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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本研究藉由比較酸性鍍鋅及鹼性鍍鋅製程的差異，了解酸性鍍鋅製程對三價鉻化成膜
之影響。研究中使用開環電位法觀察成膜時間對電位的影響，場發射電子顯微鏡(FE-SEM)
來觀察皮膜表面形貌，電化學交流阻抗法(EIS)分析化成膜的腐蝕阻抗，以鹽霧(SST)和極化
曲線分析皮膜耐蝕性能，而化成膜的組成成分由二次離子質譜儀分析(SIMS)得到。開環電
位法發現鹼性鍍鋅在進行三價鉻化成反應時，其表面電位變化有 20 mV，相較於酸性鍍鋅
則為 10 mV。而且當成膜時間達 100 s 時，鹼性鍍鋅的電位變化已趨近於零，反觀酸性鍍鋅
的電位變化，仍隨著成膜時間的增加而持續地減小。表面形貌的觀察發現，酸性鍍鋅化成
膜表面呈現裂紋的結構，而鹼性鍍鋅化成膜則為一緻密的表層結構。電化學交流阻抗及線
性極化測試結果顯示，酸性鍍鋅和鹼性鍍鋅三價鉻化成膜之阻抗值分別為 27 kΩ和 53 kΩ，
而腐蝕電流則分別為 3.85×10-5 A/cm2 及 1.527×10-6 A/cm2。此外，鹽霧測試的結果顯示，鹼
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達鹽霧時間 144 小時，而酸性則僅達 72 小時的鹽霧時間。電化學及
鹽霧測試結果均顯示鹼性鍍鋅三價鉻化成膜之耐蝕性能優於酸性鍍鋅的系統。
關鍵詞：酸性鍍鋅；三價鉻；化成膜。

ABSTRACT
Acid zinc plating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good conductivity,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is technique may find itself in a lot of application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lkaline zinc plating and the acid zinc plating.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acid zinc plating on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Cr(III) conversion coatings was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he morphologies and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he Cr(III)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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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ings were examined by means of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linear polarization (LP) analysis, and salt spray test (SST). Results
of open circuit potential (OCP)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in OCP during the
alkaline zinc plating was 20 mV, and it declined to 10 mV during the acid zinc plating.
Furthermore, the OCP during the alkaline zinc plating held steady after 100 s, while the OCP
during the acid zinc plating continued to decrease as the plating time increased. SEM images
indicate that the coating formed during the acid zinc plating exhibited a surface morphology with a
number of cracks, but the coating formed during the alkaline zinc plating showed a compact, even
structure without cracks. The results from EIS, LP, and SSTs demonstrated that coatings formed
by alkaline zinc plating showed better corrosion resistances than those formed by acid zinc plating.
Keywords: Acid zinc plating; Trivalent chromium; Conversion coatings.

六價鉻化成膜來的低許多，且可以獲得與六價鉻化
成膜相似的防蝕效果，所以選擇三價鉻化成膜為本
研究之防蝕應用[6]。
鍍鋅製程又分為鹼性鍍鋅和酸性鍍鋅，鹼性鍍
鋅具有毒性低、成本低、廢液處理容易等優點，但
鍍浴成份需嚴格控制，且對金屬雜質及硬水雜質敏
感，維護不易。由於酸性鍍鋅的鍍浴安定且成本低，
又具有較高的電流密度等諸多優點，在市場上有相
當多的應用。本研究藉由相同三價鉻化成液配方來
比較酸性及鹼性鍍鋅化成膜的差異，以了解鍍鋅製
程對三價鉻化成膜之影響。

