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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鈦及其合金除了具備密度低、比強度高、耐蝕性強等特性之外，並
具備高度的海洋適應性，可直接用於接觸海水或暴露於海水大氣中
的各類海洋工程裝備。其中海水淡化乃是實現水資源開流增量的重
要技術，對全球乾旱地區已成一種現實的生存需求，其設備關鍵之
裝置主要有熱交換器、冷凝器和管路系統，由於海水加熱器要能承
受90~120℃ 的海水腐蝕，若選用鈦及其合金做為海水加熱器的材料
，可大幅提高設備使用壽命並降低成本。目前市場上提供的硬銲型
板式熱交換器，其材料與封合製造技術乃是採用不銹鋼材料，經由
銅銲而成，傳統使用墊圈方式組合，避免流體溢洩；然而銅銲製程
與墊圈的使用都有不耐高溫與腐蝕的缺點，使熱交換器的功能與壽
命受限。
    本研究使用摩擦攪拌銲接的技術搭配對接及搭接兩種方式用於
純鈦與6061鋁合金之異質接合，將各成功接合之試片進行顯微組織
及機械性質測試，並進行元素分布分析，最後進行殘留應力量測及
抗腐蝕能力分析。實驗結果顯示對接時主軸轉速設定1000 rpm、進
給速度100 mm/min可以得到較好的銲道性質；搭接時則是主軸轉速
設定1200 rpm、進給速度120 mm/min可以得到較好的銲道性質，兩
種接合方法比較時，對接比起搭接可以獲得更好的抗拉強度。除此
之外，兩種銲接方式都在攪拌區可以觀察到晶粒細化的效果，但是
熱影響區晶粒較大，使熱影響區有硬度下降的趨勢，造成對接試片
會在熱影響區發生斷裂；在搭接時兩種材料界面會形成硬脆的介金
屬化合物，其硬度將近300HV高於純鈦母材，由於硬度高、延性差
，因此搭接試片斷裂時會發生在接合界面處。對接試片進行殘留應
力量測發現摩擦攪拌銲接試片與典型的對接殘留應力相反，在銲道
處顯示為壓應力。銲接件抗腐蝕能力的部分，銲道的攪拌區由於晶
粒細化的緣故，其抗腐蝕性能優於其他區域。

中文關鍵詞： 摩擦攪拌銲接，商業用純鈦，6061鋁合金，異質接合，殘留應力
，抗腐蝕性，機械性質，顯微組織

英 文 摘 要 ：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its low density, high specific
strength and strong corrosion resistance, titanium and its
alloys have high marine adaptability and can be directly
used in various marine engineering equipment that will
expose to seawater or directly contact with seawater.
Seawater desalination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helping to
reach the goal of water resources stability in droughting
regions, where people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at depending
on sufficient water supply. Heat exchangers, condensers and
pipeline systems are main units for the seawater
desalination facility. The seawater heater has to withstand
90~120 °C corrosion in seawater. This unique working
condition makes titanium and its alloys superior material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heater construction cost.
The brazed plate heat exchanger currently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re made of stainless steels by copper brazing. A
gasket is traditionally used to avoid fluid leakage.
However, the brazing process and its gaskets have low



resistance to high temperatures and corrosion, which limits
the function and life of the heat exchanger.
In this study, friction stir welding was used to join the
dissimilar materials of aluminum alloy 6061 and
commercially pure titanium by means of butt joint and lap
joint.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s and travel speed, the specimens were analyzed for
their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element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inally the residual stress
measurement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followed by the friction stir welding.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welding
properties of the butt joint can be obtained by setting the
rotational speed of 1000 rpm and the travel speed of 100
mm/min; and the lap joint can be obtained by setting the
rotational speed to 1200 rpm and the travel speed of 120
mm/min. Comparing the two joining methods, the butt joint
has better tensile strength than the lap joint. In
addition, the two welding methods can observe the effect of
grain refinement in the stirring zone, but the grain in the
heat-affected zone is larger, and the heat-affected zone
has a tendency to decrease in hardness, causing failure in
the heat-affected zone when using butt joint. As for the
lap join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materials will
form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the hardness of which is
nearly 300HV,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ure titanium base
material, and fractured at the interface,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The
residual stress portion is opposite to the typical butt
residual stress, showing compressive stress at the weld
bead, which is good for the weld bead. In addition, the
stir zone is superior to other regions in the corrosion
resist test due to grain refinement.

英文關鍵詞： friction stir welding, commercially pure titanium, aluminum
alloy 6061, dissimilar welded, corrosion resistance,
mechanical properties,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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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研究背景 

    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農業灌溉、家庭與工業用水增加，迫使部分地區必須開拓新

的水資源以滿足城市人口生活與工業生產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全球暖化導致氣候異常，

在一些國家造成更頻繁更嚴重的乾旱災害，水資源短缺已經是許多國家迫切關注的議題，例

如我國在2021年也正面臨缺水危機，嚴重影響到工業生產與民生用水。由於全球的淡水僅占

所有水資源的3%，除了依賴有限的雨水外，海水淡化乃是實現水資源的開流增量技術，對全

球乾旱地區已變成一種現實的需求，其中，中東地區國家70%的淡水資源均來自於海水淡化

【1】。根據預測，從2015年到2020年，對海水淡化來說，全球六大市場中的五個位於海灣地

區(沙特、科威特、卡達、阿曼和阿聯)，美國市場位於第三，而印度，智利，中國和伊朗緊隨

其後形成全球十大海水淡化市場【2】。圖1-1所示為全球15大海水淡化市場與其產值【3】，根

據相關報導，2018年全球的海水淡化市場達到180億美元，預估會隨著水資源為題日益嚴重而

持續成長，到2025年將增加至320億美元(圖1-2)，未來全球海水淡化規模以每年10%以上的速

度成長，成為解決水資源危機的重要途徑之一【4】。2021年我國正面臨73年來史上最嚴重的

乾旱挑戰，而台灣四面環海，利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海水淡化，已成為抗旱解渴的必要

手段【5】。由於海水是具有高鹽量、導電性與生物活性的腐蝕性電解質溶液，因此海水淡化

設備所使用的材料必須有抗海水腐蝕的能力，其中鈦金屬因具有較佳的耐腐蝕性、耐高溫離

子腐蝕及對氯具有很強的抗腐蝕性，若選用鈦管做為海水淡化的材料，則可以降低材料厚度、

增加導熱性，進而提高設備使用年限並降低成本【1】。 

 

圖1-1 全球15大海水淡化市場與其產值【3】     圖1-2 全球的海水淡化市場【4】 

 

