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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工艺对 6 0 6 3铝合金组织和 

力学性能的影响 

李科 ，甘卫平 ，陈铁平 ，杨伏 良 

(1．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长沙 410083；2．经阁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410205) 

摘要 ：研究了热处理工艺(包括均匀化处理、淬火方式和人工时效等 )对6063铝合金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均匀处理能明显改善合金组织；175"CI~J"效时合金强度随时效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前期增长较快，后 

期增长缓慢；水淬比强风冷却能对合金力学性能产生更大影响；在工业化生产中为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考虑采用 

200~3×2h的时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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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including homogenizing treatment， quenching method and artificial 

aging)on the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6063 aluminum alloy wa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 icrostructure can be obviously improved by hom ogenizing treatment．The strength increased with the tim e pro— 

longation of aging at 175℃ ．W ater quenching has more effect than cooling wi th strong wi nd．Aging treatment at 

4 00℃ for two hours is the best choice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Key words：6063 aluminum alloy；heat treatment； 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 rty 

6063铝合金具有中等强度、良好的冲击韧性 、 

良好的热塑性、良好的抛光性、良好的阳极氧化着 

色性与涂漆性能以及优 良的焊接性能与抗蚀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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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 的研 究． 

而 在 建 筑结 构材料和装饰 材料 中得 到 了广 泛应 

用D3 o随着我国建筑业的飞速发展 ，对铝合金型材 

的需求越来越大。但 目前在我国铝合金型材的质量 

不是太高，比如说合金力学性能难 以达到高的承受 

力要求 ，因此在成分控制和工艺方面有待进一步提 

高 ，笔者就热处理工艺对6063铝合金组织和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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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行了研究。 

l 试验 方 法 

1．1 合金制备 

实验 所采 用原料 是 纯 度为99．95 (质量分 

数，下同)的工业纯铝 ，纯度为99．9 的镁和中间 

合金A1—12．6 Si；加入的细化剂为Al一5 Ti一 

1 B，加入量 为Ti占铸锭总重量的0．02 ；在井 

式炉中熔炼 ，然后浇铸成直径150mm的圆铸锭 。 

合金的化学成分如表 1所示 。 

表1 6063合金中各元素的质量分数 

Mg Si Fe Cu、Mn、Zn、Cr、Ti 杂质 Al 

O．63 O．46 ≤0．3 分别≤0．1 ≤0．05 余量 

1．2 加工方法 

铸坯在560℃下均 匀化10h，炉外 自然冷却 ； 

然后 ，锯切锭坯头尾 和车皮 ，车皮后锭坯直径为 

148mm。热挤压时 ，挤压简直径154mm，挤压 比 

为49．8；锭坯加热温度520℃，保温4h；挤压温度 

500℃，挤压速度120mm／s。采取在线风淬和在线 

水淬两种方式淬火。 

1．3 性能检测 

拉伸实验是在INSTRON8032材料试验机上进 

a 锭坯未经均匀化处理的金相组织 

行 ，拉伸速度2mm／min；将各种状态取 的样制成 

金 相 样 品 ，利 用混合酸 (0．8~／~oHF-4-1．2 HCI-t- 

2 HNO3，这里百分数是体积分数)为浸蚀剂，浸 

蚀后观察其金相组织。 

2 实验 结果 与分析 

2．1 均匀化处理对合金组织的影响 

如图1，我们对未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和经过 

均匀化处理的铸锭的金相组织进行对比。 

在未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的金相组织 中，存在 

着大量 对挤压性能产生不 良影响的针状B—AIFeSi 

相 ，如图1一a所示。通过均匀化处理 ，这些 针状B— 

AIFeSi相转变为球状的a—AIFeSi颗粒 ，如 图1-b所 

示。同时，在未经均匀化处理的铸锭中所存在 的偏 

析 层在均匀化处理时被充分地均衡 ，Mg和si在组 

织 中呈均匀分布，不再存在任何程度的富集区．对 

于6063合金 ，Mg2Si、游离硅均是可溶相 ，该溶解 

过程可以从480～510℃开始，均匀化处理使得可溶 

解 的相组织完全或接近完全溶解 ，形成过饱和固溶 

体 以及少量弥散析 出的细小质点。这就消除了低熔 

点共晶区形成的危险，因而允许挤压形成的型材有 

较高的温度 ，即可用较高的挤压速度得到表面质量 

较好的型材．有效的均匀化处理能提高挤压速度 ， 

提高型材的力学性能和表面光亮度 ，同未经均化处 

理的铸锭相 比，大约使挤压力降低6 ～10 。 

图1 锭坯的金相组织 

2．2 同溶和人工时效时间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6063铝合金在不同固溶方式(强风冷却和水淬) 

