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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及退火对 Mg-Y-Nd 镁合金力学性能及
断裂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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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合利用热挤压和热轧制备了轧制态 Mg-Y-Nd 镁合金板材，研究了不同温度退火对 Mg-Y-Nd 轧制板材
微观组织、力学性能及断裂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轧制态 Mg-Y-Nd 合金具有倾斜的基面织构，其平均晶粒
尺寸约为 30 μm，且基体中包含了少量的孪晶和大量的位错。450℃以下的退火会产生大量析出相，然而不会
引起材料发生静态再结晶。300℃的退火会产生细小的 β 相，导致屈服强度提升。450℃退火会产生大量粗大
的球状颗粒，导致屈服强度的降低和塑性的增加。固溶温度（525℃）下的退火引起了完全的再结晶，且晶粒
尺寸粗化到 70 μm 以上。300℃退火产生的 β 相导致断裂机制由微孔聚集型断裂向解离断裂转变。450℃析出
的粗大球状析出相不会引起断裂机制的改变。525℃退火后，由于晶粒的粗化，断口表面出现了大的解离面。
研究结果可为热轧 Mg-Y-Nd 合金热处理工艺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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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ot rolling and annealing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Mg-Y-Nd Mg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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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olled Mg-Y-Nd Mg alloy plate was fabricated by the combined use of hot extrusion and hot
rolling. The effects of annealing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n the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fracture behavior of the rolled Mg-Y-Nd alloy plat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lled
Mg-Y-Nd alloy plate has a tilt basal texture and an average grain size of about 30 μm. Moreover, the
rolled plate contains a small amount of twins and a large number of dislocations. When the annealing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450℃, annealing can precipitate a large amount of precipitates, but cannot
cause static recrystallization. Annealing at 300℃ can precipitate a fine β phase and increase the yield
strength. Annealing at 450℃ can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coarse spherical particles,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yield strength and an increase in plasticity. Annealing at the solution temperature (525℃)
results in complete static recrystallization and coarsening of the grain size to more than 70 μm. The β
phase produced by annealing at 300℃ changs the fracture mechanism from microporous aggregate
fracture to cleavage fracture. The coarse spherical precipitates precipitated at 450℃ cannot change the
fracture mechanism. After annealing at 525℃, large cleavage planes appear in the fracture due to the
coarsening of the grai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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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heat 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hot-rolled Mg-Y-Nd alloys.
Key words: metallic materials; Mg alloy; roll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fracture behavior; annealing

0

引言
镁合金材料拥有质轻、减振和电磁屏蔽等优异性能，为交通工具、电子通信、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

等领域的材料应用提供重要的选择[1~2]。然而，目前商用的 Mg-Al 和 Mg-Zn 系合金具有较低的强度和较
差的耐热性，从而限制了镁合金的应用[3]。稀土镁合金不但具有镁合金固有的优点，同时其强度高、蠕
变性能优异，因此成为高强度镁合金开发的重点[4~7]。WE 系合金（Mg-Y-Nd）是一种典型的高强、耐热
稀土镁合金。据此开发了 WE54 和 WE43 两种商用 WE 系合金。前期研究显示，WE 系合金可以产生强
的析出强化的效果，且具有较好的高温抗蠕变性能[8~10]。然而，前期的研究主要以铸态合金为主。塑性
加工可以消除铸造缺陷且细化晶粒，从而提升材料的强韧性[11]。因此，变形稀土镁合金的制备对于高性
能镁合金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WE 系合金由于具有高的强度，因此塑性变形能力较差。前期研究通常使用热挤压工艺获得挤压态
的合金[12]。然而，轧制工艺需要材料具有更高的成形性。通常，对铸态 WE 系合金直接进行热轧容易导
致材料开裂。本研究首先对 WE 系合金进行热挤压处理来优化组织，以提升其后续轧制过程中的成形
性，最终获得轧制态变形 WE 系镁合金板材。通过不同温度的退火，考察退火热处理对变形 WE 系镁合
金微观组织、力学性能和断裂行为的影响。

1

实验方案
本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为铸态 WE63 合金（Y 的质量分数为 5.65%，Nd 质量分数为 2.71%，Zr 质量