    目前市場上提供的硬銲型板式熱交換器，其材料與封合製造技術乃採用不銹鋼，經由銅

銲或鎳銲而成【6】，傳統則是使用墊圈方式組合，避免流體溢洩。在上下端各留有二處接口

作為工作流體與被熱交換流體注入與流出處。但銅銲(或鎳銲)製程與墊圈的使用都有不耐高

溫與腐蝕的缺點，使熱交換器的功能受限。因此，選擇適當的銲接方式以達到高品質的要求

則是工程界必須努力的方向。 

    鈦金屬在地殼中的儲量非常豐富，僅次於鐵、鋁、鎂，與鋼鐵、銅、鋁等常用金屬材料

相比，鈦材除了具備密度低、比強度高、耐蝕性強等特性之外，其還具有良好的耐海水沖刷

性，加上無磁性、無冷脆性、高透聲係數等高度的海洋適應性，在海水中具有十分優異的耐

海水腐蝕性能，因而可直接用於接觸海水或暴露於海水大氣中的各類海事工程裝備，如：船

及遊艇殼體、海水管路、海底工程閥體、海水淡化設備、跨海大橋等。其中海水淡化技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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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種類，目前主要的方法是用蒸發的方式去淡化海水，其關鍵之裝置主要有熱交換器、泠

凝器和管路系統。由於海水加熱器要能承受90~120℃的海水腐蝕，故未來材料的選擇上，將

以鈦金屬為首選，並需要大量的鈦薄板材來製作鈦管【7】。 

    鈦在常溫下於表面會形成一層附著力強的氧化膜，在潮濕環境、海水、含氯溶液、次氯

酸塩、硝酸、鉻酸及一般氧化性酸環境下都具優異的抗腐蝕特性。鈦和不銹鋼、鋁合金在氧

化性環境下皆能抵抗腐蝕，但鈦較不銹鋼和鋁合金更能抵抗氯化物的腐蝕環境，常用於化工

桶槽、板式及管式熱交換器。商業用純鈦(Commercial Pure Titanium)不含其他合金元素，僅含

微量氧、碳、氮、氫、鐵等元素，在純鈦中，氧為間隙型元素，氧含量的多寡影響純鈦強度甚

大。按照氧含量的多寡，商業用純鈦可分為4 級(Gr.1~Gr.4)。Grade 1純鈦氧含量低於0.18wt%，

具有強度低、延性佳及成型性好等優點，主要用於建築物屋頂及板式熱交換器等。Grade 2 純

鈦的抗拉強度介於350~450 MPa，是四種純鈦中最常使用的一種，常用於有縫、無縫管及化工

桶槽的製作【8】。 

    隨著CP-Ti的使用增加，鈦的接合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接合鈦及其合金可以用熔銲銲接技

術，如氣體保護金屬極電弧銲（GMAW），惰氣鎢極電弧銲（GTAW），電漿電弧銲（PAW），

雷射銲接（LBW），電子束銲（EBW）等。 然而，對氧的高親和力和低導熱性使熔銲成為具

有挑戰性。而摩擦攪拌銲接（FSW）是一種固態銲接，藉由攪拌棒(stir rod)的高速旋轉並穿入

母材產生摩擦升溫以造成塑性流達成接合效果【9-13】。與傳統熔接相比有許多優點，例如在

加工過程中相對較低的熱輸入，以及較少的熔銲缺陷（裂縫、夾雜物、變形和殘留應力）的

可能性、窄的熱影響區等【9】。摩擦攪拌銲接鈦及其合金需要由具有耐磨耗性和具有高溫機

械性能的材料製成的工具。由於其在高於400℃的溫度下與氧氣，氮氣和氫氣具有高親和力，

因此必須在惰性或真空環境中進行銲接，直到材料冷卻到400℃以下【13】。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上述討論，鈦及其合金具備高度的海洋適應性，可直接用於接觸海水或暴露於海水

大氣中的各類海洋工程裝備。其中海水淡化設備關鍵之裝置主要有熱交換器、泠凝器和管路

系統需要能承受 90~120℃的海水腐蝕，若選用鈦及其合金做為海水加熱器的材料，則可以提

高設備使用壽命並降低成本。目前市場上提供的硬銲型板式熱交換器，乃是採用不銹鋼材料，

經由銅銲(Cu brazing)而成，傳統則是使用墊圈方式組合，但銅銲製程與墊圈的使用都有不耐

高溫與腐蝕的缺點。 

    鋁合金與鈦合金一樣有低密度、無毒、無磁性等優點，而且不像鋼鐵一樣會有低溫脆性

的問題，汽車、船舶、飛機產業上減輕重量意味著節省燃料及節省成本同時還可以提高安全

性，全部使用鈦合金製造成本會太高，全部使用鋁合金又會有安全的疑慮，因此鈦合金與鋁

合金的異質接合在應用上很有潛力【14】。但是鋁合金因為會在表面形成緻密氧化層，其熔點

比鋁金屬本身還要高，因此使用傳統電弧銲接不容易銲接成功，同時過高的熱輸入量也會在

鋁與鈦之間形成很厚的介金屬化合物，這些介金屬化合物會使接合處脆化造成銲接件在銲道

產生破斷【15,16】。雖然雷射銲接有高能量密度、熱影響區小的優點，但是鋁有高反射性的特

性因此雷射銲接在操作上會有困難，而摩擦攪拌銲接為固態銲接，由於沒有將材料熔化、熱

輸入量較小，可以改善熔銲所帶來的問題【17】。本研究擬選用摩擦攪拌銲接(friction stir welding, 

FSW)與對鈦板與鋁合金進行接合，希望達到高強度與抗腐蝕性，進而可滿足許多特殊應用或

是高腐蝕性、不穩定性流體的場合使用，以突破現有接合技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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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摩擦攪拌銲接對 6061 鋁合金以及商業用純鈦進行異質接合，摩擦攪拌銲接屬

於固態接合，可以解決異質材料熔點以及熱膨脹係數不同的問題，透過降低熱輸入量減少銲

後殘留應力，此外透過 FSW 銲後銲道可以產生晶粒細化，有提高銲道硬度的作用，進而提升

銲後的機械性質。除了探討對接與搭接等兩種銲接方式對於異質接合銲件機械性質與顯微組

織的差異，同時也會對其殘留應力以及耐腐蝕性進行比較。 

 

