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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以上，與傳統合金較缺乏連接性，為
更進一步瞭解高熵合金的微結構及其性質
的演變及相變化機制，合金設計上以原子
半徑有大中小之分[3]的 Cu、Co、Ni、Cr、
Al、Fe、Mo、Ti、V、Zr 十種元素做成份元
素，觀察其微結構變化、機械性質、熱性
質。
由之前的研究[4,5]發現高熵合金與
傳統合金有極大差異，包括：（1）易產生
無序非晶質相(2)良好的熱穩定性(3)多重
複合強化機制導致的極高硬度（4）優越的
耐腐蝕性（5）不易產生介金屬相(6)XRD
結晶析出的單純化。這不但在現象及機制
上值得探討而且可能有力學、電學、磁學、
電化學應用的潛力。而本計畫更重要的是
開發出具有奈米結構的高熵合金，因為在
奈米尺度下，高熵合金將更具特殊的機
械、物理、化學性質，可供新材料的發掘
與應用[6,7]。

一、中文摘要
針對不同元數、不同元素、大中小原
子等莫耳配比的概念[1,2]，配置出十元高
熵合 CuCoNiCrAlFeMoTiVZr（簡稱 Mo-1
份）
。鑄錠在氬氣氛電弧熔煉爐。固化行為
研究將在氬氣氛下。合金內之相隨熱穩定
度，將以 10 K/s 加熱速率，在 DSC 內研究
合金之玻璃轉換、結晶與融化現象。合金
的鑄造結構將以 XRD、OM、SEM 與 TEM 等方
法檢測之。
高熵合金的相及微結構並沒有想像的
複雜。十元合金系統應該有多種的二元介
金屬化合物，但如今卻形成兩個主要的 BCC
相與一個 FCC 相，這顯示十元合金中的高
熵效應使固溶相的自由能降低，並趨於穩
定，而抑制介金屬化合物形成。
鉬十元高熵合金的微結構可分為：固溶相
（包含白色樹枝相與灰色樹枝相）
、共晶相
（樹枝間的黑色相）與樹枝間的富銅析出
相。在樹枝間有奈米級析出顆粒，尺寸約
100 nm。
關鍵詞：奈米高熵合金、電弧熔煉、高熵
效應、奈米級析出

2.2.目的
本子計畫第一年的工作，將針對不同
元數、不同元素、大中小原子等莫耳配比，
研究上述所提相關主題。在第一年的研究
中以 Cu、Ni、Al、Co、Cr、Fe 及 Ti 為基
礎加以探討，發現合金成分個數增加時，
相的種類並未如一般預期的複雜及難以分
析，反而是趨於單純化[1,2]。基本上，多
元合金的鑄造結構趨向於一個 BCC 固溶相
和完全無序非晶質相交織的共晶結構，特
性尺寸約 100 nm。BCC 相及非晶質相由於

二、緣由與目的
2.1.緣由
高熵合金是由多個主元素所構成的合
金，特別是指主元素超過五元以上。本研
究群以往對高熵合金所做的研究都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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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開放的堆積空間，所以易形成一個多
元的固溶體結構；而在冷卻的過程中兩者
皆再有成份及結構的調整而有微細的奈米
析出，尺寸約 5 nm。由於 Cu 元素與其他元
素之鍵結較弱，所以傾向於偏析在樹枝相
枝間，而為富 Cu 之 FCC 相；當 Cu 含量減
半時，此偏析相明顯減少，甚至消失。

