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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述 

   安越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发展迅速，在越南的热浸镀锌钢结构

领域得到了肯定。安越致力于基础设施投资，改善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

能力。凭借公司的强大实力，安越未来将拥有巨大的发展机会，为客户带

来卓越的价值和利益，而不是生产贸易公司都能做到的。 

主营业务： 

 钢结构的热浸镀锌 

安越镀锌将成为越南在钢结构热浸镀锌制造领域中深受客户信赖的领先公

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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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的实力 

- 两条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现代化生产线，其设计能力如下： 

+ 第一生产线：产能 15,000 吨/年 

+ 第二生产线：产能 25,000 吨/年 

 人力资源：  

     生产中涉及的人力资源具有劳动纪律，具有较高的专业资格，根据

由越南领先的热浸镀锌专家管理的外国公司的课程和操作经验接受过

良好的培训：最大限度地降低质量风险，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逐步

降低生产成本。 

 有效的生产和管理：根据 ISO1461:2009/TCVN 5408:1991，ASTM 

A123 / A123 M-09 质量标准。  

 

 多样化的产品：安越的镀锌产品可应用于建设，建筑结构，交通设

备，电力，电信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所有钢结构：电气设备（电线

杆，电站梁和配件）：桥梁，道路和交通设备（管道，地漏，桥梁

梁，立柱及分隔带，招牌， 灯杆等）；建筑设备（车间梁，办公室

梁，圆柱，体育场拱门等），广播杆，电视杆和电信杆；户外广告

设备（广告栏和横幅）。 

 

 根据国际质量标准对钢结构设备进行热浸镀锌处理：美国标准

ASTM ASH 40：英国标准 BS 1387-1985； 澳大利亚标准 AS 1074。满

足所有对热浸镀锌和钢结构质量的要求。 客户将通过各种项目提高

他们的声誉。 

 

 价格合理（根据市场调查结果，安越公司的价格是市场上最低

的）。客户将节省成本和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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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热浸镀锌生产能力 

   拥有两条现代化的生产线，第一生产线：产能为 15,000 吨/年与第二生

产线的产能为 25,000 吨/年平行生产。我们公司可以满足高达 40,000 吨/

年的热浸镀锌产量。具有便利的地理位置，方便客户运输。我们的工厂坐

落在河内市清池县潘忠惠路第三公里 1 号金属总仓。该工厂的位置靠近第

一公路，这是一条将货物和钢结构运输到市内和郊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北

部、中部的邻近省份的主干道。 

3.1. 热浸镀锌生产线的技术特点 

生产线的技术特点将确定产品质量标准，产品成本和与管理相关的

因素，例如设备生产线对环境的影响，设备系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原

材料和燃料的消耗定额。热浸镀锌的基本设备包括：镀锌池，用于加热电

镀池的熔炉，浸没设备，将零件推入熔融锌并将其从熔融物料中抽出的设

备。 

     镀锌池: 

  设备的生产率和镀层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池的结构，其尺寸及寿

命（池的使用寿命）。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的镀锌池由德国制造商生产的低

碳钢制成，钢成分为：碳 0.04％；锰 0.15％；磷<0.02％；硫＜0.03％。 

      镀锌炉及其操作方法：  

   当前，加热系统的设计和镀锌炉的操作以通过燃油燃烧系统加热的形式

使用。这是发达国家使用的相当普遍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熔化时间

快，适用于大容量生产线，加热系统和自动温度控制。此外，在越南，运

营成本低于用电或燃气系统供暖的成本。由于通过加热强制循环池（带通

风风扇）的方法对镀池进行加热，因此可以确保镀池的热量分布均匀。此

方法使用的热量是正常加热的几倍。产生气体的速度为 15-20m /秒。 加热

储罐周围空气的产品温度为 550 - 1000oC，消耗后使用 440 - 460oC。镀锌

货物的重量严格控制，单位时间内确定的零件使罐保持在稳定的温度。该

量取决于零件的重量和罐中锌的量。例如：当储罐在 1 小时内包含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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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吨锌时，有必要给出 5-6 吨的零件，而容纳 150-200 吨锌的储罐中需

