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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时效对 7020 铝合金组织与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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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维氏硬度(HV)、电导率测试(EC)、扫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室温拉伸、冲击韧性实验研究
预时效对 7020 铝合金组织与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金经 470 ℃固溶 1 h 后进行 65 ℃预时效处理，与直
接双级时效对比，合金的拉伸性能随预时效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上升；65 ℃/168 h+90 ℃/8 h+160 ℃/26 h 的抗拉强
度为 355.9 MPa，屈服强度为 290.5 MPa，伸长率为 16.3%，维氏硬度为 120.9，电导率为 22.4 MS/m；直接双级时
效时，抗拉强度为 320.4 MPa，屈服强度为 256.7 MPa，伸长率为 17.6%；维氏硬度为 103.5，电导率为 21.9 MS/m；
合金经 470 ℃固溶 1 h 后进行 65 ℃预时效处理时，沿挤压方向和垂直挤压方向冲击吸收功分别为 52.1 J 和 45.9 J；
直接双级时效时，沿挤压方向和垂直挤压方向冲击吸收功分别为 43.5 J 和 38.8 J；时效析出相随预时效时间的延
长在晶内、晶界越来越细小弥散，晶界析出相断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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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e-aging on micro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7020 aluminum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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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pre-ageing treatme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7020 aluminum alloy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Vickers hardness (HV),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measurement (EC),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tensile test and impact toughness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470 ℃/1 h
solution treatment followed by pre-aging at 65 ℃,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vestigated alloy’s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e-aging time, while impact energy increases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Compared to the direct
two-stage aging at 65 ℃/168 h+90 ℃/8 h+160 ℃/26 h, the tensile strength, yield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re 355.9 MPa,
290.5 MPa and 16.3%, respectively; the Vickers hardness is 120.9, and conductivity is 22.4 MS/m. However, for direct
two-stage aging, the tensile strength, yield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re 320.4 MPa, 256.7 MPa and 17.6%, respectively;
Vickers hardness is 104.7, and conductivity is 21.9 MS/m. For 470 ℃/1 h solution treatment followed by pre-aging at
65 ℃, impact energy along the direction of extrusion and perpendicular to that are 52.1 J and 45.9 J, respectively, and for
the direct two-stage aging, impact energy along the direction of extrusion and perpendicular to that are 43.5 J and 38.8 J,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es inside the grains and at the grain boundaries are more finely dispersed within
the extension of pre-aging time. Precipitates at the grain boundaries are dis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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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因密度低、强度高、导热导电性和耐蚀性

表1

实验所用 7020 铝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强及容易加工等优良性能而成为交通运输中理想的轻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investigated 7020

质高强材料。近年来，我国高铁事业发展迅猛，迫切

aluminum alloy

%

需求国产铝制材料具有良好综合性能。7020 铝合金为

Zn

Mg

Cu

Mn

Cr

Al-Zn-Mg(7×××)系中高强铝合金，主要满足于地铁

4.50

1.25

0.12

0.34

0.21

列车及大型豪华汽车的大型薄壁、高精度复杂实心和

Ti

Zr

Fe

Si

Al

空心型材需求 [1−2] 。作为 7×××系可热处理强化合

0.04

0.16

0.11

0.05

剩余

金，适当的热处理工艺是其获得良好综合性能的重要
途径。ENJO 等[3−6]对 7020 铝合金进行了研究，但主
要集中于焊接性能和抗应力腐蚀性能方面。近年来，
人们针对该合金有关的热处理工艺进行了研究，其有
关的时效热处理主要有自然时效、单级时效和双级时
效等[7−9]。T6I6(断续时效)能使材料强度高达 430 MPa，
其抗应力腐蚀性能比 T73 和 RRA 的弱，
与 T6 的相当，
但该热处理工艺繁琐，耗时长 [10] 。据文献[7]，7020
铝合金经固溶−淬火和自然时效后，其强度高达 400
MPa，但该工艺下合金材料对应力腐蚀开裂极其敏感，
这说明采用这种热处理工艺后并不能保证合金具有很
好的综合力学性能。与 7000 系列中其他大多数合金不
同的是，7020 铝合金板材的时效制度主要是 T4 态(自
然时效)，而在工业生产应用中的 7020 挤压型材的时

