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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鋁及鈦/鐵/鋁多層箔片經冷輥軋與退火後之固態反應暨性質研究
Solid reaction and properties of Ti/Al and
Ti/Fe/Al multi-layered foils after cold rolling and annealing
主持人: 林清彬
參於研究人員: 陳連和 李育修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NSC 92－2216－E－032－004)
摘要
本研究使用重複摺疊與冷輥軋製得鈦/鋁及鈦/鐵/鋁合金箔片。合金箔片經 200℃-500℃退火 2
小時後，經 EPMA 分析得知已產生界面反應。鈦/鋁合金箔片在退火前，因鈦/鋁優選方位的
強化機制，俱最大的拉伸強度；退火後的合金箔片因箔片的應力回復、鋁箔層間擴散鍵結的
消長與鈦/鋁優選方位的消失，其拉伸強度隨著退火溫度增加而下降；但 500℃退火 2 小時拉
伸應力較 400℃來的大，其原因係鋁箔層間擴散鍵結的增加。
關鍵字：鈦；鋁；冷輥軋；合金箔片；拉伸
Abstract
The titanium/aluminum alloy and titanium/iron/aluminum foils was made by repeated folding and
cold rolling process in this study. Under the observation of electron probe X-ray microanalyzer,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face reaction between titanium and aluminum was formed after annealing
treatment at 200 ℃ -500 ℃ for two hours. Owing to the texture strengthening effect, the
titanium/aluminum alloy foils without annealing treatment can be getting the highest tensile
strength. The alloy foils with annealing treatment were influenced by recovery and degrees of
diffusion bonding of aluminum foils、texture of titanium/aluminum that getting reducing, the tensile
strength wa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nnealing temperature. But tensile stress of annealing
treatment at 500℃ is larger than that at 400℃, resulted from degrees of diffusion bonding of al
foil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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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金箔片厚度到 µm 等級，生產速度快且可量
目前合金箔片的種類有(1)TiAl 箔片[1]
產。
因質輕、俱高熔點與高溫潛變抵抗佳等因
重複摺疊與冷輥軋製造合金箔片的技術
素，是先進國家積極開發之尖端材料；
係將均勻及高純度之金屬箔片，堆積成三明
(2)Ni3Al 箔片[1]俱優良的耐熱強度、抗氧化/
治疊層，給予重複的輥軋與摺疊，在合金化
腐蝕性、韌性、高破斷強度及高彎曲韌性；
與中間相形成之前，將金屬箔層縮小到奈米
(3)鈦鎳形狀記憶合金（TiNi，SMAs）[2]擁
尺寸的合金箔片[3]。根據 Wendy 等人[4]將
有形狀記憶特性、超彈性及極佳制震能常應
Ni/Ti 疊層箔片經過 20、30 和 40 次的冷輥軋
用於國防、機械、能源、控制、航太、生化
與摺疊，可分別製得 601nm、90nm 和 63nm
及微電子工業等領域。
平均層厚度的合金箔片，這種奈米尺寸層使
合金箔片的製作方法有重複摺疊與輥
奈米結晶化的製造變成可能。根據 Battezzati
軋、共濺鍍、共蒸鍍及高能球磨法等。而目
