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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柱状晶 Cu鄄ECAP 中的晶界演变及其与剪切带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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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发生塑性变形时形成的剪切带在高应变状态下会被分割为孪晶鄄基体片层状组织,而纳米尺度的孪晶界能实现材料强塑性的高度匹配。 因

此,利用等通道转角挤压(ECAP)技术研究剪切带的形成与作用可为材料的强塑性匹配提供有效支持。 通过对具有特殊晶界角度的连续柱状晶纯

Cu 进行 1 道次 ECAP 变形,研究变形过程中晶界的演变,分析变形过程中剪切带的形成机制及与晶界的交互作用,测试了不同晶界角度试样变形后

的力学性能。 结果表明:ECAP 变形后,0毅晶界发生弯折,内角处晶界顺时针转动 50毅,30毅晶界顺时针转动 5毅,45毅晶界弯曲并呈现出“汤匙冶状,60毅
晶界中心发生弯曲,90毅晶界未发生变形。 试样变形过程具有多个受力区域,各区域应力状态不同,多种应力交替作用使变形过程中的应变分布极不

均匀,从而导致宏观变形存在较大差异。 拉伸实验结果表明,具有 0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最高,达到 325 MPa,其次是具有 45毅晶界的晶体,达到

295 MPa,而具有 60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最小,为 230 MPa。 晶体变形后晶粒内形成大量的剪切带,剪切带与晶界的交互作用使晶界发生弯曲。 剪

切带与晶粒取向及晶界夹角的不同是造成材料变形后抗拉强度产生较大差异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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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hear band of metals formed during plastic deformation will be divided into a twinning and matrix lamellar structure under high strain condi鄄
tion, and the nano鄄scale twin boundary can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matching between strength and plasticity of metals. Accordingly, it will

provide an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strength and plasticity matching of materials through studying the formation and action of shear bands by
means of equal channel angular extrusion (ECAP) technique. In this work, one pass ECAP was conducted on the continuous columnar crystal
pure Cu with special grain boundary angle, the evolution of grain boundary during deformation was studi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hear
band as well as its interaction with grain boundary during deform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orie鄄
ntations were tested. A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results, after ECAP deformation, the 0毅 grain boundary was bent, the grain boundary at the inner
corner rotated 50毅 clockwise, 30毅 grain boundary rotated 5毅 clockwise, 45毅 grain boundary was also bent and showed a " spoon" shape, the cen鄄
ter of 60毅 grain boundary was bent, and there was no deformation occurred at 90毅 grain boundary. Multiple stress regions with diverse stress
states appeared during th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sample. Alternating action of various stresses brought about the nonuniform strain distribu鄄
tion during the deforma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great differences in macroscopic deformation. The tensile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rystal
with 0毅 grain boundary possessed the highest tensile strength of 325 MPa, followed by the crystal with 45毅 grain boundary (295 MPa), and the
crystal with 60毅 grain boundary held the lowest tensile strength of 230 MPa. A large number of shear bands were formed in the grains after de鄄
form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hear bands and the grain boundary results in the bending of the grain boundary. The difference of
grain orientation and grain boundary angle between the shear band and the grain boundary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ensile strength after deformation.
Key words摇 摇 continuous columnar crystal copper, equal channel angular pressing, grain boundary evolution, shear behavior

0摇 引言

金属的强塑性匹配一直是材料界关注的热点。 金属的

塑性取决于金属储存位错的能力[1] ,传统的材料强化方法,
例如固溶强化[2] 、细晶强化[3] 、形变强化[4] 等均是通过引入

大量的缺陷来限制位错的运动,从而提高材料的强度,但这

会降低材料的塑性。 以细晶强化为例,当晶粒尺寸细化至亚

微米晶甚至纳米晶尺度时,根据 Hall鄄Petch 关系,材料的强度

与硬度会大幅提高。 但是,亚微米晶、纳米晶引入的近乎饱

和的缺陷不仅限制了位错的运动,还使材料失去位错的存储

能力,因此很难在提高材料强度的同时使其保持较好的塑

性[5] 。 近年来,Zhao 等[6] 发现,金属的强度与塑性可以通过

调控层错能的同时得到提高。 Lu 等[7鄄9] 进一步发现,纳米孪

晶材料可以实现强度与塑性的高度匹配。 这主要是因为纳

米孪晶界是低能共格界面,与传统大角度晶界的非共格界面

相比,它不仅可以阻碍位错的运动,还能吸收位错,从而产生

较大的塑性变形,使材料具有较好的塑性。 ECAP 作为一种

高效的大塑性变形(SPD)技术,能在强化材料的同时使其塑

性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ECAP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 SPD 方法,能有效地细化晶粒