2. 文獻探討 

2.1 鈦合金熔銲研究 

    鈦及其合金材料應用於多項產品之中，尤其近年來有許多對於鈦及鈦合金銲接技術的研

究，Kahraman 等人利用電漿電弧銲接方法在各種銲接電流下使用單道銲接，不添加銲料，成

功地接合鈦板。如果使用合適的銲接電流時，銲道強度至少與母材一樣。在銲道和 HAZ 的硬

度值皆略高於母材，進一步增加銲接電流會增加銲道和 HAZ 的硬度，如圖 2-1 所示【18】。 

    在過去幾年中，對於純鈦雷射銲接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於銲接參數，微觀組

織和力學性能之間關係的設計最佳化，考慮到雷射束銲接過程中的非平衡相變，獲得純鈦銲

道的微觀組織特徵，在純鈦的雷射束銲接銲道中發現了具有豐富的非平衡微組織。Liu 等人的

研究在各種熱處理條件下處理了純鈦雷射銲接銲道，討論了銲道熱處理過程中再結晶和晶粒

成長的行為，以及再結晶和晶粒成長過程中的組織與硬度變化【18】。 

    此外，Liu 等人使用的材料為 2 級的純鈦，使用 IPG YLR-10000 光纖雷射進行銲接，雷

射光束直徑 0.47mm，雷射功率固定為 10kW，銲接速度 2 m/min、4 m/min 和 8 m/min。為減

少表面氧化，在銲道的頂部與底部皆有超高純度氬氣(99.999%)屏蔽，流速為 25 L/min。在銲

接後的金相中，柱狀晶和等軸晶是熔融區的微觀組織(圖 2-2)，在凝固過程中，柱狀晶會向外

延伸向熱影響區靠近生長，而等軸晶通常會在熔融區的中心成核成長。此外，在純鈦的材料

中，因為合金元素很少，等軸晶難以成核成長，只有柱狀晶會向外延伸生長。凝固後由 β 相

轉變成 α 相，鈦及鈦合金的熔融區組織演變有顯著的差異。當冷卻速率低時，在熔融區可以

發現粒狀晶粒，隨著速率增加，晶粒的形狀逐漸由粒狀變成柱狀；在熱影響區及熔融區之間

有著相似的晶粒走向與晶界分布，其與母材截然不同。根據熔融區的晶界分布，隨著銲接的

速度增加，底部邊界內部的 α 晶粒也增加【19】。 

     
      圖 2-1 銲道附近微硬度變化【18】      圖 2-2 不同條件銲接之顯微組織變化【19】 

 

    Bendikiene 等人使用直流極性 TIG 進行銲接，分別使用下列三種不同的銲接模式接合板

材【20】。 

1 - 使用設計的前吹和背吹保護罩覆蓋的氬氣氣體中進行銲接(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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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受控制的銲接條件下 

3 - 傳統的 TIG 銲接，使用間斷式加熱，使熔池金屬高溫停留時間短 

    圖 2-4 為 3 種形式銲接後之硬度分布圖。根據(型式 1)試驗成品，銲接區域受到正面和背

面雙重氣體保護，均符合標準，液體滲透測試及目視檢查和射線照相檢查皆滿足要求，拉伸

試驗、彎曲試驗及硬度測試達到使用的範圍。在受控的銲接條件下（型式 2），顯示銲道背面

的液體滲透測試的結果，試驗後無法使用。目視檢查一些不允許的缺陷是可以接受的。射線

照相顯示孔隙、橫向裂紋和鎢金屬夾雜物，說明銲接結果不符合要求。(型式 2)銲道對拉伸而

言是可承受的，但由於脆性 α 相的形成不適用於彎曲試驗。(型式 3)均不適用於商業純鈦銲接，

因為其未能達到各項檢驗標準，不能用於工業用途。 

          

圖 2-3 型式 1 之銲接型態示意圖【20】   圖 2-4 三種形式銲接後之硬度分布圖【20】 

 

2.2 鈦及鈦合金摩擦攪拌銲接 

摩擦攪拌銲接（FSW）是一種創新的固態銲接技術，近幾年來應用於鋁合金和鎂合金等

低熔點金屬，隨著 FSW 技術的不斷發展，高熔點金屬的 FSW 鈦及其合金，在工業領域的廣

泛應用，難處是對於高活性、高熔點，對於摩擦攪拌銲接鈦及其合金是非常困難，大部分發

表的論文主要集中在鈦及其合金的對接【21-24】，但很少有研究搭接的 FSW。在 Liu 等人的

研究中，進行了純鈦搭接的 FSW(圖 2-5)，研究銲接參數對 FSW 對微觀組織、力學性能和材

料流動和晶粒組織的演變。在控制條件下，即銲道缺陷，內部的缺陷和粗糙表面以及隨著熱

輸入增加，發現了三種銲接缺陷(圖 2-6)。與工具載荷控制相比，刀具切入深度控制有效的

增加了搭接強度，銲道由熱影響區、熔融區、搭接區組成。銲後微觀組織明顯細化，在搭接

區和銲道頂層觀察到較細的晶粒【25】。 

     

     圖 2-5 純鈦搭接的 FSW【25】      圖 2-6 銲接參數與缺陷關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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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等人針對純鈦進行 FSW 製程，過程中純鈦的攪拌區中發生了動態回復，因此即使峰

值溫度超過材料的 β 轉變量並且冷卻速率相對較低，攪拌區中的平均晶粒尺寸也大大減小。

圖 2-7 所示分別為母材、熱機影響區、熱影響區及攪拌區的金相組織。而在銲道外觀方面，由

過多的熱量輸入，鍛造負載或切入深度引起的大量飛邊或帶狀飛邊導致材料損失。而過大的

插入深度或下壓力會在攪拌區上形成凹陷，相反的，下壓力不足或插入深度太淺會在攪拌區

表面上產生溝槽狀缺陷。通常縱向的隧道缺陷，由高轉速和低銲接速度引起的過熱輸入引起

的。而較弱的攪拌程度，即較低的熱輸入，將導致氧化物顆粒的局部和緻密分佈。它導致在

攪拌區形成鋸齒線缺陷如圖 2-8 所示【26】。 

        
   圖 2-7 銲道附近微觀組織【26】         圖 2-8 FSW 銲道缺陷【26】 

2.3 鈦銲件之耐蝕性能研究 

    鈦和鈦合金的特點是高的耐用性和抗潛變性以及良好的耐腐蝕性。在含有氯的介質中鈦

的耐腐蝕性良好。其中包括：濕氯氣、ClO2、次氯酸、氯化物溶液如：KCl、MgCl2、BaCl2、

NaCl、KCl、MgCl2、BaCl2、NH4Cl、CuCl2、ZnCl2、FeCl3。鈦對於以下酸較不耐蝕：硫酸（VI），

鹽酸和正磷酸。鈦屬於高活性元素組，其還原電位為-1.539 VNEW。但在氧氣存在下，鈦的電

位發生顯著變化，可能達到+0.4V。這種現象可以在金屬表面產生氧化物保護層。關於鈦和鈦

合金的極化曲線（圖 2-9），電位增加時電流密度增加。可以觀察到 700-1000 mVNEW。本研究

目的是為了確定銲接製程對於 α 鈦在鹽酸溶液中耐蝕性的影響。銲件接合部分採用 GTAW 方

法，除了在溫度為 50℃的 10％ HCl 水溶液中的樣品外，測試後的樣品皆反映出對於表面鈍

化的敏感性。因此若在加工過程中損壞鈦鈍化表面，在較高溫度下是危險的，因為可能導致

腐蝕速率增加【27】。 

       