等人[5]將等原子數之鎳和鋁金屬箔片藉重複
前最常使用的製程為重複摺疊與輥軋法，此
冷輥軋與摺疊後，在 200℃下進行退火處理，
製程的優點係可製造大面積、組織均勻且晶
經 差 示 掃 描 熱 量 計 （ Differential scanning
粒尺寸可達奈米級的合金箔片，並可控制合
calorimetry；DSC）與 X 光繞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XRD），層間反應會形成 NiAl3
相，若在 450℃下進行退火處理則會形成
NiAl 反應相。根據 Barmak 等人[6]在磁控管
中濺鍍 NiAl3 合金箔片，並藉由 X 光繞射、
差示掃描熱量計、電阻測量及穿透式電子顯
微 鏡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
TEM)，發現(NiAl；B2)析出相和非晶質相形
成期間，鎳和鋁已經反應，且形成 NiAl3 、
NiAl 及 Ni2Al9 相。根據 Edelstein 等人[7-8]
使用離子束共濺鍍製備鎳/鋁合金箔片，產生
之初生相係 NiAl 相，並伴隨 Ni2Al9 或 NiAl3
相的產生且這些相係受總體化學計量而定。
根
據
Colgan
等
人
[9]
以
Al(250nm)/AlNi(170nm)/Ni(150nm)構成的三
明治疊層，其中 170nmAlNi 當偏壓層，將此
三層作退火處理後，發現當 AlNi 偏壓層被消
耗完後，形成的初始相是 Al3Ni。
根據 Bordeaux 等人[10]Al2Pt 多層複合金
屬於固態反應(solid state reaction；SSR)過程
中，非晶相可在機械變形附近的溫度，經由
層間金屬的原子做相互擴散，在固態下及在
自發反應下，呈現大且負值之混合熱 [11]。
將 Al50Ni50 與 Al66Ni34 之 Al/Ni 疊層箔片摺疊
後，經 75 次冷輥軋與摺疊，疊層箔片厚度隨
著 輥 軋 次 數 做 對 數 減 少 (logarithmic
reduction)，實驗結果 Ni 箔片會漸漸地達到奈
米晶態，而合金箔層間的相反應則是發生在
退火期間，藉由 TEM 分析 48-83 at.% Al 薄
層材料(10-20nm)在退火前，可以發現非晶質
或是 NiAl 相的產生。對於疊層金屬箔片進行
冷輥軋時，材料的非晶質化疊層金屬經冷輥
軋產生固態反應，層間金屬的原子作相互擴
散混合而成[12-14]。根據 Sieber 等人[15]將
Al 與 Ni 箔片疊層經過反覆摺疊與冷輥軋製
備 Al-20at.% Ni 與 Al-25at.% Ni，藉由 XRD
分析發現繞射峰高度及繞射峰的寬化隨輥軋
次數增加而降低及加寬。藉由 SEM 與 TEM
分析，當金屬層厚度減至低於 0.1μm 時，晶
粒尺寸可縮小至 50nm 以下。有關使用重複
摺疊與輥軋製作鋁鈦合金箔片之製作與之研
究甚少，因此本研究乃針對此材料系統及使
用此製程而作者。
2、實驗步驟
2.1. 金屬箔片

使用鈦箔(0.01%C、0.03%Fe、0.1%O、
0.0004%H、0.0053%N)厚度約 50μm，純鋁
箔(0.01%Cu、0.13%Si、0.42%Fe、0.01%Ti、
0.01%V) 厚度約 100μm 及鐵箔(0.02%C、
0.03%Si)厚度約 50μm。
2.2. 重複摺疊與冷輥軋
將 900mm × 70mm × 0.05mm 鈦箔及鐵
箔與 920mm × 80mm ×0.10mm 鋁箔以丙酮
清洗後，將鋁箔與鈦箔及鋁箔、鐵箔與鈦箔
如圖 1 摺疊出共 98 層、長 8cm 的似同心圓
試捲，再以轉速 50mm/sec 的輥輪、每次以
0.28mm 下壓量進行冷輥軋，試捲開始送進輥
輪都是以一前一後反覆直到試片厚度降為
1mm 左右，再改為以一左一右反覆直到試片
厚度降摺疊前試片的厚度，如此反覆進行輥
軋至摺疊 10 次為止。
2.3. 熱處理
將摺疊 10 次冷輥軋後的鈦/鋁及鈦/鐵/
鋁合金箔片進行 200℃、300℃、400℃及 500
℃2 小時的退火處理後，再將合金箔片空冷
到室溫。
2.4. 電子微探儀分析
以 JXA-8800M 電 子 微 探 儀 (Electron
Probe x-ray Microanalyzer, EPMA)進行鋁/鈦/
鋁三明治結構界面反應之元素 line profile 定
性分析。
2.5. 拉伸試驗
將退火前後的鈦/鋁合金箔片，以線切割
製作成標距長為 7.5mm 之拉伸試片，置於萬
能拉伸試驗機，在室溫及夾頭拉伸速率為 1
mm/min 下進行拉伸測試，求得拉伸性質，每
一數據取 3 片求其平均值。
2.6. 顯微結構觀察
將退火前後的鈦/鋁及鈦/鐵/鋁合金箔
片，使用碳化矽砂紙研磨，再以 0.3μm 的氧
化 鋁 粉 懸 浮 液 拋 光 後 。 使 用 氫 氟 酸 40%
