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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台灣某火力電廠機組 SCR 選擇性脫硝觸媒使用 10 多年後因觸媒失活而塗補再生，但
使用 2 年後發現部分觸媒支撐材有破裂之情形，破裂觸媒的放置位置集中於煙氣出口轉角
處，本文從背景調查、現場勘查、觸媒表面觀察、支撐材材質分析、表面成分分析、金相
組織分析、剖面成分分析等多方面綜合探討火力電廠機組 SCR 選擇性脫硝觸媒破損之原因。
根據分析結果觸媒支撐材之破壞屬長時運轉應力腐蝕破壞所造成，長期運作下，煙氣出口
轉角處成為最先產生應力腐蝕破壞之區域。
關鍵詞：選擇性脫硝觸媒；破損分析；應力腐蝕破壞。

ABSTRACT
SCR catalyst installed in a fossil power plant of Taipower had been regenerated due to
deactivation after ten years’ service. However, a part of the catalyst's substrate was ruptured after
two years’ reinstall. The destroyed catalyst's substrate was always occurred at the flue gas export
corne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of failure for SCR catalyst's substrate
by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ethods which included surface observation,
analysis of substrate material, surface composition analysis,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and the profile
composi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the main reason of catalyst substrate
failure was due to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during long-term operation, and the initial region of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was occurred at flue gas export corner.
Keywords: SCR catalyst; Failure analysis;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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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壓製成波浪狀，再將以氧化鈦為主之活性觸媒材
料，均勻塗佈於表面，而觸媒單元由許多 1 mm 厚，
6 mm 間距之觸媒元件(約 72 片)相互疊放置於鋼板
架中組合成。而後觸媒單元整齊至於鋼架中組合成
觸媒集塊，每一集塊由 16 或 24 觸媒單元組成，而
每一觸媒反應器由 5 層(3+2)觸媒集塊組成，每層有
60 組觸媒集塊，現場擺設如圖 3(d)所示。
實地勘查時由於原機組觸媒已重新裝設，而改
至構造類似之其他機組進行觀察。現場觀察發現，
在 SCR 觸媒表面有飛灰沉積，且靠近排煙出口轉角
處沉積較嚴重，呈現緩降坡堆積，同圖 2 所示。同
時也是觸媒破裂較嚴重之區域，破裂區域占整體比
例約 30/480(最上層單層觸媒單元之比例，現場人員
提供之約略值)，正常運作下飛灰會阻塞煙氣排放路
線，也會使觸媒失去作用。根據電廠人員提供之規
範資料所述，觸媒規範的材質為 Titanium Dioxide
base，對於支撐材的材質而言並無明確規範，而由
於 SCR 觸媒已有運作 10 多年的實績，應可初步排
除支撐材本身的材質選用錯誤的問題，但材質本身
是否能耐再生條件酸性環境則需進一歩釐清，材質
成分分析可作為重要參考資訊。為能實際了解破損
原因，將破裂之觸媒與完好狀態的觸媒樣品一同帶
回實驗室作進一步之檢驗分析。

1. ݈֏
台灣某火力電廠機組的 SCR (Selective Catalyst
Reduction)選擇性脫硝觸媒設備於 1996 年 9 月正式
運轉，使用 10 多年後發現觸媒失活，經過重新塗補
觸媒的再生程序後，2009 年 3 月重新裝回機組中繼
續使用。然而，如圖 1 所示，在 2010 年 12 月大修
時發現部分觸媒支撐材有嚴重破裂之情形。根據現
場工作人員反應，破裂觸媒的放置位置集中於煙氣
出口轉角處，此位置恰為飛灰易堆積處，如圖 2 所
示。電廠為了解破損原因，希望根據分析結果作為
後續是否繼續將失活的觸媒作塗補再生之參考依
據，本文即為該電廠所委託的再生脫硝觸媒支撐材
破裂分析案例。