圖一為十元等莫耳合金鑄造狀態下之
X-ray 繞射圖。一般來說，此十種成分元素
應該會形成多種二元介金屬化合物，但 XRD
分析可知，合金的介金屬相被抑制，只有
三個相存在，分別為為兩個 BCC 相與一個
FCC 相。BCC1 相的晶格常數為 3.1686 A，
BCC2 相的晶格常數為 2.9713 A，FCC2 的晶
格常數為 4.2322 A。
圖二為 CuCoNiCrAlFeMoTiVZr 鉬十元
高熵合金的 SEM 顯微相。分別為白色內層
樹枝相(A)、灰色樹枝相(B、C)及黑色樹枝
間相(D)。表一為鉬十元高熵合金的成分。
由於 BCC1 的繞射峰位置與 Mo 元素的繞
射峰非常接近，而且 BCC1 的晶格常數 3.16
A，很接近 Mo 元素的晶格常數 3.15 A。這
表示 BCC1 相的組成元素與 Mo 元素接近。再
參照表一 EDX 分析知道樹枝晶內部的白色
樹枝相是富 Mo(40 at%)相，這表示此白色
樹枝相是 BCC1 結構。灰色樹枝相為富 Fe
相，故其結構是 BCC2。合金中的樹枝間相
是富 Al 相，推測其結構為 FCC2。之後的若
去除合金中的 Cu 元素，此 FCC1 繞射峰就變
的很弱。這證明富銅析出相的結構為
FCC1。富銅析出相是 FCC1 相，但是在 XRD
中並不明顯。
表二是合金各個相的晶體結構、各個
相的晶格常數、主成分元素與主成分元素
的晶格常數的對照表。各相的晶格常數與
該主成分元素的晶格常數接近，但是都比
主成分元素的晶格常數為大。這種現象可
能是因為主成分原子（ex:Mo）所組成的晶
格，被各種大小不同的元素所取代（ex:V、
Cr），造成晶格應變膨脹，使晶格常數上
升。圖三為此種延伸晶格的示意圖。
合金的凝固順序與其個別元素的熔點有
關。從熔融態冷卻凝固時，其先後次序如
下：內層白色樹枝相、灰色樹枝相、黑色
樹枝間相，最後是富銅相析出。
綜合以上實驗的結果，可以發現影響各
相凝固生成的先後關係，有以下三個主要
的條件：

同時亦發現六元合金很接近共晶成
份，所以獲得完全的共晶結構。五元合金
則偏離此一成份，因此先有初晶樹枝相形
成而後再有共晶結構包覆成為樹枝相外
圍部份。由於非晶質相係多種元素之固溶
體，難以作短程有序排列，因此不同於傳
統非晶質相在 X-ray 繞射圖上呈一寬廣
峰，反而呈現完全散射的背景強度而已，
而 BCC 相則雖為結晶相，但也因多種元素
之固溶，散射效應很大，以致結晶繞射強
度大幅下降。
多元合金的硬度與所含元素的種類
與個數有關。基本上隨元素個數增加而增
加，合金元素越多，原子尺寸差異越大，
固溶強化效應越強，再加上微晶強化、鍵
結增強及非晶質無差排強化因素，使高熵
合金都有極高的硬度值，在鑄造狀態下七
元合金之維氏硬度值達 Hv1049。以上結論
已著手撰寫論文發表中。
本子計畫第二年的工作，將針對不同
元數、不同元素、元素態結構相同原子等
莫耳配比，研究上述所提相關主題。
三、研究方法
鑄錠將視需要，分別在氬氣氛電弧熔
煉爐、或在氬氣氛感應熔煉爐內熔煉並凝
鑄。熱處理包括不同溫度與時間的等溫退
火、淬火。固化行為研究將在氬氣氛下，
利用 DTA 內氧化鋁坩鍋以不同冷卻速率冷
卻，研究液態至玻璃固化，或液態至結晶
固化。合金內之相隨熱穩定度，將以不同
加熱速率，在 DSC 內研究合金之玻璃轉
換、過冷、與結晶等現象。固化合金與退
火合金的破璃本質與結晶本質將以 XRD，
SEM，TEM，與 OM 等方法檢測之。
四、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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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素熔點（Tm）的高低。
2. 元素之間是否能形成固溶相。
3. 混和焓（△H）的大小。
當溫度在十種元素的熔點之上時，合金
處於熔融狀態，也就是十種元素混合成單
一的均勻相；當溫度低於元素所形成的金
屬化合物的熔點之下，樹枝相最先凝固成
長，其次是形成樹枝間相，其凝固先後次
序，將依循以下的經驗法則：
對於樹枝相而言：
1. 當溫度低於元素所形成的金屬化合
物的熔點之下，該化合物才有可能
生成。最高熔點的化合物，最先凝
固。
2. 在高溫下元素容易形成固溶相的先
凝固。
3. 液態下混和焓較負的元素，容易在
一起。
較低溫下樹枝間相凝固，對於樹枝間相
而言：
1. 熔點最低的組成元素將形成樹枝間
的基地。
2. Cu 元素與其他元素的的親和力弱，
因此不容易固溶於樹枝間相，會於
樹枝間相析出。
圖四是鉬十元高熵合金之 SEM 照片，王
水浸蝕合金後觀察其微結構的主要相是分
枝垂直成長的樹枝晶，其表面呈規則突
起，如圖五。在高倍率下晶界處具有微小
奈米晶粒，尺寸約 100nm，如圖六。

