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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造製程對AA6082鋁合金之顯微組織及
機械性質研究
A Study of Forging Process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A6082 Aluminum Alloy

張聖藝1  ■  張呈嘉1  ■  何佳育1  ■  呂振益1  ■  廖學誠2  ■  周棟勝3

 S.Y. Chang, C.C. Chang, J.Y. Ho, C.Y. Lu, H.C. Liao, T.S. Chou

AA6082鋁合金經過熱變形 (如擠

型、鍛造、軋延⋯等 )及熱處理之後，

常會在其胚料表面形成晶粒粗大的再結

晶層及粗細混晶現象，導致其機械性質

與疲勞性質的劣化，因而影響鍛件之使

用壽命。有鑑於此，本研究經由鍛造模

流分析軟體進行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的

三道次成形分析，並擷取胚料溫度場及

等效應變變化，從中決定出影響粗晶生

成的製程參數，接著以熱間壓扁製程探

討其製程參數包括壓縮量、胚料溫度及

模具溫度對熱處理後的顯微組織及機械

性質之影響，並以模流分析進行溫度場

及等效應變之比對。最後，利用DSC

及 EBSD試驗解析熱處理後粗細晶形成

的原因。由研究結果顯示，粗晶區在熱

處理前具有較強的立方位集合組織，

(100) cube 織構，與較高比例的高角度

晶界的晶粒分佈型態。於熱處理後易造

成異常粗晶的成長，藉此瞭解粗晶生成

之主因及後續改善對策。

關鍵字詞： AA6082鋁合金、鍛造、顯

微組織、機械性質、模擬

分析

AA6082 aluminum alloy normally had a coarse-grained 

recrystallization layer and mixed grains on the surface of the 

workpiece after hot forming (extrusion, forging, rolling, etc.) 

and heat treatment. The recrystallization layer and mixed 

grains could degrade the mechanical and fatigue properties, 

thereby shorten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end products. We 

used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E) simulation to 

study the deformation behaviors of automobile chassis 

part via a three-step manufacturing process. We analyzed 

the simulation temperature field and effective strain data 

during the forming processes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process 

parameters and mechanism for the growth of coarse grains. 

We identified the effect of the deformation ratio, material 

temperature, and mold temperature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ot deformed and heat-treated 

samples. The EBSD revealed that deformed structure with 

a stronger (100) cube texture component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high-angle grain boundarie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coarse grains. With proper hot forming and 

heat treatment, the coarse grain was minimized to ensure the 

chassis products with the promised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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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世界環保意識的抬頭及能源有限下，輕量化、節能及減排已然成為汽車相關產業的三

大重要議題 (1)。以往底盤件之生產方式以鑄造為主，為了滿足要求的機械性質，須解決鑄造製

程所衍生的孔洞率與粗晶問題，因而逐漸被鍛造製程所取代，在材料的選用上主要仍以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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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為大宗，而本研究開發之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圖 1所示）為AA6082鋁合金材質，其主要

成分為鎂、矽及錳，添加鎂和矽元素有助於熱理處後形成Mg2Si的析出相，達到析出強化的效

果 (2)；而添加錳元素，可使晶粒細化、提升強度及降低脆性 (3)。相關學者利用差示掃描量熱法

(DSC)探討鋁合金的析出行為 (4,5)。因此，此類合金具有中級強度、質輕、成形性佳及優良的耐

腐蝕能力，被廣泛應用於建築、航太及汽車產業 (6)。而巧新科技著眼於汽車底盤零件的發展，

便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來開發此研究產品。然而，AA6082合金經過熱變形（如擠型、鍛

造、軋延⋯等）及熱處理之後常會在其胚料表面形成晶粒粗大的再結晶層及粗細晶現象，導致

其機械性質與疲勞性質的劣化 (7)。其他學者也以背向散射電子繞射技術 (EBSD)對鋁合金進行

應變分析，並探討其析出行為對再結晶與晶粒演化現象 (8-10)。

由於初期開發無法有效地突破製程技術瓶頸，而始終無法跨入此市場的門檻。緣是，本研

究開發藉由鍛造模流分析的成形解析、材料組織觀察、最適化製程參數調整、機械性質量測、

晶粒解析及最終的功能性測試等綜合研究，成功地開發並建立此一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之製造

