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鋁合金材料 

鋁是一種質輕的金屬，其密度為 2.7g/cm3，約相當於鋼密度的三分之一。

雖然與鋼比較起來鋁合金的抗拉性質低很多，但它們的強度-重量比卻極佳

[15]。純鋁是非常軟而富有延展性的金屬，不適宜單獨作為構造材料，為提升

鋁的強度，往往在鋁中加入其他元素以構成鋁合金，其用途非常廣泛，為重

要的輕合金(light alloy)之一。 

鋁在空氣中易氧化而生成Al2O3薄膜於表面，可防止內部繼續氧化。日

常用鋁製品，常利用此種性質，在鋁表面以人工生成緻密氧化膜，使它的耐

蝕性優良。選擇鋁及其合金的重要因素是它的高單位重量強度比值，耐許多

化學物質的腐蝕、高導熱性和導電性、無毒性、表面光亮、外表美觀、容易

成型及切削，而且不具磁性。鋁及其合金主要的應用為容器及包裝材料(鋁

罐和鋁箔)、建築材料、運輸(飛機和航太應用、公車、汽車、火車、船舶)、

電氣(經濟且無磁性的導電體)、消費性耐久用品(家電用品、烹煮用具、家

具)以及可攜式工具等。 

鋁合金依製造法之不同可分為鍛造用合金和鑄造用合金兩大類。鍛造用

合金因加工性佳，可加工成板、形材、管、棒、箔、鍛造品等；鑄造用合金

則使用砂模鑄造、金屬模鑄造、壓鑄等鑄造法鑄成鑄件。此兩大類合金又依

時效處理(aging treatment)之有無進一步分類為熱處理型合金和非熱處理型

合金兩種。熱處理型的合金於製造後，最後必須經過時效處理，方可提高鋁

合金的強度，如 2xxx、6xxx、7xxx 等系列鍛造用鋁合金，係藉由析出硬化

處理來提高強度；非熱處理型合金於製造(鑄造、熱軋、熱擠型等)後，不須

再熱處理或者是經冷軋等冷加工後，再加上退火、安定化熱處理等以消除冷

加工組織，達到回復(recovery)或再結晶(recrystallization)為目的的熱處理，

即可達到所需強度的鋁合金，如 5xxx 系鋁合金則是藉由固溶強化及加工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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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應變硬化)來達到強化效果。 

 

2-1-1  鍛造用鋁及鋁合金之編號 

美國鋁業協會(Aluminum Association，簡稱AA)所制定的鋁及鋁合金之

編號系統為現今世界各國所通用之規格。鋁及鋁合金之編號系統如同它們的

製造方法一樣，區分為「鍛造用」與「鑄造用」兩大類。所謂鍛造用鋁合金，

是在高溫加工成形後使用之鋁合金，其編號系統以四位數字來表示各種鍛造

用鋁合金。本研究所使用之鋁合金以鍛造為主，其編號系統如表 2-1 所示[16]。 

鍛造用鋁及鋁合金之編號意義如下[16]： 

一、如表 1 所示，合金編號之第一位數字表示合金系(主要合金元素)。 

二、第二位數字，0 表示原來合金，其他數字即表示不純物規定或添加微

量之元素不同之改良合金。 

三、第三位與第四位數字表示不同化學成分之合金識別，但對 1xxx 系之

該兩位數字系表示純度。例如 1050 及 1070 分別表示該鋁純度為 99.50

％及 99.70％以上。 

 

2-1-2  鋁及鋁合金之質別記號[16]  

鋁合金強化的程度是由質別記號來標明。質別記號用以顯示合金的加工

硬化狀態、熱處理狀態等調質條件，通常在鋁及鋁合金編號" - "之後附加H、

O或T等文字，例如 4043-H18、1100-O、6061-T6 等編號。H指經加工硬化者，

無論有否另加熱處理使其得適度之硬度，經由加工硬化而增加強度者。O指

鍛製品經完全退火達最低強度及最大延性。T指經熱處理使其成為F、O、H

以外之穩定質別者，不管有無加工硬化，為使其得穩定質別而加以熱處理

者，如T1、T5、T10 用於高溫加工成形之成品如鑄件、擠型品等，成形後直

接作成時效硬化，T2 用於鑄件之退火，T3、T4 用於自然時效，但T3 含冷加

工，T6 指人工時效至最高強度，T7 指時效，T8 指冷加工後人工時效，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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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工時效後冷加工，這些代號尚可接 51、510、511、52、54 等數字代表