1. ݈֏
電鍍鋅技術被廣泛的應用在保護鋼鐵防蝕，主
要原因是鋅的腐蝕電位比鋼鐵低，而腐蝕速率比鋼
鐵慢，鋅層可以作為犧牲陽極用以保護鋼鐵表面。
為了改善鍍鋅層之耐蝕性，一般會將鍍鋅鐵片
浸泡於含有鉻酸的化成鍍液之中，浸泡期間會在鋅
層表面進行化學反應形成約 100 ~ 1000 nm 厚度的鉻
化成皮膜。這些化成皮膜隔絕基材與空氣中的氧氣
接觸，抑制腐蝕發生[1-2]。鉻酸鹽化成處理不僅能有
效抵抗大氣環境的腐蝕，且具有低成本與裝飾性功
能的優點，被廣泛地應用在各個領域的表面處理上。
但是六價鉻化合物為致癌物質，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於是歐盟於 2003 年 2 月 13 日公佈廢電子電機設備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WEEE)
及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二個指令。其第四條第
一款規定，成員國將確保從 2006 年 7 月 1 日起，銷
售於市場的新電子和電器設備不准含鉛、汞、鎘、
六價鉻、聚溴二苯醚(PBDE)及聚溴聯苯(PBB)等成
份。上述法規，無不要求減少六價鉻等有毒物質的
使用 [3-4] ，並禁止含六價鉻製程產品銷往歐盟成員
國，使得各國政府及工業界紛紛重視並開發三價鉻
化成膜之技術 [5] 。因此許多替代六價鉻化成膜之防
蝕技術便逐漸被提出，其中的一種防蝕技術便是三
價鉻化成膜的應用。由於三價鉻化成膜之毒性要比

2. ၁រՎូ
2.1 ྏͯᄦү߹
先取鐵片(10 cm × 6.5 cm)，經脫脂、去離子水
洗、酸洗、去離子水洗、鹼洗、去離子水洗等前處
理後，在室溫下施以酸性鍍鋅，以電流密度 1 A/dm2、
電鍍 30 分鐘後，產生一層約 8 ~ 10 µm 的鋅層，去
離子水洗後，浸泡 0.5%(v/v)的硝酸活化鋅層 10 秒
後，完成鍍鋅試片製作。
隨後，去離子水洗，浸泡於 0.5%(v/v)的硝酸
活化鋅層 10 秒，將鋅試片浸入三價鉻化成鍍液反應
成膜 1 分鐘，經去離子水洗、吹乾。再進行熱烘烤
處理 90 °C，30 分鐘。三價鉻化成鍍液之配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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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ฟᒖҜڱ
開環電位測試是利用三極系統(相對電極為白
金電極，參考電極為 Ag/AgCl 電極以及工作電極為
鍍鋅試片)。記錄三價鉻化成反應時，時間與電位變
化的情形。

2.3 ̼ጯϹ߹ܡԩ̶ژ
電化學交流阻抗分析是利用單一正弦擾動，提
供振幅 5 mV 正弦波，掃描頻率範圍為 105 ~ 10-2 Hz。
以三極系統測試，參考電極為 Ag/AgCl 電極、相對
電極為白金電極及工作電極為本研究之三價鉻化成
膜試片。實驗中以 3.5 wt.%的氯化鈉當作電解液，
使用儀器為 AUTOLAB 衡電位儀。

圖1
酸性鍍鋅與鹼性鍍鋅之開環電位圖。
Figure 1 Open circuit potentials of the coatings as a
function of conversion time during the acid
zinc plating and alkaline zinc plating.

2.4 ඕၹ̶ژ
利用電子顯微鏡進行表面形貌分析，將不同鍍
鋅的三價鉻化成膜試片，切割成(0.5 cm × 0.5 cm)，
執行化成膜試片表面形貌觀察，所使用儀器為場發
射電子顯微鏡(FE-SEM)。

中，進行長時間腐蝕測試的觀察。操作條件參照
ASTM 規範：(1) 壓縮空氣桶壓力：1.0 Kg/cm2，(2) 鹽
水噴參量：1.3 cc/hr，(3) 空氣飽和桶溫度：47 ± 1 °C，
(4) 試驗室溫度：35 ± 2 °C，(5) pH：6.5~7.2，(6) 比
重：1.0223 ~ 1.0364，(7) 氯化鈉濃度：5 ± 1 wt.%。

