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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Cu-Mg-Al-RE 锌合金的显微组织与切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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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金相组织分析、X 线衍射物相分析、扫描电镜和能谱分析技术对自行研制的 Zn-Cu-Mg-Al-RE 锌合

金(拟取代 HPb59-1 黄铜)在铸态、挤压态和热处理态 3 种状态下的显微组织与切削性能进行研究，并比较 3 种状态
Zn-Cu-Mg-Al-RE 合金与 HPb59-1 黄铜的切削性能。研究结果表明：铸态 Zn-Cu-Mg-Al-RE 锌合金中主要含有纯 Zn
相、Mg2Zn11 相和 Cu4Zn 相(ε相)，且晶间有不连续分布的块状稀土化合物，该稀土化合物性脆易断，有利于提高
合金的切削性能；挤压态合金的晶界不明显，稀土化合物消失，基体组织发生再结晶；热处理后，合金发生二次
再结晶，晶粒细化，ε相大量析出，强度和塑性均有所提高；与铸态相比，挤压态及热处理态 Zn-Cu-Mg-Al-RE 合
金的切削性能略有下降；铸态 Zn-Cu-Mg-Al-RE 合金的切削性能已接近 HPb59-1 黄铜的切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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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 and machinability of Zn-Cu-Mg-Al-RE zinc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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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achinability of a self-developed Zn-Cu-Mg-Al-RE zinc-based alloy (to replace
HPb59-1 brass) under the cast, heat-treated and extruded conditions were investigat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analysis,
X-ray diffractrometry analysi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and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The
machinabilities of Zn-Cu-Mg-Al-RE zinc-based alloy under the three condi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HPb59-1
bra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hite massive structure which is rare earth compound and of brittleness, distributing at
grain boundaries discontinuously under the cast condition, is helpful for cutting, but it disappears under the extruded and
heat-treated conditions. The matrix structure recrystallizes after extruded, and secondary recrystallization which refines
the grain can be observed in the alloy after heat-treated. The machinability of the as-cast alloy is close to that of HPb59-1
alloy, and it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as-heat-treated and as-extruded alloys.
Key words: zinc alloy; rare earth; microstructure; machinability

我国锌资源不但储量丰富，居世界前列，品位也
高。在当今铜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锌合金以其优良的

铸造性能、力学性能以及能耗小、加工成本低等特点，
成为一种很好的取代铜合金的材料[1]。我国从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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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末开始重点研究新型 Zn-Al 系锌合金，相继开

的钻头对铸态、挤压态和热处理态 3 种状态下的锌基

发了几个成分的 Zn-Al(ZnAl15 ，ZnAl10-5 ，ZnAl10-1 ，

合金及 HPb59-1 铅黄铜试样进行钻削，钻削过程中不加

ZnAl14-1，ZnAl0.2-4)合金作为黄铜的代用品，但该系列

切削液和冷却液。观察钻削后切屑的形貌特点，及钻

[2−4]