分数为 0.05%，余量为 Mg）。挤压-轧制前，对铸态材料进行均匀化处理。均匀化处理的工艺为 525℃
保温 24 h. 随后在 450℃下进行热挤压，获得直径为 16 mm 的挤压棒材。挤压速率为 4 m/min，挤压比为
28:1. 将得到的棒材直接进行热轧处理，轧制方向平行于棒材的挤压方向。采用冷轧机进行单向轧制，
轧制速率为 0.15 m/s，轧制温度为 525℃. 轧制前在 525℃下保温 30 min，道次间保温 10 min，道次压下
量为 10%. 挤压和轧制后的材料直接进行淬火处理。
对各状态的 WE63 合金进行微观组织表征。利用光学显微镜进行金相表征。利用金相水磨砂纸对样
品预磨至表面无明显划痕。利用腐蚀液（0.80 g 苦味酸+2 mL 冰醋酸+2 mL 蒸馏水+14 mL 无水乙醇）对
样品表面进行腐蚀。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表征微观
组织形貌及断口形貌。利用电子背散射衍射（electron backscatter diffraction，EBSD）系统和 HKL Channel 5
软件包对样品的微观组织和织构进行表征分析。EBSD 测试前，采用 400#、600#、1200#、2000#砂纸研
磨试样至表面无划痕，随后采用 AC2 溶液进行电解抛光以除去表面的氧化层和应力层。电解温度为−10℃，
抛光时间为 50 s. 利用拉伸试验考察材料的力学性能。室温拉伸试验在岛津 AG-X 万能力学试验机上进
行。拉伸压缩试样均沿着轧制方向取样，拉伸试样标距尺寸为 8 mm×3 mm×1.5 mm，拉伸应变速率为
1×10−3 s−1，为获得可靠的实验数据，每个样品测试 3 次。

2

结果与讨论

2.1

挤压-轧制过程中的微观组织演变
图 1a 为均匀化处理后 WE63 材料的金相组织图。均匀化后，WE63 合金的晶粒粗大，平均晶粒尺寸

约为 200 μm. 随后通过 450℃下挤压获得了挤压态 WE63 合金棒。图 1b 为挤压后材料的金相组织图。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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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后，组织显著细化，平均晶粒尺寸大约降低到 20 μm. 由此可见，热挤压过程中发生了完全动态再结
晶，并形成了组织均匀的再结晶等轴组织。为获得 WE63 板材，挤压态镁合金棒在 525℃下进行轧制。
图 2 是轧制不同厚度压下量后材料的显微组织图。经 525℃热轧变形到 13 mm 厚度的板材后，晶粒尺寸
明显长大。这可能是轧制前在 525℃下保温导致的。该温度为 WE63 合金的固溶温度，因此保温过程会
使基体中的第二相粒子回溶，进而导致晶粒迅速长大[13]。此外，图 2 显示热轧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孪晶。
随着轧制厚度的降低，孪晶量也随之减少。随着轧制厚度从 16 mm 降低到 8 mm，其晶粒尺寸变化不大
（约 100 μm）。当轧制厚度降低到 5.5 mm 时，WE63 合金的晶粒显著细化，平均晶粒尺寸在 30 μm 左
右。热轧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大量析出相的出现，这些析出相呈球状随机分布在晶粒内部和晶界上。

图1
Fig. 1

不同样品的金相组织图

Microstructure images of various samples

a—均匀化 WE63 合金；b—挤压态 WE63 合金
a-Homogenized WE63 alloy; b-Extruded WE63 alloy

图2
Fig. 2

轧制到不同厚度后 WE63 合金的金相组织图

Microstructure images of WE63 alloys rolled to different thicknesses

图 3 显示了轧制态 WE63 合金的 EBSD 数据。图 3b 显示轧制态 WE63 合金中包含了少量的孪晶，
这些孪晶为{10-12}拉伸孪晶。图 3c 利用晶粒平均取向差（Kernel average misorientation，KAM）图来评
估材料内部晶格畸变的程度[14]。结果显示，轧制态 WE63 合金的平均 KAM 值为 1.67°. 这说明轧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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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63 合金中包含了高密度的位错。图 3d 给出了 WE63 板材的极图。结果显示，轧制态 WE63 合金具有
倾斜的基面织构。织构的 c 轴与板材的扎制面法向（ND）具有 10～30°的夹角。由此可见，轧制态 WE63
合金的织构并不是典型的基面织构。近来的研究表明稀土元素的加入可能会影响镁合金在热变形过程中
再结晶的形核和长大[15]，从而造成了这种异常变形织构的产生。

注：图 d 中 RD 为扎制方向；TD 为横向

图 3 轧制态 WE63 合金的 EBSD 数据
Fig. 3 EBSD data of rolled WE43 alloy
a—反极图成像图；b—孪晶界图；c—KAM 图；d—极图
a-Inverse pole figure map; b-Twin-boundary map; c-KAM map; d-Pole figures