仪进行测试，统一加载载荷为 30 N，加载时间为 15 s，
取 5 个点的平均值作为实验有效结果。冲击韧性 U 型
缺口试样按国标 GB/T 229—2007“金属材料夏比摆锤
冲击试验方法”从挤压型材上沿挤压方向和垂直挤压
方向切取，在 CBD−300 摆锤冲击试验机上完成冲击
实验，取 3 组平行样冲击性能的平均值作为实验有效
结果。使用 FEI Quanta−2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观察样品断口形貌。透射电镜(TEM)分析在 TECNAIG
220 型透射电镜上进行，加速电压为 200 kV。TEM 薄
片试样先采用机械减薄至 0.1 mm 后，再采用 MTP−1
双 喷 电 解 减 薄 仪 制 备 。 电 解 时 溶 液 配 比 为 18%
HNO3+82% CH3OH(体积分数)上减薄至出现微孔，温
度控制在−35~−25℃。

效制度主要是 T5 态，即挤压成型后先自然停放 1 周
以上再进行后续人工时效处理，生产周期长。本文通
过在传统人工时效前于 65 ℃进行短时间预时效，采用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硬度、电导率、扫描电镜、透射电镜分析、常温拉伸
性能测试以及冲击韧性实验等研究该热处理工艺对
7020 合金的力学性能与微观组织的影响机理，以便为
优化该合金热处理工艺提供依据。

2.1

维氏硬度
7020 铝合金在 65 ℃预时效及后续双级时效阶段

的硬化曲线分别见图 1 和图 2。从图 1 可看出：合金
的维氏硬度在 65 ℃预时效制度下随时效时间的延长

1 实验
实验所用材料为 7020 铝合金挤压型材，其化学成
分见表 1。热处理制度为 470 ℃/1 h 固溶热处理，经室
温水淬火(转移时间小于 3 s)后立即进行 65 ℃预时效，
再进行 90 ℃/8 h+160 ℃/(0~26 h)双级时效。室温拉伸
试样是按国标 GB/T 228.1—2010 规定进行加工制作。
试样从挤压型材上沿挤压方向切取，试样平行区标距
长度为 40 mm，平行区宽度为 10 mm，厚度为 3 mm，
每组取 3 个平行样经过相应的时效制度处理后在

而上升；在时效初期，硬度上升较快，20 h 后维氏硬
度上升趋势逐渐减缓，在 120 h 为 123.0，此后合金的
维氏硬度上升更缓慢，在 168 h 达 127.7，仍表现上升
趋势。从图 2 可见：随着时效时间延长，合金的维氏
硬度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固溶淬火后直接进行双
级时效实验组试样在 6 h 左右达到峰值，随后缓慢下
降，在 26 h 维氏硬度为 103.5，而经过预时效 72 h 和
168 h 处理后再进行双级时效时，合金维氏硬度则在
3~5 h 内达到峰值，在 5~12 h 内缓慢下降，在 14 h 后
下降幅度加大，在 26 h 时分别为 116.1 和 120.9。合金
在后续双级时效时，维氏硬度随预时效时间增加而上

CRIMS 拉伸机上进行室温拉伸实验，拉伸速率控制在

升；在预时效时间不同的后续双级时效中，合金经

2 mm/min。每组实验有效结果取自 3 个平行样拉伸性

65 ℃/168 h 预时效时，维氏硬度上升趋势比预时效

能的平均值。
电导率测试按测试标准取样并在 D60K 数字金属
电导率测量仪上完成，硬度利用数显小负荷维氏硬度

65 ℃/72 h 的明显，预时效 8 h 后维氏硬度下降比预时
间 72 h 的下降速度缓慢；合金试样从低温转移到
160℃高温后，维氏硬度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缓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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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趋势，在材料内部低温时析出的 GP 区原子开始
[11−12]