要 6-8 吨的零件。 

运输设备： 

   熔融锌的其他部分包括大型承重起重机，该起重机具有多种速度升降系

统，可确保每种零件的浸入时间。 

    热浸镀锌工艺操作设备 

热浸镀锌技术采用的设备在下面详细列出 

顺序 设备名称 技术特点 

 

数量 

 

1 

Muk 3 德国生产的

Muk 3 钢材锌浸池，

加强周围 

内面尺寸 (长 x 宽 x 高)  

12 000 x1 400x 2 200 (mm) 

厚度= 50mm 

容积：36 吨/池 

02 

 

2 
 

焚化炉 

由耐热耐火砖建造而成，具有隔热的红

砖，传热肋，地板支撑，管道和周围的

红砖。 

02 

3 燃油头 Ecoflam S.P.A （意大利） 04 

4 热箱（德国） 
0 –1 000oC 炉膛中 

0 –600oC 镀池中 

08 

04 

5 锌熔泵 10 m3 /h –高耐热性 04 

 6 FO 油箱 
20 m3 

带加热器和自动泵控制的不锈钢 
04 

7 中间 FO 油箱 10 m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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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加热器和自动泵控制的不锈钢 

8 酸洗池 

内面尺寸：长 x 宽 x 高 

12 500 x 1 500 x 2 500 ( mm ) 

用防水砖，耐酸复合材料在内面垫起，

耐高温达 70oC 

08 

9 冲洗池 
内面尺寸：12 500 x 1 500 x 2 500 

使用耐酸防水水泥砖 
04 

10 助焊剂池 
内面尺寸：12 500 x 1 500 x 2 500 

通过镀锌炉余热加热的不锈钢薄板 
02 

11 被动池 内部用复合材料包起来的波纹铁池 

 

04 

 

12 酸泵 不锈钢泵和塑料泵 
04 

 

13 
Positector 6000 测试

厚度测试仪 

美国制造，用于检查镀涂层厚度 
03 

14 起重机 5 吨-7.5 吨 

光圈：15m。 提升速度 8m / 分钟 

水平运行速度：20m /分钟 

垂直运行速度：17m /分钟 

提升高度：9m 

电动滑轮 

 

 

14 

 

   3.2. 热浸镀锌的能力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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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设备技术：拥有两条平行的第一生产线：15,000 吨/年；第二生产

线：25,000 吨/年。因此，安越公司可以满足有关客户发展的所有要求。 

技术： 

 镀锌炉技术：确保镀锌钢结构处于 440°C-460°C 的稳定标准温度

下，以确保涂层的厚度和附着力。 

 输入材料的质量：韩国锌，锌纯度为 99.995％。日本锌的最低纯度

为 98.5％。这些是世界上使用的最高质量的输入材料，可确保输出

质量。 

 如何准备清洁溶液，助焊剂和标准溶液。 

 生产人员的操作：确保清洁时间，将产品浸泡在熔融锌环境中。 

嵌入过程中确保良好产品质量的重要原则是： 

- 最小化嵌入熔融锌中的器具的体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热损

失，并降低浸入质量。 

- 熔融锌表面必须不含氧化物，灰分和杂质。 

- 产品必须快速浸入并且不能漂浮 

- 浸渍时间必须很快，以使涂层厚度保持在要求的范围内，并达

到均匀性，并且温度再次开始升高。 

3.3. 热浸镀锌流程图 

 

 

 

 

 

 

 

 

3.4. 技术流程说明 

1. 钢结构的制备和分类。 

 材料必须真实且适用于嵌入式电镀技术 

钢结构的制备和

分类 

去除油脂 

（若有） 

除锈 第一次

冲洗 

第二次冲洗 

浸入助焊剂 烘干 热浸锌 冷却并处理镀层 

检查质量 保管和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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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清洁，无油脂，不粗糙。 