至亚微米甚至纳米尺度[10] 。 对中等层错能的 Cu 而言,其晶

粒细化机制与高层错能材料的位错分割机制不同,变形孪生

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1] 。 变形初期,特定的加载方式会在晶

粒内形成特殊取向的剪切带[12] ,在高应变状态时,剪切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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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晶粒会被逐渐分割为孪晶-基体片层结构[13] 。 随着应

变量的进一步增大,位错与孪晶界的交互作用以及多套孪生

系统的启动促使孪晶破碎[14] ,形成尺寸更小的纳米晶。 变形

初期剪切带的形成及其与晶界的交互作用严重影响变形后

期孪晶的形成[15] ,ECAP 过程中剪切带的形成及其与晶界的

交互作用可实现变形过程中材料的定向孪生,为材料的强塑

性匹配提供新的思路。 但国内外对 ECAP 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不同晶体结构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微观组织的演变方

面[16鄄18] ,对变形过程中材料剪切带的形成及演变规律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尤其对剪切带的形成机制及剪切带与晶界的交

互作用规律还无明确的认识。
由于单晶材料缺乏晶界,无法定位晶界与剪切带的变形

过程,而多晶材料中随机取向的晶粒无法跟踪晶界的演变,
因此,本工作选取具有多个平行且平直晶界的连续柱状晶纯

Cu,设计出一系列不同位向的晶界,经 1 道次 ECAP 变形,研
究材料组织中剪切带的形成与运动规律,为探索 ECAP 中材

料组织的定向孪生效应和大变形过程中材料的强塑性匹配

提供新的思路。

1摇 实验

实验采用纯度为 99郾 999% 的具有长柱状晶组织的板状

定向凝固纯铜,经线切割成尺寸为 65 mm伊12 mm伊2 mm 的样

品,其晶界与水平方向分别成 0毅、30毅、45毅、60毅和 90毅,取样如

图 2 所示。 ECAP 模具内角 椎=105毅,外角 追=37毅,通道是尺

寸为 12 mm伊12 mm 的方形通道,挤压时将六块切割后尺寸

为 65 mm伊12 mm伊2 mm 的试样紧贴在一起放入通道中,其中

五片为具有不同角度晶界的试样,余下一片为从相同材料上

切割的同尺寸的垫片,如图 1 所示。 液压机型号为 YT071鄄
100A,挤压 1 道次,挤压时用 MoS2 润滑剂润滑。 将挤压后的

试样分别用 800#—7000#的砂纸打磨后进行机械抛光,然后

进行腐蚀及干燥处理。 腐蚀液配比为 FeCl3 2郾 5 g,HCl 5 mL,
H2O 100 mL。 采用 D8ADVANCE 式 X 射线衍射仪检测晶粒

的取向,扫描角度为 10 ~ 100毅,采用 MeF3 式金相显微镜进行

微观组织观察。 采用 WDW鄄100D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进行

拉伸性能测试,拉伸试样尺寸见图 2。

图 1摇 ECAP 变形示意图
Fig郾 1摇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ECAP processing

图 2摇 取样及拉伸试样示意图(单位: mm)
Fig郾 2摇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sampling and tensile sample (unit: mm)