圖 2-9 鈦在 NaCl 溶液中的動電位極化曲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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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等人針對純鈦及其銲件於火力發電廠煙囪中的模擬煙氣脫硫冷凝物的腐蝕行為進

行研究【28】，採用動電位極化，電化學阻抗譜（EIS）和浸泡試驗研究了純鈦及電漿電弧銲

（TIG）銲件應用在火力發電廠煙囪中的模擬煙氣脫硫冷凝物的腐蝕性能。也研究了熱輸入和

保護氣體對鈦銲件的腐蝕性能的影響。在銲道和熱影響區都發現了晶粒粗化和 Widmanstätten

結構。極化曲線和 EIS 測量結果均證實，不同參數的 TIG 銲接製程對腐蝕性能影響不大。結

果表明在試驗條件下，微觀組織的變化不是影響純鈦腐蝕性能的關鍵因素，而是氧化膜對提

高耐蝕性有顯著影響。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摩擦攪拌銲接探討製程參數對純鈦與鋁合金異質銲接件顯微組織及機械性質

之影響，同時分析銲件各部位溫度分布與殘留應力變化，最後進行電化學腐蝕試驗，以探討

純鈦與鋁合金銲接技術應用於抗海水腐蝕環境之特性與能力。 

3.1 實驗材料 

本研究擬選用等級二的商業純鈦（ASTM Grade 2）板材，具有強度中等、延性佳及成型

性好等優點，另外選用 6061 鋁合金來和純鈦進行異質接合。銲接用鈦板的尺寸為 100x75x2 

mm3，在銲接之前，利用丙酮清洗試片表面，以消除表面污染。 

3.2 摩擦攪拌接合過程 

    本實驗銲接設備係採用床台立式銑床，該銑床具有XYZ三軸自動進給工作床台，主軸迴

轉速度(rotating speed) 可以無段變速、床台進給速率(traverse speed) 50 ~ 1056 mm/min，刀具

主軸可做左右傾斜的角度調整設定。基於試片夾持牢固與平整的需要，使用一經特殊設計虎

鉗夾具，除試片側面夾持固定外，並利用壓板將試片表面適度壓緊，以防止試片翹曲現象的

產生。摩擦攪拌銲接主要參數包含主軸轉速(Rotating speed)、進給速度(Traverse speed)、攪拌

棒傾斜角度等，由於本研究將攪拌棒凸銷往鋁材偏移，因此攪拌棒選用高速鋼，由於本研究

板厚只有2 mm，因此選用單純的圓柱狀凸銷。在轉速及進給的選擇上轉速過低或進給過高會

造成溫度不夠，材料熱塑性流動條件不足，產生孔穴缺陷；而過高的轉速或進給太低，會造

成溫度過高，使得材料由肩部溢出產生飛邊造成表面不平整。由於兩種材料熔點不同，本研

究對接時將攪拌棒凸銷往鋁材偏移；而搭結時鋁材在上，因此選用對於鋁合金較相似的銲接

參數，根據先前的研究，選用相對較高的轉速以及較低的進給速度以確保材料能有足夠的流

動性，銲接示意圖如圖3-1所示，銲接參數如表3-1所示，銲接試片尺寸如圖3-2所示。此外，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製程溫度較低，且攪拌區主要發生在鋁合金，故未使用保護氣體。 

 

圖 3-1 銲接方式示意圖：(a)對接，(b)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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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摩擦攪拌銲接之參數 

參數 
主軸轉速 

(rpm) 

進給速度 

(mm/min) 

攪拌棒 

傾斜角度 

(∘) 

下壓

深度 

(mm) 

肩部 

直徑 

(mm) 

凸銷 

長度 

(mm) 

凸銷 

直徑
(mm) 

對接 800-1200 80-120 2 0.2 16 1.6 5 

搭接 1000-1400 80-120 2 0.2 16 2.1 5 

 

 
圖 3-2 試片尺寸示意圖：(a)對接，(b)搭接 

 

3.3 金相顯微組織觀察 

根據本研究製程參數的改變，探討摩擦攪拌銲接對純鈦與鋁合金接合所造成的銲道差異，

因此本研究將就金相觀察分為兩部分探討，第一部分為銲道外貌與型態的觀察，主要是為了

初步瞭解接合成功與否，先使用較低倍率的光學顯微鏡對銲道進行巨觀下的觀察，以確認銲

道沒有氣孔或裂痕等缺陷的產生，若有缺陷產生則更改銲接的參數，直到無缺陷產生，再進

一步使用更高倍率之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進行微觀的銲道形貌與成分分析。 

第二部分則是晶粒顯微組織的觀察，利用適當腐蝕液將試片進行腐蝕，藉以觀察材料內

部的微細組織。本實驗採用 Olympus BX51M 型光學顯微鏡觀察金相，配合砂輪切割機進行試

片取樣。將試片進行鑲埋，並透過 180 號至 2000 號水砂紙進行試片研磨，將試片研磨至欲觀

察之斷面深度，接著依序使用 1.0 µm、0.3 µm、0.05 µm 的 Al2O3粉對試片表面進行拋光，再

用酒精吹乾與試片烘烤，最後利用光學顯微鏡進行觀察。  

3.4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利用本系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型號 JEOL JSM-7610F 高解析度場發射型)來觀察銲道形貌，

由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是利用聚焦電子束掃描樣品產生二次電子或背向散射電子，偵測器收

集訊號後產生表面的形貌，可形成高解析度影像。另一方面，透過 SEM 裝載的 OXFORD-

INCA Energy 300 型能量散布分析儀 EDS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s)對試片進行定性分

析以及半定量分析，經由量測特徵 X-ray 能量大小以獲取影像中欲分析的材料成分比例，以

瞭解銲後各元素分佈與型態。操作之設備圖如圖 3-3 所示。 

3.5 電子微探儀(EPMA) 

本實驗採用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提供的 JEOL-JXA 8200 型電子微探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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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4 所示，對於異質接合之銲道處進行 Line-Scan 與 Mapping 分析，進一步了解母材至銲

道的元素成分分佈，並針對銲道附近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探討不同製程下，元素是否具有

不同的元素組成趨勢。 

        
     圖 3-3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EPMA)          圖 3-4 JEOL-JXA 8200 型電子微探儀 

 