2. ࡦഀአߤᄃனಞછߤ
選擇性觸媒還原法(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簡稱 SCR 為一處理氮氧化物(NOx)的有效方法，SCR
選擇性觸媒還原法廣泛運用於處理燃煤發電廠、高
溫焚化爐、化學工廠等所產生的氮氧化物。一般而
言 ， SCR 選 擇 性 觸 媒 還 原 法 大 多 是 利 用 液 態 氨
(Liquefied Ammonia)或是尿素水溶液(Aqueous Urea
Solution)作為 SCR 處理氮氧化物的還原劑，並且運
用脫硝觸媒，將有毒的氮氧化物(NOx)還原成無害的
氮氣(N2)與水(H2O)。以本案火力電廠機組觸媒反應
器構造為例，如圖 3 所示，觸媒元件是由不銹鋼平

圖2
觸媒表面局部飛灰沉積，呈緩降坡堆積。
Figure 2 Fly ash deposited on the catalyst surface, in
down slope situation.

圖1
觸媒支撐材局部破裂情形。
Figure 1 .Partial cracking of the catalyst’s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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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ࡁտ͞ڱ
3.1 ᛈಫܑࢬ៍၅ᄃՄኳ̶ژ
本案機組觸媒破損支撐材取樣如圖 4(a)所示。
為了解與正常使用觸媒之差異，和正常使用下無破
損的再生後觸媒樣品(圖 4(c))及全新的觸媒樣品(如
圖 4(d))比較，可發現圖 4(a)的外觀偏暗褐色，表面
邊緣處有不知成分之黃綠色物質，疑似腐蝕生成物，
放大如圖 4(b)所示。圖 4(c)外觀偏黃，圖 4(d)外觀
偏灰，將三者作比較可發現外觀顏色相異，可依此
推測所處之環境不相同造成表面的顏色差異，可能
為破損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機械性質上本案機組
觸媒破損支撐材與另兩種樣品相較之下較脆，表面
也有較潮濕的情形，觸媒與支撐材(不銹鋼網)之間的
黏附力也較強，綜以上觀察顯示本案破損可能與腐
蝕問題相關。
由於觸媒支撐材為 SCR 觸媒的支撐材，據現
場人員說法材質為不銹鋼，但由於規範並未詳列，
製造廠商未提供的情況下，不知為何種不銹鋼。由
於不銹鋼種類繁多，成分與特性皆有所差異，為釐
清破損原因在試驗前先進行材質確認，先將觸媒部

(a) 觸媒元件

(b) 觸媒單元

(c) 觸媒集塊

(d) 觸媒現場擺設

圖 3 選擇性觸媒反應器示意圖。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CR catalyst reactor.

分去除，再將觸媒不銹鋼支撐材以鹽酸和硝酸溶出
後，以感應耦合電漿發射光譜儀(ICP-OES，型號：
Thermo iCAP 6000 series)進 行檢測三個測試樣品

(a)

(b)

(c)

(d)
圖 4 不同觸媒狀態表面觀察。
Figure 4 Surface observation of the different catalytic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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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再將三個測試樣品結果平均與 ASTM
A240[1]所列之成分規範作比對，如表 1 所示。以 430
肥粒鐵系不銹鋼之主要添加成分來看(Cr：17.0 ~ 19.0,
Ni：0.75 max)，觸媒不銹鋼支撐材成分較符合 ASTM
所列之 430 系不銹鋼成分規範。

