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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用高功能性鍛造鎂合金輪圈開發*

Development of High Functional Forged Magnesium Alloy Wheels for 
Automobile Application

周 棟 勝1  ■  廖 學 誠2  ■  張 聖 藝3

   T.S. Chou, H.C. Liao, S.Y. Chang

不同於鋁合金的面心立方結構，由於鎂合金

具有六方最密堆積的特殊結晶構造，使得固態塑性

變形加工的鍛造製程困難度極高；因而，限制了鍛

造鎂合金輪圈在現階市場的發展與普及。誠然，以

鑄造方式來生產車用鎂合金輪圈也是另一種選項。

然而，由於鑄造製程所導入的孔洞率與粗晶問題，

劣化了工件的機械性質，也減損了鎂合金對於輕量

化的優勢。本研究藉由系統性的材料熱變形行為探

討、組織觀察、製程參數調整、最佳化熱加工條件

確立以及最終機械性質等相關性的綜合研究，從而

建立產製此一高功能鍛造鎂合金輪圈之製造技術。

已經成功地開發出以固態鍛造製程方式，來生產具

有優異機械性質與顯著輕量化效果之一體成形的

鎂合金輪圈之方法，可以滿足高階汽車輪圈之高強

度、高功能性與輕量化性質需求。

關鍵字詞： 鍛造、旋形、鎂合金、輪圈

A unique hexagonal closed pack in 

magnesium al loys are  highly r igid for 

manufacturing the forged magnesium alloy 

wheels and rim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technology for manufacturing one-piece 

type  forged  magnes ium a l loy  whee ls . 

W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alloys 

hot working behaviors and the change i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We optimized pre-heat treatment, working 

temperature, strain rate and deformation 

degree to enhance the medium temperature 

deformation behavior. The one-piece forged 

magnesium alloy wheels are highly functional 

and lightweight energy savers.

Key words: Forged, flow-forming, magnesium 

alloy, wheel

一、前　言

由於環保意識的抬頭，輕量化、節能、減排已然成為汽車相關產業的三大重要議題 (1)。對

於汽車用輪圈的設計方面，從早期三片式的輪圈設計逐步進展到兩片式與一體成形的一片式結

構，如圖 1所示。生產方式也由最初的金屬板片的沖壓成形後再施以焊接、鉚接組合到鑄造、

鍛造複合等多樣的生產方式。材料的選用也由一般碳鋼進展到高強度合金鋼、鋁合金以及新近

發展中的鎂合金等等。

以當前的主流產品而言，鋁合金輪圈的製造已然蔚為風行。在主要的生產製程大致上又可

分為鑄造式與鍛造式兩種。其中，鑄造方式可以提供較低成本的產品，然而，由於製程中無可

避免的孔洞導入問題以及較為粗大的柱狀晶粒組織，使得輪圈的結構疲勞強度與韌性等較差，

是為其最主要的缺點 (2)。另一方面，鍛造製程可以提供連續的細緻流線組織以及對應的優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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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性質，因而成為高級車的首選。圖 2所示為鑄造與鍛造製程對於產品的組織與流線之比較，

顯見鍛造製程可以提供細緻的晶粒組織與連續的流線，因而所生產的產品可具有更為優異的

性質。

相較於鋁合金（密度為 2.7 g/cm3），鎂合金具有更低的密度 (1.8 g/cm3)、優異的散熱性、制

震性以及結構金屬材料中最高的比強度（可承載強度 /重量），是為輕量化金屬的最佳應用材

料。然而，不同於鋁合金的面心立方 (Face centered cubic)結構，由於鎂合金具有六方最密堆積 

(Hexagonal closed pack)的特殊結晶構造，使得藉由固態塑性加工變形的鍛造製程生產的困難度

極高。因而，限制了鍛造鎂合金輪圈在現階汽車市場的發展與普及。誠然，以鑄造方式來生產

車用的鎂合金輪圈也是另一種選項。然而，如前所述，鑄造製程所導入的孔洞率 (Porosity ratio)