(MERCK Co. GR)、硝酸 65% (BONA PURE
CHEM Co.)與水，以 1：3：5 配成腐蝕液，
鋁/鈦/鋁合金箔片腐蝕時間 5 秒，腐蝕後的試
片使用 LEO-1530 與 Hitachi S-2600H、S-4300
掃 瞄 式 電 子 顯 微 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進行鋁/鈦/鋁合金箔片退

火前鈦層在鋁基中的分布狀況及退火後鈦/
鋁界面反應的顯微結構觀察，以及拉伸試片
破斷面型態與表面近斷口處顯微結構觀察，
使用 Hitachi S-4300 電子顯微鏡附加之能量
散佈分析儀(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對退火前後之鋁/鈦/鋁多層合金箔做
元素 line profile，驗證是否有產生鈦/鋁界面
反應。
3、結果與討論
3.1. 鈦/鋁合金箔片的顯微結構
本實驗使用似同心圓的試捲，當上下
輥輪接觸到試捲時，受力最大的位置位於試
捲正中央，且應力從試捲表面往中心遞減。
剛開始輥軋時，鈦/鋁層間沒有鍵結仍然是分
離，因此輥軋進行時，試捲中心會向外伸出。
另外，鈦與鋁的抗拉強度不同且鋁位於試捲
表面，在高轉速輥輪下，會造成鋁/鈦層間產
生不同的伸長量，且產生層間滑移而形成波
浪狀的變形，尤其以受力最大的表面變形最
為嚴重。鈦/鋁層間因互相滑移所產生的摩擦
會增加表面的活化，以增加鋁/鈦層間的潤濕
而更容易鍵結。波浪狀變形係導致於應變不
均勻，因為鋁容易變形，使得鋁層局部的應
變硬化較鈦層不易發生。當輥軋應力傳遞到
鈦層嚴重應變硬化的位置時，裂紋便會產
生，裂紋會沿著嚴重應變硬化的路徑前進，
而波浪狀變形的波谷即是嚴重應變硬化區
域。當輥輪壓應力作用在已產生局部裂紋的
鈦層時，加上鈦/鋁間尚未鍵結，此時裂紋會
被上下相鄰的鋁層撐開而往試片邊緣前進，
而被撐開的間隙與相鄰未局部破裂的鈦層相
比，已有一鈦層厚度差，此厚度差與輥輪接
觸試片應力，進而在兩鈦層裂縫間產生小皺
摺。已經輥軋成板材的試捲邊緣會因為應變
落差大而產稱邊緣裂紋，裂紋亦會沿著應變
硬化路徑前進至試片內部，造成試片斷裂，
所以鈦層斷裂的方式主要是由波浪狀變形導
致波谷產生了裂紋。試捲開始送進輥輪都是
以一前一後反覆直到長邊開始產生邊緣裂縫
後，此時試片厚度為 1mm 左右，再改為一左

一右反覆直到試片厚度下降至 0.3mm 為止，
鈦有比較長的趨勢，於試片縱斷面而呈現出
較短的鈦。若是給予試捲大的下壓量，會得
到鈦斷裂成兩半，若是給予小的下壓量在加
上高轉速輥輪，鋁/鈦層難以鍵結而分開。鈦
層邊緣如魚鰭的地方為鈦的裂紋，也是破斷
前應力集中處，使此處難以發生經由頸縮再
破斷的過程，若是輥軋繼續進行會使鰭狀靠
鈦之根部裂紋向鈦內部前進最後使鈦斷裂。
而頸縮較容易發生較靠近試捲中心波浪狀變
形影響少數局部區域。
10 次摺疊與冷輥軋後的鈦/鋁合金箔片，
由於輥軋過程中鋁產生應變硬化，因此需更
大的應力使鋁產生塑性變形，進而將應力傳
遞給鈦層。同時鋁層的塑性流對凹凸不平的
鈦層表面進行局部塑性變形，會將某些圓滑
的凸起漸漸擠成尖銳的形狀，這些碎片的尖
端會朝向與鋁的塑性流同一方向見圖 2(a)。
接著鈦層表面的凸起也隨著塑性流的方向而
不斷變形，最後因應力集中而斷裂，斷裂後
的小碎片留在鈦層表面附近，較小的碎片則
隨鋁基地塑性流遠離鈦層。若是原本鈦層表
面殘留因波浪狀變形造成較大的似鰭狀凸
起，會因鋁的塑性流而於鰭狀根部應力集中
處斷裂成較大塊的碎片。腐蝕過的試片顯示
出鈦層的晶粒隨著塑性變形產生優選方位見
圖 2(b)，鈦層表面的小碎片因腐蝕後脫離，
在鈦/鋁界面間遺留一些不規則的大孔洞，某
些尖銳凸起也因腐蝕而消失遺留下尖銳的凹
槽，顯示出這些凸起在鈦層表面是局部的。
經過 200℃、2 小時的退火處理後，可以
發現鋁層間有裂紋產生見圖 3(a)，這是因為
局部的鋁層間，尚未因輥軋而鍵結完全，導
致在退火後發生應力回復的離鍵現象。經過
400℃2 小時退火處理後，鋁層的許多界面已
經鍵結。鈦層的晶粒也因溫度上升而產生再
結晶，使優選方位漸漸消失，見圖 3(b)。500
℃退火 2 小時後，鋁層間得到較佳擴散鍵
結，鈦層的晶粒成長且優選方位也完全消失
見圖 3(c)。
3.2. 鈦/鋁合金箔片的拉伸性質
未經退火處理，加工硬化的鋁層及鈦層
的拉伸破斷面呈現出較少的韌窩，而擴散鍵
結尚未完成的鋁層間，在拉伸應力作用下而

分開，見圖 4(a)。觀察拉伸破斷面近斷口處，
可發現未退火試片因加工硬化導致鋁層產生
裂紋而破斷，見圖 4(b)。
經 200℃、2 小時的退火處理，鋁層韌窩
的數量增多，但退火後產生層間離鍵的鋁
層，因拉伸應力而分開，見圖 5(a)。隨著退
火溫度上升，鋁層韌窩的數量也漸漸增多，
而鋁層擴散鍵結也因退火溫度上升而增加，
分別見圖 5(b) 與(c)。在拉伸破斷面近斷口處
的韌窩隨著退火溫度上升數量增多且尺寸變
