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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光学显微镜 、透射电镜 、扫描电镜 、能谱分析 、显微硬度等分析手段 , 对 ZA

合金 T IG 焊接熔合区的显微组织及其形态 、显微硬度及成分等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在选用同质填充材料的情况下 ,焊接熔合区的锌含量低于焊缝和母材 ,铝及铜的含量则

高于母材;熔合区的组织形态主要是柱状树枝晶 , 室温组织主要是 Zn 相 、α相和 Al4

Cu9 、CuT i2 、Al7Cu3Mg6化合物;熔合区的组织形态变化较大 , 靠近焊缝的组织较细密 , 可

见细薄的类珠光体Zn 和α层片组织 ,靠近母材的组织较粗大 , 但仍比母材的组织细密 ,

没有出现类似低合金钢焊接时的粗晶区。熔合区细小化合物的显微硬度较高 , 可对基

体起强化作用。用 T IG 方法焊接过共晶 ZA合金 , 熔合区不会出现粗大的过热组织 , 且

组织的细化及细小的化合物都对基体起强化作用 , 这有利于提高焊接接头的综合力学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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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忠

0　序　　言

早期的 ZA 合金是 60 年代作为锡青铜和巴氏

合金的代用品进行研制和开发的。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 , 近几年研制和开发了各种新型的 ZA 合金 。

由于这些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 、硬度及耐磨性 ,较好

的流动性 ,且价格便宜 ,生产成本低 ,因此被广泛地

应用于机械 、轻工 、仪表 、电机 、塑料等行业 。ZA合

金中Zn的沸点较低 ,约为 906 ℃,而焊接时的热源

温度都很高 ,因此在焊接过程中 ,很容易产生锌的蒸

发和氧化 ,使熔合区的成分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 ,

由于焊接时熔合区处于半熔化状态 ,母材和焊缝金

属混合不均匀 ,其成分变化 、组织形态及组织结构都

有很大的特殊性 ,使得熔合区的性能不同于焊缝和

母材 ,往往成为焊接接头的薄弱区域。美国和中国

的《焊接手册》 ,只对 ZA 合金氧-乙炔气焊工艺进

行了介绍 ,对氩弧焊(TIG)工艺未提及[ 1 , 2] 。在关于

有色金属焊接的专著中 ,也未发现有关 ZA 合金焊

接的内容[ 3] 。对ZA合金 TIG 焊接熔合区成分及显

微组织的研究 ,均未见报道。

本文在对ZA合金TIG焊接工艺研究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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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学显微镜 、X 射线衍射 、透射电镜 、能谱分析等

测试手段 ,对ZA 合金 TIG焊接熔合区的成分 、组织

形态及组织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该项研究对

于深入认识 ZA 合金的焊接性具有重要意义 。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母材为新型的过共晶 ZA 合金 ,其化学

成分和力学性能见表1 ,用金属型铸造成尺寸为

8 mm×80 mm ×80 mm 的试板;填充材料和母材同

质 ,用金属型铸造成规格为  4 mm×300 mm 的丝

材作为焊丝;焊剂是自行研制的 4号专用焊剂;氩气

纯度为 99.99%。

1.2　试验方法

采用在试板上开 U 形槽进行堆焊的方法 。焊

前清理待焊处 ,用氧 —乙炔火焰对试板进行预热处

理 ,预热温度在100 ℃左右 ,在待焊处和焊丝的表面

均涂上焊剂 ,调整好焊接工艺参数后进行施焊 ,具体

的焊接工艺参数见表 2。采用左焊法 ,焊丝与工件的倾

角要合适 ,为填满弧坑并防止塌陷 ,焊接结束时应迂

回运条。焊完后 ,对焊缝进行外观检查 ,合格后再进

行焊接熔合区的组织 、成分分析及显微硬度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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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母材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

Table 1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ase metal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mass f raction , %)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l Cu M n Mg , Ti and rare earth Zn Tensile st rength σb/MPa Specif ic elongat ion δ5(%)

9～ 12 3～ 5 0.2～ 0.5 A few Allow ance ≥300 >3

表 2　TIG焊接工艺参数

Table 2　TIG parameters

Weld

current

I/A

Diameter of

tungsten pole

 /mm

Flow of

argon

qv/(L·min
-1)

Current

type
Weld

rate

v/(m·h-1)

60～ 80 3.2 6～ 7 Alternat ive 6.00～ 6.58

用光学显微镜 、JXA-840型扫描电镜对熔合

区的显微组织进行观察分析 ,用日立 H-800 型透

射电镜(TEM)和电子衍射技术对熔合区的相组成

及其结构进行研究 ,并用能谱分析仪对熔合区的化

学成分进行了分析 ,用日本岛津 M 型显微硬度计对

熔合区的显微硬度进行了测试 。TEM 试样用线切

割机平行于焊缝截面截取 0.25 mm 的薄片 ,用金相

砂纸磨至 80 ～ 100 μm ,用 GL -69D 型离子减薄仪

将熔合区减薄至中心穿孔。使用的工作电压为 600

～ 800 V ,电流为 0.2 ～ 0.4 mA。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焊接熔合区的化学成分