下力学性能随时效时 间(时效温度为175~C)的变化 

· 2· 

b 锭坯经均匀化处理后的金相组织 

曲线如图2所示 。 

2．2．1 时效时间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如图2一a中合金在175"C时合金强度随时效时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05N~-2总第161期 科苑论坛 《铝加工> 

的变化曲线所示，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都随时效时 

间的延长而增大，前期增长较快 ，后期增长缓慢。 

对于6063铝合金 ，其脱溶序列为a过饱和固溶 

体一G．P区一B”相一B相一B相 。时效初期Mg、Si 

原子在铝基体的晶面上聚集 ，形成溶质原子富集区 

apG．P区，与基体保持共格关系 ，边界上的原子 

为母相卿 G．P区所共有 。为了同时适应两种不同 

原子排列形式，共格边界附近产生弹性应变，正是 

这种晶格的严重畸变阻碍了位错运动，从而提高了 

合金的强度。随着时效 时间的延长 ，Mg、Si原子 

进一步富集并趋向有序化，迅速长大成针状或棒状 

即为B”相 ，其C轴方 向的弹性共格结合引起的应 

变场最大 ，它的弹性应力也最高 。当B”相长大到 
一 定尺寸，它的应力场遍布整个基体，应变区几乎 

0 2 4 6 8 IO 12 14 

I 75"(2时效时问，l' 

1．水淬后时效的延伸 ；2．风淬后时效的延伸 

a 6063铝合金强度随时效时间曲线 

相连 ，此时合金的强度较高，随着时效过程 的进一 

步发展 。在B”相的基础上，Mg、Si原子进一步 富 

集形成局部共格的 过渡相，其周围基体的弹性应 

变有所减轻 ，对位错运动的阻碍减少，此时强度达 

到最大值 ，强度已有所下降。时效后期在B 相与基 

体界面上形成稳定的B相 ，失去了与基体之 间的共 

格联 系，完全从基体中脱离出来，共格应变消失， 

强度下降 。从上述脱溶过程来看 ，G．P区 、B”相 

和B 相都能有效地提高6063铝合金的强度 ，但强化 

效果有所不 同，以B”相的强化效果最大 ，而一旦 

出现了B相 ，合金强度将下降，因而如何提高G．P 

区和B”相 的密度就成为提高6063铝合金强度 的关 

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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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75"(2时效时问，l' 

1·水淬后时效 的抗拉强度 ；2．风淬后时效的抗拉强度率 ； 

3．水淬后时效的屈服强度；4．风淬后时效的屈服强度 

b 6063铝合金延伸率随时效时间曲线 

图2 6063铝合金力学性能随时效肘 间的变化曲线 

根据以上理论 ，6063铝合金在175℃进行较低 

温度时效时，开始阶段形成细密、均匀 、弥散的G 

． P区，随着时间的延长获得了更多的B”相 ，因此 

在时效的前期合金的强度较为迅速地增大 ，但B” 

相富集到一定程度 ，产生B 过渡相 ，尽管B，相能起 

到强化效果 ，但强化效果相对较弱，合金强度的增 

长也就缓慢。从理论上讲 ，足够长的时效时间后， 

B 相与基体界面上会形成稳定的B相 ，使合金强度 

下降，但在175℃低温时效12JJ,时后合金强度仍呈 

缓慢增长趋势，说明B相在这个时间内尚未形成。 

合金的延伸率随时效时间的延长而减小，前期 

较小较快，后期减小缓慢 ，如图2一b所示，这与合 

金强度增大延伸率减小的规律较为吻合 。 

2．2．2 固溶方式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6063铝合金型材的工业化生产中，常采用强 

迫风冷和水淬两种方式。从图2-a中可以看 出，在 

时效两小时后，通过水淬所获得的抗拉强度和屈服 

强度都明显的要高于通过强迫风冷所获得的抗拉强 

度和屈服强度 ，但在时效前两小时合金风淬后的强 

度相对较大．这说明了淬火速度能对6063铝合金型 

材的性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6063铝 合金 中主要强化 相是Mg2Si和游 离 

si，为了抑制这两个相组织的析出，通常淬火速度 

要达 到2～2．5℃／S，淬火后马上冷却到22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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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强迫风冷的冷却速度约为2．5℃／S，水淬的冷 