方法，並衍生出相關汽車底盤零件之業務。

二、鍛造鋁合金的困難點與挑戰

常用的結構鋁合金為面心立方 (Face centered cubic)結構，因具有 12個低能量的滑移系統所

以其鍛造成形性較佳，但在開發初期於鍛造後（初期製程參數：胚料溫度為 450℃、模具溫度

為 200℃及壓縮量約 80%）對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進行機械性質量測，其性質無法符合客戶的

規範要求，如表 1所示，經觀察顯微組織後，發現在連接座之左右雙翼皆有嚴重粗晶情形，如

圖 2所示，而導致機械性質弱化問題，故在鍛造製程上胚料溫度、模具溫度及壓縮量等參數的

選用，將影響鍛件品質，而導致機械性質及功能測試無法滿足客戶標準。因此，如何定義適合

的製程參數條件，以期能順利鍛造出符合客戶要求的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意即製程參數的確

立，是為開發中最重要的環節。

圖 1　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示意

(a) 連接座組裝示意 (b) 連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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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開發鋁合金底盤件初期之機械性質結果

測試編號
降伏強度

(YS, MPa)
抗拉強度

(UTS, MPa)
延伸率

(%)

1 321.49 335.40 13.35

2 318.56 338.83 10.10

3 290.35 308.66 10.30

客戶標準 330 370 10

三、晶粒解析之分析原理

3-1 差示掃描量熱法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11)

DSC的原理是將樣品置於等速升降溫速率，或維持恆溫的加熱爐環境中，並通以穩定流

速的氣體（例如氬氣）使爐體內的氣體環境維持恆定，測定樣品在定溫速率下進行加熱或冷卻

的方式，其熱焓量的變化以「能量差」的函數形式被連續的記錄。當樣品發生熔融、蒸發、結

晶、相轉變等物理或化學變化時，常會伴隨著放熱或吸熱反應，使樣品與參考品間產生溫度差

或熱阻抗值的差，熱分析圖譜中將會出現放熱或吸熱帶，進而可推測樣品之反應熱、熔點、結

晶溫度、比熱、熱穩定性及動力學分析等。

3-2 背向散射電子繞射技術 (Electron Back Scatter Diffraction, EBSD)(12)

EBSD的原理即是以 SEM的背向散射電子對結晶材料進行彈性繞射行為，利用繞射所回饋

的訊息去進行結晶學方面的解析。如圖 3所示，電子束狀及試片時會在各方向散亂的產生背向

散射電子，某些背向電子的散射方向會與該結晶材料的晶格平面之夾角符合布拉格定律，進而

產生繞射的現象。而各方向的電子只要與此特定晶格平面形成 θ角都會產生繞射，故在 3D空

間中便形成了半角為 90-θ的兩個圓錐，因電子形成的繞射 θ角極小，故可將兩個圓錐看成兩個
平行的圓盤。當螢光幕與兩圓錐相互交截時就會產生一對平行線，此平行線最早由日本人 -菊

池正士所發現的，故此平行線也稱為菊池線 (Kikuchi Line)。

圖 2　本研究開發鋁合金底盤件初期之試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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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晶體中不同的結晶面受到背向電子繞射形成的菊池線會在顯示器上形成電子背向散射

繞射圖形 (Electron Backscattered Pattern, EBSP)。於 EBSP圖中，菊池線的寬度代表該晶格平面

的平面間距，而不同菊池線相交的角度則代表著晶格平面間的夾角，故可藉由這些資訊進行

材料的晶體結構與空間中幾何方位的鑑定。EBSD與目前的電腦科技結合，可對多晶材料每一

點產生的 EBSP圖形作快速的處理及儲存，進而藉由分析獲得多晶材料之晶體結構、晶界取向

(Crystal Orientation)、微區結構 (Micro-texture)及晶界性質等多方面結晶學上的訊息。

而多晶材料的物理及機械等性質與晶粒的取向分佈皆有關係，當大部分的晶粒排列呈現方

向性時，材料的性質就出現了異向性 (Anisotropy)，這種材料的優選取向 (Preferred Orientation)