ZA合金是以锌为基的合金 ,锌含量很高 ,而锌

的沸点较低(960 ℃),在焊接条件下 ,由于焊接电弧

的温度很高(一般在 6 000 K 以上),很容易产生锌

的蒸发和氧化。TIG 焊接时 ,锌的蒸发不仅改变了

焊接气氛 ,使氩气的保护效果下降 ,容易产生锌的氧

化 ,而且锌的蒸发和氧化也会使焊缝和熔合区的锌

含量降低 ,影响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用能谱仪

进行成分分析时 ,由于其它微量合金元素不易测定 ,

因此只测定了 Zn 、Al 、Cu 等三种元素 ,这样测定的

化学成分和实际含量虽然有一定的误差 ,但仍可以

通过对比看出锌的蒸发和氧化对焊接熔合区成分的

影响 ,其结果见图 1。从图中可以看出 ,焊接熔合区

的锌含量低于焊缝和母材 ,铜和铝的含量则比母材

高 ,焊接熔合区的成分虽不均匀 ,但没有出现突变 。

这是因为在焊接过程中 ,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产生

锌的蒸发和氧化 ,使锌含量降低;另一方面焊接熔合

区处于半熔化状态 ,部分熔化的液态金属的运动受

到限制 ,不能和焊缝中的液态金属充分混合 ,出现了

化学成分的不均匀性;其次焊接熔合区的冷却速度

快 ,冶金反应不充分 ,锌得不到有效的补充 。在焊缝

中 ,由于焊剂的冶金及保护作用 ,可以往焊缝中过渡

一定量的锌 ,以补充锌的烧损 。对于一般的碳钢和

低合金钢 ,焊接熔合区的溶质浓度是下降的 ,而对于

ZA 合金来说 ,其 Al 、Cu的含量是升高的 ,这主要还

是因为锌的蒸发和氧化 ,使其相对含量增加。因此

在焊接过程中 ,必须采取一些工艺措施 ,如添加专用

焊剂 、适当地摆动焊接电弧 、选用小的焊接线能量

等 ,以降低焊接熔合区化学成分的不均匀性和锌的

蒸发及氧化烧损。

图 1　焊接熔合区的化学成分分布

Fig.1　Chemical compositions in the bond area

2.2　熔合区组织的结晶形态

过共晶ZA合金 TIG焊接熔合区的组织主要是

由柱状树枝晶 、少量的三元共晶和化合物等组成 ,很

少看到等轴晶 ,其形态见图 2。焊接熔合区柱状树

枝晶的层片很细 ,在 2 000倍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

片层组织呈类珠光体形态[ 4 ,5] 。柱状树枝晶的枝晶

中心组织层片是平行的 ,主干较长而横枝较短 ,横枝

上的组织不均匀 ,既有层片状 ,又有点状和不规则的

块状 。在柱状树枝晶的枝晶之间分布着细小的化合

物 ,在靠近母材一侧 ,没有出现晶粒粗大的组织 。

　　过共晶 ZA 合金的导热系数较大 ,在焊接线能

量及焊接速度相同的条件下 ,熔合区的温度梯度较

低合金钢小 ,而其结晶温度区间比低合金钢大 ,因此

焊接熔合区的宽度应该较宽 ,但实际上熔合区的宽

度比低合金钢窄 ,这可能与过共晶 ZA 合金结晶特

性及冷却速度有关。母材和填充材料的成分接近

Zn-Al -Cu 的三元共晶点((质量分数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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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89.1 ,Al7.05 , Cu3.85),焊接时熔合区在快的冷

却速度下 ,容易产生成分偏析 ,虽然锌的蒸发使熔合

区的锌含量有所降低 ,但由于成分偏析 ,仍易在熔合

区产生三元共晶体 ,使其组织形态接近于母材 ,因此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焊接熔合区的宽度小于

低合金钢;另外快的冷却速度 ,使部分熔化的液态金

属的结晶平均成长线速度较碳钢快 ,在冷却过程中 ,

易形成树枝状结晶或等轴晶[ 6] 。焊接熔合区的未

熔化部分 ,由于受到热循环的作用 ,组织发生了变

化 ,根据 Zn-Al二元合金相图可知
[ 7]
,在加热过程

中熔合区组织可能要发生 α+Zn※Zn+ZnAl的重

结晶 ,在随后的冷却过程中 ,由于冷却速度快 ,ZnAl

相来不及转变 ,一直保持到室温 。ZnAl相在热力学

上极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逐步分解成 α相

和Zn相 ,并伴随着体积的不均匀膨胀 ,产生较大的

内应力 ,降低强度和塑性 ,使其变脆 ,即产生“老化”