額外之應力處理，例如TX51 為固溶化處理後，於時效之前進行展伸處理，

以釋放固溶化水淬後之殘留壓縮應力。表 2-2 為鋁及鋁合金的質別記號[16]。 

 

2-2  2xxx 系合金的特性   
2xxx 系合金是時效硬化性合金，主要合金成分為 Al-Cu、Al-Cu-Mg 系

合金。2xxx 系合金中以杜拉鋁(duralumin)、超級杜拉鋁(super duralumin)合

金成名的 2017、2024 為代表性的合金，具有與鋼材可匹敵的強度。但是，

由於含有較多的銅，所以在腐蝕環境中使用時，必須做充份的防蝕處理。當

作航空材料使用時，為了達到表面防蝕的目的，往往表面夾一層純絽片一起

軋延形成合板(clad)，當作飛機機身鑲板(skin panel)使用。 

2xxx 系合金與其他系鋁合金比較，由於焊接性較差，結合主要以鉚釘、

鏍釘或點銲的方式進行。但切削性佳，尤其是添加 Pb、Bi 的 2011 合金具有

極為優良的快速切削性，大量被使用於機械零組件上。 

 

2-2-1  2024 合金 
2024 合金的標準成分是Cu4％，Mg 1.5％，Mn 0.5％，其餘為Al及少量

的其他元素。2024 即一般所謂的超級杜拉鋁(super duralumin)，Mg的含量比

普通杜拉鋁(duralumin)多，其抗拉強度可達 480 MPa左右。杜拉鋁的特性是

重量很輕，經過淬火時效處理後，可得相當高的強度[17]。 

 

2-2-2  2091 合金 

2091 合金的密度為 2.58 g/cm3，彈性係數 75 GPa，熔點範圍(melting 

range)560~670°C，標準成分是Li 2.3％，Cu 2.12％，Mg 1.61％，其餘為Al

及少量的其他元素，由於含銅量較高，故歸類為 2xxx系。2091 合金的密度

比 2024 低 8％，而彈性係數高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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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Li)為自然界中最輕的金屬元素，鋰添加入鋁中可有效減輕航空用合

金的重量。鋁鋰(Al-Li)合金由於具有低密度的特性，可降低航空器的燃料成

本與提昇性能。Al-Li 合金是屬於可熱處理之鋁金金，由於添加Li在時效熱

處理過程會析出整合型δ´(Al3Li)相，能產生強化作用，但也導致Al-Li 合金

的強度下降。為改善此一問題，添加銅(Cu)與鎂(Mg)於Al-Li 合金中使形成

非整合型的析出相T1(Al2CuLi)、S(Al2CuMg)、θ( CuAl2)，能有效改善延性，

並提昇降伏強度，因此Al-Cu-Li-Mg合金已廣泛應用於國防、航太工業之結

構件上。 

 

2-3  鋁合金之析出硬化 
金屬材料的強化手段有很多種，包括固溶強化(solution hardening)，應變

硬化(strain hardening)或加工硬化(work hardening)、晶粒強化(grain strengthening)、

析出硬化(precipitation hardening)、散佈強化(dispersion hardening)、麻田散鐵

強化(martensite strengthening)等。 

析出硬化(precipitation hardening)又稱時效硬化(age hardening)，所謂時效

硬化即硬化作用有隨時間而增加之效用。析出硬化是 20 世紀初期(1906~1909)

德國人Alfred Wilm所發現的一種強化方法[19]，其基本原理是靠過飽和基地中

微細析出物的析出，阻止差排之運動而達到強化基地的作用。實用的結構材

料很多是藉析出硬化來強化，包括鋁合金、鈦合合、超合金、不銹鋼……等，

有些材料經析出硬化後其強度可提高 5 至 6 倍，因而析出硬化是十分重要的

強化機構。 

 

 
2-3-1  Al-Cu 合金析出硬化的基本過程   

圖 2-1 所示為Al-Cu合金平衡相圖[20]，共晶溫度為 548°C。Cu可溶於Al

內形成α固溶體，但溶解度很小，在共晶溫度時，溶解度最大(5.65％)；常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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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溶解度在 0.5％以下。以Al-4％Cu為例，高溫時為均勻α相，若自高溫緩