或稱為織構 (Texture)，可利用 EBSP去分析材料內部晶粒方位的分佈與統計，進而繪出極圖

(Pole Figure)或取向分佈函數 (Orientation Distribution Function, ODF)等用以表示材料結晶取向

的呈現方式。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AA6082鋁合金鑄錠，表 2所示為化學成分。起初為提升CAE模流分析之準確

性，先以工研院之Gleeble-3500熱模擬試驗機，對鋁合金胚料進行不同溫度與應變速率之壓縮

試驗。測試之溫度範圍從 360、420、480及 540℃，應變速率為 0.025、0.1、1、10和 50 s-1五

種。由熱壓縮變形過程中所紀錄之鋁合金高溫熱變形阻抗行為產生的塑流應力曲線，將其曲

線代入CAE模流分析進行連接座底盤件的三道次成形分析後，擷取雙翼截面位置之胚料溫度

場及等效應變場，以對粗細晶之區域進行解析，其分析擷取點對應實際粗細晶區域，如圖 4所

示。

表 2　AA6082鋁合金胚料之化學成分 (wt%)

Mg Si Mn Zn Cu Fe Al

0.796 1.031 0.573 0.018 0.039 0.246 remainder

圖 3　背向散射電子繞射技術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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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鍛造製程簡化以壓扁製程探討製程參數範圍為壓縮量 60~80%、胚料溫度

450~540℃、模具溫度 200~300℃下的顯微組織與機械性質，如表 3所示，再利用鍛造模擬分析

軟體進行熱間壓扁製程模擬，模擬參數皆與實際參數相符，主要分析不同製程參數下胚料的應

變場及溫度分布狀況，其模擬配置如圖 5所示，而鍛造成形後空冷至室溫，後續再進行熱處理

（固溶溫度 560℃及時間為 90~120分鐘；時效溫度 180℃及時間為 6小時）、鍛件取樣金相觀察

及拉伸性質測試。再搭配Netzsch 404 F3高溫差示掃描量熱儀，在升溫速率 10℃ /min及氬氣氣

氛條件下，瞭解鋁合金析出及回溶的吸放熱反應行為；以及Hitachi S-3000N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加載的 EBSD模組進行試片熱處理前之晶粒解析，明白其集合組織的活化程度及不同角度晶界

的分佈型態，最後進行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的顛簸與回彈功能測試，以評估產品結構強度及機

械性質能否滿足客戶標準。

表 3　製程參數規劃表

製程參數

胚料溫度 (℃ ) 450 490 540

模具溫度 (℃ ) 200 250 300

壓縮量 (%) 60 70 80

圖 4　實際粗細晶區域與CAE模流分析各擷取點位置對照

圖 5　CAE模流分析之壓扁製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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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5-1 具粗晶現象的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之鍛造模擬解析

圖 6所示為本研究開發對於AA6082鋁合金胚料在 360~540℃間，以不同的應變速率下所

量測到的壓縮應力與應變關係。由圖可知，鋁合金於熱變形過程中因應變硬化及動態回復趨近

於平衡狀態，以至於應力達到峰值後則幾乎保持一定值。其起始臨界應變量，會隨著熱變形溫

度的提升而減少，並且會隨著應變速率的下降而減少。由結果可知，溫度的提升與應變速率的

降低皆有助於熱變形阻抗的下降，且有利於材料的成形。

圖 7及圖 8所示為胚料各擷取點之溫度及等效應變。從圖中可觀察出在粗晶位置時其溫度

場偏低及等效應變過大之顯見情形，這也意味著在成形過程中粗晶區域有顯著的失溫狀況而導

致塑流應力增加，伴隨著等效應變提高，因此內部應變儲存能較大，因上述原因以致於有可能

導致後續熱處理後之粗晶生成。

圖 6　溫度與應變速率對AA6082鋁合金胚料之熱變形應變與應力之影響
(a) 360℃ , (b) 420℃ , (c) 480℃ , (d)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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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不同製程參數對微觀組織及機械性質之影響