圖 2　 汽車輪圈採用鑄造與鍛造製程對晶粒組織與流線的影響，(a)粗大的鑄造組織與孔洞、
(b)鍛造細緻的晶粒與緻密性、(c)無流線之鑄造組織及 (d)連續式的鍛造流線組織示意
圖。

圖 1　汽車輪圈設計的演進，從早期的三片式到兩片式進展到最高階的一體成形的一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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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粗晶的問題，劣化了工件的機械性質，也減損了鎂合金對於輕量化的優勢。

巧新科技著眼於下一世代新綠色環保鎂合金鍛造輪圈的發展，於七、八年前便積極投入大

量的人力與物力來開發該項產品。然而，由於無法有效地突破生產技術瓶頸，未能達到量產的

門檻。緣是，本研究開發藉由系統性的熱變形行為探討、材料組織觀察、製程參數調整、最佳

化熱加工條件確立以及最終機械性質量測與驗證等相關性的綜合研究，終於成功地開發並建立

穩定產製此一高功能性汽車用鍛造鎂合金輪圈之製造方法。鎂合金輪圈目前也已經接單開始生

產。

二、鍛造鎂合金的困難點與挑戰

一般鋼鐵材料具有體心立方 (Body centered cubic)結構，而常用的結構鋁合金則具有面心立

方 (Face centered cubic)結構，相對地鎂合金則具有六方最密堆積 (Hexagonal closed pack)的特殊

結晶構造。對於體心立方結構材料而言總共有 48個滑移系統可用，而面心力方材料也具有 12

個低能量的滑移系統。比較上，六方最密堆積材料可以運用的滑移系統相對較少，而且晶軸比

(c/a)高達 1.6以上，導致沿 c軸方向的材料應變流相當的不容易，如表 1所示。

表 1　常用金屬之結晶構造、原子排列、滑移系統與加工度。

以鎂合金具有六方最密堆積的特殊結晶構造材料而言，由於Basal plane滑移所需要的臨界

剪應力遠低於Non-basal plan滑移，如圖 3所示 (4)，使得材料沿著 c軸方向的移動相當的困難。

因此，在常溫的加工性極差。另一方面，隨著溫度的提升顯見Non-basal plan的臨界剪應力值

會急速的下降，特別是當加工溫度高於 300℃以上時。依此，對於鎂合金材料而言，控制熱加

工溫度在 300℃以上乃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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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加工溫度的提升主要用以活化Non-basal plane的材料滑移機制。圖 4所示為鎂合金材料

的三種主要以及可以被活化的滑移系統，包含Basal plane、Prism plane和 Pyramidal plane(5)。如

何藉由恰當的加工參數的調整與控制來活化 Prism plane和 Pyramidal plane的集合組織，是提升

加工性的有效途徑。不當的溫度選用、應變量以及加工裁減量在在影響加工品質，因而導致成

形的失敗，如圖 5所示即為早期鍛造鎂合金輪圈開發的不良結果。因此，如何界定合宜的加工

條件，以期能順利鍛造及旋形出鎂合金輪圈，意即熱加工圖 (Hot working map)的建立，是為開

發的第一階段課題。

圖 3　 溫度效應對於鎂合金Basal slip與Non-basal slip之臨界剪應力 (Critical Resolved Shear 
Stress)之影響 (4)。

圖 4　鎂合金之主要與可活化之滑移系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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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熱加工圖原理

熱加工圖是由Y.V.R.K. Prasad研究團隊以動態材料模式 (Dynamic material model, DMM)為

基礎，所發展的材料加工熱變形與製程合宜參數的關係 (6)。藉由熱壓縮試驗與包含動態回復、

動態再結晶、動態應變時效等顯微組織的觀察，以及孔洞形成與巨觀裂縫延伸，來確立材料

變形過程中最佳穩態應變流與熱作條件。熱加工圖的構成來自於能量消耗圖 (Power dissipation 

map)以及不穩定圖 (Instability map)兩部分所綜合而成，茲簡述如下：

在特定的溫度下，材料熱作區的能量消耗率 (Power dissipation rate) P，正比於內熵 (Internal 

entropy)的產生，並且具有不可逆的反應機制：

Pσ  εθ 
d(i)S

 0 (1)
dt

在此 σ為有效應力、ε為有效應變率、θ為溫度、 d(i)S
dt
為內熵生成率。對於瞬間的能量消耗率

可以表示如下：

P∫0 d ∫0 d GJ (2)