3.6 微硬度試驗 

本研究使用 Future-Tech FM-700 型微小硬度分析儀進行銲接件斷面硬度分布的量測。測

量時施以荷重 200 gf，持續時間 15 秒，每間隔 0.5 mm 量測一點，範圍包含母材以及銲道，

總共量測三道並對其取平均並對所得到之數據繪製成硬度分布曲線，以了解不同銲接製程參

數對銲件不同區域之影響，量測取樣部位示意圖如圖 3-5 所示。 

 

圖 3-5 微硬度示意圖 

 

3.7 拉伸試驗 

    針對銲接後的試片進行拉伸試驗，並且根據拉伸強度及破壞型態評估銲接的效果。為了

探討銲道區域拉伸性質，首先將接合後的試片，沿垂直銲道方向切取試片來進行拉伸試驗，

以瞭解材料的接合強度。本實驗使用之萬能材料試驗機型號為 UH-1，誤差範圍 1%以內，試

驗時夾頭速度設定為 10 mm/min。。拉伸試片依照 ASTM E8 規範之標準試片規格加工，採用

CNC 線切割放電加工進行試片取樣。其中試片規格及取樣位置如圖 3-6 所示。 

 

圖 3-6 拉伸試片取樣位置、形狀與尺寸：(a)對接，(b)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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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殘留應力量測 

    由於銲接後殘留應力值，可能會影響接合件使用時之應力腐蝕裂痕發生的機率，因此本

研究擬利用XRD 來量測殘留應力。X光繞射分析使用本實驗室自有之Bruker D8 Discover 多

功能高解析X光繞射儀，設備如圖3-7所示，對選定範圍進行不同傾斜角之繞射量測，選擇適

當之硬體配置與量測參數，完成前處理程序即開始進行量測。完成量測後，利用Leptos進行殘

留應力分析，給定材料之蒲松氏比(Poisson's ratio)及楊氏係數(Young's modulus)，針對量測之

繞射峰與資料庫做比對，根據公式所得之X與Y軸合力進行分析，選擇匹配之數學模型與應力

模式，並輸出所需數據及圖表。 

 
圖 3-7 Bruker D8 Discover 多功能高解析 X 光繞射儀 

 

3.9 電化學腐蝕試驗 

    本實驗對銲接後的試片進行電化學耐腐蝕性試驗，取樣位置如圖 3-8 所示，分別為母材、

銲道與母材以及銲道本身三個不同的區域，探討銲接後顯微組織變化對抗腐蝕性質的影響。

本研究之實驗步驟，首先將異質材料銲接件試片裁切成 1 ㎝ x 1 ㎝、在試片背後接出一條導

線並用壓克力粉及硬化劑進行冷鑲埋，將試片用砂紙研磨至 2000號，再以氧化鋁粉進行拋光，

最後用酒精清洗乾淨，完成試片前處理。 

    本實驗之電化學耐蝕性分析利用 Bio-Logic 型號 SP-50 的恆電位儀進行循環極化法(CPol)

試驗，實驗設備如圖 3-9。以銀-氯化銀電極/飽和氯化鉀溶液做為參考電極；鉑電極作為輔助

電極，先靜置於氯化鈉水溶液 30 分鐘後量測其開路電位，以掃描速率 5mV/s 從相對於開路

電位-0.5 V 開始掃描至+1.5 V，再重新掃描至開路電位，得到電壓與電流對數關係圖，利用量

測斜率的方式得到塔佛常數換算腐蝕電位及腐蝕電流，用以判斷其耐腐蝕性。為了解不同銲

接方法銲接表面之腐蝕情形，本實驗使用 3.5 wt.%氯化鈉水溶液做為腐蝕液，以試驗級 NaCl 

藥品以及純水按照 3.5：96.5 比例調配，並在使用前通氮氣使內部含氧量穩定。 

    電化學耐蝕性分析分析步驟如下所示： 

step 1. 得到電壓與電流對數關係圖後，由軟體標出腐蝕電位的位置。 

step 2. 在尖峰兩側線段找到較為線性的部分，利用塔佛分析調整兩線段斜率，使其交叉點與

腐蝕電位在同一軸線上，即可得到腐蝕電流。 

step 3. 得到腐蝕電位、電流後，將事先用電子密度儀量測出的密度輸入，再輸入重量、露出

面積以換算其腐蝕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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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試片取樣位置     圖 3-9 電化學腐蝕設備 

肆、結果與討論 

4.1 純鈦與 6061 鋁合金摩擦攪拌銲接對接結果 

4.1.1 顯微組織與成分分析 

 本研究採用 Gr.2 商業用純鈦與 6061 鋁合金，利用摩擦攪拌銲接採對接及搭接兩種方式

進行異質接合，探討不同製程參數下對異質接合顯微組織的影響。對接時由於兩種材料熔點

有差距，因此將攪拌棒往鋁合金方向偏移，如圖 4-1 所示，由於銲接時純鈦在攪拌棒前進側，

因此會將鈦往鋁的方向拉扯，在攪拌區中形成很多鈦的碎屑，圖 4-2、4-4、4-6 為各參數下銲

道表面形貌，圖 4-3、4-5、4-7 為各參數下垂直於銲道方向的斷面形貌，在大部分的參數下都

可以形成完整的接合，但是隨著轉速增加到 1200 rpm，在 120 mm/min 的走速下會在攪拌區

退出邊形成中空的缺陷，推測是因為過高的轉速使攪拌區擾動劇烈，而過高的銲接走速使材

料無法均勻攪拌，從而形成缺陷【29】。圖 4-8 為銲道橫截面之組織，由於攪拌區受到擠壓與

攪拌產生塑性流變形而發生動態再結晶，從鋁合金的一側可以很明顯觀察到攪拌區晶粒細化

的效果，攪拌區晶粒尺寸大約是 1~6 μm 左右，熱影響區則是 5~30 μm 不等，母材區則是在

4~18 μm 左右，並且由於板材是壓延的方式製造，母材區的晶粒產生變形，呈現細長狀；而熱

影響區晶粒則比較粗大，其高度約 1~10 μm。至於鈦板的部分，可以看到由於攪拌棒的凸銷

偏向鋁合金的緣故，因此對鈦板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僅有攪拌區側邊受到擠壓而產生變

形，在熱影響區的晶粒跟母材區比起來沒有明顯的變化。 

   
圖 4-1 FSW 對接示意圖 

 

   
圖 4-2 FSW 對接轉速 8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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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FSW 對接轉速 8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圖 4-4 FSW 對接轉速 10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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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FSW 對接轉速 10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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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FSW 對接轉速 12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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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FSW 對接轉速 12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6061 Al alloy CP-Ti 

SZ 

  

HAZ 

  



14 

 

Base 

  

