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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關鍵字: 稀土金屬、化

成處理、鎂合金、硝酸鈰) 
 

本研究旨在探討 AZ31 鎂合金板

材在稀土鹽類硝酸鈰化成液中化成皮

膜微結構、特性與生成機制。同時探

討化成溫度、pH 值與過氧化氫含量對

化成皮膜結構與成長的影響。硝酸鈰

化成皮膜的生長首先是鎂離子的溶

出，氫離子還原形成氫氣，試片界面

pH 值迅速上升，溶液中金屬離子以氫

氧化物沉積，形成化成皮膜。在未添

加過氧化氫的化成系統中，化成皮膜

共有三層，靠近底材的多孔層，接著

是緻密層，外層為髮狀層。添加過氧

化氫所形成的化成皮膜為雙層結構。

靠近底材為氫氧化鎂，外層為二氧化

鈰與氫氧化鎂之混和物。 
 
Abstract (Key word: Rare earth metal, 
conversion coatings, magnesium alloys, 
cerium nitrate) 
 

Micro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erium 
conversion coatings on AZ31 
magnesium plat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emphasis on solution pH, 
temperature and the addi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upon immersing in 
the solution, AZ31 plates dissolved to 
form magnesium ions and trace of 

aluminum ions. Meanwhile, the pH at 
the interface rose because of hydrogen 
liberation.  This increase in interfacial 
pH caused the precipitation of 
magnesium and aluminum hydroxides.  
The coating formed in 0.05M cerium 
nitrate solution consisted of three layers 
with a porous layer overlaying the 
magnesium substrate, an intermediate 
compact layer followed by a fibrous 
layer as the major overlay. The coating 
formed in the solution with the addi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comprised 
primarily the cerium oxide as the major 
overlay and a porous magnesium 
hydroxide layer intimately contacted 
with the substrate.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鎂是一種極為活潑的金屬，其標