却速度约为20℃／s．尽管强迫风冷的速度 已基本 

达到抑制Mg2Si和游离si析出的 目的 ，但效果不及 

水淬明显，也就是说合金水淬后析出的Mg2Si和游 

离si要 比风淬后析出的少 ，这就导致了水淬后的合 

金在人工时效两 小时后 能形成更多的G．P区、p” 

相和B，相，从而使合金的强度更高。 

在人工时效开始阶段 ，由于风淬析出的Mg2Si 

和游离si相对较多 ，Mg、Si原子在铝基体的晶面 

上聚集得也相对较多，在合金挤压出来后到加工拉 

伸试样这段时间的短期 自然时效 内，易于形成G． 

P区和强化相 ，所 以合金风淬后的强度高于水淬后 

的强度。 

另外，我们还从图2一a中能发现，在人工时效 

8tJ,时后 ，风淬后的合金强度增大非常缓慢甚至不 

再增大 ，而水淬后 的合金强度增大的趋势相对较 

大。这是由于风淬后的合金中能从铝基体的晶面上 

聚集的Mg、Si原子相对较少 ，所需要的脱溶时间 

相对较少，也就是说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强 

度峰值。 

在人工时效两小时后水淬后的合金的延伸率比 

风淬后的要低 ，如 图2一b所示 ，这是 由于合金强 

度相对较高，硬度较高 ，塑性较低。 

因此，为生产较高质量的6063铝合金型材，建 

议使用水淬的方式进行固溶． 

2．3 两种时效制度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上节讨论中 ，可以看出175℃X8h是一种较 

为理想的时效制度 。但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提高 

生产效率，希望人工时效的时间尽量缩短，为此， 

对175℃×8h和200℃ ×2h两种不同的时效制 度对 

力学性能的影响进行 比较 。 

表2 6063铝合金不同热处理制度的力学性能 

％ ．2 6 

热处理制度 
／1ⅥPa ／MPa ／％ 

风淬后175℃×8h时效 2l2．9 184．1 l2．8 

风淬后200℃×2h时效 208．5 l8L 4 l2．8 

水淬后175℃×8h时效 233．9 192．3 11．4 

水淬后200~3 X 2h时效 230．2 l88．3 l1．5 

由表2可 见 ，无论是风淬还是水淬 ，200℃× 

2h时效所得到的强度值均低于175℃×8h时效的强 

·4· 

度值 。这是 由于当时效温度在200℃以上，G·P·区 

由针状转变为棒状 ，长度也增加而密度减小，因而 

采用200℃的高温时效 ，强化速度很快 ，峰值时间 

短 ，但G．P．区和B”相的密度减低 ，故其峰值较 

低 。不过两种时效制度所获得的力学性能数据较为 

接近 ，均能达到6063合金建筑型材的标准 。因此 ， 

在工业化生产中可 以考虑采用200"C×2h的时效制 

度。 

3 结 论 

(1)560℃×10h均匀化处理 能使针状B—Al- 

FeSi相转变为球状的a—AlFesi颗粒 ，充分地均衡 

偏析层 ，并且能消除低熔点共晶区形成的危险，从 

而提高6063铝合金的型材挤压性能和产品的质量 。 

(2)175"C时合金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随时效 

时 间的延长而增大 ，前期增长较快 ，后期增长缓 

慢 ，这从脱溶过程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合金的延伸 

率随时效时间的延长而减小，前期较小较快 ，后期 

减小缓慢 。 

(3)在时效两小时后 ，通过水淬 所获得的抗 

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都明显的要高于通过强迫风冷所 

获得 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但在时效前两小时合 

金风淬后 的强度相对较大。在人工时效8小时后 ， 

风淬后的合金强度增大非常缓慢甚至不再增大 ，而 

水淬后的合金强度增大的趋势相对较大 。为生产较 

高质量的铝合金型材，建议使用水淬的方式进行固 

溶． 

(4)200℃ ×2h时效所得到的强度值 均低于 

175℃ X 8h时效的强度值 ，但数据 比较接近 ，在工 

业化生产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考虑采用200℃ 

×2h的时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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