现象 ,影响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

图 2　焊接熔合区的微观组织(上部为焊缝)

Fig.2　Microstructure of the bond area

2.3　熔合区组织显微硬度及透射电镜观察

2.3.1　熔合区组织的显微硬度

熔合区的显微硬度见表 3。从表中可以看出 ,

共晶组织和共析组织的显微硬度相差不大 ,一般为

HV120 ～ HV160 ,共析组织稍高于共晶组织 。化合

物的显微硬度较高 ,大大地高于共晶和共析组织 ,由

于化合物细小呈弥散分布 ,对基体起强化作用 ,可以

提高熔合区的强度 。这是因为共晶和共析组织主要

是 α和 Zn相 ,虽然固溶强化作用使 α和 Zn的硬度

提高 ,但和二元 、三元化合物相比 ,硬度仍然较低 ,塑

性较好。
表 3　熔合区组织的显微硬度(HV)

Table 3　The micro-hardness on the bond area

St ructure name 1 2 3 Average

Eutectic st ructu re 123 131.2 141.9 132.03

Eutectoid structure 136 154.9 157.3 149.4

Com pounds 700.8 676 685 688.27

2.3.2　熔合区组织的透射电镜观察

通过分析发现 ,熔合区的显微组织相组成主要

是富锌的 Zn相 、富铝的 α相 、和 Al4Cu9 、CuTi2等其

它金属间化合物 ,它们的 TEM 像见图 3 、4。熔合区

组织中未发现 ZnAl相 ,这可能是由于 ZnAl相在热

力学上极不稳定 ,在随后放置过程中发生了分解;也

可能在焊接加热过程中 , 没有发生 α+Zn ※Zn +

ZnAl重结晶转变 ,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从图 3明

显看出 ,熔合区已经熔化的液态金属凝固时 ,以未熔

化的母材基体的晶粒表面(Zn)为非自发成核进行

结晶 ,形成交互结晶。未熔化的晶粒较粗大 ,熔化部

分凝固时 ,其组织已经细化 , 呈细小的类珠光体形

态 ,这有利于提高熔合区的力学性能 。在熔合区组

图 3　熔合区组织的 TEM 像

Fig.3　TEM images of the bond area

第 3期 刘秀忠 ,等:过共晶 ZA合金 TIG 焊接熔合区成分及微观组织特征 49　　　



图 4　熔合区化合物形态 TEM像

Fig.4　The TEM images of compounds in the bond area

织的 Zn晶粒内 ,存在许多细小呈多边形的亚晶粒 ,

尺寸在 0.1 ～ 0.3 μm 之间 ,使熔合区组织显著细

化;在 α相的晶粒内有许多尺寸较小的位错及位错

环。在 Zn晶界上有条状的化合物 Al4Cu9 、块状的

化合物 CuTi2;在 α相的晶界上有条块状的化合物

Al7Cu3M g6(图 4)。Zn 相的晶格类型为六方结构 ,

点阵常数 a=0.266 nm , c=0.495 nm 。α相为面心

立方结构 ,点阵常数 a=0.404 nm 。存在于Zn晶界

或晶内的条状化合物 Al4Cu9的晶格形式为立方晶

格 ,其点阵常数 a=0.870 4 nm 。Al4Cu9与 Zn 之间

存在一定的晶格取向 , [ 211] Al4Cu9 ∥[ 212] Zn , 即

[ 011] Al4Cu9 ∥[ 101] Zn , [ 111] Al4Cu9 ∥[ 120] Zn 。化合

物Al7Cu3Mg6的晶格形式为体心立方晶格 ,点阵常

数 a =1.212 nm 。化合物 CuTi2为四方结构 ,点阵

常数 a=0.297 nm , c=1.090 nm 。

3　结　　论

(1)过共晶 ZA合金 TIG 焊接接头熔合区主要

由柱状树枝晶 、少量的三元共晶和金属间化合物组

成;组织细密 ,柱状树枝晶的片层很细 ,高倍下可以

看到呈类珠光体形态 ,未发现晶粒粗大区。

(2)过共晶 ZA焊接熔合区组织主要是六方晶

格的 Zn相 、面心立方晶格的 α相及立方晶格的 Al4

Cu9 、体心立方晶格的 Al7Cu3Mg6和四方晶格的 Cu-

Ti2金属间化合物组成 ,细小的化合物显微硬度较

高 ,对基体起强化作用。

(3)熔合区的成分具有一定的不均匀性 ,但没

有突变 ,且熔合区成分接近焊缝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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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电阻焊机的发展趋势

今后电阻焊机的发展趋势是:变压器将采用更先进的导磁体和气动控制元件 ,逆变技术会得到广泛应用 ,使得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更易操作;在控制器方面 ,将采用更先进的微电脑技术 ,届时将通过人机对话 ,实现技术参数调整及各种焊接参数检测 , 同时通过群控手

段 ,实行统一管理和操作 ,使控制精度和可靠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摘自《焊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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