表 4為胚料溫度、模具溫度及鍛造壓縮量對顯微組織的影響，從試驗結果的巨觀組織觀察

得知，壓縮量為 60%時，其顯微組織呈現全細晶 ; 當壓縮量增加到 70%以上時，鍛件表面的顯

微組織有明顯的粗晶生成，而當壓縮量越大其粗晶越明顯。當壓縮量為 60%時，因變形量較低

所產生的儲存能無法驅動材料產生動態再結晶，故顯微組織呈現全細晶。而在壓縮量 70%以上

時其粗晶生成原因為鍛造時胚料內部不均勻的變形及流動所致，且鍛件表面與模具有劇烈摩擦

使得表面金屬的變形程度比中心區域高。再者，表面金屬受到較大的剪切變形，晶粒遭到較大

的變形使應變能增加，在鍛件表在鍛件表面變形量較大處易形成粗晶，且在壓縮量達 80%時粗

晶層會往中心部位延伸。然而，由於壓縮量 70%以上的鍛件表面之顯微組織為粗細晶，因此後

續將以壓縮量 60%條件下，以不同胚料溫度及模具溫度對機械性質之探討。

表 5是以鍛造模流軟體去分析不同壓縮量下材料表面與橫截面的應變場，由分析結果顯示

當材料受到模具擠壓時，其表面的應變量分布是由內往外呈現弧狀擴散增大的情形，而隨著壓

縮量由 60%增大至 80%時，表面中心與表面外圍的應變量差異也隨之增大；而從橫截面的應

變場分析結果得知，其橫截面應變量較大的區域主要在於中心與初始材料端面處，且應變量的

差異也隨壓縮量增加而增大。故從分析與試驗結果得知，鍛件表面與橫截面的晶粒粗化與應變

量成相對關係，應變量越大則越容易產生粗晶結構。

圖 7 及圖 8 所示為胚料各擷取點之溫度及等效應變。從圖中可觀察出在粗晶

位置時其溫度場偏低及等效應變過大之顯見情形，這也意味著在成形過程中粗晶

區域有顯著的失溫狀況而導致塑流應力增加，伴隨著等效應變提高，因此內部應

變儲存能較大，因上述原因以致於有可能導致後續熱處理後之粗晶生成。 
 

      
 

      
 

圖 7 : CAE 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溫度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 及(d) Point 17~22。 

 

      
 

      
圖 8: CAE 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等效應變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 及(d) Point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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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CAE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溫度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及 (d) Point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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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胚料溫度、模具溫度及鍛造壓縮量對實際金相組織之影響

圖 7 及圖 8 所示為胚料各擷取點之溫度及等效應變。從圖中可觀察出在粗晶

位置時其溫度場偏低及等效應變過大之顯見情形，這也意味著在成形過程中粗晶

區域有顯著的失溫狀況而導致塑流應力增加，伴隨著等效應變提高，因此內部應

變儲存能較大，因上述原因以致於有可能導致後續熱處理後之粗晶生成。 
 

      
 

      
 

圖 7 : CAE 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溫度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 及(d) Point 17~22。 

 

      
 

      
圖 8: CAE 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等效應變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 及(d) Point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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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CAE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過程中各擷取點之等效應變場變化
(a) Point 1~5, (b) Point 6~10, (c) Point 11~16及 (d) Point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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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為壓縮量 60%條件下，胚料溫度及模具溫度對機械性質之影響，當模具溫度為 200℃