2.2

不同温度退火过程中的组织演变
热轧引入了大量的位错和孪晶，可能对材料的塑性造成不利的影响。退火处理可以消除晶体缺陷，

进而优化组织。本研究选用不同温度的退火处理。图 4 显示了不同温度退火 30 min 后材料的微观组织。
退火前，轧制态 WE63 合金的晶粒尺寸在 30 μm 左右，基体包含了少量的孪晶和球状析出相。经 300℃
退火 30 min 后，晶粒尺寸基本不变，然而基体颜色变得灰暗，这与该温度下粗大的 β 相的析出有关[13]。而
450℃退火 30 min 后，球状析出相明显增多，且变形孪晶仍然存在基体中。这说明，450℃退火仅析出了
大量的球状析出相，而未引起静态再结晶。525℃退火 30 min 后，基体中的析出相和孪晶消失，且晶粒
显著粗化。此温度为 WE63 合金的固溶温度，因此 525℃下基体中的析出相全部回溶到基体中，第二相
的消失致使保温过程中晶粒的粗化（晶粒尺寸>70 μm）[13]。
2.3

力学性能和断裂行为
图 5 为不同温度退火后 WE63 合金的拉伸真应力-应变曲线图。表 1 列出了详细的力学性能数据。轧

制态 WE63 合金的屈服强度和峰值强度分别为 220 MPa 和 298 Mpa，均匀延伸率为 6.6%. 300℃退火后，
屈服强度增加了 28 MPa，且均匀延伸率略微降低至 5.0%. 这与该温度下析出的 β 相有关[16]。450℃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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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温度退火后轧制态 WE63 合金的金相组织图
Fig. 4 Microstructure images of rolled WE63 alloys anneal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a—未退火；b—300℃退火 30 min；c—450℃退火 30 min；d—525℃退火 30 min
a-Non-annealed; b-Annealed at 300℃ for 30 min; c-Annealed at 450℃ for 30 min; d-Annealed at 525℃ for 30 min

后，基体中析出了大量粗大的球状粒子。然而，球
状颗粒的析出极大地降低了材料的强度，增加了均
匀延伸率。这说明，高温下产生的球状析出相并不
能对滑移产生强的阻碍作用。且大量粗大析出相的
产生也导致固溶元素量的降低，从而降低了固溶强
化的效果，这可能是其强度降低的原因。经 525℃退
火后，析出相颗粒消失且伴随着晶粒的剧烈粗化。
因此，525℃退火后，屈服强度降低到 168 MPa，均
匀延伸率增加到 10.3%.
为进一步理解不同温度退火对塑性的影响，图 6
给出了 WE63 合金拉伸断裂后的断口形貌。轧制态
WE63 合金的断裂形貌主要为韧窝和撕裂棱。300℃
退火 30 min 后，局部区域出现了解离断裂。这种断

图5

不同温度退火后轧制态 WE63 合金的真应力-应变

Fig. 5

裂机制的出现会导致裂纹快速扩展 [17~19] 。因此，

曲线
Tru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rolled WE63 alloy
anneal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300℃退火样 品的塑性略 微降低 [20~21] 。450℃退 火

表1

不同样品的力学性能

后，样品的断口形貌为韧窝。这说明，粗大球状析出

Tab. 1

相的出现并不会影响材料的断裂机理。退火导致大

样品状态

屈服强度/MPa

峰值强度/MPa

量位错的消除，因此 450℃退火后材料的均匀延伸率

轧制态

220

298

6.6

300℃退火

248

336

5.0

450℃退火

175

257

9.5

525℃退火

168

259

10.3

得到提升。经 525℃退火后，样品断口形貌主要为
大的解离面。大解离面的出现主要与晶粒的剧烈粗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various samples
均匀延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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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关。此外，断口形貌也显示这些大的解离面并不光滑，且在解离面间出现了大量的韧窝。因此，
525℃退火后材料依然表现出较好的塑性。

图6
Fig. 6

不同温度退火样品的拉伸断口形貌图

Tensile fracture morphology images of samples annealed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a—未退火；b—300℃退火 30 min；c—450℃退火 30 min；d—525℃退火 30 min
a-Non-annealed; b-Annealed at 300℃ for 30 min; c-Annealed at 450℃ for 30 min; d-Annealed at 525℃ for 30 min

3

结论
1）通过挤压-轧制工艺，可以获得轧制态的 WE63 板材。轧制板材具有倾斜的基面织构和均匀的微

观组织，平均晶粒尺寸约为 30 μm，且基体中包含了少量的孪晶和大量的位错。
2）450℃以下的退火会产生大量析出相，然而不会引起材料发生静态再结晶。300℃退火会产生细小
的 β 相。450℃退火会产生大量粗大的球状颗粒。525℃退火引起了完全的再结晶，且晶粒尺寸粗化到 70 μm
以上。
3）300℃退火可以极大地提升材料的强度。随着退火温度的增加，材料的屈服强度逐渐降低，然而
延伸率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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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退火使断裂机制由微孔聚集型断裂向解离断裂转变。450℃退火产生的粗大球状析出相不会
引起断裂机制的改变。525℃退火后，由于晶粒的粗化，断口表面出现了大的解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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