3.2 ܑࢬј̶̶ژ
由於機組觸媒破損支撐材除外觀偏暗褐色與新
觸媒外觀不同外，表面邊緣處有不知成分之黃綠色
物質，疑似腐蝕生成物如圖 4(b)所示，因此針對破
損觸媒表面不同位置利用 SEM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Joel-JSM5410)和 EDS 能量分散光譜儀(Oxford INCA
-SIGHT)進行表面形貌觀察與定性分析。圖 5(a) ~ 圖
5(f)分別為破損觸媒表面不同位置之分析結果，圖 5(a)
為黃綠色物質以 SEM 放大 35 倍的表面形貌，圖 5(b)
為局部區域放大 1000 倍的表面形貌，圖 5(d)為對應
之定性分析結果。根據過往的研究報告 [2] ，已知一
般觸媒成分如表 2 所示，因此可知表面有 Al、Ca、
Fe、S、P、Si 等沉積物(或腐蝕生成物)。又根據研
究報告 [2] ，得知使用過後的觸媒若以電子探針微分
析儀(EPMA)分析表面可發現，使用過的觸媒表面會
增加 SiO2、Al2O3、CaO、SO3、Fe2O3、P2O5 等成分，
與 EDS 定性分析結果之元素一致，推測觸媒表面物
質為飛灰與三氧化硫(SO3)附著物。而將圖 5(d)和圖
5(f)比對，可知綠色物質沉積物成分與觸媒表面其他
部位不同。
EDS 結果顯示圖 5(b)絨毛狀組織的成分應與

圖5
觸媒表面不同位置表面觀察。
Figure 5 Surface observation of the catalyst at
different positions.

S、Al、Fe、P 等沉積物有關，再針對黃綠色沉積物
以 X 光繞射分析儀分析其結晶結構，如圖 6 所示。
圖為繞射分析原始圖譜去背景值後與 ICD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ffraction Data)資料庫比對進
行晶相鑑定分析結果，分析結果晶體結構以 CaSO4、

表 1.
觸媒支撐材成分分析結果與比對(wt%)。
Table 1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catalyst’s substrate (wt%).
Element
Mn
S
Si
0.72
0.50
0.55
測試點 A
0.51
0.68
0.27
測試點 B
0.51
1.84
0.21
測試點 C
0.58
1.01
0.463
平均
1.00 max 0.030 max 1.00 max
ASTM A240 之 430 規範值

表 2.
觸媒成分分析表。[2]
Table 2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catalyst.
Fe2O3
K2O
Compound
Al2O3
7.21
0.06
0.023
成分 (%)

MoO3
5.75
-34-

Cr
19.35
17.11
17.00
17.20
16.0 ~ 18.0

Na2O
0.13

Ni
0.13
0.10
0.18
0.137
0.75 max

SiO2
14.84

Mo
0.25
0.08
0.06
0.167
--

TiO2
70.97

Ti
0.02
0.01
0.01
0.034
--

V2O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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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表面沉積物 X 光繞射分析結果。
Figure 6 XRD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urface deposit.

TiO2、C、硫酸鐵水化合物為主。由表 2 可知一般觸
媒成分的含鐵量並不高，飛灰中 Fe2O3 也非主要成
分。綜上述 EDS 和 XRD 分析結果可推測其表面的
硫酸鐵水化合物應為觸媒支撐材(不銹鋼網)的鐵與表
面的 SO3 等硫化物形成之腐蝕生成物。

為確認機組觸媒破損件(不銹鋼支撐材處)的腐
蝕情況，將全新觸媒、再生前的觸媒與破損觸媒支
撐材分別截取試樣剖面作為金相試片，經過鑲埋、
研磨拋光，再以蝕刻液蝕刻(Etching）後，分別得到
圖 7 和圖 8 不同之金相組織。圖 7(a)整體為肥粒鐵
組織，黑色的碳化鉻分布於肥粒鐵組織內，晶界並
不明顯，外緣處平整無缺陷，圖 7(b)與圖 7(a)相較，