其中積分式的第一項稱為G含量，第二項稱為 J，是G的共項含量。

依此可以得到以下積分式：

∆J∫ ∆
d  (3)

∆G∫ ∆
d  (4)

∆PK( ∆ )m1 (5)

以及

圖 5　本研究開發鎂合金輪圈初期之試製結果 (a)鍛造成形 (b)旋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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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m

∆J
m1 (6)∆G ∆P

在此，m為應變速率敏感性 (strain rate sensitivity)。因而，可以進一步定義能量消耗效率 η：

η2m/(m1) (7)

由能量消耗效率參數及應變速率關係作圖，得到的等高線關係即為能量消耗圖。

動態材料模型 (Dynamic materials model)的穩定關係係由 Ziegler所建立。穩定的材料流需

符合以下關係：

dD/dR  D/R (8)

在此R   

D為組成材料的能量消耗函數，即為前述之 J值。

對於在既定溫度下所呈現微觀組織穩定性的關係，可以加以推導，而得到一個參數 ξ( )。

ξ( )
∂ln( m )

m0 (9)m1
∂ln

在界定的溫度與應變速率範圍內，當參數 ξ( )為負值時，即為處於不穩定區。將上述能量

消耗圖與不穩定關係圖重疊後即可以界定出材料的熱加工圖。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AZ80鎂合金擠形錠，表 2所示為其化學成分。實驗之進行以工研院之

Gleeble-3500熱模擬試驗機，對鎂合金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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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20、360及 400℃，應變速率為 0.025、0.05、0.1和 0.5 s-1四種。由熱壓縮變形

過程中所紀錄之鎂合金高溫流變應力行為，並配合顯微組織的觀察，分兩部分建立所探討材料

之能量消耗圖 (Power dissipation map)以及不穩定圖 (Instability map)，從而確立該材料合宜的熱

加工圖。由於使用的鑄造鎂合金為實際工業生產之大尺寸胚料，近表層組織與中心部位組織有

明顯的差異。因此，必須對於近表層組織與中心部位組織材料之熱加工行為分別作系統性的探

討。之後，再綜合兩部分之結果訂定合適的熱加工圖。

由試驗所獲得的結果，可初步設定產線鍛造與旋形之參數。於進行現場試製前再以 CAE模

流分析模擬熱加工過程中鎂合金工件溫度場與應力場的變化，做為第二階段的修正。

對於開發中所生產之一體成形車用鍛造鎂合金輪圈製作完全比照目前已經量產的鍛造鋁合

金輪圈的生產方式，進行完整全製程的流程：包含鍛造、旋形、機械加工、研磨拋光、表面

處理與塗裝等等。完成之鍛造鎂合金輪圈成品，進行機械性質測試與功能性彎矩疲勞 (Rotary 

fatigue)、徑向疲勞 (Radial fatigue)分析與衝擊試驗等等，以評估輪圈設計的適切性與材料結構

分配良否。環測方面則包含鹽霧、附著性、飛石、絲狀腐蝕、冷熱循環等最嚴苛的檢測項目，

以期建立鎂合金基材與漆層的最佳界面接合強度組合。本研究開發同時以X光繞射儀進行極

圖 (Pole figure)的量測，以探討製程中集合組織的活化程度。使用的設備是Bruker D8極圖繞射

儀，使用鈷靶CoKα，分別量測 (0002)、(1010)及 (1013)三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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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Z80鎂合金胚料之化學成分 (wt%)。