慢冷卻，冷至室溫後將會在晶界析出無法溶解之Cu，此Cu以金屬化合物

CuAl2之狀態(θ相)存在於α基地內，使整體組織變為α＋θ；但若自高溫急冷

時，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析出θ相，所以在常溫所得組織為固溶Cu4％之過飽

和α固溶體。然因常溫之固溶度比高溫時低很多，所以呈現不穩定狀態，在

常溫下放置經久，會有θ相逐漸析出：αss(過飽和固溶體)→ α(安定固溶體)＋

θ，隨著時間增加，析出物漸多，合金愈硬化，此即析出硬化之現象。 

析出硬化型鋁合金在最終安定相形成之前有許多種整合型析出物出

現。圖 2-2 為Al-4％Cu合金析出序列[20]，時效初期Cu從過飽和α固溶體擴散

出來，依次形成所謂的GP zones( GP-Ⅰ)，θ″( GP-Ⅱ)後再以θ′→θ的次序變為

安定的相。2xxx系合金析出序列如下[15]： 

αss → α＋GP-Ⅰ→ α＋GP-Ⅱ → α＋θ′ → α＋θ 

不平衡析出物GP-Ⅰ、GP-Ⅱ及θ′相叫做整合型析出物，而平衡狀態的θ

相稱之為非整合型析出物。時效硬化合金之性質視時效溫度及時間而定，圖

2-3 所示為時效時間對Al-4％Cu合金之強度或硬度的影響[20]，當整合型析出

物生長時，合金的強度隨時效時間而增加；當穩定的非整合型θ相析出時，

合金的強度下降，此時合金在過時效(Overaging)狀態。圖 2-4 所示時效溫度

與時間對Al-4％Cu合金之降伏強度的影響[20]，時效溫度在 260°C時，若持溫

超過 0.1 小時，即發生過時效，合金強度下降。 

 

2-3-2  析出硬化熱處理之步驟 
圖 2-5 所示為Al-Cu合金析出硬化熱處理過程之三個步驟[20]：固溶熱處

理(solution heat treatment)→ 淬火(quench)→ 析出熱處理(precipitation heat 

treatment)。固溶熱處理係將合金加熱到T0溫度，固溶線以上之單相區一段時

間，使介入析出硬化之合金元素，全部溶入基地中而成為單一固溶體；淬火

則將此單一固溶體淬火到固溶線以下T1溫度，使呈過飽和固溶體；析出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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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再將此過飽和固溶體放置於T2恒溫或室溫T1一段時間，使其逐漸析出而造

成性質上之變化。將過飽和固溶體放置於T2恒溫的處理稱為人工時效

(artificial ageing)；將過飽和固溶體放置於T1室溫的處理，稱為自然時效

(natural ageing)。 

過飽和固溶體須藉由人工時效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安定狀態，常用之人

工時效溫度介於 116°C～191°C和時間約 5～48 小時。自然時效係過飽和固

溶體放置在室溫中，即發生時效析出及性質上的變化，自然時效速率依不同

的鋁合金而有所不同，2014 和 2024 合金在 4 天之後，即達到相當安定的性

質，6061 合金則需 1 個月，但 7079 和 7075 合金即使經過很多年，仍無法

達到安定性質[21]。 

 

2-3-3  2024 與 2091 合金之析出行為 

對Al-Cu系合金而言，微結構的析出行為是複雜的，其析出序列的變化

完全視過飽和及時效溫度而定。Al-Cu-Mg系 2024 合金的析出行為係從過飽

和固溶體轉變成兩種的連續相存在，即GP-θ″-θ′-θ(Al2Cu)及GPB-S″-S′-S(Al2CuMg)，

此複雜的析出序列僅發生在合金時效溫度低於固溶線溫度[22] 。 

Al-Cu-Li-Mg系 2091 合金為新發展之鋁合金，由於含有鋰元素，故使得

其析出行為更為複雜。依文獻指出[23-25,28]，Al-Cu-Li-Mg系合金主要之析出相為

θ′(Al2Cu)、δ′(Al3Li)、S′(Al2CuMg)、S(Al2CuMg)、T1(Al2Cu Li)、T2(Al6Cu Li3)

及β′(Al3Zr)，而主要之強化相析出物為θ′、S′和T1
 。δ′相為整合型析出物，均

質分佈於基地(matrix)中。S′相為半整合型析出物，具有沿著基地差排，低角

度晶界異質析出(heterogeneous precipitation)之特性。T2相之析出對強度之效

應很小，能在晶粒內及晶界析出。Zr元素加入合金中，能形成β′(Al3Zr)相之

整合型出物，能穩定次晶粒結構，使晶粒細化，抑制再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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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鋁合金之銲接性 
在早期鋁合金之銲接被視為高難度之技術，其主要歸因於成分複雜、熱