2摇 结果与分析

2郾 1摇 晶界演变

ECAP 变形示意图如图 1 所示,扇形 OBC 为 ECAP 滑移

线场,其中 琢 族滑移线为一组同心圆弧,茁 族滑移线为直线。
此时 ECAP 的变形不是理想的剪切变形,因此其变形区并非

一条直线,而是扇形 OBC,材料在 OB 与 OC 之间发生纯剪切

变形。 为便于分析,做出以下假设:材料各质点的流动连续

均匀,即材料各质点在挤压过程中均经过相同的路径。
ECAP 变形区域是扇形,试样变形过程中在内角处经过

的变形路径和变形时间更短,造成剪应力变化更加迅速,从
而使剪切力作用更加剧烈。 同时,越靠近外角处,变形滞后

区的作用越明显,从而导致内角处晶界迁移幅度更大。 0毅晶
界经 1 道次 ECAP 后发生弯折,内角处的晶界与轴向约成

40毅,但外角处的晶界未发生偏转,仍与试样垂直,如图 3b 所

示,其变形情况与试样整体变形基本一致。 分析认为,材料

轴线上各质点在挤压过程中经过相同的路径,因此轴线方向

上各点在变形区受到的剪应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导致晶界

的变形与试样整体变形一致。 内角处晶界与轴向约成 40毅,
表明内角处剪切变形更加剧烈,由于 茁 族滑移线任一点受到

的剪应力均相等,因此靠近内角处的应变速率比外角处更

大。
如图 3d 所示,晶界两侧各自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变形带

结构,晶界下方晶粒的滑移带未穿过晶界,并且晶界处出现

明显的无滑移区,而晶界上方晶粒的剪切带穿过晶界。 分析

认为,0毅双晶体变形初期,为协调晶界的变形与晶粒的转动,
晶界两侧晶粒各自形成不同方向的变形带。 晶界上方的 A
晶粒是软取向,Schmid 因子较大,滑移率先进行。 变形过程

中,由于取向差效应,A 晶粒中的滑移带难以穿过晶界,于晶

界处形成位错塞积,产生较大的应力,使得 B 晶粒在晶界附

近难以进行滑移,次滑移启动以协调晶粒转动及晶界变形,
如图 3e 所示。 随着外加应力的增大,A 晶粒积累了较大的应

变量,克服了位错塞积形成的抑制作用,晶界附近的位错源

开动,从而使 A 晶粒发生进一步变形。 而 B 晶粒晶界处形成

的无滑移区与协调晶粒旋转产生的次滑移系和基体脉络及

主滑移系的相互作用有关[19] 。 XRD 结果表明,0毅晶界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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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样的(111)、(200)晶面衍射峰强度变形后大幅度提升,其
余衍射峰强度变化不大,说明在 ECAP 变形过程中,主滑移

系与次滑移系被激活,且其运动得到加强,与图 3e 中的形貌

一致。

图 3摇 0毅晶界 ECAP 过程中晶界演化示意图:(a) 初始试样;(b) 变形过程;(c) XRD 谱;(d,e) 变形后
Fig郾 3摇 Deformation process of 0毅 grain boundary during ECAP: (a) initial sample, (b) during deformation, (c) XRD diffraction, (d,e) final state observed

摇 摇 30毅晶界经 1 道次 ECAP 挤压后晶界中心处发生弯曲,晶
界两端高于中心,如图 4b 所示。 分析认为,挤压过程中外角

处的晶界率先进入变形区,变形缓慢,随后靠近内角处的晶

界逐渐进入变形区,发生剧烈变形,当晶界末端进入变形区

时,受到模壁对试样的反向作用力,滞缓了晶界的变形。
有大量穿过晶界的剪切带出现,剪切带与晶界约成 80毅,

如图 4d 所示。 分析认为,各个晶界与剪切变形方向的夹角

不同,导致变形过程中晶界与最大剪应力夹角不同,因此,形
成的剪切带与晶界的夹角也不同。 根据晶界与剪切带的夹

角可判断剪切带的形成正是由于受到剪切面附近最大剪应

力的作用。 XRD 谱显示,30毅晶界的原始样的(111)晶面衍射

峰强度明显低于变形后试样的衍射峰强度,其余衍射峰强度

变化不大,说明在 ECAP 变形过程中,主滑移系上的运动未

受到抑制。

图 4摇 30毅晶界 ECAP 过程中晶界演化示意图: (a) 初始试样;(b)变形过程;(c)XRD 谱;(d)变形后
Fig郾 4摇 Deformation process of 30毅 grain boundary during ECAP: (a) initial sample, (b) during deformation, (c) XRD diffraction, (d) final state observed

