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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銲接缺陷分析及其改善措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材料工程系◆曾光宏、張景超、鄭穎鴻、陳昱嘉、謝愷杰、許志裕 

 

 

一、前    言 

近年來，由於工程材料蓬勃發展，使得銲接技

術應用日漸廣泛。然而，無論銲接技術多精良、多

先進，一條銲道總是很難確保完美無缺，因為在銲

道與熱影響區中總可能會含有或多或少的瑕疵，而

破壞銲件之完美性與連續性。通常我們稱這些瑕疵

為不連續(discontinuity)，若這些瑕疵太多或太大到

超過某一接受標準而違反某些標準規範時，則稱為

缺陷(defect)。不論人為操作不良或設備使用不當

等所造成之銲接缺陷，皆會顯著降低銲件之機械性

質與耐腐蝕性，進而嚴重影響銲接工程品質與銲接

結構安全。然而，無論何種型式之銲接缺陷，其在

形成過程中都具有特定形成機制，只要能確實掌握

其相關形成機制，即可制定銲接工藝措施，進而防

止銲接缺陷產生。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電弧銲接

中常見缺陷形成及其危害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改

善措施，以期能對相關從事銲接設計者或工作者有

所助益。 

二、銲接缺陷分類 

依據國際銲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Welding, IIW)分類，銲接缺陷可分為六大系列： 

1.裂縫缺陷(如圖1所示)—100系列。 

2.氣孔缺陷(如圖2所示)—200系列。 

3.固體夾渣缺陷(如圖3、圖4所示)—300系列。 

4.不完全熔合缺陷(如圖5所示)與不完全熔透缺陷 

(如圖6所示)—400系列。 

5.不完美外形缺陷(如圖7所示)—500系列。 

6.其他缺陷(如圖8所示)—600系列。 

 

 

 

圖1  裂縫缺陷 

 

 

圖2  氣孔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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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夾渣缺陷 

 

圖4  夾鎢缺陷 

 

圖5  不完全熔合缺陷 

 

圖6  不完全熔透缺陷 

 

圖7  不完美外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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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其他缺陷—過多飛濺物 

 

    在上述銲接缺陷分類中，若號碼系列愈低，則

代表其危害程度愈高，如裂縫缺陷(100系列)之危

害程度較氣孔缺陷(200系列)高。 

三、裂縫缺陷 

1.形成原因 

當存在於銲道中之缺陷其所能承受之局部負

載或應力大於母材極限抗拉強度時，裂縫將會由此

缺陷處形成。裂縫係線性不連續，且通常發生於銲

道或熱影響區中有較高殘留應力或較大應力集中

之缺陷處。此外，麻田散鐵組織形成、氫脆化作用

、銲接熱輸入量過高、銲接熱循環次數過多及外加

束縛度過高等因素也是造成裂縫缺陷形成主要原

因。 

由於裂縫端部非常尖銳，若在承受應力情況下

易於擴展延伸，因此裂縫是所有銲接缺陷中最常見

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此外，裂縫缺陷形成亦會造成

應力集中現象而導致銲道脆裂破斷。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裂縫性質較脆，因此在裂縫邊界上僅能容許