阶段发生回溶，以 η 相和 η′相析出

；随着时效继

效时间分别为 0，72，168 h)，合金的电导率变化趋势
大体一致；电导率的上升速度与时效制度有直接联系，

续，析出相越来越多，合金维氏硬度上升，达到峰值

在双级时效的第 2 级时效(160 ℃)过程中，经 65 ℃

后，析出相慢慢减少，尺寸开始增大，维氏硬度表现

(72 h 和 168 h)预时效，合金的电导率随着时效时间的

为缓慢下降，最后趋于稳定。

延长呈现先急速上升后缓慢增加的趋势；固溶淬火后
直接进行双级时效 65 ℃(0 h)，合金的电导率在刚开始
时效时为 18.4 MS/m，26 h 时增加至 21.9 MS/m，在
14 h 前上升趋势比 65 ℃(72 h 和 168 h)时的弱，但 14 h
后电导率上升速率相对增大；合金在 65 ℃(72 h 和
168 h)预时效后双级时效时的电导率变化趋势虽大体
一致，但预时效 65 ℃/72 h 的上升幅度比 65 ℃/168 h
的大。结合图 2 所示结果可知：在过时效过程中，合

图1

合金在 65 ℃预时效时的时效硬化曲线

Fig. 1 Age hardening curve of 7020 aluminium alloy
pre-aged at 65 ℃

图3

合金在 65 ℃预时效时的电导率曲线

Fig. 3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urve of 7020 aluminium alloy
pre-aged at 65 ℃

1—65 ℃/0 h+90 ℃/8 h+160 ℃/x h；2—65 ℃/72 h+90 ℃/8
h+160 ℃/x h；3—65 ℃/168 h+90 ℃/8 h+160 ℃/x h。
图2

合金经 65 ℃不同时间预时效再经双级时效的
硬化曲线

Fig. 2 Age hardening curves of 7020 aluminum alloy aged at
65 ℃ for different time and followed by two-step aging
treatment

2.2

电导率
7020 铝合金电导率在 65 ℃预时效阶段及后续双

级时效制度下随时效时间的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3 和图

1—65 ℃/72 h+90 ℃/8 h+160 ℃/x h；2—65 ℃/168 h+90 ℃/8
h+160 ℃/x h；3—90 ℃/8 h+160 ℃/x h。
图4

合金经 65 ℃不同时间预时效再经双级时效的

4 所示。从图 3 可以看出：合金的电导率在预时效阶

电导率曲线

段随着时效进行表现为先上升到某一值后上下波动；

Fig. 4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urves of 7020 aluminum alloy

刚开始 65 ℃预时效时为 17.5 MS/m，到 168 时为

aged at 65 ℃ for different time and followed by two-step aging

20.5 MS/m。从图 4 可知：经过 65 ℃不同预时效后(时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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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维氏硬度与电导率随时效时间延长，其变化趋势

很大影响，直接双级时效在 4 h 和终时效(26 h)的性能

呈负相关性。

明显比 65℃(72 h 和 168 h)在同条件下低 30 MPa 以上，

铝合金在时效过程中其电导率与晶界及晶格畸变

可见合金采用 65 ℃预时效工艺可以得到比直接双级

有很大关系。GP 区在 120 ℃及其以上时处于很不稳定

时效更优的性能。在后续相同双级时效工艺制度下，

[13]