合金因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老化问题

，在许多场

削过程中材料的发热、硬度、黏结钻头和扭断钻头等

合的应用受到限制。Zn-Cu 系合金具有良好的耐腐蚀

情况，以定性评价该锌合金在不同状态下的切削性能。

和抗老化性能，并且通过添加适量的 Mg，Al，Ti 和

铸态试样的物相分析在 BD/max−2500 X 线衍射仪上

Mn 等合金元素可使其获得良好的力学性能与成形性

进行。取 3 种状态的试样进行金相分析，并在

能，国外已实现该系列合金的挤压加工[2−3]。该合金是

KYKY−2800 扫描电镜上对其切屑和 HPb59-1 切屑进行

较理想的锌基结构合金，但其切削性能常常不能满足

扫描分析。

生产的需要，因此，其在应用上也受到较大限制。一
般可通过添加 Pb，Sn 和 Bi 等低熔点元素来提高锌合
金的切削性能，但低熔点元素的加入将大大降低合金

2

结果与讨论

的力学性能与成形性能，难以实现合金的挤压加工。
本文作者开发了一种高强度易切削 Zn-Cu- Mg-Al-RE

2.1 铸态 Zn-Cu-Mg-Al-RE 锌合金的显微组织

锌基合金挤压型材，其抗拉强度为 375 MPa，伸长率

图 1 所示为 Zn-Cu-Mg-Al-RE 锌合金的 X 线衍射

为 2%，已接近拟取代的 HPb59-1 铅黄铜的力学性能

谱。经过对衍射峰的分析可知：该合金中主要存在 3

(σb=440 MPa，δ=3%)，但是，切削性能仍然达不到铅

种相，即纯 Zn 相、Mg2Zn11 相和 Cu4Zn 相(ε相)，但并

黄铜的标准。影响锌合金切削加工性能的因素除了切

未发现 Al 和稀土(Ce 和 La)相，其原因是该相质量分

削工艺等外部条件外，更主要的是材料本身的显微组

数小于 5%，衍射仪检测不到其衍射峰[6]。

织与力学性能[5]。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以锌代铜用
锌合金显微组织与切削性能的研究报道。在此，本文
作者通过系统试验，研究 Zn-Cu-Mg-Al-RE 锌合金的
显微组织与切削性能。

1

实验

1.1 实验材料
本文所用实验材料是一种自行研制的具有良好切
削性能和综合力学性能的锌基合金，其化学成分如表
1 所示。

图1

铸态 Zn-Cu-Mg-Al-RE 锌合金的 X 线衍射谱

Fig.1 XRD pattern of cast Zn-Cu-Mg-Al-RE zinc alloy
表1

Zn-Cu-Mg-Al-RE 锌合金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omposition of Zn-Cu-Mg-Al-RE zinc alloy
%
Cu

Mg

Al

Pb

La

Ce

Zn

2.54

0.56

0.29

—

0.052

0.16

余量

对 Zn-Cu-Mg-Al-RE 锌合金的铸态样品进行扫描
电镜及能谱分析，组织形貌如图 2 所示，其中特征点
的能谱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由图 2 可知：该合金的
铸态组织中主要有基体相(以 B 点为代表)、Cu4Zn 相
(以 A 点为代表)、含稀土相(以 D 点为代表)等，而晶

1.2 实验方法
将自行研制的 Zn-Cu-Mg-Al-RE 锌基合金铸锭用

界中形成枝晶组织。这些枝晶由具有相同成分(以 C
点为代表的相)的富 Zn 相构成，都固溶了少量的 Cu，

250 t 油压挤压机挤压成型，挤压铸锭加热温度为 350

只是枝晶轴组织固溶的 Cu 含量比基体组织中的 Cu 含

℃，挤压速度为 12 mm/min。将挤压出的型材在 250 ℃

量略少。由 X 线衍射结果可知：该合金中还存在

保温 30 min，空冷。在普通钻床上用直径为 0.8 mm

Mg2Zn11 相。张忠明等[7]发现：当 Mg 在锌合金中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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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高时，就形成镁锌化合物相，并分布在晶界，因

加上塑性变形产生的温升，合金的实际变形温度已超

此，推断该枝晶轴间的组织可能是由 Mg2Zn11 相构成

过其再结晶温度，因此，挤压过程中合金发生了明显

的，晶界上的组织可能是在熔铸冷却过程中液相和ε

的动态再结晶。热处理态的组织如图 3(b)所示，参照

相发生共晶反应生成的富 Zn 相和 Mg2Zn11 相。

文献[13]，采用的热处理工艺如下：加热温度为 250

虽然通过 X 线衍射未能测到稀土相的衍射峰，但

℃，保温时间为 30 min。由于该合金热变形时挤压出

是通过能谱分析可知(表 2)：晶界上沿晶界分布在共晶

的型材是强风冷却，故动态再结晶不完全，材料的部

组织内的白色块状组织是由含稀土相构成的(D 点代

分变形储能被冻结住。当合金加热到 250 ℃时，由于

表的相)。该合金中稀土的加入量超过了在该冷却速率

产生的能量较高，故引发合金发生明显的二次再结晶，

[8−9]