-钢不翘曲，不生锈，不开裂。 

必须在 60°C 苛性钠溶液（NaOH）去除油脂和油漆的结构。 

2.  化学酸洗： 

- 盐酸。 

- 5 -25％的溶液浓度，并从最低浓度槽分配到最高浓度槽。 

- 温度 25 -35oC。 

- 时间 20 至 90 分钟，具体取决于浸泡前胚表面的质量，以确保产品

不生锈。去除钢表面上的铁锈。涂层的质量取决于钢的质量和表面

清洁的质量。 

在每班次电镀之前和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都要检查浓度，以使它们

达到每池的规定浓度，然后针对每种类型将产品整理到篮子和笼子

中，然后转移到漂白罐中，有序排列以便于取出。 

-在继续下一步之前，请检查除锈质量。 

3. 冲洗水：储罐 1：用高压水冲洗掉酸浸过程中产生的铁盐腐殖质。 

 

4. 储罐 2：用干净的自来水冲洗，一边清洗一边检查。如果不干净，

请再次浸泡，然后进行清洁和冲洗以除去铁锈，然后再进行下一阶

段。 

 

5. 浸入助焊剂：根据浸入组件的结构，将干净的钢迅速浸入 60o – 75oC

的热熔剂（ZnCl2 和 NH4Cl 盐）中 2-5 分钟，以使钢既干燥又 加热约

70o – 90oC。 

 

6. 烘干：根据钢的结构及尺寸，在镀池口进行干燥 1-3 分钟，让钢干

燥并加热到大约 70o – 90oC。 

 

7. 镀锌：根据产品类别，镀锌池始终控制在 440o – 450oC 的温度范围

内。 

- 在浸入之前，特别是在将产品从电镀池中取出之前，必须清除电镀池

表面上的炉渣，以使电镀层不会残留。浸入速度为 1m-1.5 米/分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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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中没有熔融的锌时，它可以振动，摇动或用刀除去所有的滴剂和

锌渍，将所有的锌滴入罐中。 

- 浸渍时间取决于温度及所浸渍的产品 

-目视检查表明锌层被紧密密封，没有滴落或熔渣，就可以进入下一阶

段。 

8. 锌层的冷却和处理：从熔融锌池中取出产品后，必须立即将其浸入

铬酸盐溶液中，以防止铁和锌在产品高温下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确

保劳动安全并形成耐用的铬酸锌阵列，使锌长时间保持光泽，不会因

氧化而变灰，将罐温度保持在 30-45oC。 

9. 质量控制：根据规定标准检查镀层厚度，表面锌附着力，光泽度，

镀层外观。合格产品被归类为成品的包装和仓储。 如果不合格者，请

返回到第一步以处理。 

 10.所有通过质量控制的产品均经过分级，包装和捆扎成捆，以便交付

或存储。 

3.5. 生产组织：  

该设备的第一条生产线平均产能为 40-45 吨/天。 

第二条生产线的平均电镀能力为 65-70 吨/天。 

生产分为 04 个班次/车间/天，连续生产，每个班次持续 6 小时。在每

个班次中，有 15 个人分配如下： 

 5 名清洁工人（1 名负责人） 

 5 名电镀工人（1 名负责起重机） 

 5 名打包并装运的工人。 

 

 

 

3.6. 其他条件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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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独有的问题。因此，该公

司已安装了由越南科学院设计和安装的气体处理系统，粉尘覆盖物和废水

处理系统，从而确保了向外界环境排放气体和水的足够条件。 

  该生产线不使用有毒化学物质。这个热浸镀锌钢厂是根据越南的环

境法规建造和组织的，以确保周围的环境没有有毒化学物质（酸溶

液）； 工人在清洁安全的环境中工作。 

防火工作 

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的产品大部分为钢铁产品，因此起火的可能性很

小，但在生产过程中，安越机械有限公司仍在规定的位置安排灭火器

进行处理。安越机械公司还组织了工人，特别是官员和保安人员队

伍，参加了由职能机构传授的有关防火和消防的专业培训。 

 