皆為固溶相。
3.

Mo (40 at%)相。這表示此合金的樹枝
晶內部(白色樹枝晶)是 BCC1 結構。灰
色樹枝相的結構是 BCC2。樹枝間相是
富 Al 相，推測其結構為 FCC2。
4.

次序如下：內層白色樹枝相、外層灰
色樹枝相、灰色樹枝間相、黑色樹枝
間相，最後是富銅相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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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合金系統應該有多種的二元介金
屬化合物，但如今卻形成兩個主要的
BCC 相與一個 FCC 相，這顯示十元合金
中的高熵 效應使 固溶 相的自由 能降
低，並趨於穩定，而抑制介金屬化合
物形成。

2.

合金的凝固順序與其個別元素的熔點
有關。從熔融態冷卻凝固時，其先後

五、計畫成果自評
1.

由 EDS 成分分析知道樹枝晶內部是富

鉬十元高熵合金的微結構可分為白色
樹枝相、灰色樹枝相、樹枝間的黑色
相與樹枝間的富銅析出相。這四個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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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鉬十元高熵合金之低倍率之樹枝晶
顯微相。

圖一、為十元等莫耳合金鑄造狀態下之
X-ray 繞射圖。
A
B

C
D
圖五、鉬十元高熵合金之高倍率之樹枝晶
結構顯微相。

圖二、為 CuCoNiCrAlFeMoTiVZr 鉬十元高
熵合金的 SEM 顯微相。分別為白色內層樹
枝相(A)、灰色樹枝相(B、C)及黑色樹枝間
相(D)。

圖三、延伸晶格的示意圖。[7]

圖六、鉬十元高熵合金之 SEM 顯微相，晶
界處具有微小奈米晶粒，尺寸約 1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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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表
表一、 鉬十元高熵合金的 EDX 成分分析(at %)。
*試片未經浸蝕，富銅相不易觀察，故在圖 4.1-8 無法顯示富銅析出。富銅析出
相在經浸蝕之 SEM 照片內即可觀察，如圖 4.1-7(b)所示。
微結構分類

樹
枝
晶

樹
枝
間

Mo

V

Cr

Fe

Ti

Co

Al

Ni

Zr

Cu

(A)白色內層

40

21

20

5

6

2

5

1

1

0

(B)灰色外層

6

7

11

15

12

14

11

11

13

0

(C)灰色相

6

6

10

17

13

15

9

9

12

3

(D)黑色相

0

3

2

6

21

19

23

17

4

5

(E)富銅相*

1

3

3

7

9

9

11

12

5

41

表二、十元高熵合金各個相的晶體結構、各個相的晶格常數、主成分元素與主成
分元素的晶格常數的對照表。
微結構分類

晶體結構

晶格常數(A)

主成分元素

主成分元素的
晶格常數(A)

白色樹枝

BCC1

3.16

Mo-rich (40 at%)

3.15

灰色樹枝

BCC2

2.97

Fe-rich (17 at%)

2.87

黑色樹枝間
FCC2
相

4.23

Al-rich (23 at%)

4.05

FCC1

3.71

Cu-rich (41 at%)

3.61

富銅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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