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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固件熱處理
設備簡介 ]
圖1
緊固件進入爐體硬化之典型生產負載

緊固件熱處理設備（圖1）可利用不同類別爐體與恆溫爐進行處理，緊固件設計師應了解其適用之選擇性，一
般熱處理設備可以批次式或連續式爐體供應，此二類別爐體之基本差異不在於建造材料，雖然基於天生之設計需
求有些差異，但關鍵性的差異在於工件負載物於爐體之擺設及爐體內氣氛與工件之相互作用，熱處理設備可進一
步分為氣氛爐、真空爐及恆溫爐。
文/ 金屬中心精微成形研發處正工程師 馬寧元

爐體

表1 熱處理爐體分類
標準

於爐體傳送到工件負載物之能量來
源為天然氣與電力，另類能源如其它碳

加熱方法

氫燃料（丙烷等）及油也可加以使用，
表1列出爐體之分類。

進料處理方法

批次式單元包括大型、厚重工件負
載，須長時間處理，於批次式單元，工
件進料一般為靜態，因此於爐體氣氛與
進料之作用於接近平衡狀態下進行，批

內部氣氛

電力

註
氣體(天然氣、其它碳氫化物)或油
電阻(金屬、陶瓷、其它)、電弧、熔煉、電感應、加熱熔煉

批次式

靜態操作

連續式

設備內工件連續移動

間歇式

工件週期移動

空氣
其它

生成、合成、元素、混合

開放

進料曝露，單一加熱

氣氛

密閉

隔焰設計(隔絕進料、雙加熱轉移)

靜態

滑軌、厚板

爐體類別

4箱型爐體
4車底爐體

燃料燃燒

進料曝露到

次或爐體包括：
4帶式爐體

結構區分

液體熔浴

移動式

帶、車、滾輪、轉動桌、螺旋、振動器

鹽
其它

熔融、流體床

4上昇爐床爐體
4流體床
4高架起重機爐體
4機械箱爐體（密閉淬火、整體淬火或
進-出式爐體）

4上傾式爐體
4真空爐
於所有批次式類別爐體，整體淬火

連續式爐體包括：
4連鑄式帶狀爐體
4單軌爐體

4坑槽爐體

爐（圖2）為最常見之扣件熱處理爐，連

4滾輪爐床爐體

4鹽坩堝爐

續式爐體由工件負載移動鑑別，環境包

4推進器爐體

4分離包圍式爐體

圍之工件負載大大改變操作進料位置，

4轉動爐床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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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振動器爐床爐體
4真空爐
4移動車爐體
4旋轉反射爐
4網帶爐體
4拱型爐體
於所有連續式爐體，網帶輸送爐是
緊固工業高量生產最常見之爐體。對熱

圖2 批次式類別整體淬火爐

圖3 緊固件硬化與表面硬化之網帶輸送連
續爐

處理爐，有許多特殊目的類別之爐體，
包括：
4連續厚板與子彈加熱爐

表2 熱處理爐體之一般應用
爐體類別

應

用

4感應加熱系統

鐘型

時效、硬化、氮化、藍化、固溶熱處理、回火、應力釋放

4電子束表面處理設備

箱型

時效、退火、滲碳、硬化、正常化、固溶熱處理、應力釋放、回火、鍛化

4雷射熱處理設備
4石英管爐體
4電阻加熱系統
4轉動指系統
4螺旋輸送器爐體
表2列出用於每一類別設備之不同製程。

Car Bottom
Cloverleaf
連續厚板

依據負載模式，真空爐可分類為水
平式與垂直式爐體，可為批次式或連續

退火、碳復原、滲碳、軟氮化、硬化、正常化、回火
滲碳、均質化、固溶熱處理

輸送帶

沃斯回火、退火、碳復原、軟氮化、滲碳硬化、均質化、球化、回火

電子束

表面硬化

升降爐床

真空爐

退火、溶碳、硬化、均質化、鍛化、正常化、球化、應力釋放、回火

時效、退火、硬化、鍛化、固溶熱處理、應力釋放、回火

流動床

軟氮化、淬碳、硬化、氫化、滲碳、氫化、蒸汽處理、回火

感應爐

硬化、回火

整體淬火

沃斯田鐵化、退火、碳復原、軟氮化、滲碳硬化、滲碳氫化、正常化、應力
釋放、回火

式（多腔體）設計，真空爐之熱處理可

離子

碳氮共滲、滲碳、氮化、軟氮化

依爐體設計特殊狀況及熱處理之真空水

雷射

退火

平與溫度控制鑑定，爐體設計一般與負

單軌

退火、硬化、正常化、應力釋放、回火

載物體積、壓力與溫度及冷卻負載物使

坑槽

用之介質（油或氣體）有關，真空爐主
要部分包括：
4腔體
4抽氣系統
4熱區域
4冷卻系統
真空爐可分類為冷壁與熱壁型，冷壁爐
體結構包括：

推進器
石英管

時效、退火、碳氮共滲、硬化、正常化、應力釋放

滾通爐床

藍化、碳復原、碳氮共滲、硬化、滲碳、鍛化、正常化、固溶熱處理、球
化、應力釋放、回火

旋轉指
旋轉爐床
鹽浴

（1315~1650℃）或更高

螺旋輸送帶

4快速加熱與冷卻性能
4均勻溫控(±10℉(5.5℃)或更佳)