較小程度之塑性變形存在。 

針對工程實務分析，產生裂縫缺陷之主要因素

可歸納以下幾點： 

(1)銲接工藝不良。 

(2)銲條選用不當。 

(3)殘留應力過高。 

(4)銲道冷卻過快。 

2.產生部位 

裂縫可分為熱裂縫與冷裂縫。熱裂縫是在銲接

過程中高溫銲接金屬凝固時所產生的，大都產生於

銲道。此外，熱裂縫是在晶粒間擴展的，亦即此裂

縫是在晶粒間所形成的。若觀察熱裂縫斷裂面，將

會看到各種回火顏色，而此現象可印證熱裂縫係產

生於高溫狀態。冷裂縫是銲接金屬冷卻至室溫後所

產生的。冷裂縫可在晶粒間或晶粒內擴展，大都產

生於熱影響區。冷裂縫亦稱延遲裂縫，一般都是在

銲道冷卻過程中由於高殘留應力影響而產生，有時

還伴隨銲道顯微組織變化首先在銲道內形成微觀

裂縫，經過一段時間後才形成巨觀裂縫。 

3.危害性 

裂縫係屬於嚴重危害性缺陷。裂縫缺陷在常溫

下會降低銲道強度，且隨裂縫所占截面積增加而顯

著降低銲道強度。此外，裂縫端部乃是一個尖銳缺

口，應力集中現象非常嚴重，其會促使銲道在低應

力下擴展破壞。由此可知，裂縫是一種不允許存在

之缺陷，一旦產生裂縫缺陷即需進行剷除。 

4.改善措施 

首先是針對銲件狀況採用適當之銲接工藝，如

銲接方法、熱輸入量、銲前預熱及銲接順序等，此

乃改善裂縫缺陷產生之基本措施。在銲件受力條件

一定情況下，合理銲接工藝不僅會影響銲道應力分

佈狀態，且會影響銲道化學成份，甚至改變雜質偏

析程度。其次是銲條選用要正確，如銲接304不銹

鋼材料時宜選用308銲條。其三是考慮操作條件與

銲前處理等。 

四、氣孔缺陷 

1.形成原因 

銲接金屬在熔融過程，由於有害氣體入侵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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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物分解，使得銲接金屬凝固時在其表面或內部形

