬鋼料尺寸隨回火溫度變化關係圖，(a) SKD61，(b) DH31S。
Figure 10 Distortion of the specimens as function of the tempering temperature, (a) SKD61 and (b) DH31S.

蝕的性能，若模具材料擁有優良的耐腐蝕性，則可
大幅增加對於在有腐蝕性的酸性氣氛或潮溼環境下
工作及存放的使用壽命。兩種鋼料試片之收料、真
空熱處理(Q＋600T)及電漿滲氮(530 °C × 10 h)試片
之極化曲線如圖 11(a)及(b)所示。SKD61 及 DH31S
試片經電漿滲氮後之腐蝕電流密度分別為 1.7×10-6
A/cm2 及 1.6×10-6 A/cm2，皆較滲氮前的 1.8×10-6 A/cm2
及 2.5×10-6 A/cm2 為低，與 Basso 等人[14]所作之 H13
鋼經電漿軟氮化後的結果相似。但由 DH31S 之極化
曲線可觀察出有鈍化區(passive region)的產生，此緻
密的金屬氧化膜，對於材料耐腐蝕性有正面的幫助。
若考慮腐蝕電位可以發現 DH31S 經電漿滲氮
後之腐蝕電位為-0.3 V，較滲氮前及收料原材之-0.6
V 及-0.7 V 高，可充分展現出電漿滲氮對熱作模具
鋼耐蝕性幫助。
SKD61 及 DH31S 試片在 1025 °C 持 溫 20 分
鐘 後 以 N 2 氣 淬 再 經不同回火溫度及電漿滲氮之極
化曲線數據整理如表 2 所示。由表中的數據可以看
出，SKD61 及 DH31S 試片經不同真空熱處理後，
最低腐蝕電流密度之參數分別出現在氣淬件的
8.2×10-7 A/cm2 及 Q+650T 的 1.1×10-6 A/cm2。所有參
數之腐蝕電流密度介於 8.2×10-7 A/cm2 ~ 3.7×10-6
A/cm2 之間，顯示真空熱處理不會使原材的耐蝕性降
低，是提供具有耐磨及耐蝕特性良好組合的模具熱
處理方式。

3.4 តԛณീྏ
熱作模具在工作中除要承受巨大的工作應力
外，還要承受因反覆加熱和冷卻作用所導致的熱變
形應力之影響。除此，熱處理過程中所導致之尺寸
變化也是必須探討的課題。本研究以變形量變化探
討熱處理參數對試片形狀穩定性之影響。圖 10(a)及
(b)為處理鋼料氣淬後經不同回火溫度處理之尺寸變
化關係圖。如圖所見，SKD61 及 DH31S 試片經氣
淬後，徑向皆有尺寸增加的現象，分別膨脹約 0.044%
及 0.021%，此乃因淬 火 時 固 溶 於 面 心 立 方 之 沃
斯田體中的碳原子來不及擴散出而陷在沃斯田
體 的 晶 格 中 ， 使 晶 格 變 為 體 心 正 方 (BCT) 所 導
致 [12]。然而縱向的尺寸變化於氣淬後有減少的現象。
於二次硬化溫度(550 °C)回火時，徑向及縱向
的尺寸變化率明顯，乃因微細碳化物析出與麻田散
體變態皆有明顯增加的現象，與李勁宏等人 [13] 所作
之不銹鋼系模具鋼之變形量測試有相似的結果。電
漿滲氮處理時因為氮原子擴散進入鋼內，會生成氮
化物層，故經電漿滲氮試片尺寸變化不論是徑向及
縱向皆有增加的現象。

3.5 ̼ጯ̶ژ
熱作模具用鋼除需具備一定的強度、硬度及耐
磨性外，還需具備抵抗受液態金屬流動的沖擊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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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1
收料、氣淬+600 °C 回火，及經 530 °C×10 h 電漿滲氮試片之極化曲線，(a) SKD61，(b) DH31S。
Figure 11 Polarization curves of as-received specimen, gas quenched + 600 °C tempered and plasma nitrided at 530
°C×10 h for (a) SKD61 and (b) DH31S.

4. ඕኢ

表 2.

兩種鋼料經不同熱處理試片之腐蝕電流密
度 (A/cm2)。
Table 2 Current density (A/cm2) of SKD61 and
DH31S specimens at given conditions.
Processing
SKD61
DH31S
As received
9.5×10-7
1.0×10-6
As quenched
3.2×10-6
8.2×10-7
-7
Q+200 °C
9.1×10
1.7×10-6
-6
Q+300 °C
1.2×10
2.0×10-6
-7
Q+400 °C
8.5×10
3.0×10-6
Q+500 °C
2.0×10-6
3.7×10-6
-6
Q+550 °C
2.7×10
1.8×10-6
-6
Q+600 °C
1.8×10
2.5×10-6
-6
Q+650 °C
2.4×10
1.1×10-6
-6
1.7 × 10
1.6 × 10-6
PN at 530 °C × 10 h

1. 淬火回火 SKD61 模具鋼經於 530 °C 經 10 h 電漿
滲氮表面會形成一清晰可見之化合物層，其厚度
約為 2 ~ 4 µm，硬度可達 1000 HV0.1 以上，其下
則有厚約 200 µm 擴散層。
2. 淬火回火 SKD61 與 DH31S 皆為回火麻田散體組
織；於 530 °C 經 10 h 電漿滲氮處理後，氮化表
層有 Fe4N 相生成。
3. SKD61 及 DH31S 經 1025 °C 沃斯田體化及氣淬
後的硬度值分別為 53.5 及 51.0 HRC，在 550 °C
回火有二次硬化，硬度可達 54.0 及 52.5 HRC。
4. SKD61 及 DH31S 試片經氣淬後，徑向皆有尺寸
增加的現象，分別膨脹約 0.044%及 0.021%；於
550 °C 回火時，徑向及縱向的尺寸變化率皆有明
顯增加的現象。
5. 由極化曲線得知，DH31S 經電漿滲氮後，可觀察
出有鈍化區的產生，對於材料耐腐蝕性有正面的
幫助。腐蝕電位為-0.3 V，較滲氮前及收料原材
之-0.6 V 及-0.7 V 高，可充分展現出電漿滲氮可
提升熱作模具鋼耐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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