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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r—Zr合金的力学性能及导电性能研究

刘强，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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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不同工艺下Cu．Cr-Zr系合金的力学性能及导电性能．实验结果表明：与工艺2(冷变

形+固溶处理+时效处理)及工艺3(固溶处理+时效处理+冷变形)相比，合金在工艺l(固溶处

理+冷变形+时效处理)制度下综合性能最好，其抗拉强度及导电率分别可达599 MPa和82％

IACS，这是由于在此工艺下合金基体中形成了弥散细小的强化相．讨论了合金的强化机理及导电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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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时速300 km以上的高速电气化铁路建

设在即，客观上要求接触线满足较高的抗拉强度

(530 l、，{Pa以上)和较高的导电性(78％IACS

以上)⋯．目前我国各类接触线的抗拉强度约为

360～400 IVIPa旧j，满足350 km／h高速电气化铁

路用接触线的应用研究还处于空白，因此寻找一

种兼顾强度与导电率的接触线材料及制备技术

是当前接触线研究的方向．

由于Cu．Cr-Zr合金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及

良好的导电性，已在电阻焊电极、集成电路引线

框架、各种电焊电极、电气工程开关的触头、连铸

结晶器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曲J．国内外对

Cu—Cr-Zr三元系合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三元

系中物相种类较多、结构复杂，至今仍无完整的

三元相图，在相图中是否存在Cr：Zr相还有争

议，时效后的析出相在结构位相关系上仍有待确

定．

本文通过系列实验，试制了抗拉强度≥530

M'Pa、导电率≥78％IACS，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新型高强度高导电Cu—Cr—Zr合金接触线，以

满足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要求．在此基础上，讨

论了Cu-Cr．Zr合金的强化机理及导电机制．

1 实验部分

实验原料选用高纯电解铜(纯度(质量分

数)不小于99．9％)、工业纯锆颗粒以及铜一铬中

间合金，经真空感应溶铸成不同成分的Cu．c卜zr

合金铸坯．为综合提高合金的强度及导电性，实

验选取低溶质Cu—Cr．Zr合金，各铸坯成分如表1

所示．

表1选定合金的化学成分

Table 1 Measured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specimens

各铸坯经去皮、切除冒口，加热至960—

980℃保温1 h，出炉热锻成咖20 mm棒材，而后

按3种工艺展开．工艺1：先将棒材加热至970℃

保温l h固溶处理(水冷)，而后冷拉成咖6 mill

线材，再分别在电阻炉中经不同温度(20一

800℃)时效1 h；工艺2：先将棒材冷拉成

西6 mm线材，再经与工艺1相同的固溶处理及

时效处理；工艺3：先将棒材固溶处理(同工艺

收稿日期：2008一ll—13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攻关计划项目(2004I)017)

作者简介：刘强(1962一)，男，吉林双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材料加工及机械制造的研究．

万方数据



第l期 刘强，等：Cll—cr．zr合金的力学性能及导电性能研究

1)，再经与工艺1相同时效处理，最后冷拉成

咖6 mill线材．

以上各种状态下的试样分别进行拉伸实验、

导电率测试．拉伸实验在RGM一100A微机控制

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拉伸速度为2 mm／min．

每个状态取3个试样，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状态下

的测定值．导电率测试选用0．02级QJ36型单双

臂两用电桥，采用四点法测量．透射电镜观察在

带有EDS能谱分析的TECNAI G2 20型透射电

子显微镜上进行．将样品冲成西3 mln的圆片，

细磨到0．08 lllnl．在双喷电解减薄仪上双喷减

薄、穿孔．电解液为y(硝酸)：V(甲醇)=l：5，温

度为一20～一30℃，电流为55 mA．主要观察合

金晶粒形态，析出粒子的大小、形貌、分布及分析

析出相成分等．

2实验结果与分析

试样在各种状态下抗拉强度如图1(a)、图

1(c)、图1(e)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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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时效温度对Cu．Cr-Zr合金抗拉强度及导电率的影响

Fig．1 Dependence of tensile strength and electrical

coductivity Oll ageing temperature

由图1可见，在工艺1状态下(图1(a))，各

试样在200 oC时效时的抗拉强度与未时效时无

明显变化．此后随着时效温度的持续上升，各试

样的抗拉强度逐渐增加．当温度上升到450—

480 oC时，各试样的抗拉强度达到了峰值，分别

为583 MPa、575 MPa和599 MPa，其中3。试样

的抗拉强度最高．而后合金的抗拉强度又随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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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高而降低．但当时效温度达8000c时，合