 

 

 

 

 

 

 

第四部分 

生产组织与资源人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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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由公司董事长成立并进行战略管理。在管理和行

政活动方面，公司在过去时间为了提高组织，行政和业务指导的能力

而安排了组织机构。目前公司根据在线结构有五个职能部门： 

 销售和市场部门：热浸镀锌领域的销售和市场管理。 

 

 会计和财务部门：管理财务活动，人工成本，销售成本和管理费

用。 

 

 物料部：管理物料，工具，机械，仓库管理，接收和交付货物给客

户及生产班次。 

 

 行政与人力资源部门：整个公司的人事管理。确保各个部门有效履

行职能和任务，以确保根据公司的战略要求招聘和发展员工。 

 

 生产管理部门：管理公司技术链系统的运行，其重要目标是产品质

量始终满足客户要求。 

 

 人力资源队伍：人力资源也是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的优势。通过招募

基本输入测试的方法，公司选择了一支由具有良好基础知识和专业

知识的干练官员和员工组成的团队。这是促进公司快速发展的源

泉。 

 

 

安越机械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文凭结构 

取得文凭 人数 比例 (%) 

没有专业资格的人数 63 40.127 

达到技术二专水平的人数 40 25.47 

达到技术专科或大学水平的人数 35 2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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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的人数 19 12.10 

总共 157 100 

    

没有专业资格的人中有 40,127％的比例集中在总务部门：保安人员，支护

团队，包装包裹，货物装卸人员和一些生产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占 59,873％，而且，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和领导层在公司中担任的重要职

位，证明了公司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员工培训活动以三种基本形式进行： 

 投资于长期的专业培训：会计，化学，机械。 

 投资于短期的专业培训：材料管理，营销和销售。 

 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直接培训投资：有效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安全问

题。 

   这些培训活动逐渐为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带来了实际利益。将来，公司

需要继续投资对财务和信息管理领域的官员进行专业培训；为公司领

导者培训战略管理专业知识。通过与外国专家的合作来磨练电镀技术

知识。 

 

 

附录 I 

 

. 商业登记证 

 

. 标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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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热浸镀锌生产工艺产品 

 

热浸镀锌方法的概念 

 

   将需要形成保护层的金属浸入熔融金属中，只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基础金属必须比涂层金属具有更高的熔化温度。 

       - 基础金属表面上必须没有铁锈和油污 

       - 易于形成密封的通量膜，以增加熔融金属的润湿性。 

   将金属产品浸入熔融的锌中会产生腐蚀保护作用。它们通常与最外面的

纯锌层形成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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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浸镀锌法生产的产品和优点 

 