。从图 4 可知：随着时效时

合金在 160 ℃/4 h 时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于随 65 ℃

间延长，晶粒内部的析出相由 GP 区逐渐向非平衡 η′

预时效时间从 72 h 延长到 168 h，均上升约 20 MPa，

相(MgZn2)和平衡相 η(MgZn2)转变，并最终转化为粗

伸长率仅下降约 0.4%，在 160 ℃/26 h 时的抗拉强度、

大且断续分布的 η 相和 η′相，合金逐渐进入过时效状

屈服强度则都增加 5 MPa 左右，伸长率下降约 0.5%。

状态，会发生重新固溶

态，电导率增大；在 160 ℃进行人工时效时，基体中

合金在 65 ℃预时效 72 h，在双级时效中的第 2

会连续地析出时效析出相，这些析出相会在相变驱动

级温度(160 ℃)时效制度下，时效时间从 4 h 延长到

力作用下形成与基体呈共格或半共格分布的 η 相和 η′

26 h，其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均下降约 50 MPa，伸长

相。析出形成的 η 相和 η′相与 GP 区形成的 η 相和 η′

率提升约 9.0%，增幅 1.4%；而在 65 ℃预时效 168 h

相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为其对电子的散射作用很弱，

后在双级时效中的第 2 级温度 160 ℃时效制度下，时

所以，随着时效时间延长，合金的电导率呈上升趋势。

效时间从 4 h 延长至 26 h，其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均

2.3

下降约 60 MPa，伸长率则增加约 8.6%，增幅 1.3%。

常温拉伸实验

2.3.1 常温拉伸性能与分析

可见：在本实验条件下，合金经过 65 ℃/168 h 预时效

不同时效制度下 7020 铝合金的常温力学性能如
表 2 所示。

和双级时效处理后的力学性能与 65 ℃/72 h 预时效后
相同后续时效工艺的相当，均比没有进行预时效而直

表2

接双级时效的性能优越。

合金的力学性能

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vestigated 7020
aluminum alloy
热处理工艺

抗拉强 屈服强 伸长
度 Rm/ 度 Rp0.2/ 率 A/
MPa
MPa
%

2.3.2 常温拉伸断口形貌观察与分析
7020 合金在不同预时效工艺下的常温拉伸断口
形貌见图 5。从图 5 可看出断口主要断裂方式为穿晶
韧窝断裂。在断口表面都有较大数量的第 2 相形成的
韧窝和部分沿晶断口，均表现为一定的延性断裂特征；

90 ℃/8 h+160 ℃/4 h

355.0

290.0

16.3

延性断裂的端口面上具有片状表面特征，这种表面是

90 ℃/8 h+160 ℃/26 h

320.4

256.7

17.6

试样在拉伸实验后期因断裂裂纹扩展引起的很多局部

65 ℃/72 h+90 ℃/8 h+160 ℃/4 h

399.1

333.5

15.4

缩颈形成的。图 5(a)中韧窝较大，但图 5(b)和图 5(c)