硬化、燒結

電阻加熱

4操作溫度範圍2400~3000℉
4低熱損失或熱負載釋放到周界

退火、藍化、碳復原、碳氮共滲、硬化、滲碳、均質化、氮化、軟氮化、正
常化、固溶熱處理、蒸汽處理、應力釋放、回火
退火、碳氮共滲、滲碳、硬化、鍛化、金屬化、軟氮化、正常化、固溶熱處
理、球化、應力釋放、回火、燒結、硬化、燒結

振動爐床

退火、硬化、正常化、應力釋放、回火
退火、沃斯回火、碳復原、碳氮共滲、滲碳、硬化、回火
沃斯回火、碳氮共滲、硬化、鍛化、麻回火、軌氮化、正常化、回火
退火、硬化、應力釋放、回火
退火、碳氮共滲、滲碳硬化、正常化、應力釋放、回火

Tip-Up

退火、硬化、鍛化、正常化、球化、應力釋放、回火

真空爐

退火、焊接、鍍碳、碳氮共滲、滲碳、除氣、硬化、軌氮化、正常化、固溶
熱處理、燒結應有釋放、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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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爐 (Ovens)
烤爐可設計為間歇式負載，於
一時間內一批次或經過單元使用一
些形態輸送之連續操作流動，烤箱
設備大小變異性很大，自小實驗型
之台式單元到大型工業系統數仟m 3
容量，烤爐利用空氣氣氛操作，可
設計為N 2或O 2特別氣氛或加入一些
特殊結構，如採用反射爐，使用特
殊氣氛作特殊加工之應用。
熱源可自燃料燃燒或電力衍
生，熱傳到工件主要利用重力、對
流或輻射源（若溫度足夠高），目
前烤爐結構應用溫度可達1400℉
（760℃），雖然傳統上限為
1000℉（538℃），烤爐技術利用
對流加熱，即空氣循環，燃燒產品
或鈍氣為主要來源加熱工件到所需
溫度，烤爐結構隨爐體結構有甚大
差異。烤爐選擇須仔細考慮下列因
素：
4加工材料數量
4尺寸均勻性及產品形狀
4批量體積
4溫度公差
4釋出物
批次式系統可分類為：
4鐘式
4台式

4箱式
4卡車
4步進式

連續式系統包括：
4帶式
4單軌
4推進器
4滾道爐床
4轉鼓(或反射爐)
4螺旋式
4拉鏈式
4轉動軸柱

烤爐結構之設計標準包括：
4操作溫度
4加熱方法
4材料熱膨脹
4氣氛
4氣流型態

操作溫度範圍為烤爐結構主要
決定因素，一般而言，所有烤爐由
雙壁片材金屬構造，於片材間有絕
緣與強化材料夾雜於其間，絕緣體
可為玻璃纖維、礦棉或輕量化纖維
材料，烤爐之片材金屬套軸可為低
碳鋼、電鍍鋼、鋅附著鋼、鋁化鋼
或不銹鋼，視溫度需求。
當溫度增加，烤爐結構發生一
些不同改變，於高溫狀態，自加熱
與氣氛之內部膨脹與密封問題於高

溫特別明顯，如為400℉（205℃）
設計之烤爐系統有礦棉絕緣，4''
（100mm）厚，700℉操作溫度之
烤爐需7''（175mm）厚，大型烤
爐系統之熱膨脹可利用於壁、地面
或天花板伸縮板接頭補償門結構，
必須加入類似之膨脹接頭。氣流類
別與數量很重要，如處理爆炸揮發
物，噴漆乾燥或溶劑粹取之烤爐設
計需有特殊考慮因素，如大量氣
流、體積稀釋揮發氣體、爆炸釋放
地板開口、清除週期、動力排氣設
施、氣流安全開關及新鮮空氣節流
板。
一 些 不同 氣 流 形 態 可 加 工 使
用，與工件負載結構有關，氣流形
態包括水平式、垂直式或單一流量
組合。
烤爐加熱方法不僅與特殊燃料
通用性有關，也與製程本身有關，
許多製程無法容忍自直接點火系統
燃燒產物，因此須考慮間接輻射管
點火或不同能源。此外，一些熱傳
方法，如微波加熱，嚴格受限於加
工產品型態，烤爐一般利用燃料
（包括天然氣或真空碳氫化物）、
蒸汽或電力、紅外線加熱與微波
（RF）也可使用。

結論
熱處理設備之選擇隨應用不同，選擇正確形態設備可保證最高品質產品，經常許多爐體可進行操作，經濟操
作也是很重要的選擇。
工廠若未能每週7日、每日24小時操作，可考慮批次式設備或真空加工或外包給合格之熱處理業者，工廠須
評估最適用於其產品混合或技術組合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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