金的抗拉强度显著降低．

在工艺1状态下(图l(b))，l。～3’试样在

200℃时效时的导电率与未时效时无明显变化．

此后随着温度的持续上升，导电率逐渐增加．当

温度上升到600 oC时，各试样的导电率达到了峰

值，分别为91．8％IACS、94．2％IACS和

91．1％IACS．当温度超过600 oC时，导电率又

呈下降趋势．

进一步观察发现，当在400～480℃之间时

效时，各试样的抗拉强度已超过530脚a，导电
率已超过78％IACS，能够满足350 km／h的高

速电气化铁路的用线要求．

Cu—Cr-Zr合金经固溶处理及冷变形后，由

于固溶强化及加工硬化，强度有一定的提高，但

由于时效过程尚未进行，合金强度有限．合金经

200 oC、l h时效(再结晶温度以下)后其显微形

貌如图2(a)所示，合金中无析出粒子，表明时效

过程尚未开始，因而强度及导电率无明显变化．

Cu—Cr—Zr合金经固溶处理+冷变形

+480 oC、l h时效后的TEM像如图2(b)所示．

由图2(b)可见在基体中析出了细小、弥散的第

二相质点，合金强度显著提高并达到峰值．随着

时效温度的继续升高，析出相逐步粗化，且间距

增大，过时效进一步发展，强度逐步降低．3。试样

经800℃、1 h时效的TEM像如图2(c)所示．经

能谱分析，析出相为Cr相(见图3)，少量Cu的

出现是由于周围基体的影响．

本实验并未观测到zr的形态，一般认为zr

的作用一方面是促使cr以细小、均匀的形式析

出，有利于提高合金强度，另一方面是在晶界上

形成Cu，Zr，从而限制晶粒的生长，也抑制再结

晶过程"J．

由于固溶强化及加工硬化造成晶格畸变，使

电子迁移受阻而发生散射，导致电阻率较高而导

电率较低．在随后的固溶体时效过程中，虽然析

出粒子的出现会对电子产生附加散射，使合金电

阻率提高．然而固溶在铜基体中的原子引起的点

阵畸变对电子的散射作用比沉淀析出的第二相

引起的散射作用强很多．因而总体上，在时效过

程中会提高合金的导电率．在600 oc以上温度时

效时，由于时效温度较高，Cr、zr的固溶度与低

温时效相比已明显增大，特别是Cr的重溶使合

金的导电率逐渐下降．

图2 3。试样在工艺1状态下的TEM像

Fig．2 TEM micrograph of specimen 3 to p10c’七$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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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相对图2(c)粗化粒子的EDS能谱分析图

Fig．3 EDS spectrum taken from the

coarse particulate in figure 2(c)

由图l可见，工艺2(图l(c))的强化效果

远比工艺l的强化效果低．这主要是由于工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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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溶处理在冷变形之后，970 oC、1 h的固溶处

理将冷变形产生的加工硬化几乎全部消除，合金

的强化主要依靠时效处理产生的析出强化．与工

艺l相比，缺少了时效前冷变形产生的大量位错，

从而缺少了第二相形核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削

弱了析出过程，同时也影响了析出相的弥散程度，

减弱了强化效果，并影响到导电率(图l(d))．

就强度而言，工艺3较工艺2有较大幅度的

提高，这是因为工艺3后续的冷变形使合金在工

艺2时效(沉淀强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就

导电率而言，工艺3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工艺3

相当于在工艺1或工艺2时效处理的基础上再

进行冷变形，如前所述，冷变形产生的晶格缺陷

会使导电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3结论

(1)在本实验所研究的3种工艺中，工艺1

(固溶处理+冷变形+时效处理)的综合性能最

好．最佳工艺为固溶处理+冷变形+480℃、l h

时效，此时抗拉强度和导电率分别为599 MPa

和82％IACS．

(2)在工艺1下Cu—Cr-Zr合金抗拉强度在

480℃、1 h时效时达到峰值，而导电率却在600

℃、1 h时效时达到峰值．

(3)Cu-Cr-Zr合金经固溶处理+冷变形+

480 oC、l h时效后在基体中析出了细小、弥散的

第二相质点，合金强度显著提高并达到峰值．随

着时效温度的继续升高，析出相逐步粗化，且间

距增大，过时效进一步发展，强度逐步降低．导电

率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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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ensile and Conductive Properties for Cu··Cr--Zr Alloys

LIU Qiang，CHEN Na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henyang 1 10142，China)

Abstract： A series of Cu-Cr-Zr alloys were studied with variOUS thermomechanical processes．The re-

suits indicated that process I(solution treatment+cold work+aging)was superior to Process II(cold

work+solution treatment+aging)and Process llI(solution treatment+aging+cold work)．An appropri·

ate processing and aging treatment may improve the properties of the alloys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fine，

dispersive and coherent precipitates within the matrix．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ten-

sile strength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599 MPa and 82％IACS，respectively，Call be obtained in process

I．The mechanism of tensile and conductive properties of Cu—Cr—Zr alloy i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u—Cr—Zr alloy；tensile strengt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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