傳係數高銲接時熱量不易集中、熱膨脹係數大容易變形及表面易生氧化膜等

因素。而鋁合金常出現之銲接缺陷有熱裂縫、氣孔、變形及熱影響區強度降

低等現象[26,27]。 

近年來，在輕量化、省能源的潮流下，輕金屬的使用已成為各項工業發

展的方向，鋁合金由於具有比強度高、重量輕、耐蝕性佳等特性，常用於航

空與太空工業。 

鋁合金若以合金之成分來區分，可分為熱處理型及非熱處理型鋁合金。

2xxx、6xxx 及 7xxx 系列屬熱處理型鋁合金，須藉由析出硬化來達到強化之

目的；而 3xxx、4xxx、5xxx 系列則屬非熱處理型鋁合金，則藉由固溶強化

及加工硬化來達到強化效果。 

黃仁佑[28]等人指出，鋁合金的銲接過程中，銲道區域附近由於受到銲接

熱量的影響，而有類似材料經過短時間之熱處理，故其各種性質也會受到改

變，尤其是熱處理型鋁合金。2xxx系鋁合金屬高強度鋁合金，主要之合金成

分含有銅，其銲接性差異很大。例如，2024 鋁合金雖擁有高強度，但有不

良之銲接性。2291 鋁合金係針對 2xxx系鋁合金之銲接性而改良，具有良好

之銲接性，但其強度不高。6xxx系鋁合金為中強度鋁合金，但因其銲接性較

佳，故常用於銲接次結構件。7xxx系鋁合金屬高強度鋁合金，銲接性較差，

雖常用於飛機之結構，但較少以銲接之方式接合。 

目前有許多研究報告已針對鋁合金板材之摩擦攪拌銲接進行冶金分析

[8-10]，包括 1xxx、2xxx(Al-Cu)、5xxx(Al-Mg)、6xxx(Al-Mg-Si)及 7xxx(Al-Zn-Mg)

等，主要在探討析出物及微觀組織變化所造的影響。上述研究中依材質種類

可區分為析出硬化型鋁合金(precipitation-strengthened Al alloys)與非析出硬

化型鋁合金(nonprecipitation-strengthened Al alloys)兩部份。對非析出硬化型

鋁合金而言(1xxx、5xxx等)，在銲道區域通常產生微細的晶粒組織，因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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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硬度、此結果並不會降低材料原有的強度及韌性。對析出硬化型鋁合金而

言(2xxx、6xxx、7xxx等)，在銲道區域因動態再結晶(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

形成微細的等軸晶粒，但通常會因析出物粗大化或差排密度降低，而導致硬

度降低，此一現象一般可藉由銲後熱處理加以解決。 

前述研究中即使像 7075 鋁合金此類難銲接材均能以摩擦攪拌銲接輕易

達成，且有優異之接合性質；研究結果均顯示對鋁合金而言，摩擦攪拌銲接

比傳統銲接方式獲得較優良之性質。例如像 2014A、5083、6082 等鋁合金

在實施摩擦攪拌銲接只是造成很有限的合金互溶，若製程條件適當，則在機

械試驗時破斷很少發生在銲道區域。 

 

2.5  摩擦攪拌銲接原理 

摩擦攪拌銲接法係在 1991 年，由Wayne Thomas於英國銲接研究所(TWI)

上所發表出來的新一代銲接法。其原理係利用摩擦所引起的金屬塑性流動現

象，而使工件接合在一起，整個銲接過程，銲道的溫度始終未超過母材的熔

點[29]，在接合部位並未產生熔融現象，僅是單純發生組織變化(或相變態)。

由於該製程有非常低的入熱量，因此可產生最小變形及最狹窄的熱影響區

(HAZ)。摩擦攪拌銲接與傳統電弧銲接比較，具有下列所述的優點[10]： 

1. 固相的接合，因此沒有熱裂、多孔性‥‥等問題存在。 

2. 銲件的變形量少。 

3. 沒有填料或遮蔽氣體的需求。 

4. 沒有煙氣、潑濺物、UV 輻射，因此銲接環鏡良好。 

5. 使用機具加工技術，易於自動化，並可減少銲接技術工人的需求。 

6. 能在銲件任何方位上銲接，可適用於對接(butt)、搭接(lap)、T 型接合、

邊緣及角落銲接等多種幾何形狀的接合。 

7. 以鋁合金為例，能夠得到與傳統銲接法等值甚或超出的機械性質。 

8. 能源效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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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摩擦攪拌銲接之製程 