時，胚料溫度 540℃的鍛件機械性質較優於 450℃（如圖 9的編號 I及 II所示），研判因胚料溫

度 540℃已接近其固溶溫度，較高溫度有利於原始Mg2Si析出物回溶入晶格的間隙，不僅使晶

格內部產生晶格畸變，而且容易形成過飽和固溶體，然後在後續地時效處理能夠析出更多細小

且均勻的析出型態，讓鍛件的強度明顯提升；而在胚料溫度為 450℃時，析出物的固溶量不如

540℃的狀況，因此在時效過程中，過飽和溶質原子析出較慢且均勻性不好，因此導致強度較

低。若是以相同胚料溫度但模具溫度由 200℃提升到 300℃時（如圖 9的編號 II及 III所示），則

強度些微提升，因當模具溫度提升後有助於降低模具與材料間摩擦，並且提供較佳的胚料保溫

效果，從而使成形過程中胚料溫度較高，圖 10為胚料表面與中心部位溫度分佈狀況，可知模

具溫度越高其成形過程中胚料溫度越高。

5-3 DSC 及 EBSD 分析對熱處理前之晶粒解析

圖 11為本研究AA6082鋁合金鍛造後熱處理前之DSC曲線，由圖所示無明顯吸熱及放熱

峰值，故可得知在粗細晶區域其析出行為皆不顯著，因鍛造後空冷導致過飽和固溶度低。而一

圖 9　同 60%壓縮量下胚料溫度及模具溫度對拉伸性質之比較

表 5　CAE模流分析模擬鍛造壓縮量對於胚料等效應變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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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熱加工後淬水造成過飽和固溶度高，使得後續DSC加熱過程有豐富的析出與回溶等反應 (4)。

表 6為本研究AA6082鋁合金鍛造後熱處理前之 EBSD結果，結果顯現在原始粗晶區的極

圖有明顯的紅色區其為 (100) cube集合組織，其晶粒成長的優先順位為 (100)→ (110)→ (111)，

表 6　AA6082鋁合金進行 EBSD測試對熱處理前之粗細晶區域比較

圖 11　AA6082鋁合金進行DSC測試對熱處理前之粗細晶區域比較

圖 10　CAE模流分析模擬胚料溫度及模具溫度對於胚料溫度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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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晶界角度分析方面，高角度晶界較集中在某一高角度範圍，而高角度代表具有高能量其

晶界遷移力道較強，且晶粒與晶粒間互相有優選方位的關係，因此小晶粒間容易形成大晶粒，

由上述二點可知造成熱處理後異常粗晶成長之原因。

5-4 製程參數修正與功能測試

經由以上的研究及解析後，藉此將初期開發的製程參數修正為胚料溫度為 540℃、模具溫

度為 300℃及各道次壓縮量 60%以下，而在溫度修正上可直接以加熱設備對胚料或模具的溫度

進行管控，但在壓縮量部分則須利用體積分配的方式將各道次間的壓縮量進行配置。如圖 12

所示初期第一道次雙翼的最大壓縮量 77.5%，經修正後控制第一道次壓縮量在 57%。

最後依修正結果進行實際鍛造及熱處理生產流程後，客戶要求的最小承受負載在顛簸功能

測試為 52 kN與回彈功能測試為 15kN，在初期開發皆無法達成。經測試後其產品皆能通過顛簸

及回彈等功能測試，如表 7所示。經由本研究開發，已經全面且完整地建立此一連接座汽車底

盤零件之生產技術，如圖 13所示。因此例底盤件的成功開發，進而為公司拓展底盤件產品的

市場。

圖 12　鋁合金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重設計道次壓縮量分配示意

功能測試項目 顛簸 回彈 

測試結果 

(Run to failure) 

  
標準 承受最小負載 52 kN 承受最小負載 15 kN 

LH-1# 76.37 55.92 

LH-2# 76.7 65.26 

LH-3# 70.04 56.93 

RH-1# 71.52 58.40 

RH-2# 78.67 57.40 

RH-3# 80 56.71 

結果判定 通過 通過 

 

表 7　本研究開發之鍛造鋁合金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經各功能測試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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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1) 本研究藉由製程參數調整可克服粗晶情形，且在壓縮量 60%、胚料溫度 540℃及模具溫度

300℃條件下可獲得較佳機械性質 (降伏強度及抗拉強度分別提升 17.9%及 21.7%)。

(2) 本研究針對AA6082材料探討鍛造過程中壓縮量、胚料溫度及模具溫度等對微觀組織以及

最終機械性質等的關係，且已通過顛簸與回彈等功能測試，從而確立了最適化的生產條件。

(3) 本開發的產品之結果可應用在公司其他車用底盤件的生產；諸如連接桿、控制臂、轉向節

等等相關產品，為公司增加可觀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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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研究開發之鍛造鋁合金連接座汽車底盤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