準還原電位是所有結構金屬中最低

的，故在大氣中極易形成一層氫氧化

鎂及水合碳酸鎂和硫酸鎂的灰色薄

膜，根據鎂的 Pourbaix 圖(圖 1)，此層

鈍化膜在 pH 小於 11 的水溶液中不穩

定，無法保護鎂底材免於鏽蝕，需藉

由適當表面處理來提升其抗蝕性，同

時提升後續塗裝的施工性。鎂合金的

表面處理非旦可提高其抗蝕性，更可

賦予表面特殊性質，例如抗磨耗性、

低摩擦性數和生物相容性等。 
化成皮膜處理是藉由化學溶液的



浸漬在鎂合金上生成抗蝕性較佳的皮

膜，此種皮膜同時提升鎂合金件後續

的塗裝加工性，即提高塗裝層與鎂合

金件之間的附著性[1]，工業上應用最

廣的鎂合金化成皮膜處理是鉻酸鹽皮

膜處理，其中又以 Dow7 處理藥液最為

著名[2]，此種鉻酸鹽皮膜具有極佳抗

蝕性，皮膜附著性也極為優良[2,3]，然

而化成液中六價鉻（Cr6+）離子和含鉻

廢水與廢氣對環境生態造成極大的污

染，同時含鉻的皮膜層亦影響鎂合金

的回收再處理特性。所以，各先進國

家莫不積極開發非鉻酸鹽處理的皮膜

處理方法，例如磷酸鹽皮膜處理[2,4]、
磷酸鹽/過錳酸鹽皮膜處理[5]、錫酸鹽

皮膜處理[6,7]、鈷酸鹽皮膜處理[8]與
稀土金屬鹽皮膜處理[9]等。其中以稀

土金屬鹽皮膜處理的化成液組成最為

單純，通常只含有稀土金屬如鈰、鑭

與釹等的硝酸鹽、硫酸鹽和氯化物。 
鎂合金的化成處理中皮膜的主要

成長機制都牽涉到鎂底材的氧化或溶

解，如化成處理時，鎂的溶解為主要

的陽極反應，陰極還原反應主要有氫

離子的還原或各類酸根的還原，氫離

子還原導致電極鎂合金表面 pH 值升

高，同時鎂離子濃度增加與各類酸根

濃度的改變，在適當的 pH 值下，金屬

氧化物或氫氧化物的沈積形成所謂的

化成皮膜。目前針對鎂合金化成皮膜

成長機制雖未見詳實的報導，但從可

能機制看來，鎂底材的溶出是整個反

應的第一個步驟，這意謂著鎂底材的

成分影響整個化成處理的皮膜成長機

制，同時影響皮膜結構、成分及其抗

蝕性。本研究為釐清各種成份對皮膜

生成的影響，盡量簡化化成液的組

成，以一主要鹽類為主，再配合 pH 值

的調整或腐蝕抑制劑的添加釐清為釐

清各種成份對皮膜生成的影響，盡量

簡化化成液的組成，以一主要鹽類為

主，探討化成溫度和過氧化氫的添

加，對化成皮膜的結構與成長所造成

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 AZ31B 鎂底材

為壓延板材，厚度 1.6mm，試片裁切

成 30mm×15mm。以水砂紙由#240 研磨

至#2500 後，以去離子水清洗試片，置

入 95％酒精超音波震盪 30 秒後，取出

以空壓機吹乾，使用微量天秤(精度

0.1mg) 測量未處理前之試片重量

（W1），而經化成處理後的試片，經陰

乾後稱其重量（W2），定義 ∆W＝

W2-W1，為表面處理時試片重量的變

化，代表皮膜重量和鎂底材溶蝕的重

量差，將 ∆W 和處理時間（t）作圖用

以評估皮膜成長的動力學。 
基本化成液組成為 0.05M 硝酸

鈰水溶液，溶液的 pH 值為 5.2。本研

究共分二個化成系統主軸: 
1. 0.05M 硝酸鈰水溶液，化成液溫度

為 30℃與 60℃。 
2. 0.05M 硝酸鈰化成液中添加 0.5M

過氧化氫，此溶液 pH 值 2.7，化成

液溫度 30℃、60℃。 
化成皮膜性質量測有單位化成面

積的重量變化量測、化成皮膜厚度量

測、交流阻抗分析，化成皮膜特性觀

察則使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穿

透式電子顯微鏡(TEM)、低掠角 XRD
以及 EDX 成分分析。 

 
四、結果與討論 
 
1.化成皮模生成機制 

圖2顯示在30℃ 0.05M的硝酸鈰

水溶液中進行處理時皮膜厚度與單位

面積重量變化隨化成時間變化的情

形，初期 30 秒化成皮膜即迅速生長，

經化成處理 20 分鐘後，皮膜的厚度趨

近於 3.5µm。單位面積的重量變化隨著

化成時間的增加，但化成皮膜厚度漸

趨飽和。此現象顯示，皮膜隨化成時

間增加而逐漸緻密。此結果初步的顯

示，化成皮膜的成長機制可能由擴散

控制。 



表面形貌觀察發現硝酸鈰化成皮

膜初期循著試片前處理時造成的機械

損傷生長，顯示皮膜的生長位置為試

片局部高能位置。皮膜的生長型態先

形成圓球狀皮膜，如圖 3(a)。當皮膜持

續成長至 1 分鐘，初期的球狀皮膜已

聚集成一緻密的島狀皮膜覆蓋於鎂合

金板材，並且仍然可以隱約觀察到機

械研磨所留下之刮痕，表示皮膜厚度

仍然相當薄。經化成時間一分鐘後，

皮膜已有裂紋產生，此因皮膜乾燥含

水物脫水造成體積收縮，皮膜殘留拉

應力而導致皮膜龜裂。化成皮膜裂紋

隨著化成時間增常持續的變寬，伴隨

化成皮膜脫落的現象，顯示皮膜附著

性不佳的現象。圖 4 顯示化成時間 0.5
分鐘的高倍 SEM 表面形貌觀察，皮膜

的微觀結構為髮狀，並且單獨一根髮

狀的直徑約略為 10nm。 
對應橫截面 TEM 觀察，化成時間

0.5 分鐘後皮膜厚度約為 600nm，化成

皮膜並未完全披覆底材(圖 5(a))，故其

表面形貌清楚可見試片研磨造成的刮

痕。圖 5 (b)~(d)為(a)中 Mg、1、2、3
符號所示之 EDX 成分分析，符號 Mg、
1、2、3 各自代表為底材、多孔層(porous 
layer)、緻密層(compact layer)，以及髮