小，而且鋁層也以滑移線的移動取代未退火
的裂紋見圖 5(e) ~ (g)。
經 500℃、2 小時退火處理後，韌窩的數
量相較於 200℃~ 400℃多且鋁層間的擴散鍵
結也幾乎完成，不再因拉伸應力而分開，見
圖 5(d)。隨退火溫度上升，在拉伸破斷面近
斷口處的鋁層滑移線也越來越多，見圖
5(h)，且不再因拉伸應力分開而呈現出連續的
鋁基材。
若是將拉伸破斷面的鈦層放大來看，發
現鈦層表面覆蓋一連續薄層，且此薄層與鋁
層在拉伸應力作用下分開，但在破斷後卻仍
然與鋁層有局部連接，顯示鈦/鋁間已互相擴
散產生界面反應層，見圖 6(a)，從元素 line
profile 分析得知，退火前已發生鈦/鋁界面反
應，見圖 6(b)。200℃~500℃及 2 小時退火處
理中，隨著退火溫度上升，界面反應的程度
也越加明顯，見圖 7。其原因係在輥軋過程
中，由於高速輥輪與輥軋後試片厚度減半的
高應變率，導致試片溫度上升，其實已有相
當程度實質的退火處理，再加上鋁層與鈦層
所儲存的應變能，使未退火的鈦/鋁產生界面
反應。隨著退火溫度上升，覆蓋在鈦層上薄
層厚度有增加的趨勢，這不代表真正界面反
應層的厚度，但卻可以解釋鈦/鋁層間鍵結強
度隨著溫度上升而增加。500℃及 2 小時退火
處理後，鈦層已經被完全包覆，可見在相同
的拉伸條件下，拉伸應力已經無法將鈦層與
界面反應層分開。
由於輥軋方向、拉伸應力方向均與鈦層
互相平行，因此會在鋁層與鈦層形成優選方
位 ， 進 而 得 到 優 選 方 位 強 化 (texture
strengthening)的效果，所以從表 1 中發現未
退火鈦/鋁多層合金箔的抗拉強度為鋁箔(未
做退火處理)的 346%，且因為鋁層與鈦層加
工硬化，使伸長率只有 0.85%。在 200℃~ 400

℃、2 小時退火處理後，主要拉伸應力的貢
獻有兩個：(1)尚未完全消失的優選方位強
化；(2) 鈦/鋁界面反應層鍵結強度。隨著退
火溫度升高，使優選方位漸漸消失，而鈦/鋁
界面反應層鍵結強度卻漸漸增加，但界面強
度增加的速度不及優選方位消失的速度，導
致抗拉強度下降，伸長率也因為鋁層與鈦層
的回復、軟化及界面強度上升而漸漸增加。
在退火 500℃2 小時，鋁層幾乎已經完全鍵結
成一連續鋁基材，所以在鈦層邊緣沿著拉伸
應力方向，可觀察到鋁基材破斷所造成的韌
窩，因此這個退火條件主要的強化機制是界
面鍵結增加而強化，所以伸長率也隨著界面
強度上升而增加且拉伸應力也較 400℃退火
2 小時來的大，其原因係鋁箔層間擴散鍵結
的增加。但是由於長時間的高溫退火，使得
鋁基材晶粒成長，造成整體的抗拉強度下
降。未退火鈦/鋁合金箔片因為嚴重的加工硬
化，以至於幾乎沒有頸縮現象，因此得到抗
拉強度等於破斷強度。在退火 200℃、2 小
時，鋁層因退火應力回復而分開，但仍然有
部分加工硬化，再加上低溫退火所得之界面
強度較弱，因此也幾乎沒有產生頸縮，導致
到達抗拉強度時隨即破斷。由於退火溫度上
升，鋁層軟化及擴散鍵結的程度增加，所以
在高溫退火，拉伸應力到達抗拉強度後，鋁
層產生韌窩後破斷。韌窩的數量越多、尺寸
越小，頸縮的程度越高。
3.3. 鈦/鐵/鋁合金箔片的顯微結構
10 次摺疊與冷輥軋後的鈦/鐵/鋁合金箔
片，由於輥軋過程中將應力傳遞給鈦層與鐵
層，同時鋁層的塑性流對凹凸不平的鈦層與
鐵層表面進行局部塑性變形，會將某些圓滑
的凸起漸漸擠成尖銳的形狀，這些碎片的尖
端會朝向與鋁的塑性流同一方向。接著鈦層
與鐵層表面的凸起也隨著塑性流的方向而不
斷變形，最後因應力集中而斷裂見圖 8(a)。
鈦/鐵/鋁合金箔片經過 200℃、2 小時與 400
℃、2 小時的退火處理後，鋁層與鐵層沒有
界面產生分別見圖 8(b)與圖 8(c)。500℃退火
2 小時後，鋁層與鐵層已有界面產生，且鐵
層已有氧化現象見圖 8(d)。500℃退火 4、6
及 8 小時後，鋁層與鐵層之相互擴散層隨時
間增加而增加已有界面產生，且鐵層已有氧
化現象分別見圖 8(e) 、圖 8(f)及圖 8(g)。

4.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1. 鋁/鈦/鋁與鈦/鐵/鋁多層箔片進行冷輥
軋，鋁與鋁之間產生擴散鍵結，在輥軋過
程中，鈦以大部分撕裂及少部分頸縮的方
式形成碎片，並均勻分散在鋁基地中。
2. 經由元素 line profile 知，鋁/鈦/鋁合金箔
片在退火前後，藉由高應變能降低活化能
與輥軋產生的摩擦熱活化，使得產生鈦/
鋁界面反應。經過 200℃、300℃、400℃
及 2 小時退火處理，退火處理的熱活化使
鈦/鋁界面反應層厚度隨著退火溫度上升
而增加。
3. 鋁/鈦/鋁多層合金箔片經冷輥軋後、退火
前的拉伸強度為最大，主要的強化機制為
鈦層與鋁層的優選方位強化效應，由於鋁
層界面應力回復，以及較低溫度退火而產
生較弱的鈦/鋁界面強度，進而使拉伸強
度下降；500℃2 小時退火處理後，鋁/鈦
