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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本文介紹國內鋼鐵廠的鋼筋混凝土設施，其結構劣化調查之結果，並針對各項 RC 結
構設施進行劣化原因分析，並提出改善建議或防蝕措施。此外，從 RC 結構的設計規劃、
施工、使用維護管理等三階段，探討各階段的防蝕對策與最適的方法。期能藉此增進國人
對 RC 結構劣化現象的瞭解，並喚起從事 RC 結構設計、施工及維護管理者，對鋼筋防蝕應
用的重視。
關鍵詞：鋼筋混凝土；防蝕。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compiled from a survey on deterior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facilities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aiwan. Emphases are placed on the causes of
deterioration for each individual reinforced concrete facility. Maintenance techniques or practices
aimed at corrosion prevention are then recommended. Moreover, advanced corrosion prevention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for design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aciliti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Reinforced Concrete; Corrosion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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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2 RC ඕၹჺᄞአߤ۞͞ڱ

鋼鐵廠內有許多大型的設施與設備基座，是採
用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 RC)方式建造。由
於某些特定的鋼材生產製程之環境腐蝕性較高，容
易使得其鄰近的 RC 結構物發生鋼筋腐蝕之現象。
假如這些結構在建造或使用期間，缺乏額外且可靠
的鋼筋防蝕措施，那麼鋼筋提早腐蝕的問題是預料
中的事。若再加上不當的混凝土修復施工，則不僅
無法有效的修復，甚至會造成結構劣化的範圍逐漸
擴大，而無法擺脫一修再修的困境，並折損結構物
的使用年限。
有鑒於此，本文將提出三件鋼鐵廠內 RC 結構
腐蝕調查的案例，針對調查結果說明其結構劣化的
徵狀，並深入探討造成結構劣化的原因，以及改善
建議或防蝕措施。最後，從 RC 結構的設計規劃、
施工、使用維護管理等三階段，探討各階段的防蝕
對策與最適的方法。期能藉此增進國人對 RC 結構
劣化現象的瞭解，並喚起從事 RC 結構設計、施工
及維護管理者，對鋼筋防蝕應用的重視。

調查的方法[1,2]包括目視檢測、混凝土取樣及取
樣物的 EDS 分析、混凝土鑽心取樣、中性化檢測、
混凝土氯離子含量檢測。目視檢測的重點包括外觀
完整性、混凝土裂縫、剝落、白華等表面缺陷的位
置、範圍及劣化程度等損壞情況，並檢查是否有滲
水及鋼筋腐蝕之情形。再根據目視檢測的結果，進
行結構損壞的肇因分析[3,4]。

3. ඕڍᄃኢ
3.1 ჟܒ፟ૄळ RC ඕၹК̼னڶ
位於熱軋鋼帶工場的精軋機基座，為 F1 ~ F7
等七部精軋機所組成，該七部精軋機的基座為一連
續 RC 結構，其結構斷面如圖 1 所示，基座的上方
與中間呈一非對稱 Y 型空心結構，已經使用 27 年，
其結構外側即為本次腐蝕檢測之主要對象，檢測的
範圍則如圖 2 所示。包括基座外側牆體的上端、斜
邊、及下端，檢測之高度約為 5.5 m，總長度約為 43
m。
圖 3 為精軋機基座外側的目視檢測紀錄示意
圖。基座外觀普遍有白華、混凝土剝落，小範圍的
分層與銹斑，少數幾處且呈零星分佈之鋼筋腐蝕損
壞現象。5 處裂縫有嚴重的滲水現象(為基座內側的
製程冷卻水)，以及預埋鋼件表面嚴重腐蝕(未標示於
圖中)，相關損壞之情況，如圖 4 所示。

2. ࡁտ͞ڱ
2.1 አߤ၆෪
本研究的檢測標的物包括一座總長度約 43 m
的精軋機基座之外側牆面、一條總長度約 48 m 的鋼
捲輸送軌道基礎，以及數座位於動力工場內的鋼結
構基座。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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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精軋機基座結構斷面示意圖。
Cross section of the concrete foundation of a fin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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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表面有白華現象產生時，通常顯示其曝露環
境的溼氣重。從檢測位置 39 ~ 40 m 的上端，確實可
直接觀察到滲水。從混凝土表面同時具有白華與銹
斑之位置，也可推測出其他的滲水處(如圖 3 中之藍
色箭頭所指之處)，而水源應為基座內側的製程冷卻
水向外噴濺。
圖 5 為取樣的混凝土白華之 EDS 分析結果，
除了典型的白華與混凝土成分之外，也分析到微量
的氯離子。由此可推測導致混凝土白華產生的水源，
為滲漏的製程冷卻水。由於基座上的滲水情況相當
嚴重，造成混凝土毛細吸水的頻率高，再加上局部
鋼筋的保護層厚度不足，是造成鋼筋腐蝕的主要原
因。
從基座表面水泥砂漿層的剝落外觀，可研判該
剝落情況之產生，為水泥砂漿塗覆前的表面處理不
良，或預濕不夠充分，導致新舊面接合不良。