狀層(fibrous layer)。其中多孔層之 EDX
含有鎂、鋁、氧，且多孔層鋁的含量

遠比鎂底材含量高，顯示鎂底材的溶

出及以化化物形式重新沉積。化成處

理 3 分鐘後，化成皮膜厚度增厚且有

緻密化的趨勢；而試片研磨造成緻密

層與髮狀層分離，但緻密層仍與多孔

層接和在一起，表示髮狀層與緻密層

的附著性不佳，容易脫落，可見髮狀

層與緻密層的附著性對化成皮膜的後

續塗裝效果有關鍵的影響。髮狀層的

繞射對比較緻密層的來的明顯，可知

緻密層較髮狀層結晶性好。緻密層之

明暗視野顯示晶粒極非常細小，約為

10nm，對應低掠角 XRD 分析結果(圖
7)，化成皮膜結構為氧化鈰(CeO2)，繞

射峰形狀寬大，顯示晶粒極小，經由

計算，晶粒大小與橫截面 TEM 觀察結

果吻合。 
圖8是60℃ 0.05M硝酸鈰水溶液

中生成之化成皮膜表面形貌，相較於

30℃的化成處理，提高化成液溫度可

以增進皮膜的致密性。圖 9 為在 60℃
化成處理 0.5 分鐘之橫截面 TEM 照

片。化成溫度升高，對於化成皮膜的

三層結構變化不大；溫度提高時，陽

極鎂溶出速率增加，使氫離子還原速

率加快，表面 pH 值上升較為劇烈，且

溫度升高增加擴散質傳的速率。相較

於較低溫的系統，不論是皮膜厚度或

單位化成皮膜重量變化皆呈現大幅上

升，尤其是較長的化成時間此現象更

為顯著。圖 10Nyquist 圖，高頻區段重

疊顯示在不同化成溫度下之化成皮膜

在溶液介面層所產生的阻力及堆疊電

荷的程度相當而在低頻中所產生之半

圓，主要為鈍化膜所致。當化成溫度

提高時化成皮膜抗蝕性增加，顯示因

溫度較高時緻密層與髮狀層沈積較

厚，整體而言，對於皮模阻抗較大，

因此較溫度低之化成皮膜阻抗高。另

外，隨化成處理的進行，皮膜厚度遞

增，其皮膜極化阻抗亦隨之增加(圖
11) 。 

圖 12 為鎂合金硝酸鈰化成皮膜

成長機構示意圖。未經化成處理時，

鎂合金表面先形成一層氧化層。化成

皮膜開始生成時，在大氣中所形成的

氧化鎂會立即溶解並產生化成皮膜。

試片浸泡於化成液時，陽極反應為鎂

溶解成離子並夾雜著微量的鋅溶解，

而陰極反應為氫離子還原成氫氣，使

得試片表面的 pH 值升高，此反應主導

整個化成機制的進行。鋁在 pH 值超過

4.0 的溶解度急劇減小，鋁酸根非常容

易和鎂離子沉積於鎂底材之上，形成

多孔層，主要成份為氫氧化鎂與氫氧

化鋁。隨著鎂底材的持續溶出，當溶

液表面的pH值達到三價鈰離子參與沉

積反應的值(約 6.5)，鈰離子隨即加入

鎂離子的沉積，在多孔層之上形成一



緻密的鈰鎂氫氧化物層，如圖 12(b)。
此較為緻密的氫氧化物層，並非完全

阻止反應的持續進行，而是具有許多

的缺陷，可容許離子的擴散。在緻密

層外，在一局部區域如以達到釋離子

可沉機之 pH 值，即可能發生異質或是

均質成核，如圖 12(c)。 
 

2.添加過氧化氫的效應 
過氧化氫加入硝酸鈰水溶液後，化

成液由澄清透明轉為橙黃色，化成液

中三價鈰離子氧化成四價鈰離子。隨

著化成時間愈長，化成皮膜剝落的情

形越嚴重，而化成皮膜表面未發現髮

狀層結構，顯示皮膜微結構發生改變

(圖 13)。提升化成溫度，溫度升高反應

速率加快，局部陰極反應旺盛，所造

成氫氣泡大量聚集破裂，氫離子氣泡

破裂造成化成皮膜脫落更加嚴重。 皮
膜重量方面以微量天秤量測單位化成

面積之重量變化，所得到之重量差小

於儀器誤差範圍，推測為皮膜厚度過

薄，導致無法量測。 
添加少量過氧化氫，觀察皮膜橫截

面結構並未發現髮狀層之存在，並且

局部皮膜有裂縫，此裂縫應是皮膜覆

蓋未完全所留下之裂縫，並非脫水體

積收縮所導致之典型 V 型裂縫，皮膜

之微結構仍有多孔層存在。化成皮膜

為雙層結構(圖 14(a))，(b)、(c)為明場

和暗場之觀察，顯示晶粒相當的細

小，晶粒大小約 5~10nm 左右，(d)、(e)
為多孔層氫的氫氧化鎂以及皮膜的氧

化鈰之繞射圖形。兩繞射圖形之氫氧

化鎂顯示皆為近似非晶質的奈米晶結

構，而氧化鈰層的氫氧化鎂具有較佳

的結晶性 
添加過氧化氫的硝酸鈰皮膜生長

機制如圖 15 所示。化成反應開始時，

鎂離子先行溶出，並在試片表面形成

一層富含鎂離子的溶液層，陰極伴隨

發生反應，所有的陰極反應皆會導致

pH 值上升，氫氧化鎂先行沈積，隨之

Ce(OH)2
2+發生脫氫反應形成二氧化鈰

皮膜覆蓋在氫氧化鎂之上，皮膜並非