2.5 ቢّໂ̼ീྏ
線性極化檢測是利用三極系統(相對電極、參
考電極以及工作電極)評估三價鉻化成膜之耐蝕性
能。實驗以 3.5 wt% NaCl 當電解液檢測，並用
AUTOLAB with PGSTAT30 頻率響應分析儀，掃描
速度為 5 mV/s，掃描範圍為相對 OCP 電位之(-0.5 V ~
0.8 V)，依序進行陰極掃描及陽極掃描。

3. ඕڍᄃኢ
3.1 ฟᒖҜڱ
圖 1 為酸性鍍鋅與鹼性鍍鋅試片進行三價鉻化
成反應時的開環電位圖，其中電位的變化包含著許
多複雜的反應，如陽極反應、陰極反應、吸附反應、
脫附反應等。由於每個系統間的化成反應皆不盡相
同，藉由曲線的變化情形，以分析成膜時間對皮膜
的影響。
如圖所見，酸性鍍鋅及鹼性鍍鋅的曲線變化均
呈現兩個不同的區間。首先為電位隨著時間的增加
而變大的區間，另一個則隨著時間的增加而變小的
區間。其中，由第一個區間的結果可發現鹼性鍍鋅
在進行三價鉻化成反應時，電位的變化有 20 mV；
而酸性鍍鋅的電位變化則僅有 10 mV。此外，鹼性
鍍鋅於成膜時間達 100 s 時，電位的變化便已趨近於
零，反觀酸性鍍鋅的電位變化，仍隨著成膜時間的
增加而持續地減小。

2.6 ៃᙳჺᄞീྏ
將不同條件的化成膜試片，放置於鹽霧試驗機

表 1.
Table 1

三價鉻化成液配方。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onversion bath.
藥品名稱
濃度(M)
螯合劑
0.1
硝酸鈉
0.1
鉻鹽
0.1
硝酸鈷
0.01
促進劑
0.3

Cr(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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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結果顯示酸性鍍鋅化成膜的表面有明顯裂紋產
生，於高倍率的解析時，可以看到裂縫變得更加明
顯。而鹼性鍍鋅化成膜表面則非常平整，甚至在高
倍率時，也沒有裂縫產生的情形發生。結合開環電
位檢測的結果推測，由於酸性鍍鋅化成膜表面之裂
紋結構，使得皮膜反應時間達 100 s 時，其電位變化
仍隨著成膜時間的增加而持續地減小。此裂紋產生
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皮膜在成長過程中溶解與沉積反
應是併行發生的，當反應時間過長時皮膜會出現溶
解的現象，而使得皮膜內應力增加，裂紋結構因此
產生 [7] 。而鹼性鍍鋅化成膜則由於其緻密的表層結
構，使得成膜電位的變化較為穩定。此外，皮膜阻
抗值同樣受到表面結構的影響而有明顯的差異，以
緻密的鹼性鍍鋅化成膜有較高的阻抗值，而產生裂
紋結構的酸性鍍鋅化成膜其阻抗值則僅有 27 kΩ。

酸性鍍鋅製程和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烘
烤後的電化學交流阻抗分析結果如圖 2 所示。
由圖 2(a)奈奎圖發現酸性鍍鋅和鹼性鍍鋅的三
價鉻化成試片其阻抗值分別為 27 kΩ和 53 kΩ，顯示
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皮膜的耐蝕性能明顯優於酸
性鍍鋅之化成皮膜。此外奈奎圖的結果顯示，皮膜
於酸性鍍鋅的條件下呈現電感的行為。一般而言，
電感的產生是由於表面的缺陷結構所引起的現象，
推測皮膜可能附有孔洞或裂紋的結構。圖 2(b)相角
圖的觀察則發現，兩者皮膜皆含有至少兩層以上的
結構，其中於鹼性鍍鋅的條件下，皮膜第二層結構
的緻密性明顯優於酸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