圖 4-8 FSW 1000 rpm、100 mm/min 對接各區域比較圖 

 

    為了瞭解異質接合在不同製程參數下元素分布的情形，使用 EDS 的 line scan 功能做初步

的分析，發現在交界處有混合層的存在，接著以每 1 μm 量一個點做線掃描，結果如圖 4-9 所

示，可以發現混合層的厚度約 4~5 μm 左右，並且隨著轉速上升混合層沒有明顯變厚的趨勢。

進一步利用 EPMA 的 mapping 觀察 FSW 對接銲接件接合處，結果如圖 4-10 所示，可以發現

雖然前面有觀察到鈦的碎屑會被攪入鋁合金之中，但是攪拌區中並沒有元素擴散，只有在兩

種材料交界處形成薄薄的混合層，另外在鋁合金中會有 Fe、Mg、Si 元素存在是屬於正常現

象，並非銲接造成的影響。 

  

(a)          (b) 

   

(c)          (d) 

圖 4-9 FSW 對接銲道元素分析﹕(a)線掃描；(b)800 rpm；(c)1000 rpm；(d)1200 rpm 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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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FSW 對接銲道交界處 EPMA mapping 分析 

 

4.1.2 FSW 對接微硬度分析 

 FSW 對接銲件微硬度量測結果如圖 4-11 所示，測量結果發現在攪拌棒肩部最外圍熱影

響區的部分會觀察到硬度下降，這點呼應了先前從金相顯微組織所觀察到熱影響區晶粒較粗

大的結果，鋁合金母材的硬度大約 100 HV 左右，而熱影響區的硬度只有大約 60 HV，而攪拌

區雖然有晶粒細化的效果硬度值也只有 80 HV 上下，還是沒有超越母材的初始硬度。而在靠

近接合處則會有鈦的碎屑被攪入鋁之中造成硬度上升，其硬度值超過 200 HV，比純鈦母材的

130 HV 還要高，而鈦的部分除了在攪拌區側邊因為受到擠壓使晶粒變形造成硬度稍微提升以

外，其他的硬度則沒有受到 FSW 太多影響，這點也呼應了前面在金相顯微組織觀察中，在鈦

板的部分沒有發現明顯的熱影響區，因此硬度值也沒什麼變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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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4-11 FSW 對接硬度分布曲線﹕(a)800 rpm；(b)1000 rpm；(c)1200 rpm  

4.1.3 FSW 對接拉伸性質 

 對接部分的試片將銲接件以放電線切割加工成 ASTM E8 規範之形狀進行拉伸試驗，每

種銲接參數做三次拉伸試驗取平均值，最大抗拉強度與伸長率結果如圖 4-12 所示。以 1000 

rpm，100 mm/min 的參數進行銲接可以得到最大的抗拉強度，最大量測到 194.6 MPa，伸長率

為 5.6%，大於 AA6061-T0 的最大抗拉強度(125 MPa)，並且約為 AA6061-T6 鋁合金母材的抗

拉強度的 67%。在斷裂時大部分參數都在熱影響區發生斷裂，也就是先前微硬度分析所發現

硬度下降的區域，但是 1200 rpm，120 mm/min 的參數由於在接合處形成孔洞的缺陷，因此斷

在接合處，其抗拉強度及伸長率也是低於其他參數，斷裂結果如圖 4-13、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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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12 FSW 對接各參數拉伸試片﹕(a)最大抗拉強度；(b) 伸長率 

 

圖 4-13 FSW 對接拉伸試驗破斷位置：(a)熱影響區破斷，(b)交界處破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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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FSW 各參數對接拉伸試驗破壞後試片 

4.1.4 FSW對接銲後熱處理之機械性質分析 

本研究以固溶時效熱處理(T6)對FSW對接件進行銲後熱處理，來比較銲件機械性質差異。

固溶化指將材料加熱至固溶線上之單相區，保持恆溫適當時間使合金元素溶入母材形成單相

固溶體，在快速淬火使母材呈現過飽和固溶體，此時母材強度降低；人工時效是將固溶化後

之過飽固溶於高溫恆定加熱，使超過溶解度之合金或金屬化合物逐漸產生出強化反應。銲後

熱處理是將試片至於熱處理爐中加溫至530℃後恆溫1.5 小時，將試片取出後使用26℃的水進

行淬火的動作，等爐溫降至160℃後放置爐內恆溫持續處理12小時進行人工時效完成所有動作

為固溶熱處理(T6)。 本研究使用摩擦攪拌銲接以對接進行Gr.2商業用純鈦與6061鋁合金異質

接合，於異質接合後進行銲後熱處理並做各項實驗分析，分析結果歸納後整理如下：利用摩

擦攪拌銲接以對接方式能成功接和Gr.2商業用純鈦與6061鋁合金種材料。銲後熱處理金相顯

微組織可觀察到鋁合金經由時效處理後各區晶粒並無太大差別。微硬度的部分在鋁合金的熱

影響區經由銲後熱處理硬度從70 HV可提升至約100 HV，應該是產生析出硬化的作用；而在

純鈦方面則沒有改變，依然維持在130 Hv左右。FSW銲後熱處理對接件之拉伸性質以800 rpm，

100 mm/min的參數銲接可以得到最大的抗拉強度，其強度大於未實施熱處理的試片，最大量

測到230.2 MPa，其結果如圖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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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FSW 對接熱處理前後各參數拉伸試片硬度與抗拉強度比較 

 

4.2 純鈦與 6061 鋁合金摩擦攪拌銲接搭接結果 

4.2.1 FSW 搭接銲道組織與元素分析 

 搭接時雖然重疊的部分有 2 cm 的寬度，但是實際接合的部分只有攪拌棒凸銷所接觸到的

部分(5 mm 的寬度)，其他部分並沒有接合，如圖 4-16 所示。經過先前的實驗，搭接時攪拌棒

的凸銷稍微接觸到底下的鈦板結合效果最好，如果凸銷太短沒有接觸到鈦板，會造成接合強

度不足；凸銷過長則是會造成鈦板變形過大，容易使鋁與鈦的界面處形成孔洞缺陷，從而導

致接合力下降，這點與 Zhao 等人【30】所觀察到的結果相符合。圖 4-17、4-19、4-21 為各參

數下銲道表面形貌，圖 4-18、4-20、4-22 為各參數銲接件 Al/Ti 搭接接合處的橫截面圖，在

1000 rpm 的轉速下，可以看到進給速度增加到 120 mm/min 時，會在攪拌區側邊形成一個溝

槽狀的缺陷。而隨著轉速的增加，就沒有再出現溝槽狀的缺陷，但是鈦板會沿著攪拌棒的凸

銷被往上攪，形成一個鐮刀狀的形貌。如以 1400 rpm、80 mm/min 的參數進行接合，就會因

為參數不當的緣故使鈦板變形過大造成接合界面有孔洞缺陷。圖 4-23為各區域金相顯微組織，

在鋁合金的部分與對接相同，攪拌區受到擠壓與攪拌產生塑性流變形，可以很明顯觀察到晶

粒細化的效果，攪拌區晶粒尺寸大約是 1~6 μm 左右，熱影響區則是 5~35 μm 不等，母材區則

是在 4~18 μm 左右，並且呈現細長狀，高度約 1~5 μm；而熱影響區則比較粗胖，其高度約

1~10 μm。至於鈦的部分，由於攪拌棒凸銷只有稍微接觸到鈦板，除了在接觸到的地方與鋁形

成一層混合層，從金相上看，攪拌區、熱影響區下方的鈦板與其跟母材區相比沒有明顯的差

異，表示搭接方式下摩擦攪拌對於鈦板的晶粒沒有明顯的影響。 

 