65 ℃/168 h+90 ℃/8 h+160 ℃/4 h

420.2

351.9

15.0

中韧窝细小密集。图 5(b)中韧窝比图 5(c)中的细小均

65 ℃/72 h+90 ℃/8 h+160 ℃/26 h

350.8

284.8

16.8

匀，而图 5(c)中韧窝较大且其深度也较深。其原因是：

65 ℃/168 h+90 ℃/8 h+160 ℃/26 h 355.9

290.5

16.3

据表 2 可知：合金经过 65 ℃(0，72 和 168 h)不同

在拉伸变形过程中，位错运动受夹杂物或者第 2 相的
阻碍，由于位错运动的切割第 2 相机制使得这些第 2
相发生碎裂，从而脱离于基体，进而成为产生微裂纹

时间预时效后，在后续双级时效制度下，合金力学性

的裂纹源[14]。

能表现为：合金经 65 ℃预时效 168 h 后在 160 ℃的拉

2.4

冲击韧性试验

伸性能最高，保温 4 h 时的 Rm，Rp0.2 和 A 分别为 420.2

在不同时效制度下，合金 U 型缺口实验试样冲击

MPa，351.9 MPa 和 15.0%；保温 26 h 时的 Rm，Rp0.2

吸收功、冲击韧度如表 3 所示。结合表 2 与图 2 分析

和 A 分别为 355.9 MPa，290.5 MPa 和 16.3%。而合金

可知：在同一时效制度下，合金的维氏硬度越大，相

在 65 ℃预时效 72 h 的性能要低于 65 ℃下预时效

对的冲击吸收功和冲击韧度较低；65 ℃/72 h 预时效+

168 h 的合金。
经 65 ℃预时效 72 h 后在 160 ℃保温 4 h

双级时效(90 ℃/8 h+160 ℃/26 h)的冲击吸收功和冲击

的合金 Rm，Rp0.2 和 A 分别为 399.1 MPa，333.5 MPa

韧度最高，平行挤压方向分别为 53.1 J 和 0.66 J/cm2，

和 15.4%；而保温 26 h 的合金 Rm，Rp0.2 和 A 分别为

垂直挤压方向分别为 47.3 J 和 0.59 J/cm2；65 ℃/168 h

350.8 MPa，287.8 MPa 和 16.8%。而直接双级时效实

预时效+双级时效的冲击吸收功和冲击韧度平行挤压

验组在该条件下的力学性能指标最低。从表 2 可见：

方向分别为 52.1 J 和 0.64 J/cm2，垂直挤压方向分别为

在同一预时效温度下，时效时间对合金的力学性能有

45.9 J 和 0.57 J/cm2。而直接进行双级时效的相应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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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5℃/0 h+90 ℃/8 h+160 ℃/26 h；(b) 65 ℃/72 h+90 ℃/8 h+160 ℃/26 h；(c) 65 ℃/168 h+90 ℃/8 h+160 ℃/26 h
图5

不同热处理制度合金拉伸断口 SEM 照片

Fig. 5 SEM micrographs of tensile fracture surface of 7020 aluminum alloy at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表3

合金的冲击韧性

Table 3 Impact toughness of investigated 7020 aluminum alloy
热处理工艺

平行挤压方向平均
冲击功 Aku∥/J

平行挤压方向冲击
韧度 ak∥/(J·cm−2)

垂直挤压方向平均
冲击功 Aku⊥/J

垂直挤压方向冲击
韧度 ak⊥/(J·cm−2)