摩擦攪拌銲接製程如圖 2-6 所示[9]，係使用非消耗性高強度圓鋼棒做為

旋轉工具頭(rotating shoulder tool)，一般稱為攪拌桿，其前端為肩部(shoulder)

並延伸出一凸梢(pin or probe)，凸梢之長度稍少於欲銲工件之厚度。銲接時

銲件夾持固定於機器床台或工作台上，攪拌桿在固定轉速下旋轉，凸梢壓入

攪拌欲接合部位，同時加熱其周圍之金屬，繼續施加一向下力直至肩部接觸

到工件表面，經由攪拌桿摩擦攪拌所產生的摩擦熱，使溫度升高至銲件呈塑

性狀態。隨著攪拌桿的轉動與移動，凸梢沿接合線對材料產生攪動作用，將

塑性變形層兩邊的材料攪拌在一起，待冷卻後即形成緻密的銲道並使工件產

生接合的效果[8,9]。在接合的過程中，凸梢緊密地與工件表面接觸，除提供

摩擦熱外，對塑性變形層亦有拘束作用，避免材料從銲道上方被擠出，肩部

的直徑約為凸梢直徑之三倍[30]。材料在攪拌桿前端凸梢周圍所產生的塑性流

動可被視為一鍛造與擠製的過程[31]。 

摩擦攪拌銲接依攪拌桿旋轉方向與前進方向的相互關係，銲道可分為推

進邊(advancing side)與退出邊(retreating side)，如圖 2-7 所示[32]。在攪拌桿前

進時，旋轉方向與前進方向相同側稱之為推進邊；旋轉方向與前進方相反側

稱之為退出邊。 

Guerra[30]等人與Krishnan[33]的報告中指出，材料在FSW過程中經由兩種

方式圍繞著凸梢移動：位於推進邊的銲道材料被帶入旋轉區域後，繞著凸梢

旋轉與向前移動，此區的材料具極高的變形量。而在退出邊的銲道材料只被

凸梢的旋轉所移動，但並未繞著凸梢旋轉，此邊的材料隨後被用於填補入先

前形成的空洞。 

Lee等人[34]指出在鑄造A356 與鍛造 6061 鋁合金異種金屬接合的實驗中

發現：銲道攪拌區(stir zone)的微觀組織及機械性質，主要是由固定在退出邊

的物質所構成。即退出邊的物質對銲道的微觀組織與機械性質影響較大。

Karlsson等人[35 ]在 5083 與 6082、2024 與 5083 異質鋁合金FSW接合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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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銲後材料之機械性質亦隨著固定在退出邊物質的不同而不同。 

就冶金上的觀點，摩擦攪拌銲接具有三大特點[8-10]：(1)無固-液相變化，

不會產生凝固裂縫；(2)母材合金元素於接合過程不致於蒸發而損失；(3)因

有擠壓、攪拌等作用，使得銲道產生較母材微細之晶粒。 

 
2.7  摩擦攪拌銲接銲道區之金相觀察 

由巨觀上觀察，FSW銲道區域通常會產生四個顯微結構區，如圖 2-8 所

示[10,36,37]。(a)母材(parent metal, PM)：即原始施銲之材料，此處的物質並未

受到銲接過程所影響。(b)熱影響區(heat affected zone, HAZ)：介於母材和熱

機影響區之間，在熱影響區的晶粒並沒有受到摩擦攪拌過程攪拌桿旋轉與塑

性變形的影響，只單純受到些微溫度升高之影響，其晶粒組織與母材相似，

但因受熱造成晶粒成長，通常此一區域平均晶粒尺寸會超過母材的晶粒大

小 ， 而 使 得 機 械 性 質 因 晶 粒 尺 寸 增 加 而 變 差 。 (c) 熱 機 影 響 區

(thermomechanically affected zone, TMAZ)：介於攪拌區與熱影響區之間，為

一既受熱影響又產生變形的區域，具高變形組織。推進邊與退出邊兩側的微

觀構造略有不同。(d)攪拌區或動態再結晶區(stir zone, SZ or dynamically 

recrystallized zone)：位於銲道中央，直接受攪拌桿的摩擦、攪拌、擠壓等激

烈變形的影響，為塑性變形後所產生的動態再結晶區，此區域特徵為具有微

細之等軸再結晶晶粒。 

對 2024 或 7075 這類高強度析出型鋁合金而言，動態再結晶會具有良好

的機械性質，而熱影響區的機械性質不好；硬度值在熱影響區存在顯著的下

降，在拉伸試驗時首先從此區域斷裂，一般被認為是在此區域析出物的粗化

現象所導致。在熱影響區，析出物與無析出區(precipitation free zone, PFZ)