完全覆蓋，而是局部存在著缺陷，所

釋放出的氫離子擴散至二氧化鈰皮膜

與氫氧化鎂之間缺陷處形成氫氣泡，

當氫氣泡因應力發生破裂所形成強大

的震波，使皮膜脫落。當皮膜脫落鎂

離子再度溶出，氫氧化鎂層增厚，皮

膜重複生長。化成溫度升高，反應速

度加快，氫氣泡對於皮膜的破壞更趨

嚴重。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尋求稀土鹽類硝酸鈰化成

處理取代工業界廣泛使用的鉻酸鹽皮

膜處理。藉由皮膜成長機制的釐清，

可以作為調控製程參數的基礎，此

外，皮膜附著性不佳的主因，也藉由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的微結構分析，有

了初步的成果 (已為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接受即將刊登

[10]) 。另外，藉由氧化劑過氧化氫的

添加，可以加速皮膜生成與調整皮膜

結構，經適度的化成處理應可提升皮

膜附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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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鎂之Pourbaix圖(Maecel Pourbaix, 
Atlas of Electrochemical Equilibria in 
Aqueous solution, NACE, 1974) 
 

 
圖 2 30℃ 0.05M 的硝酸鈰水溶液中，

化成時間對皮膜厚度與單位面積重量

變化的影響 
 



 
圖 3 在 30℃ 0.05M 的硝酸鈰水溶液

中生成之化成皮膜表面形貌，化成處

理(a) 0.5，(b)1，(c) 3，(d)5，(e)10，(f)20
分鐘 
 

 
圖 4 經 0.5 分鐘化成之皮膜的高倍

SEM 表面形貌照片 
 

 
圖 5 (a) 0.05Ｍ硝酸鈰，30℃化成處理

0.5 分鐘之橫截面 TEM 照片，(b)~(e)
為(a)中 Mg、1、2、3 符號標示 EDX
成分分析 
 



 
圖6 (a) 30℃ 0.05Ｍ硝酸鈰水溶液中化

成處理 3 分鐘之橫截面 TEM 照片，(b)
和(c)為多孔層以及二氧化鈰之繞射斑

點，(d)和(e)為緻密層明暗視野觀察 
 

 
圖 7 30℃ 0.05Ｍ硝酸鈰水溶液中處理

20 分鐘生成皮膜之低掠角 XRD 分析 
 

 
圖 8 在 60℃ 0.05Ｍ硝酸鈰中化成處理

(a) 0.5，(b)1，(c) 3，(d)5，(e)10，(f)20
分鐘的皮膜表面形貌 
 

 
圖 9 在 60℃ 0.05Ｍ硝酸鈰中化成處理

0.5 分鐘之橫截面 TEM 照片：(1)多孔

層，(2)緻密層，(3)髮狀層 
 

 
圖 10 在 0.05M 硝酸鈰水溶液中化成

溫度分別為 30 和 60℃，化成時間 20
分鐘試片之 Nyquist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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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在 60℃ 0.05M 硝酸鈰水溶液中

分別經 5和 20分鐘化成試片之Nyquist 
圖 

 
圖 12 鎂合金硝酸鈰化成皮膜成長機

構示意圖 
 

 
圖 13 在 0.05M 硝酸鈰添加 0.5M 過氧

化氫水溶液中生成皮膜之 SEM 表面形

貌：化成溫度 30℃(a)0.5，(b)1，(c) 3
分鐘；化成溫度 60℃(d)0.5，(e)1，(f) 3
分鐘 

 

 
圖 14 (a) 30℃在 0.05M 硝酸鈰添加

0.5M 過氧化氫水溶液中化成 0.5 分鐘

試片之橫截面 TEM 照片，(b)、(c)為化

成皮膜之明、暗視野觀察，(d)、(e)為
多孔層、氧化鈰層之繞射圖案 
 

 
圖 15 鎂合金於硝酸鈰添加過氧化氫溶

液中化成皮膜成長機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