下稀土以固溶形式存在于合金中的量

，因而，组织

使晶粒细化。Ma 等[11]在 Zn-2.17Cu 合金时效热处理后

中出现形状为块状的稀土化合物，其中规则形状(如四

发现了与ε相类似的晶内沉淀物，说明ε相是该锌合金

边形、六边形等)居多，形状系数近似为 1，分布在枝

时效时的析出相。大量析出的第二相对合金产生的硬

晶间，即共晶区域内。稀土化合物的显微硬度较高，

化作用大于再结晶对合金的软化作用，而且晶粒尺寸

[9]

约为 HM 300~380 N ，且其尺寸细小，可钉扎晶界，

小于挤压态组织的晶粒尺寸(如图 3(b)所示)，使合金

通过阻碍晶界的移动来阻止晶粒长大，保持锌合金的

的强度和硬度提高[2]。

细晶组织[8−10]。此外，稀土化合物本身性脆易断屑，
能有效地提高合金的切削性能。

图2

Zn-Cu-Mg-Al-RE 锌合金的铸态组织

Fig.2 Microstructure of as-cast Zn-Cu-Mg-Al-RE zinc alloy
表2

铸态组织在不同位置的能谱分析结果(质量分数)

Table 2 Results of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microstructure of as-cast alloy

%

检测位置

Zn

Cu

Ce

A

85.81

14.19

—

B

96.16

3.84

—

C

98.05

1.95

—

(a) 挤压态；(b) 热处理态

D

89.34

1.98

8.68

图 3 Zn-Cu-Mg-Al-RE 锌合金的显微组织
Fig.3 Microstructures of Zn-Cu-Mg-Al-RE alloy

2.2

Zn-Cu-Mg-Al-RE 锌合金挤压态和热处理态显
微组织

影响锌合金切削加工性能的因素除了切削工艺等

Zn-Cu-Mg-Al-RE 锌合金挤压态组织如图 3(a)所

外部条件外，更主要的是材料本身的显微组织与物理

示，该合金组织由 Cu4Zn 相和等轴的基体再结晶组织

力学性能，包括晶粒粒径、基体组织、第二相、导热

组成。当锌合金的再结晶温度低于 300 ℃时，很容易

性能、强度和塑性等[5]。晶粒越小，切削性能越好；

发生再结晶[2, 11−12]；而该合金的挤压温度达 350 ℃，

第二相呈脆性或者有较低的熔点时，有很强的断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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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其在晶界及晶内的不连续均匀分布能提高合金的

Zn-Cu-Mg-Al-RE 合金试样进行了钻削实验，并将其和

切削性能[14]；金属的塑性越好，强度越高，韧性就越

HPb59-1 铅黄铜进行比较。切削试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强。由于其塑性变形区域扩大，塑性变形所消耗的功

铅黄铜和 3 种状态下的 Zn-Cu-Mg-Al-RE 锌合金的切

增多，材料破断前所吸收的能量越多，因此，越不容

屑形貌如图 4 所示。

易断屑。

衡量金属切削加工性能的指标很多，大致可归纳

铸态 Zn-Cu-Mg-Al-RE 锌合金晶界共晶组织为枝

为以下几个方面[13]：加工质量、刀具耐用度、单位切

晶组织，呈脆性；大量的稀土化合物富集在晶界，阻

削力、切屑形貌等，但至今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

[7−9, 14]

；在切削过程

重点研究合金本身的切削性能，所以，在切削工艺一

中，由于切削力的作用，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应力集

定的情况下，主要从刀具耐用情况、切屑形貌、黏结

中，而有较高硬度的稀土化合物起到应力集中源的作

钻头等几个方面来定性比较和评价合金切削加工性能

碍了晶粒的长大，从而使晶粒细化

[15]

用，阻碍塑性变形或位错运动

，迫使呈脆性的稀土

化合物的某些部位产生微裂纹，并诱发更多的显微裂
[5]