摇 摇 45毅晶界经 1 道次 ECAP 挤压后晶界发生弯曲,晶界两端

弯曲方向不同,且弯曲幅度也不同,内角处晶界变形后出现

回升,如图 5b 所示。 45毅晶界的变形与 30毅晶界的变形基本

一致,在这里不过多叙述。
晶界发生弯曲,出现大量穿过晶界的剪切带,与晶界约

成 60毅,如图 5d 所示。 分析认为,材料经 ECAP 变形后产生

了大量穿过晶界的剪切带,剪切带的本质是变形高度集中的

带状区域[20] ,区域内存在大量集中的位错,当剪切带与晶界

相遇时,高度集中的位错会与晶界产生剧烈的交互作用,使
晶界发生弯曲[17] 。 晶界与位错的交互作用形式表现为晶界

吸收位错,晶界吸收大量可移动的位错后,晶界内的畸变能

增大,破坏了晶界的稳定性,因此晶界发生弯曲以协调其变

化[21] 。 XRD 谱表明,45毅晶界的原始样的(220)晶面衍射峰

强度大幅度降低,同时(111)、(200)晶面衍射峰强度得到不

同程度的增强,说明变形时的剪切力使晶粒发生了畸变,同
时试样变形后,晶粒取向由原来的 (220) 取向转变为以

(111)、(200)取向为主。
60毅晶界经 1 道次 ECAP 挤压后晶界由 60毅平直晶界转变

为轻微弯曲的弧线,如图 6b 所示。 其变化趋势与 0毅晶界基

本一致,内角处的变形更加剧烈,外角处变形滞后。
平直晶界附近均匀而致密地分布着两个方向的带状结

构,分别为与水平方向约成 80毅且穿过晶界的滑移带和平行

于晶界的剪切带,滑移带与晶界的夹角约为 42毅,与最有利于

FCC 金属滑移的方向一致,即滑移面与晶界方向成 45毅。 分

析认为,穿过晶界的滑移带本质上是两个相邻晶粒中的滑移

带的相互衔接,在相同载荷作用下,相邻晶粒内部位错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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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位错运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整体来看相邻晶粒的滑移

带相互衔接。 而剪切带的形成则归因于晶体转动导致的几

何软化[22鄄23] 。 晶粒在外加载荷的作用下发生转动以协调其

变形,导致晶体发生软化,随后在剪应力的作用下,首先产生

平行于晶界的剪切带,而后随晶界逆时针同步转动 105毅。
XRD 谱表明,60毅晶界的原始样的(111)晶面衍射峰强度明显

低于变形后试样的衍射峰强度,其余衍射峰强度变化不大,说
明在 ECAP 变形过程中,主滑移系上的运动未受到抑制。

图 5摇 45毅晶界 ECAP 过程中晶界演化示意图:(a) 初始试样;(b)变形过程;(c)XRD 谱;(d)变形后
Fig郾 5摇 Deformation process of 45毅 grain boundary during ECAP: (a) initial sample, (b) during deformation, (c) XRD diffraction, (d) final state observed

图 6摇 60毅晶界 ECAP 过程中晶界演化示意图:(a) 初始试样;(b)变形过程;(c)XRD 谱;(d)变形后
Fig郾 6摇 Deformation process of 60毅 grain boundary during ECAP: (a) initial sample, (b) during deformation, (c) XRD diffraction, (d) final state observed

摇 摇 90毅晶界经 1 道次 ECAP 挤压后,晶界基本保持平直,如
图 7b 所示。 根据滑移线场理论,滑移线场内任意一点上的

滑移线的切线方向为此点受到的最大剪应力方向,从图 7 可

以看出,材料在变形区剪切变形时,受到的剪应力方向在不

断变化,同时结合 Hencky 应力方程得出的结论,若滑移线为

直线,则此滑移线上各点的应力状态相同,因此 茁 族滑移线

任意一条直线的任一点受到的剪应力均相等。 综上可知,轴
线方向上各点在变形区受到的剪应力变化基本一致,各点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90毅晶界恰好是一条轴线,晶界上各点

受到的剪应力变化趋势一致,因此变形前后晶界基本一致。
晶界附近剪切带分布杂乱(如图 7d 所示),大致可分为

两个方向穿过晶界的变形带,一个与晶界的夹角约为 50毅,分
布较为稀疏;另一个与晶界的夹角约为 20毅,分布相对密集。
XRD 谱表明,90毅晶界的原始样的(111)晶面衍射峰强度大幅

度降低,其余衍射峰强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强。 说明在变

形过程中主滑移系上的运动受到抑制,其余次滑移系在

ECAP 变形过程中逐渐被激活,起主要作用,具有明显的交滑

移特征。

图 7摇 90毅晶界 ECAP 过程中晶界演化示意图:(a) 初始试样;(b)变形过程;(c)XRD 谱;(d)变形后
Fig郾 7摇 Deformation process of 90毅 grain boundary during ECAP: (a) initial sample, (b) during deformation, (c) XRD diffraction, (d) final state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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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ECAP 变形过程中,晶粒会发生转动以协调其变形。
XRD 结果显示,不同角度晶界的晶粒取向转变趋势不同,说
明各晶粒在同一方向外加应力作用下的转动方向和转动角