成一空洞，而此空洞即稱之為氣孔。若是由於氫氣

存在而造成之氣孔，將會使銲道或熱影響區產生如

裂縫般之缺陷。至於氣孔形狀，一般是呈圓球形(

如均勻散佈型氣孔、凝聚型氣孔及線狀氣孔等)，

但也有呈圓柱形(如管狀氣孔)。值得一提的是，除

非氣孔形狀很大，否則它不會像裂縫一樣造成應力

集中現象。 

產生氣孔缺陷原因很多，由於銲接可視為金屬

冶煉過程，因此可概括為一是冶金因素影響，銲池

在凝固過程中所產生之氮、氫、氧及一氧化碳等氣

體，以及水蒸汽來不及排出時將會被包覆於銲池內

部而形成孔洞；二是工藝因素影響，如銲接工藝不

良、弧長控制不當、操作技能不良等皆會造成氣孔

缺陷產生。 

針對工程實務分析，產生氣孔缺陷之主要因素

可歸納以下幾點： 

(1)母材表面有銹皮、油污存在。 

(2)銲條沒有充分烘乾或銲條成份不當，銲條

藥皮變質。 

(3)電弧長度過長或銲接速度太快，另採用交

流電比採用直流電銲接更易產生氣孔。 

(4)銲接時周圍環境濕度過高，如在陰雨天施

銲時特別容易形成氣孔缺陷。 

2.產生部位 

氣孔亦是銲道中最常見缺陷之一，若按位置可

分為表面氣孔、內部氣孔；若按形狀可分為圓球狀

氣孔、長條狀氣孔、管狀氣孔；若按分佈可分為散

佈型氣孔、凝聚型氣孔、線型氣孔。氣孔缺陷可產

生於銲道任何部位。 

3.危害性 

利用X-ray射線檢驗氣孔缺陷時，其係以輪廓

分明之黑色區域呈現，因其代表材料密度之極大損

失。氣孔缺陷一般係以體狀型式存在於銲道，主要

會削減銲道有效截面積，降低銲道機械強度，尤其

是銲道彎曲強度與衝擊韌性。一般而言，邊界氣孔

乃是導致銲件破壞主要原因之一，其塑性將會降低

40～50%。此外，在交變應力作用下，銲道疲勞強

度亦將顯著降低。但由於氣孔沒有尖銳缺口，一般

認為其不屬於嚴重危害性缺陷，並允許有限度存在

於銲道中，然需按照標準規範中之規定進行評定，

若超過規範要求時亦需進行剷除。 

4.改善措施 

銲前確實將接口熔合面處之銹蝕或油污清潔

乾淨；銲條必須按照要求進行烘乾，並存放於保溫

盒內隨取隨用；不要使用藥皮已變質的銲條；儘量

採用短弧方式銲接，同時防止有害氣體入侵；對於

較厚工件則需按照工藝要求進行銲前預熱；銲接速

度不宜過快；銲接場所要有防雨設施。 

五、不完全熔合缺陷 

1.形成原因 

不完全熔合亦稱為熔合不良。不完全熔合缺陷

係銲道與母材或銲道層間未完全熔合，亦即其熔合

度低於標準規範中之規定範圍。由於不完全熔合呈

線形且端部尖銳，因此需留意不完全熔合缺陷之產

生。不完全熔合缺陷可產生於銲道任何部位。 

針對工程實務分析，產生不完全熔合缺陷之主

要因素可歸納以下幾點： 

(1)操作條件選擇不當。銲接電流過低或銲接

速度過快，其所產生之熱輸入量過低，致

使接口熔合面或先銲金屬未能完全熔化。

但若銲接電流過高，銲條過於發紅而快速

熔化，在接口熔合面未達到熔融溫度時，

銲條熔化金屬就已先行覆蓋過去。 

(2)銲接操作不當，銲條偏向某一邊而另一邊

尚未熔化就被已熔化之銲接金屬覆蓋過去

而形成虛銲部位。 

(3)接頭設計不合理或接口熔合面太潮濕。銲

池氧化太快，銲條生銹或有油污而進行施

銲時，亦會影響銲道熔合情況。 

2.產生部位 

不完全熔合缺陷一般產生於接口熔合面、銲道

層間等。在電弧銲接過程中，銲道與母材或銲道層

間未完全熔合成一體而形成虛銲部位。X-ray射線

檢驗不易發現不完全熔合缺陷，除非X-ray射線角

度適宜。典型不完全熔合靠近原來接口熔合面且其

寬度與體積都很小，所以不易呈現於射線檢驗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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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射線與不完全熔合缺陷平行或在同一條直線