3.3 ࠹ܛᖐ̶ژ

(a)
(b)
圖7
全新與再生前觸媒支撐材剖面金相組織，(a) 全新，(b) 再生。
Figure 7 Comparison of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new and before regeneration catalyst’s substrate, (a) new, (b) before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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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雖不變，但晶界較明顯，外緣處部分位置已有
缺陷，有腐蝕現象；圖 8 為三圖中晶界最明顯，外
緣腐蝕情形相當嚴重。綜合圖 7 和圖 8 晶界與外緣
的現象即為前述的表面有破孔(缺陷)，腐蝕物質得以
進入材料內部，優先沿著鉻缺乏區(晶界)腐蝕的沿晶
腐蝕 。觸媒支撐材剖面的金相組織觀察有沿晶腐蝕
之現象與前述表面分析有腐蝕生成物之結果一致。

3.4 ࣠ࢬј̶̶ژ
為了解腐蝕的主要成因，將前述破損觸媒支撐
材剖面利用 EDS 進行成分分析，結果如圖 9 所示。
圖 9(a)為未蝕刻破損觸媒支撐材剖面 SEM 觀察結
果，顯示未經蝕刻其剖面邊界已有沿晶腐蝕破壞之
情形。圖 9(b)為觸媒部分之 EDS 分析結果，與表 2

圖8
破損觸媒支撐材剖面金相組織。
Figure 8 Microstructure of the cracking catalyst’s
substrate.

(a)

(b)

(c)

(d)

圖 9 破損觸媒支撐材剖面 EDS 成分分析。
Figure 9 EDS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cracking catalyst’s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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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分分析結果一致。圖 9(c)和圖 9(d)觸媒支撐材
與晶界的 EDS 分析結果，顯示支撐材主要成分符合
前述 ICP 試驗結果，將圖 9(c)和圖 9(d)兩相比較可
發現在晶界處有 S、Al 等支撐材沒有的元素。綜前
述之表面成分與剖面成分分析，顯示沿晶腐蝕的主
要腐蝕生成物以硫化物為主，即 S 為沿晶腐蝕的主
要成因。

3.5 ტЪ̶ژ
前述金相組織結果顯示 SCR 觸媒在正常運作
下經過一段時間後，未再生前已有表面腐蝕之情形，
也有部分沿晶腐蝕之現象；再生後使用一段時間，
部分區域的沿晶腐蝕與表面腐蝕之情形會加劇。又
綜合表面與剖面成分分析，顯示腐蝕生成物來原應
為隨飛灰堆積於觸媒表面的硫化物而造成沿晶腐
蝕，此沿晶腐蝕之現象應為整體觸媒支撐材的共同
現象。然由於煙氣出口轉角處為飛灰易堆積處，亦
為硫化物含量較高之區域，可能因含硫濃度較高的
關係造成較快的反應速率。
金屬材料在腐蝕環境下受張應力時，腐蝕一般
會先從表面開始，沿著特定滑動面延伸而發生龜裂，
最後導致材料的破壞，此破壞稱為應力腐蝕破裂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SCC)。而產生 SCC 所需
的張應力可以是殘留應力又或是施加應力。金屬在
發生 SCC 的初期，會先在金屬表面上的蝕孔或不連
續處形成微小的裂縫，此時裂縫尖端會因受張應力
而造成應力集中，再加上和環境中的化學物質交互
作用的結果產生化學脆性，使變尖的裂縫可在低於
降伏點的應力下快速傳遞導致破裂。因此整個 SCC
可區分為裂縫生成和裂縫成長兩階段，而若張應力
或腐蝕環境其中任一要素停止，則裂縫將停止成長。
應力腐蝕破裂發生的必要因素有三：一是足夠

圖 10
應力腐蝕破裂(SCC)發生要素示意圖。
Figure 10 Phenomenological factos required for SCC
diagram.