混凝土裂縫呈現井字型及不規則狀之外觀形
貌。其中，不規則狀裂縫的深度淺，且只侷限於表
面之水泥砂漿層外，屬於乾縮裂縫；而其餘裂縫的
深度則延伸至結構體之混凝土表層。各裂縫之最大
寬度皆超過 6 mm，且裂縫下方鋼筋顯然已經發生腐
蝕。
從檢測位置 35 ~ 38 m 處的斜邊之裸露鋼筋，
經量測可得知保護層厚度約僅有 30 ~ 40 mm，所有
裸露鋼筋的表面竹節紋，均腐蝕嚴重而不復存在，
且鋼筋直徑已由原先的 25.4 mm 減薄至 19.0 mm，
減薄率達 25%。由於鋼筋腐蝕的外觀形貌，並無明
顯的電蝕特徵，故可將因雜散電流引起的鋼筋損傷
之可能性排除。
由於混凝土白華的現象，是水泥中的氫氧化鈣
(Ca(OH)2)遇水潮溶後，經空氣乾燥及固著於混凝土
表面的產物，主要成分為碳酸鈣(CaCO3)；因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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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精軋機基座外側的腐蝕檢測範圍。
Figure 2 Schematic of the corrosion inspection range of the exterior wall of the finish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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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精軋機基座外側的目視檢測紀錄示意圖。
Figure 3 Schematic of visual inspection records of the exterior wall of the finishe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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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精軋機基座外側的損壞情況：(a) 混凝土裂縫、白華與銹斑，(b) 鋼筋腐蝕，(c) 混凝土剝落、分層，
(d) 滲水痕跡。
Figure 4 Degradation in the exterior wall of the finisher foundation, (a) cracks, efflorescence and rust stains in
concrete; (b) rebar corrosion; (c) concrete delamination; (d) water leakage.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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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鑽心試體氯離子含量與混凝土深度分佈之關
係，可看出鑽心試體氯離子的分佈，呈外表面高且
往結構內部逐漸遞減之狀態。顯示該氯離子是經由
外在環境往結構內部擴散而成，並非澆置時之預拌
混凝土材料遭氯離子汙染所致。因此，除了受到混
凝土中性化的影響外，廠房內部酸洗線的鹽酸霧氣
之侵蝕作用，是造成鋼捲輸送軌道基礎鋼筋腐蝕的
主要原因。

此外，位於基座外側的裸露預埋鋼件，除了近期更
換者之外，其表面均有嚴重的腐蝕現象。雖然預埋
鋼件僅提供固定與支撐附屬管線之用，本身腐蝕減
薄並不會直接影響到基座整體結構的使用安全性，
但仍會損及其周圍的混凝土剝落。

3.2 ᐀ଡᏮਖ਼ૄᖂ
位於酸洗線廠房內的鋼捲輸送軌道基礎，有明
顯的混凝土隆起、龜裂、剝落及鋼筋腐蝕裸露等損
壞現象，如圖 6 所示。經酚酞指示劑檢測混凝土鑽
心取樣試體(圖 7)，發現混凝土中性化的深度普遍達
20 ~ 35 mm。鑽心試體的氯離子含量檢測之結果，
如圖 8 所示。

3.3 ᐀ඕၹૄळК̼னڶ
位於動力工場內的附屬設施的鋼結構基座，普
遍有混凝土角隅裂縫、局部剝落，甚至整塊脫落之
損壞情況發生，且鋼柱底板周圍有明顯的腐蝕，如

(a)

(b)

圖5
精軋機基座外側白華成分 EDS 分析結果，(a) 取樣位置於 3 ~ 4 m 處，(b) 取樣位置於 20 ~ 21 m 處。
Figure 5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fflorescence on the exterior wall of the finisher foundation. (a) sampling position
at 3 ~ 4 m, (b) sampling position at 20 ~ 2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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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所示。從圖 9 的照片中可觀察到，鋼柱底板周
圍開裂或剝落混凝土與地面的界面相當平整，可見
二者間根本無任何黏結作用。亦即，該混凝土灌注
施工前，未進行施工界面打毛及預濕等處理之施工

2011 年 12 月

不足或不當，是造成此缺陷之主因。
此外，動力工場的設備在操作期間，大多會衍
生出振動的問題，而混凝土表面一旦有微裂縫形成，
外在環境的振動作用，將會促使裂縫的蔓延加速。

圖 6 鋼捲輸送軌道基礎的損壞情況。
Figure 6 Degradation in the foundation of a coil transfer rail.