。若不完全熔合缺陷可在射線檢驗底片上發現，其

將呈現細黑直線，通常要比裂縫或條狀夾渣影像更

筆直，而這些影像之側面位置即顯示其實際深度。

如在單面V型接頭中，靠近銲道根部(weld root)未

熔合之射線檢驗底片上顯示於銲道中心線，而靠近

銲道表面之未熔合則顯示於銲道趾部(weld toe)。 

3.危害性 

不完全熔合缺陷一般係以面狀型式存在於銲

道，通常被視為裂縫型缺陷。一般在銲道中是不允

許存在不完全熔合缺陷，因其會削減銲道有效截面

積與降低銲道機械強度，尤其是銲道彎曲強度與衝

擊韌性。此外，在交變應力(alternating stress)作用

下易使銲道強度與塑性降低而導致銲件脆斷。 

4.改善措施 

銲前確實將接口熔合面處之銹蝕或油污清潔

乾淨；採用適當操作條件，銲接電流不宜太低，銲

接速度不宜太快。在銲接過程中，銲接電流也不宜

過高，否則銲條將會在接口熔合面未達到熔融溫度

下，銲條熔化金屬就已先行覆蓋過去；對於導熱不

良、散熱過快之工件，可採銲前預熱或在銲接過程

中同時採火焰加熱方式輔助施銲；銲接操作要正確

，避免產生磁偏弧，如銲接材料具有強磁性時應先

進行退磁處理。 

六、不完全熔透缺陷 

1.形成原因 

不完全熔透亦稱之為熔透不良。不完全熔透缺

陷係銲道根部未完全熔透。由於不完全熔透呈線形

且端部尖銳，因此亦需留意不完全熔透缺陷之產生

。不完全熔透缺陷一般產生於銲道根部。 

針對工程實務分析，產生不完全熔透缺陷之主

要因素可歸納以下幾點： 

(1)操作條件選擇不當，如銲接電流過低、銲

接速度過快及電弧長度過短或過長等。 

(2)接口熔合面角度過小、接頭組配間隙太小。 

(3)施銲過程中，銲條與銲槍角度不當。 

2.產生部位 

不完全熔透缺陷於單面銲雙面成形或加墊板

銲之銲道主要產生於V形接頭根部處，而於雙面銲

雙面成形之銲道主要產生於X形或U形接頭鈍邊邊

緣處。在X-ray射線檢驗之不完全熔透缺陷影像通

常為粗黑直線，一般較不完全熔合缺陷影像更筆直

，因為其未完全熔透之接頭根部係為接口熔合面，

而其寬度則為接頭組配間隙。 

3.危害性 

不完全熔透缺陷一般係以面狀型式存在於銲

道，通常亦被視為裂縫型缺陷。一般在銲道中是不

允許存在不完全熔透缺陷，因其會削減銲道有效截

面積與降低銲道機械強度。此外，在交變應力作用

下易擴展成裂縫而導致銲件脆斷。若是連續性不完

全熔透缺陷，更是一種極其危險之銲接缺陷。 

4.改善措施 

銲前確實將接口熔合面處之銹蝕或油污清潔

乾淨；正確選擇接頭型式與組配間隙；採用適當操

作條件，銲條與銲槍角度要正確，運條速度要依據

銲接電流大小、工件厚度及銲接位置進行選擇，不

可移行過快，且隨時調整施銲角度；對於導熱不良

、散熱較快之工件，可採銲前預熱或在銲接過程中

同時採火焰加熱方式輔助施銲；對於要求全熔透之

銲道，若產生不完全熔透缺陷時，在允許情況下可

將反面熔渣與銲瘤清理後再進行加銲處理；對於非

要求全熔透之銲道，其熔透深度大於工件厚度0.7

倍即可；儘量採用單面銲雙面成形之銲接工藝。 

七、夾渣缺陷 

1.形成原因 

夾雜物係殘留之外界固體物質，如熔渣、銲劑

、氧化物及鎢粒子等。由此可知，夾雜物包含有金

屬與非金屬。在銲接過程中，當銲池凝固速度大於

夾雜物上浮速度時，因夾雜物來不及浮出而被包覆

於銲道，此即稱之為夾渣。 

針對工程實務分析，產生夾渣缺陷之主要因素

可歸納以下幾點： 

(1)接頭設計不合理，接口熔合面角度過小。 

(2)操作條件選擇不當，如銲接電流過低、銲

接速度過快。 

(3)多層銲接時之熔渣未清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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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銲池凝固過快，夾雜物過大而不易浮出。 

(5)接口熔合面處之銹蝕或油污未清潔乾淨，

銲條成份不當，藥皮熔點過高。 

2.產生部位 

與不完全熔合缺陷一樣，夾渣缺陷一般產生於

銲道與母材或銲道層間。由非金屬夾雜物所造成之

夾渣缺陷通常與不完全熔合有關聯性。夾渣缺陷在

銲道中之呈現一般是沒有規則性，有分散狀、密集

狀，亦有塊狀、條狀及鏈狀等。夾渣缺陷可產生於

銲道任何部位，由於非金屬夾雜物的密度遠小於銲

接材料，因此夾渣缺陷在X-ray射線檢驗底片上顯

示相對較暗影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銲條藥皮的

熔渣密度與金屬夾雜物差不多，因此很難從射線檢

驗底片中判定因銲條所形成之夾渣缺陷。 

3.危害性 

由於夾渣係屬於體狀缺陷，因此其危害程度較

面狀缺陷低。夾渣缺陷形狀呈多樣式，並具有尖銳

邊緣，在交變應力作用下易擴展成裂縫而導致銲件

脆斷。夾渣缺陷會削減銲道有效截面積，進而降低

銲道抗拉強度、塑性、疲勞強度、衝擊韌性及耐腐

蝕性等。銲道中之夾渣缺陷允許有限度存在，但亦

需按照標準規範中之規定進行評定，若超過規範要

求時需進行剷除。 

4.改善措施 

銲前確實將接口熔合面處之銹蝕或油污清潔

乾淨；正確選擇接頭型式；多層施銲時要確實清理

熔渣；採用適當操作條件，避免銲道冷卻過快；降

低銲接速度與提高銲接電流，改善熔渣浮出銲池表

面要件；運條要正確，並有規律地擺動銲條，施銲

過程中不斷攪動銲池中之熔融金屬，促使熔渣與鐵

水分離；調整銲條藥皮或銲劑之化學成份，藉以降

低熔渣之熔點，如此有利於改善夾渣缺陷產生。 

八、夾鎢缺陷 

1.形成原因 

採用氣護鎢極電弧銲接(GTAW)或稱鎢極惰

氣銲接(TIG)時，若使用銲接電流超過電極承載電

流能力或電極直徑過小時，鎢電極端部將熔落而掉

入銲池中。由於鎢熔點很高，在冷卻凝固過程中，

鎢會以自由狀態結晶析出方式存留於銲道中，因此

任何能造成鎢電極端部熔落因素，皆會造成夾鎢缺

陷產生，如鎢電極直徑過小、鎢電極端部碰觸銲池

或銲條而產生飛濺、銲接氣體保護不良而引起鎢電

極損耗過劇等。此外，鎢電極研磨方式不當(一般

係指鎢電極端部紋路呈環圈狀，如圖9所示)，亦容

易造成夾鎢缺陷產生。 

 

 

圖9  鎢電極研磨方式 

 

2.產生部位 

夾鎢缺陷在銲道中之呈現一般是分散狀、塊狀

及條狀。夾鎢缺陷可產生於銲道任何部位。由於鎢

的密度遠大於銲接材料，致使X-ray射線無法穿透

鎢粒子，因此夾鎢缺陷在X-ray射線檢驗底片上顯

示相對較亮白影像。 

3.危害性 

由於銲道中存在之夾鎢缺陷型式與夾渣缺陷

是一樣的，因此其危害性與夾渣缺陷相似。 

4.改善措施 

鎢電極直徑應依據銲接電源而定，並依據鎢電

極直徑選擇適當銲接電流；加強銲接氣體保護效果

，防止鎢電極損耗過劇；在施銲過程中避免鎢電極

碰觸銲池或銲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