界面強度增加，使拉伸強度上升。
4. 鋁/鈦/鋁多層合金箔片經冷輥軋後、退火
前由於加工硬化，使伸長率為最小，鋁層
隨著退火溫度上升，釋放出更多的應變能
而軟化，進而增加伸長率；500℃2 小時
退火處理後，由於鋁層幾乎完成擴散鍵
結，形成一連續鋁基材，而增加伸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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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鈦/鋁箔試捲製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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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退火
前試片(a)未腐蝕與(d)腐蝕後之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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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
退火溫度為(a) 200℃；(b) 300℃；(c) 400
℃；與(d)500℃、2 小時腐蝕試片之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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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退
火 前 (a) 拉 伸 破 斷 面 與 (b) 近 斷 口 處 之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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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退
火溫度為(a)200℃；(b) 300℃、(c) 400℃
與(d)500℃、2 小時之拉伸破斷面與退火
溫度為(e) 200℃；(f) 300℃、(g) 400℃與
(h)500℃、2 小時近斷口處之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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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退火
前(a)拉伸破斷面與(b)元素 line profile 之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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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多層鈦/鋁經冷輥軋與摺疊 10 次，退
火溫度為(a) 200℃；(b) 300℃；(c) 400℃
與(d)500℃、2 小時之拉伸破斷面與退火
溫度為(e)200℃；(f)300℃與(g)400℃與
(h)500℃、2 小時之元素 line profiles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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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鋁箔、鈦箔與鈦/鋁合金箔片之拉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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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a)多層鈦/鐵/鋁合金箔片經冷輥軋與摺
疊 10 次，及合金箔片經退火溫度為(b) 200
℃；(c) 300℃；(d) 400℃；與 500℃(e)2 小時;
500℃;f)4 小時 500℃;(g)8 時之 SEM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