圖 7 混凝土鑽心試體中性化檢測。
Figure 7 Photos of concrete cores and carbonatio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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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場的設施與鋼構支撐架基座之混凝土損壞情
況，非常普遍。

異，千萬不可以一蓋全，否則結構修復的效果將只
是短暫的，而無法維持長期。
針對精軋機基座而言，由於基座外側局部最外
層鋼筋保護層不足，以及內側製程冷卻水嚴重的滲
漏問題，才會導致外側結構發生劣化。因此在進行
結構修復時，同時必須解決製程冷卻水滲漏的問題，
否則在無預防滲水問題再發機制的情況下，混凝土
劣化與鋼筋腐蝕現象必然會再度浮現。建議滲水問
題採取疏導或封堵的方式，或是在結構表面全面性
施加混凝土表面防水塗裝處理(含預埋鋼件表面)，作
為滲水防範的保護措施。
針對鋼捲輸送軌道基礎而言，由於混凝土中性
化，再加上受到酸洗線鹽酸霧氣的侵蝕作用，才會
導致結構發生劣化，因此在進行結構修復時，務必
導入鋼筋防蝕的機制，才能有效杜絕類似的結構破
壞現象再發。建議可在結構表面全面性塗裝耐酸鹼
性的防蝕塗層，提供阻止酸洗線鹽酸霧氣滲入之保
護措施。
針對鋼結構基座而言，由於是混凝土灌注前的
界面打毛及預濕等施工不當，才會導致混凝土嚴重
損壞。建議修復時，除了應避免上述施工不當的情
況再度發生外，可在灌注上層的混凝土時，鋪設鋼
筋或鋼筋網，增加上層混凝土的的握裹力。同時，

3.4 ֨ڼඉர
從上述三件腐蝕調查案例中，可看出結構的劣
化表徵雖然相似，但是個別的劣化原因卻大不相同。
因此，針對個案的改善或防蝕考量，必然會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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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混凝土鑽心試體氯離子含量檢測結果。
Figure 8 Chloride content profiles in the concrete
cores.

圖 9 動力工場鋼結構基座的損壞情況。
Figure 9 Degradation in the of foundation of the steel structures at a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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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塗層，作為保護措施。此外，從鋼結構基座劣化
之情況，可以瞭解施工品質對混凝土耐久性之影響。

應強化基座裸露鋼材表面的防蝕能力，以防止因鋼
材腐蝕而引起周圍混凝土開裂的情況發生。
此外，在裂縫修復工法上，與鋼筋腐蝕有關的
裂縫，必須將之視為鋼筋腐蝕問題進行修復，千萬
不可直接以注射方式填縫修補。在 RC 結構修復時，
務必注意混凝土表面打毛、修補邊緣(含周圍)處理、
鋼筋背後混凝土鑿除、鋼筋表面除銹、水泥砂漿填
補前之預溼及養護等之施工品質要求。另外，混凝
土表面防水塗裝材料的選用與評估，也是防蝕與否
能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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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ඕኢ
本文以鋼鐵廠內熱軋鋼帶工場的精軋機基座、
酸洗線廠房內的鋼捲輸送軌道基礎，以及動力工場
戶外附屬設施的鋼結構基座等三件 RC 結構腐蝕檢
測案例，指出曝露在鋼材生產的特殊製程環境中之
鋼筋腐蝕原因及防治策略，提供從事 RC 結構設計、
施工及維護管理者參考。對於 RC 結構有局部最外
層鋼筋保護層不足，並且有遭受鄰近附屬管線嚴重
滲漏的問題之改善，宜同時採取結構修復與滲水的
問題，並採取結構表面全面性施加混凝土表面防水
塗裝處理，作為預防因滲水而引發混凝土劣化的保
護措施。對於具有混凝土中性化及鹽酸霧氣侵蝕問
題之改善，可在結構表面全面性塗裝耐酸鹼性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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