3.3 ಞ൴ड̄ពᙡܑࢬԛၗ̶ژ
圖 3 與圖 4 所示為酸性鍍鋅之表面形貌及鹼性
鍍鋅之表面形貌圖。結果顯示不同鍍鋅製程的表面
結晶性有著明顯地差異，酸性鍍鋅表面形貌呈現片
狀結構，而鹼性鍍鋅則為樹枝狀的結構。結合開環
電位的檢測得知，鍍鋅結晶性的差異將造成成膜初
始開環電位的差異，以及化成膜成長的不同。
圖 5 與圖 6 分別為酸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
表面形貌及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表面形貌

3.4 ໂ̼ѡቢ̶ژ
酸性鍍鋅及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極化曲線
圖，如圖 7 所示。結果發現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
膜於陽極掃描區域時呈現均勻腐蝕的現象；酸性鍍
鋅之三價鉻化成膜的陽極掃描區域則有較明顯的鈍
化行為發生。對照表面微結構分析的結果推測，酸
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表面有較多之孔洞，其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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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不同鍍鋅製程下，三價鉻化成試片之奈奎圖(a)及相角圖(b)。
Figure 2 Nyquist plots (a) and phase angles (b) of the Cr(III) conversion coatings formed by acid zinc plating and
alkaline zinc p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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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ᙳჺᄞീྏ

現象為腐蝕液與孔洞內鋅基材反應，產生鋅的氧化
物而造成鈍化結果。由圖 7 可看出鹼性鍍鋅之三價
鉻化成膜之腐蝕電流為 1.53×10-6 A/cm2，而酸性鍍
鋅的系統則為 3.85×10-5 A/cm2，此外鹼性鍍鋅之腐
蝕電位-1.079 V 同樣比酸性鍍鋅的-1.179 V 大，均
顯示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膜耐蝕性能優於酸性鍍
鋅的系統。

由不同鍍鋅製程下三價鉻化成膜的鹽霧試驗結
果顯示，鹼性鍍鋅三價鉻化成試片在 144 小時才開
始產生白鏽，而酸性鍍鋅的三價鉻化成試片卻在 72
小時便產生白色鏽點。明顯發現鹼性鍍鋅之三價鉻
化成試片的耐蝕性，優於酸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
片。

(a)
(b)
圖 3 酸性鍍鋅之表面型態 SEM 圖(a) 5000 倍，和(b) 30000 倍。
Figure 3 SEM images of the zinc coating formed by acid zinc plating (a) 5000X and (b) 30000X.

(a)
(b)
圖 4 鹼性鍍鋅之表面型態 SEM 圖(a) 5000 倍，和(b) 30000 倍。
Figure 4 SEM images of the zinc coating formed by alkaline zinc plating (a) 5000X and (b) 300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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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表面的結晶性均有差異，酸性鍍鋅表面形貌
呈現片狀結構，而鹼性鍍鋅則為樹枝狀的結構。
經過化成、熱烘烤處理之後，酸性鍍鋅之三價鉻
化成皮膜的表面有明顯裂紋產生。
4. 於極化測試中的陽極掃描區域，鹼性鍍鋅之三價
鉻化成膜呈現均勻腐蝕的趨勢；酸性鍍鋅之三價
鉻化成膜則有鈍化行為。

4. ඕኢ
1. 不同鍍鋅製程會影響皮膜的成膜驅動力，驅動力
越大時，表示皮膜越容易成膜。
2. 電化學交流阻抗分析顯示兩者皮膜皆含有至少兩
層以上的結構，而且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
的耐蝕性明顯優於酸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
3. 場發射電子顯微鏡表面形態分析顯示不同鍍鋅製

(a)
(b)
圖 5 酸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表面型態(a) 5000 倍，和(b) 30000 倍。
Figure 5 SEM images of the Cr(III) conversion coating formed by acid zinc plating (a) 5000X and (b) 30000X.

(a)
(b)
圖 6 鹼性鍍鋅之三價鉻化成試片表面型態(a) 5000 倍，和(b) 30000 倍。
Figure 6 SEM images of the Cr(III) conversion coating formed by alkaline zinc plating (a) 5000X and (b) 300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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