 

       
圖 4-16 FSW 搭接示意圖 

 



19 

 

   

圖 4-17 FSW 搭接轉速 10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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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FSW 搭接轉速 10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圖 4-19 FSW 搭接轉速 12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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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FSW 搭接轉速 12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圖 4-21 FSW 搭接轉速 14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件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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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FSW 搭接轉速 1400 rpm 下各進給速度銲道橫截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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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FSW 1200 rpm、120 mm/min 搭接各區域比較圖 

 

 在兩種材料接合處利用 SEM 可以觀察到有混合層，使用 EDS 進行初步的觀察確實是有

兩種材料混合，混合層的厚度會隨著轉速而有所改變，厚度大約落在 50~200 μm 左右，並且

隨著轉速提升有變厚的趨勢。從 EPMA 的 mapping 去觀察，如圖 4-24 所示，可以發現鋁合金

的部分有析出物的存在，並且再次的確認混合層的存在。 

4.2.2 FSW 搭接微硬度分析 

 FSW 搭接銲件微硬度結果如圖 4-25~27 所示，在水平方向的硬度分布，由於摩擦攪拌銲

接試片在攪拌區由於機械力的影響使晶粒細化，但是在攪拌棒肩部兩側的材料會有退火效應，

造成晶粒粗大，熱影響區硬度下降，與對接時的趨勢是相同的，熱影響區的硬度值大約 60 HV，

而攪拌區的硬度上升至 80HV 左右，但是並沒有超過母材的 100HV。而在鋁與鈦之間會形成

混合層，此混合層的硬度會高於鋁以及鈦兩種母材的硬度，最高有量測到將近 300 HV，並且

混合層有隨著轉速提高而變厚的趨勢。而鈦的方面則是因為離攪拌棒距離更遠，因此其硬度

受溫度影響的變化並不明顯，如同前面所觀察鈦的金相顯微組織各區域的晶粒沒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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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FSW 搭接銲道交界處 EPMA mapping 分析 

 

     

圖 4-25 FSW 搭接 1000 rpm、80 mm/min 銲接件硬度分布曲線：(a)水平方向，(b)垂直方向 

   

圖 4-26 FSW 搭接 1200 rpm、120 mm/min 銲接件硬度分布曲線：(a)水平方向，(b)垂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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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7 FSW 搭接 1400 rpm、80 mm/min 銲接件硬度分布曲線：(a)水平方向，(b)垂直方向 

4.2.3 FSW 搭接拉伸試驗 

 搭接的部分將銲接件切成長度 100 mm 寬度 10 mm 之外型，以探討不同轉速及進給對銲

接件最大拉剪荷重值的影響，圖 4-28 顯示各個參數下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與伸長率，在 1200 

rpm，120 mm/min 的參數銲接可以得到最大的抗拉力，其值為 2851.9 N，大約為 AA6061-T6

鋁合金母材最大抗拉負荷的 49%左右，伸長率為 3.8%。本研究試片斷裂時皆發生在接合處，

但是從斷裂方式可以發現兩種破壞形態： 

(1)Type A：試片完全分離(圖 4-29 (A)) 

(2)Tpre B：斷裂發生在攪拌區前進側(圖 4-2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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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FSW 搭接各參數拉伸試片﹕(a)最大抗拉荷重；(b)伸長率 

 

圖 4-29 FSW 搭接試片受拉力作用之破壞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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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為各參數下的斷裂形態，從銲道的形貌來看斷裂的形態主要取決於銲接參數是否

會使鈦板形成過大的鐮刀狀形貌，從前面可以得知此鐮刀狀形貌的區域為混合層由鈦與鋁的

界金屬化合物構成，並且硬度相當高，如果此區域過大就會容易從鐮刀狀尖端的部分斷裂。

由於都是兩種斷裂方式都是在接合處破壞，兩種斷裂模式沒有絕對的好壞，雖然得到最大抗

拉負荷的試片屬於 Type A 型破壞，但是參數不當在界面形成孔洞也會造成 Type A 型破壞。 

表 4-1 FSW 搭接試片各參數下受拉力作用之破壞形態 

Lap joint 80 mm/min 100 mm/min 120 mm/min 

1000 rpm Type B Type B Type B 

1200 rpm Type B Type A Type A 

1400 rpm Type A Type B Type B 

 

4.3 FSW 對接試片殘留應力分析 

從拉伸試驗的結果看來，由於對接的效果比較好，因此後續只繼續探討對接的部分，本

研究利用 XRD 以非破壞的方式量測銲接件的殘留應力，量測殘留應力所使用的特徵峰如圖

4-30、4-31，鋁合金的部分選用 2 Theta 角度為 116.57 的特徵峰；鈦的部分則是選用 2 Theta

角度為 114.28 的特徵峰，選用比較高的角度是因為角度越高繞射峰的偏移越明顯，而且較高

的角度在量測時較不會因為試片做傾斜角的緣故而受到遮蔽。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板材為壓

延的方式製造，因此本身就會有一些殘留應力存在，經過量測所得未銲接之 6061 鋁合金母材

殘留應力約為 30~50 MPa 的壓應力，而純鈦母材約為 170~220 MPa 的壓應力。對銲接件進行

殘留應力量測結果實驗結果顯示如圖 4-32 所示，800 rpm 以及 1000 rpm 所銲接的試片與典型

的對接銲件殘留應力分布圖相反，推測是因為銲道的部分受到攪拌棒機械力影響的緣故所以

呈現壓應力，而摩擦攪拌時熱源集中在攪拌棒肩部下方，摩擦產生高溫攪拌棒離開後銲道冷

卻，所以在銲道旁形成拉應力，與 P. Staron 等人【31】所觀察到的 FSW 銲接 2024 鋁合金的

殘留應力結果相符合的，至於 1200 rpm 的試片推測是因為溫度較高的緣故，整體殘留應力的

分布比較接近典型的對接銲件殘留應力分布圖，此外隨著轉速提高，鋁板在遠離銲道的部分

殘留應力會有下降的趨勢。而鈦板本身就存在比較大的殘留壓應力，並且可以看到離銲道 1 

cm 左右之後鈦板的殘留應力就與本身的殘留應力相同了。 

 