90 ℃/8 h+160 ℃/4 h

40.5

0.55

32.1

0.41

65 ℃/72 h+90 ℃/8 h+160 ℃/4 h

51.7

0.65

45.5

0.57

65 ℃/168 h+90 ℃/8 h+160 ℃/4 h

50.3

0.62

42.3

0.52

90 ℃/8 h+160 ℃/26 h

43.5

0.54

38.8

0.46

65 ℃/72 h+90 ℃/8 h+160 ℃/26 h

53.1

0.66

47.3

0.59

65 ℃/168 h+90 ℃/8 h+160 ℃/26 h

52.1

0.64

45.9

0.57

行挤压方向分别为 43.5 J 和 0.54 J/cm2；，垂直挤压方

处理工艺之一，特别是在时效过程中形成的析出相的

向分别 38.8 J 和 0.46 J/cm2。

类型、数量、尺寸与分布等决定了材料力学性能。一

2.5

透射电镜观察

般 认 为 ， A l -Z n - Mg 系 铝合 金 的 时 效析 出 序 列 为

图 6 所示为 7020 合金在不同热处理制度下的透射

SSSS→GP 区→η′(MgZn2)→η(MgZn2)[15−18]。在时效过

组织照片。从图 6 可以看出：在后续双级时效工艺相

程中，随着预时效时间延长，在双级时效的后期晶界

同条件下，前期 65 ℃预时效时间对合金时效过程中的

上连续分布的合金元素随时效时间的增加而团簇形成

析出相的析出数量、分布与尺寸有很大影响。

粗大的第二相(MgZn2)。从图 6(a)，(c)和(e)可以看出

根据图 6 中[110]Al 衍射斑点以及透射照片分析可

在近晶界处区域内析出相的密度明显低于远离晶界区

知 ： 析 出 相 主 要 为 η′(MgZn2) 相 ， 同 时 有 少 量 的

域的析出相密度，图 6(a)中的这种现象比图 6(c)和图

η(MgZn2)相；在相同的后续双级时效制度下(唯一不同

6(e)中的现象更加明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在时效过

的是预时效时间不同)，在 65 ℃/168 h+90 ℃/8 h+

程中会有大部分合金元素向晶界偏聚形成析出相，导

160 ℃/26 h 后合金的晶内与晶界分布的第 2 相粒子较

致在晶界处的合金元素质量分数下降。在图 6(a)中还

65 ℃/72 h+90 ℃/8 h+160 ℃/26 h 和直接双级时效热

可见晶界、晶内出析出相尺寸较大。这是因为在预时

处理后晶界与晶内分布的第二相细小均匀，同时通过

效时间阶段，析出相的数量和尺寸有限，在后续时效

对比图 6(a)，(c)和(e)中的晶界无沉淀析出带(precipitate

过程中，前期预时效过程中的析出相长大或重溶完毕

free zone, 以下简称 PFZ)，可以得出合金在经 65 ℃/

后，晶界元素在或有足够的析出动力下会团簇形成第

168 h+90 ℃/8 h+160 ℃/26 h 处理后的 PFZ 平均宽度要

二相，继而长大[19]；同时，随着时效时间延长，析出

比直接双级时效和 65 ℃/72 h+90 ℃/8 h+160 ℃/26 h

相数量减少越多和粒度越大，合金的维氏硬度下降越

的 PFZ 窄，直接双级时效后的最宽，PFZ 平均宽度分

快，电导率升高也愈明显。从图 6 可见：合金在 65 ℃

别为 288 nm，143 nm 和 114 nm。

预时效 168 h+双级时效(90 ℃/8 h+160 ℃/26 h)的强度

时效热处理是决定铝合金材料力学性能的关键热

要高于 65 ℃预时效 72 h+双级时效(90 ℃/8 h+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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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65 ℃/0 h+90 ℃/8 h+160 ℃/26 h; (c), (d) 65 ℃/72 h+90 ℃/8 h+160 ℃/26 h; (e), (f) 65 ℃/168 h+90 ℃/8 h+160 ℃/26 h
图6

不同时效制度合金的 TEM 照片

Fig. 6 TEM micrographs of 7020 aluminum alloy at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26 h)和固溶淬火后直接双级时效(90 ℃/8 h+160 ℃/

后的晶内析出物面积分数最低，65 ℃/168 h+90 ℃/8

26 h)。

h+160 ℃/26 h 的晶内析出物面积分数最高。这与表 2

利用软件 Image J 对直接双级人工时效、预时效

所示的常温拉伸强度结果相吻合。

不同时间结合双级人工时效处理后所得晶内析出物面
积分数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直接双级人工时效
表4

3 结论

不同时效制度下晶内析出物面积分数

Table 4 Area percentages of intragranular precipitates under
different aging treatments
热处理工艺

面积分数/%

90 ℃/8 h+160 ℃/26 h

10.4

65 ℃/72 h+90 ℃/8 h+160 ℃/26 h

12.2

65 ℃/168 h+90 ℃/8 h+160 ℃/26 h

15.8

1) 合金经 65 ℃预时效(72 h 和 168 h)后，在双级
时效第 2 级温度 160 ℃时效下维氏硬度都在 4 h 左右
达到峰值，预时效 72 h 时为 130.9，预时效 168 h 时为
132.9；二级时效达到 26 h 时，预时效 72 h 的维氏硬
度为 116.1，预时效 168 h 的维氏硬度为 120.9。
而 65 ℃
预时效 0 h 后进行同样双级时效，维氏硬度在 6 h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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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点 112.8，26 h 时为 103.5。

[8]

HUANG Ying, DENG Yunlai, CHEN Long, et al. Microstructure,

(90 ℃/8 h+160 ℃/26 h)后，合金拉伸性能高于固溶淬

texture and property of extruded 7020 aluminum alloy plates[J].

火后直接双级时效的合金。经 65 ℃预时效 72 h，合金
最终拉伸性能指标分别为：Rm=350.8 MPa，Rp0.2=284.8
MPa，A=16.8%；经 65 ℃预时效 168 h，合金最终拉
伸性能指标分别为：Rm=355.9 MPa，Rp0.2=290.5 MPa，
A=16.3% ； 直 接 双 级 时 效 时 ， Rm=320.4 MPa ，
Rp0.2=256.7MPa，A=17.6%。
3) 时效析出相(主要为 η′相)随预时效时间不同弥
散分布于晶内，断续分布于晶界。但在合金的晶内、
晶界的分布情况有很大差异。65 ℃/168 h+90 ℃/8
h+160 ℃/26 h 下的晶内析出相 η′相粒度较 65 ℃/(0 h
和 72 h)+90 ℃/8 h+160 ℃/26 h 的粒度小，晶界无沉淀
析出带(PFZ)宽度变窄，但晶界析出物的断续分布程度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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