的优劣(表 3)。
HPb59-1 铅黄铜在进行切削时，切屑大部分为碎条

纹，从而提高断屑能力 ；稀土化合物呈脆性的特性

状，有少部分呈粉末状，不黏结钻头，合金几乎不发

也能够减少切屑对刀刃的黏结作用。Zn-Cu-Mg-Al-RE

热，切削性能很好(如图 4(a)所示)。Zn-Cu-Mg-Al-RE

锌合金铸造态组织所具备的以上特征都有利于提高切

锌合金在铸态下切削时，切屑为碎条状和片状，发热

削性能。

较严重，黏结钻头不严重，无扭断钻头的现象，切削

与铸态相比，挤压态和热处理态锌合金晶界不明

性能较好(如图 4(b)所示)。在挤压态下，合金钻削过

显，且晶界上的稀土也消失(如图 3 所示)。这是因为

程中发热较严重，出现了切屑黏结钻头的现象，但不

晶界共晶组织的枝晶轴是与基体成分相同的组织，它

是很严重，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扭断钻头的现象；

也参与再结晶而不单独存在。在承受很大的压力时，

切屑大部分为碎条状，也有部分为片状，但几乎没有

呈脆性的稀土化合物相被充分破碎而分布到再结晶基

孔洞(如图 4(c)所示)。由此可知：与该成分合金铸态试

体中。基于晶界及分布在晶界上的稀土化合物对切削

样相比，挤压态合金的切削性能有所下降。对热处理

性能的改善作用，可以预测：与铸态相比，在挤压态

态合金进行钻孔实验时，钻头被扭断 1 根，当钻孔比

和热处理态合金的切削性能会有所降低。

较深时，由于钻屑黏结钻头很严重，钻孔过程被迫停

合金经热处理后，强度σb 为 408 MPa，伸长率δ

止，切屑色泽光亮，基本上呈片状(如图 4(d)所示)。

为 3.3%。与挤压态合金(σb=375 MPa，δ=2%)相比，合

根据钻孔过程中的这些现象可知：与其铸态和挤压态

金的强度、塑性均有提高，因韧性提高，其切削性能

试样相比，热处理后合金的切削性能有所降低。

有所下降；合金组织更为均匀，切屑对刀刃的黏结作

上述切削实验结果证实了从铸态、挤压态到热处

用增强，断屑能力下降；沿晶界分布的脆性稀土化合

理态，Zn-Cu-Mg-Al-RE 锌合金切削性能呈小梯度下降

物相进一步消失，因此，可预测热处理态合金的切削

的趋势，且铸态合金的切削性能已接近 HPb59-1 铅

性能较挤压态合金的切削性能低。

黄铜。
由以上分析可知：添加合金元素 Cu，Mg，Al 和

2.3 切削性能比较
对铸态、挤压态和热处理态 3 种状态下
表3

稀土能显著地提高锌合金的力学性能和切削性能。本

HPb59-1 铅黄铜和不同状态下的锌合金的切削试验评价

Table 3 Evaluation of machinability of HPb59-1 and zinc allo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试样

切屑形貌

合金发热情况

黏结钻头情况

扭断钻头情况

切削性能评价

HPb59-1

碎条状和粉末状

微热

不粘结

未断

很好

铸态锌合金

碎条状和片状

发热较严重

粘结不严重

未断

好

挤压态锌合金

碎条状和片状

发热较严重

粘结严重

未断

较好

热处理态锌合金

片状

发热很严重

粘结严重

断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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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59-1 铅黄铜；(b) 铸态锌合金；(c) 挤压态锌合金；(d) 热处理态锌合金
图4

H59-1 铅黄铜和 Zn-Cu-Mg-Al-RE 合金的切屑形貌

Fig.4 Cutting chips of HPb59-1 and zinc alloy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文自行研制的 Zn-Cu-Mg-Al-RE 锌合金在挤压态下的
力学性能和切削性能已经能达到普通结构件及卫浴件
的使用要求，但是 Zn-Cu-Mg-Al-RE 锌合金在挤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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