度不同,进一步说明各晶粒在 ECAP 过程中所处的应力状态

不同。 研究表明[24] ,ECAP 变形过程中的受力状态不均匀,
这也是导致 ECAP 变形不均匀的主要因素。 试样在变形过

程中具有多个受力区域,不同区域的应力大小和应力作用顺

序不同。 多种应力交替作用使变形过程中的应变分布极不

均匀,从而导致变形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晶粒转动导致晶

体发生几何软化,同时变形的不均匀化导致应变局部化,随
后在剪应力作用下形成大量剪切带。
2郾 2摇 力学性能

图 8 为不同晶界取向的晶体经 ECAP 后的应力鄄应变曲

线。 从图 8 可以看出,具有 0毅晶界的晶体变形后抗拉强度最

大,为325 MPa;其次是具有 45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达到

295 MPa;而具有 60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最小,达到 230 MPa。
此外,曲线明显表现出加工硬化鄄加工软化现象。 在低应变状

态下,晶界阻碍位错的运动,表现出加工硬化现象,从而提高

了材料的强度[4] 。 塑性变形过程中,在剪应力作用下位错源

产生的大量位错沿滑移面运动,当运动至晶界时受到晶界的

阻碍,在晶界附近形成位错塞积,产生高度应力集中,最终在

高应力作用下穿过晶界,形成大量的剪切带,产生最优的材

料强化效果。 同时,剪切带密度增加阻碍位错运动,使材料

的变形抗力增加。 而加工软化现象则归因于变形过程中出

现的再结晶现象,变形初期晶粒内位错增殖并发生缠结,形
成大量小角度晶界,随后逐渐合并为再结晶核心。 随着再结

晶过程的发展,材料的变形抗力逐渐减小,出现加工软化现

象[15] 。

图 8摇 不同角度的晶体经 ECAP 后的应力鄄应变曲线(电子版为彩图)
Fig郾 8摇 Stress鄄strain curves of crystal with different grain boundry angles after
ECAP

不同晶界角度的纯 Cu 晶体的延伸率如图 9 所示,可以

看出,变形后具有 60毅晶界的晶体延伸率最低,具有 90毅晶界

的晶体延伸率则相对较高,达到了 18郾 6% 。 延伸率表征材料

经受塑性变形的能力,而材料塑性变形的能力与变形时晶界

的协调能力有极大的关系。 因此,90毅晶界的变形协调能力

相对较好,60毅晶界的变形协调能力较差。
吴世丁等[12]认为,原始晶界取向决定剪切变形与晶界的

交互作用,但并未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笔者认为,剪切带的

本质是高度集中的位错,剪切带穿过晶界是位错与晶界发生

交互作用的结果。 位错与晶界的交互有着不同的结果,位错

被晶界吸收,使晶界畸变能增大,造成晶界迁移;或位错与晶

界处位错合并,形成新的位错组;或在外加应力作用下,位错

与晶界的交互作用使晶界逐渐湮灭。 XRD 图谱显示,晶粒发

生不同程度的转动后,晶粒取向发生改变,形成的剪切带与

晶粒取向和晶界之间的夹角存在一定的差异,位错的滑移及

其与晶界的交互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强化效果不相同。 此

外,各晶粒在同一外加应力作用下的转动方向不同,导致变

形后各晶粒所处的软硬取向发生变化,位错滑移的难易程度

发生改变,处于晶体不利取向的金属为维持位错的继续运动

必须增加应力,从而使加工硬化效果出现差异。

图 9摇 不同角度的晶体经 ECAP 后的延伸率
Fig郾 9摇 Elongation of crystal with different grain boundry angles after ECAP

3摇 结论

(1)1 道次 ECAP 后,不同角度晶界的变形有明显的区

别,0毅晶界发生弯折,内角处晶界顺时针转动 50毅,30毅晶界顺

时针转动 5毅,45毅晶界弯曲且两端弯曲方向相反,60毅晶界中

心发生弯曲,90毅晶界未发生变形。 变形过程中各区域应力

状态不同,多种应力交替作用,使变形过程中的应变分布极

不均匀,从而导致宏观变形存在较大差异。
(2)晶粒在变形过程中发生转动,产生几何软化,同时由

于变形的不均匀化,出现应变局部化,随后在外加应力作用

下产生大量剪切带。 晶界与剪切带的交互作用使晶界吸收

大量可移动位错,导致晶界内的畸变能变大,破坏了晶界的

稳定性,使晶界发生弯曲。
(3)经 ECAP 变形后,具有 0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最高,

达到 325 MPa,其次是具有 45毅晶界的晶体,达到 295 MPa,而
具有 60毅晶界的晶体抗拉强度最小,为 230 MPa。 剪切带与晶

粒取向及晶界夹角的不同是造成材料变形后抗拉强度产生

较大差异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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