   热浸镀锌方法的概念表明，该过程的产物是锌铁粘结层及覆盖钢结构外

部的纯锌层。热浸镀锌工艺的产品为服务于基础设施项目的钢结构以及社

会经济生活的民用设备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这些优点通过以下特征表

示： 

 保护低强度钢的初始成本：在大多数保护钢结构强度的方法中，热浸

镀锌方法通过热浸镀锌来生产低成本的钢铁产品，因为热浸镀锌方法

专注于高度机械化的生产流程，严格控制，而其他方法专注于劳动力

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工成本将远远高于机械解决方案的成本。 

 在使用时间内保护钢材耐久性的成本是最低的：较低的初始成本和较

长的使用寿命，使得热浸镀锌是长期内保护钢材的最经济，最全面的

方法。目前，越南由于其初始成本低而正在使用流行的涂层方法。但

是因为涂层的防护能力很差，所以很容易被破坏，特别是受到气候严

重影响的室外建筑物：辐射，季风，高温高湿，大雨等，所以钢材容

易受到腐蚀，生锈并迅速破碎。镀层方法每年需要定期维护 1-2 次，

因此从长远来看，镀层的成本要比仅一次热浸镀锌但能够保持多年的

钢耐久性要高得多， 视区域而定，不需要每年维护。而且，使用涂

覆方法，许多偏远地区的工作难以进行定期维护，因此难以长期保

持，或者涂覆方法不能保证危险区域的安全，例如高压，高地形地区

等。 显然，热浸镀锌的好处已被证明优于涂层法。 

 钢结构的保护期是长期的，可以主动估算：目前，对钢表面的保护没

有比热浸镀锌更好的保护方法。热浸镀锌可以保护钢结构在工业和海

洋环境中 50 到 100 年内免受生锈 20 到 40 年。此外，外部的锌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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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非常慢的速度被腐蚀，而热浸镀锌具有控制它的某些质量标准，

因此可以主动估计钢结构的使用寿命。 

 易于检查：很容易通过某些电子测量设备检查涂层的厚度。由此，可

以以高可靠性快速确定钢结构的寿命。 

 快速应用的钢铁产品：热浸镀锌钢铁产品易于使用，无需进行任何额

外的涂层，修补表面准备工作。 电镀完成后，钢铁产品即可为项目

服务。因此，热浸镀锌有助于加快施工进度。 

 保护层的耐用性：热浸镀锌工艺可形成坚固的锌铁合金保护层，这是

其他方法所没有的。结果，热浸镀锌钢制品在储存，运输和装配或高

腐蚀性环境中具有最佳的抵抗机会劣势的能力。 

 全面的钢结构保护：通过热浸镀锌，钢结构的整个表面无需任何方法

即可从钢结构的内部，外部，倾斜的，隐蔽的部分被锌覆盖，其他方

法无法做到的。 

热浸镀锌法生产的产品的应用 

 

            凭借热浸镀锌的显着优势，尤其是对长期钢结构的经济保护以

及当前热浸镀锌的便利性，可用于数百个不同的应用领域。包括越南

在内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将这种方法的优势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需要这些特性的几乎所有结构钢产品都需要进行热浸镀锌。 以下是当

今越南用热浸镀锌方法制成的产品的一些典型应用。 

电气设备：电线杆，电站横梁，接地线，操作笼。 

道路和桥梁设备：管道，地漏，大梁，桥梁和柱子，标牌，灯杆等。 

化学和石化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车间圆柱与横梁，办公室，圆柱，体育场拱门，分隔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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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杆，电视杆及电信杆。 

此外，许多行业项目包括： 

户外广告设备：广告柱和面板 

轿厢：轿厢地板 

           综上所述，热浸镀锌可应用于建筑，建筑结构，交通设备，电

力，电信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所有钢结构。 

一些典型项目 

越池-山罗 220 KV 电源线 

500 KV 电源线 

乌门 110KV 电源线 

山罗芒罗县慧广 220KV 水力变电站 

海防照明灯柱系统 

国家会议中心项目 

海防 Metro 超市 

河内照明灯柱系统 

胡志明路 

1A 高速公路 

河内-海防 5A 公路 

河内-海防 5B 公路 

2 号公路，6 号公路，3 号公路 

我四所（Ngã Tư Sở）立交桥栏杆 

清池桥栏杆 

永盛桥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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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桥栏杆 

Viettel Viba 天线柱 

蔡兰港项目 

沥庙桥工程 

海云关隧道路径 

国道 18 号的桥梁工程 

栏杆系统保护从河内到清化省的铁路交通安全 

河内市 3 号环路防眩栅栏 

郎-和乐高速公路项目 

经过义路- 红木界-安沛的 32 号国道 

宁平-惹桥高速公路 

河内-凉山高速公路 

河内-老街高速公路 

安沛-富寿高速公路 

TH True Milk（直悦牛奶）公司栏杆 

国会大厦，内排机场，外交部办公室 

升级 1A 国道护栏 

义安省肿瘤医院 

广宁省姑苏县电网工程 

广宁省蒙阳火力发电厂 

Viettel 总部 

河静 Formosa 兴业钢铁工厂 

忆山石化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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