Al Zn Mn Fe Cu Si Ni Mg

7.67 0.430 0.227 0.0024 0.0008 0.0539 0.0007 remainder

五、結果與討論

5-1 熱壓縮實驗與熱加工圖建立與應用

如前所述，藉由熱壓縮試驗與包含動態回復、動態再結晶、動態應變時效等顯微組織的觀

察，以及孔洞形成與巨觀裂縫延伸，來確立材料變形過程中最佳穩態應變流與熱作條件 (6)。

圖 6所示為本研究開發對於AZ80鎂合金胚料近表層區域，在 280~400℃間，以不同的應變

速率下所量測到的壓縮應力與應變關係。由結果顯示，鎂合金於熱變形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動態

再結晶軟化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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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材料的成形。主要為溫度與

應變速率對於熱變形阻抗的下降，以及集合組織的改變所致 (7,8)。

圖 6　溫度與應變速率對AZ80鎂合金胚料近表層部位之熱變形應變與應力之影響。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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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所示為對應之巨觀與微觀組織之變異，顯見在高變形溫度與高應變速率下易於發生破

裂現象，因而不利於成形。另一方面，溫度的提升有利於動態再結晶的發生，也易於促成粗晶

的成長。在溫度與應變量之能量分布圖的分析顯示，在 320℃與 400℃較高應變量範圍附近，

會有不穩定加工變形區的產生。綜合顯微組織觀察結果，對於本研究材料可以初步界定其可加

工區，如圖 8(c)紅色警示線以外之範圍。

如前所述，量產型的鎂合金胚料因尺寸效應，會存在近表層區域與中心區域組織差異。也

因晶粒大小與析出型態的不同，以及胚料內外溫差對熱傳行為的變異，所對應材料在加工過程

中的溫度場與應力應變場自然也不同。因此，如同對於近表層區域熱加工圖的建立一般，在中

心區域的材料也作了完整的熱壓縮試驗，以建立該部位材料的熱加工圖。

圖 9所示為胚料中心部位溫度與應變速率對 AZ80鎂合金之熱變形應變與應力之影響。圖

10 所示為AZ80鎂合金中心部位於不同熱壓縮條件下之所對應的巨觀與微觀組織之變異。溫度

與應變速率變化對於熱變形行為與近表層部位一般，熱壓縮過程中也具有明顯的動態再結晶現

象。對於中心部位的研究結果也同樣定義出能量消耗圖以及不穩定圖兩部分，在整合而得到

鎂合金胚料中心部位的熱加工圖，如圖 11 所示。綜合鎂合金胚料近表層與中心部位的熱加工

圖，如圖 12 所示。由研究結果可以初步的到本開發鎂合金胚料具有兩個合適的熱作區間，在

第 I區的熱作溫度範圍為 413 ~ 436℃、在第 II區的熱作溫度範圍為 344 ~ 382℃；應變速率範圍

則為 0.5 ~ 0.025 s-1。

圖 7　AZ80鎂合金胚料近表層部位於不同熱壓縮條件下之 (a)巨觀與 (b)微觀組織之變化。

圖 8　AZ80鎂合金胚料近表層部位之 (a)不穩定圖 , (b)能量消耗圖及 (c)熱加工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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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 9　溫度與應變速率對 AZ80鎂合金中心部位之熱變形應變與應力之影響。

(b)

(c) (d)

圖 10　AZ80鎂合金胚料中心部位於不同熱壓縮條件下之 (a)巨觀與 (b)微觀組織之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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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現場試製