的 張 應 力 (Tensile Stress) 、 腐 蝕 的 環 境 (Corrosive
Environment) 與 易 敏 化 性 材 料 (Susceptible
Material)[3] ，三者必須同時存在才有應力腐蝕的產
生，如圖 10 所示。應力腐蝕破裂之必要條件中，材
料與環境具有對應之關係，不同材料易發生應力腐
蝕的環境也大不相同。表 3[4]為每種材料發生應力腐
蝕破裂之現象時所搭配之腐蝕環境，如表 3 所述，430
不銹鋼為鐵鉻系不銹鋼在 H2S、H2SO4 等含硫酸性環
境易發生應力腐蝕，加上飛灰堆積對於觸媒支撐材
的重力因素造成應力，以及 SCR 段煙氣溫度約為 350
~ 375 °C，已接近 430 不銹鋼材料敏化之溫度。同時
符合了應力腐蝕破裂三大要件 － 材料、應力和環
境條件，長期運作下，使煙氣出口轉角處成為最先
產生應力腐蝕破裂之區域。

應力腐蝕現象之材料與環境對照表。[4]
Relationship table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CC situation.
材料種類
對應之環境
鐵鉻系不銹鋼(肥粒鐵系)
NaOH、NH3、H2S、H2SO4、NH4Cl、MgCl2…等
鐵鉻鎳系不銹鋼(沃斯田鐵系)
NaOH、KOH、NaF、NaBr、MgCl2、LiCl…等
碳鋼
HNO3+H2SO4、CaCl2、MgCl2、H2SO4、H3PO4、H2S…等
鋁合金
NaCl、KCl、MgCl2…等。
銅合金
NH3、HNO3、HCl、HgCl2…等。

表 3.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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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架設吹灰器等裝置避免煙氣出口轉角處堆積
大量飛灰，減少應力對應力腐蝕之影響。
8. 不改變整體設計前提下，可考慮在飛灰易堆積處
觸媒不以再生方式延壽，改以新觸媒作替換較符
合經濟效益。

1. 本案火力電廠機組觸媒破損支撐材之機械性質與
一般正常樣品相較之下較脆，表面呈現較潮濕的
狀態，觸媒與不銹鋼網支撐材之間的黏附力較也
較強，顯示破損應與腐蝕問題相關。經 ICP 檢測
支撐材材質為 430 不銹鋼。
2. 破損觸媒表面分析結果發現 Al、Ca、Fe、S、P、
Si 等沉積物，晶體結構以 CaSO4、TiO2、C、硫
酸鐵水化合物為主，推測其表面的硫酸鐵水化合
物應為觸媒不銹鋼網支撐材的鐵與表面的 SO3 等
硫化物作用所形成之腐蝕生成物。
3. 觸媒支撐材剖面的金相組織觀察有沿晶腐蝕現
象，與表面分析腐蝕生成物之結果一致。破損件
的沿晶腐蝕與表面腐蝕情形較一般正常使用之觸
媒嚴重。
4. 剖面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沿晶腐蝕的主要腐蝕生成
物以硫化物為主，即 S 為沿晶腐蝕的主要成因。
5. 430 不銹鋼在 H2S、H2SO4 等含硫酸性環境易發
生應力腐蝕，加上飛灰堆積對於觸媒支撐材的重
力因素造成應力，以及 SCR 段煙氣溫度約為
350~375℃，已接近 430 材料敏化之溫度，同時
符合應力腐蝕三大要件-材料、應力和環境條件，
長期運作下，使煙氣出口轉角處成為最先產生應
力腐蝕破裂之區域。因此綜合前述之外觀觀察、
表面與剖面成分分析、金相觀察等分析結果，觸
媒支撐材之破壞屬長時運轉應力腐蝕破壞所造
成。
6. 觸媒再生的水洗後烘乾若有殘餘水分，易與表面
的硫化物反應形成硫酸，會加速應力腐蝕情形的
發生，建議水洗烘乾的溫度提高或時間拉長，並
在運送過程以防水套等保護方式減少水分殘餘與
附著的機會。

ᔁ
本研究能得以完成，承蒙現場單位發電廠黃達
義課長及其他鍋爐組同仁提供相關資料協助配合，
也感謝綜研所能源室謝運華博士給予分析研究意
見，使研究工作得以順利完成，在此致上最高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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