變粗與寬化為母材的五倍之多[ 38]。 

 

2.8  Al-Li 合金之摩擦攪拌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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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工業中為達到輕量化及高強度，在鋁合中添加Li不僅可符合強度需

求，並能明顯提高比強度。由於添加Li在時效熱處理過程會析出整合型

δ´(Al3Li)相，能產生強化作用，但也導致Al-Li 合金的延性下降。添加銅(Cu)

與鎂(Mg)於Al-Li 合金中使形成非整合型的析出相能有效改善延性，並提昇

降伏強度，因此Al-Li-Cu-Mg合金已廣泛應用於航太工業之結構件上。Oertelt

等人[39]曾針對 2195 鋁鋰合金(Al-4.0Cu-1.0Li-0.5Mg-0.4Ag-0.1Zr)進行摩擦攪

拌銲接之研究，除了探討銲道組織外，並比較銲後熱循環對顯微組織的影

響，主要在瞭解利用此一方法所產生的動態再結晶區域中差排與析出物之現

象，以及再結晶晶粒、析出反應、晶粒成長機構間之相互作用。Jata等人則

對Al-Li-Cu合金(Al-1.8Li-2.7Cu-0.33Mg-0.33Mn-0.04Zr-0.7Zr)實施摩擦攪拌

銲接後在銲道產生之動態再結晶現象進行探討，測量晶粒大小變化情形，結

果發現此動態再結晶之晶粒尺寸依存性與傳統熱加工過程的Zener-Hollomon

參數之依存性相同[37]。前述之研究重點均在探討銲道之組織變化情形，至於

其接合性質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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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鍛造用鋁及鋁合金之編號系統[16]。 

合金編號 合金系 時效處理 

1xxx 商業用純鋁(>99.00％Al) 無法時效 

2xxx Al-Cu 可時效硬化 

3xxx Al-Mn 無法時效 

4xxx Al-Si 無法時效 

5xxx Al-Mg 無法時效 

6xxx Al-Mg-Si 可時效硬化 

7xxx Al-Zn 可時效硬化 

8xxx 其他元素  

9xxx 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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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鋁及鋁合金的質別記號[16]。 

記號 說                                 明 

F 製造狀態(熱作、鍛造、鑄造等) 

O 退火後之狀態(在所有可能的最柔軟狀態中) 

H 冷作，經加工硬化者 

W 固溶處理 

T 時效硬化 

T1 —由製造溫度冷卻下來及自然時效。 

T2 —由製造溫度冷卻下來，冷作及自然時效。 

T3 —固溶處理，冷作及自然時效。 

T4 —固溶處理及自然時效。 

T5 —由製造溫度冷卻下來及人工時效。 

T6 —固溶處理及人工時效。 

T7 —固溶處理及藉過度時效作安定化。 

T8 —固溶處理，冷作及人工時效。 

T9 —固溶處理，人工時效及冷作。 

T10—由製造溫度冷卻下來，冷作及人工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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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Al-Cu合金平衡相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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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Al-4％Cu合金析出序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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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xture of θ″ and 
θ′ at the peak 

 

 

 

圖 2-3  時效時間對Al-4％Cu合金之強度或硬度的影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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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時效溫度與時間對Al-4％Cu合金之降伏強度的影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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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Al-Cu合金析出硬化熱處理過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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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摩擦攪拌銲接製程之示意圖[9]。 圖 2-6  摩擦攪拌銲接製程之示意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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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銲道推進邊與退出邊示意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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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桿肩部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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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例尺 

 A：母材(Parent Metal, PM) 
 
B：熱影響區(Heat Affected Zone, HAZ) 
 
C：熱機影響區(Thermomechanically Affected Zone, TMAZ) 
 
D：攪拌區或動態再結晶區(Stir Zone, SZ or Dynamically 
    Recrystallized Zone) 

 

 

 

 

 

圖 2-8  FSW銲道橫截面顯微結構示意圖[1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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