圖 4-30 鋁 XDR 殘留應力量測選用特徵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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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鈦 XDR 殘留應力量測選用特徵峰示意圖 

 

 

(a)            (b)    

 

 

(c) 

圖 4-32 FSW 對接試片殘留應力分布﹕(a)800 rpm；(b)1000 rpm；(c)12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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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FSW 對接試片抗腐蝕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恆電位儀在 3.5%氯化鈉水溶液(模擬海水)中抗腐蝕性測試，取樣位置如圖 4-

33(a)所示，測試結果如圖 4-33(b)~(d)及表 4-2 所示，腐蝕電位(Ecorr)代表材料在腐蝕環境中的

保護能力，腐蝕電位越大表示其保護能力越強，腐蝕電流密度(Icorr)表示其腐蝕速度，腐蝕電

流密度越大表示其腐蝕越快。從結果可以看到在鋁合金的部份各區 Ecorr大小是相近的，SZ 雖

然有稍微大於其他區域，但是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 Icorr 的部分則是比較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SZ < HAZ < BM，表示摩擦攪拌銲接後材料的抗腐蝕性會有所提升，根據 K.D.Ralston 等人

【32】的研究，晶粒細化是對耐腐蝕性是有幫助的，因為晶粒細化後提高了晶界在材料中占

有的比例，增加了更多鈍化膜的成核點，使其可以更快產生鈍化膜。先前金相組織所觀察到

攪拌區晶粒有晶粒細化的效果，這裡的確也是攪拌區腐蝕電位與腐蝕電流密度的結果都是優

於其他區域的，並且轉速 1000 rpm 所接合的試片又高於 800 及 1200 rpm 所接合的試片。至

於純鈦的部分由於攪拌棒偏向鋁合金的一側，因此鈦的部分沒有 SZ 可以來做比較，而 HAZ

跟 BM 不管是 Ecorr或是 Icorr都沒有明顯的改變，不同轉速下也是差異不大，表示在異質接合

時受到摩擦攪拌的影響並不大。 

    

(a)            (b)    

 

    
(c)            (d)    

圖 4-33 FSW 對接抗腐蝕性測試︰(a)取樣位置；(b)800 rpm；(c)1000 rpm；(d)1200 rp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3468610011837#!


27 

 

表 4-2 FSW 對接試片各部位抗腐蝕性能 

   SZ HAZ BM 

 

800 rpm、

100 mm/min 

 

Al 
Ecorr (mV) -649.8 -634.7 -655.9 

Icorr (mA/m2) 4.74 16.4 24.9 

 

Ti 
Ecorr (mV) -- -391.6 -389.5 

Icorr (mA/m2) -- 1.18 1.0 

 

1000 rpm、

100 mm/min 

 

Al 
Ecorr (mV) -646.5 -661.2 -676.5 

Icorr (mA/m2) 2.16 9.78 19.28 

 

Ti 
Ecorr (mV) -- -388.8 -348 

Icorr (mA/m2) -- 1.6 1.8 

 

1200 rpm、

100 mm/min 

 

Al 
Ecorr (mV) -623.2 -649.5 -642.1 

Icorr (mA/m2) 8.62 15.4 22.2 

 

Ti 
Ecorr (mV) -- -373.8 -397.7 

Icorr (mA/m2) -- 1.78 1.36 

 

伍、結論 

本研究使用摩擦攪拌銲接方式對 Gr.2 純鈦與 6061 鋁合金，以對接及搭接兩種方式

進行異質接合，於接合後進行各項實驗分析，分析結果歸納後整理如下： 

1. 利用摩擦攪拌銲接以對接及搭接兩種方式均能成功接合 Gr.2 純鈦與 6061 鋁合金種材料。

對接時將攪拌棒偏向鋁合金，鈦在攪拌棒前進邊，以 1000 rpm，100 mm/min 的參數銲接可

以得到較佳的銲道品質；搭接時則是鋁合金在上，以 1200 rpm，120 mm/min 的參數銲接可

以得到較佳的銲道品質。 

2. 銲接後顯微組織在兩種接合方式都可以觀察到在鋁的部分攪拌區有晶粒細化的效果，但是

攪拌棒肩部側邊的部分會形成熱影響區會造成晶粒較為粗大。而鈦的部分對接時攪拌區側

邊受到攪拌棒凸銷影響也有造成晶粒細化，而其他區域則是沒有受到銲接影響；搭接時攪

拌棒凸銷接觸的地方會形成一層鈦與鋁的混合層，除此之外其它地方沒有受到銲接影響。 

3. 微硬度的部分兩種接合方式都使鋁板形成熱影響區，造成硬度下降。鈦板在攪拌棒凸銷側

邊受到受到擠壓，硬度也有稍微提高，但是其他區域硬度沒有明顯變化；搭接時在兩種材

料界面會形成較厚的混合層，混合層硬度將近 300 HV。針對對接試片進行銲後時效熱處

理，可以使鋁合金一側的硬度提升，而純鈦的硬度則沒有改變。 

4. FSW 對接抗拉強度以 1000 rpm，100 mm/min 的參數銲接可以得到最大的抗拉強度，其強

度大於沒有做熱處理的 6061 鋁合金，約為 T6 熱處理後 6061 鋁合金的 67%；搭接時最大

抗拉負荷只有 T6 熱處理後 6061 鋁合金的 49%。FSW 銲後熱處理對接件之拉伸性質以 800 

rpm，100 mm/min 的參數銲接可以得到最大的抗拉強度，其強度大於未實施熱處理的試片，

最大量測到 230.2 Mpa。 

5. 使用 XRD 進行殘留應力量測，鋁合金在 800 rpm 及 1000 rpm 的轉速下銲道呈現壓應力，

但是轉速提高至 1200 rpm 時會呈現張應力，此外鋁合金在遠離銲道的區域有隨著轉速上升

殘留應力下降的趨勢。鈦的部分則是受到銲接殘留應力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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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過電化學在 3.5%氯化鈉水溶液中進行耐腐蝕性測試，FSW 對接在 1000 rpm 轉速下比起

其他參數有更佳的耐腐蝕性，並且不論在何種參數下鋁合金攪拌區抗腐蝕性優於熱影響區

及母材，而純鈦耐腐蝕性則是沒有受到銲接過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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