現場實際生產，尚須考慮環境的熱對流、鍛造模具的模溫、旋形滾輪溫度等等，對於工件

應力場 (Stress field)與溫度場 (Temperature field)等之影響效應。生產過程中必須對於多項參數

進行修正，從而建立最適化的生產條件。圖 13所示為鍛造製程中鍛造速率變化與溫度場之影

響。圖 14所示則為旋形滾輪溫度分別為 20℃與 150℃時溫度場的變化。顯示製程條件的改變會

帶動溫度分佈的連動以及相關變形阻抗、再結晶組織乃至於最終之性質。經由製程的修正，配

合電腦模擬與現場試製，終於成功開發出此一高困難度之一體成形鍛造鎂合金輪圈。圖 15所

示為製程參數修正前、後之旋形工件外觀與最終成功開發出之輪圈成品。

經過多次的反覆驗證與修正後，本開發一體成形鍛造鎂合金輪圈的熱加工良率可以達到近

乎完美的 100%。以極圖量測對於鎂合金輪圈集合組織的探討顯示，雖然Basal plane集合組織

仍然主導著材料的結晶方位與變形滑移行為，然而，Pyramidal plane的集合組織確實已經被有

效的活化。因此，可以具有良好的熱作成形性，如圖 16 所示。

圖 11　AZ80鎂合金胚料中心部位之 (a)不穩定圖 , (b)能量消耗圖及 (c)熱加工圖分析。

圖 12　綜合本研究開發AZ80鎂合金胚料近表層與中心部位的熱加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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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功能性質測試與輕量化效果

由於鎂合金之楊氏模數 (45 GPa)較鋁合金 (69 GPa)低，因此在設計的考量必須以厚度來加

以補足 (9)，以達到實際應用時所需之剛性與徑向和彎矩疲勞強度。依此，本研究開發經由精細

之計算與模擬，對於生產之鍛造鎂合金輪圈之造型厚度與加工R角大小等皆做了調整，如圖 17

圖 13　 CAE模流分析模擬鍛造速率對於工件溫度場的影響，鍛速設定為 (a) 6mm/s, (b) 9mm/s, 
(c) 12mm/s。

圖 14　 CAE模流分析模擬旋形滾輪溫度對於工件溫度場的影響，滾輪溫度設定為 (a) 20℃ , 
(b) 150℃。 

圖 15　鎂合金輪圈 (a)旋形改善前後之外觀，(b) 最終之成品。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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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實際生產之鎂合金輪圈與典型的鋁合金輪圈比較，具有可匹配的功能性。兩相比較，鎂

合金輪圈之輕量化效果可達 28%以上（表 3）。在拉伸性質的測試與比較顯示，AZ80鎂合金材

料雖然本質上的楊氏模數較AA6061鋁合金低，而具有較低的降伏強度。然而，抗拉強度卻高

於鋁合金材料，顯見於實際應用上可呈現的優異性，如表 4所示。

表 3　鍛造鎂合金與鋁合金輪圈功能性與輕量化效果之比較

Material AA6061 A1-alloy AZ80 Mg-alloy

Radial fatigue analysis (Max stress) 71.4 MPa 86.7 MPa

Rotary fatigue analysis (Max stress) 123.9 MPa 92.5 MPa

Weight of wheel 15.265 Kg 10.869 Kg

圖 17　鍛造鎂合金與鋁合金輪圈設計之修正與比較。

圖 16　 (0002), (1010)與 (1013)極圖量測顯示熱加工後之AZ80鎂合金的集合組織仍然由Basal 
plane texture所主導 然而 Pyramidal plane texture已經被有效地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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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鍛造鎂合金與鋁合金輪圈拉伸性質比較與相對之取樣位置示意。

材料 測試區域
降伏強度

YS, MPa
抗拉強度

UTS, MPa
延伸率

EL%

AA6061鋁合金

A 281.80 309.86 14.13

B 305.49 340.09 14.88

C 303.64 339.44 16.55

AZ80鎂合金

A 245.55 373.39 6.85

B 218.55 335.07 7.15

C 225.36 358.64 9.33

5-4 表面處理與環測

鎂及鎂合金的化學性質過於活潑，而導致異於腐蝕氧化的特性。從還原電位的觀點來看，

與大多數的金屬或元素形成伽凡尼陽極 (Galvanic anode)，使得容易被氧化，因而限制了鎂合金

的發展 (10)。然而，本開發產品經由微弧氧化處理 (Micro-arc oxidation treatment)後再施以塗裝處

理，得以確保相關產品可以獲得最佳的防蝕抗氧化功用。

微弧氧化之處理原理為將金屬材料置於電解液中，通過高電壓使金屬表面產生電弧放電作

用。藉由熱化學、電化學、電漿化學的共同作用下，金屬中的合金成分會形成游離與電解液中

的離子互相交換，同時釋放出大量的熱能提供化學反應，使得金屬表面可形成一層與基材鍵結

強度高、耐磨耗性優良、抗蝕性佳的多孔性氧化膜層 (11)。圖 18所示為 SEM觀察之鎂合金微弧

氧化處理後反應層表面組織結構、反應層剖面組織結構與反應層剖面組織結構示意圖 (12)。在反

應初期的生成物為一種高溫緻密的陶瓷氧化層，與鎂合金基材具有極強的鍵結，因此可以提供

良好的抗蝕抗氧化作用。隨著微弧氧化的持續進行，陶瓷氧化層的組織結構逐漸呈現鬆散的多

孔性形態。此種外層鬆散的多孔性組織可以提供塗裝處理時基材與漆層間更多的結合面積，因

此可以提升塗裝的鍵結性。

相關產品皆能通過最嚴苛的鹽霧、密著性、絲狀腐蝕、冷熱循環衝擊、飛石試驗等等，如

表 5所示。經由本研究開發，已經全面且完整的建立產製此一高功能性汽車鍛造鎂合金輪圈之

生產技術。鍛造鎂合金輪圈的成功開發，無疑地為公司創造了藍海策略新產品，也一舉大幅提

升鍛造輪圈產業生產技術達世界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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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研究開發之鍛造鎂合金輪圈經微弧氧化及塗裝處理後之環測結果。

環測項目 鹽霧 飛石 CASS 絲狀 耐溶劑

測試結果

標準 測 試 1000小 時
後， 腐 蝕 長 度

<1mm。

3/8-5/8 inch尺寸
石 頭 , 7-10 sec/
pint, 使 用 3m 
#878膠帶撕開後
漆層剝落等級≦ 
8C等級。

銅鹽加速鹽霧

測試 , PH值 3.1-
3.3, 溫 度 50+2 
℃。測試 168小
時後，腐蝕長度

<3mm。

溫 度 60 ℃、 濕
度 85%之 環 境

下，放置 4個禮
拜，腐蝕長度 < 
4mm。

Xylene化學藥劑
浸泡下，表面外

觀無任何改變。

判定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圖 18　 (a)、(b) SEM觀察之鎂合金MAO反應層表面組織結構，(c)鎂合金MAO反應層剖面組
織結構，(d)反應層剖面組織結構示意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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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1. 本研究針對鎂合金材料在鍛造與旋形過程中溫度、應變速率、變形量等與熱變形阻抗行為、

微觀組織以及最終機械性質等關係作了全面且深入的探討，從而確立了最適化的生產條件，

成功的開發出一體成形的汽車用鍛造鎂合金輪圈。

2. 本開發產品已通過彎矩與徑向疲勞、衝擊、環境等測試。開發的產品對應於現階段的鍛造鋁

合金輪圈，其輕量化的效果達 28%以上，成果極為顯著。成功開發出的一體成形鍛造鎂合金

輪圈，具有極大的成本優勢以及可觀的獲利空間。在生產技術方面，不但是國內的唯一，也

超越歐美。一體成形鍛造鎂合金輪圈為公司創造了新一代的藍海策略產品，對於國家鍛造產

業升級亦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3. 本研究開發之成果已經申請專利兩件，今年首推的產品將可提供 Ferrari、Lamborghini、

McLaren、Maserati、Porsche之車主選購。未來將透過鍛造鎂合金的技術，打造平均 7.9公斤

的超輕量化輪圈，日後不排除與車廠品牌旗下的賽車隊合作，打造參與世界三大賽車賽事的

頂級輕量化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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