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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熔炼工艺, 将回收镁合金型材 (RMA) 进行了制备。在回收过程中, 添加适量的 Al、MnCl2 , 最终得到合

金 AZ31, 其中各元素质量分数如下: Al 3.31%、Zn 0.82%、Mn 0.27%、Fe 0.002%、Cu 0.004%、Ni 0.000 7%, 剩余为
Mg。研究了 RMA 的结构、在 NaCl 溶液中的腐蚀和电化学特性, 并与商业化镁合金 (CMA) 进行了对比。X 射线衍
射仪和金相显微镜表明, RMA 和 CMA 主要由镁基底组成, 另外还有少量的 Mg17 Al12 第二相。在 NaCl 溶液中进行
的腐蚀试验和电化学特性研究表明, RMA 抗腐蚀特性差于 CMA, 这可能与 RMA 中有更多的第二相有关。将两种
合金作为镁电池原型器件的负极材料, 进行放电性能测试。结果表明, RMA 的放电时间和放电容量优于 CMA。当
NaCl 电解质溶液浓度从 0.6 mol/L 增加至 0.9 mol/L 时, 两种合金材料的放电时间和放电容量都得到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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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ycled magnesium alloys (RMA) were prepared by smelting method. In the recycling process, alloy of AZ31 was obtained
by adding proper Al and MnCl2 and the mass fraction of each element was as follows: Al 3.31%, Zn 0.82%, Mn 0.27%, Fe 0.002%,
Cu 0.004%, Ni 0.0007% and the rest of Mg. The structure, corrosion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in NaCl solutions of RMA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commercial magnesium alloys (CMA). X-ray diffractometry and metallomicroscope show that
the main phases of RMA and CMA are Mg matrix and minor phases are second phases Mg17 Al12 . Due to more second phases, RMA
presents the worse anti-corrosion properties than CMA according to corrosion experiment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e solution
of NaCl. Two alloys were used as the anode materials for the prototype magnesium battery to test the discharg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charge time and discharge capacity of RMA are better than CMA.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NaCl electrolyte solution
increased from 0.6 mol/L to 0.9 mol/L, the discharge time and capacity of both alloy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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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为 120 mm×400 mm。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光

近年来, 由于各项独特的性能, 镁及其合金在工
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3] 。作为轻合金结构
材料, 镁合金不仅可以大量应用于飞机、汽车等交
通运输设备中 [4-5] , 而且因为其具有较高的理论比
容量和较小的标准电极电位, 它也可应用于化学电
源的负极材料中 [6-7] 。
随着镁合金的广泛应用, 产生了大量的废弃镁
合金材料。尽管镁资源在地球上具有较高的丰度,

谱仪 (ICP) 测定 CMA 与 RMA 的成分, 同时对比了
国家标准中 AZ31 的金属含量 (见表 1)。ICP 结果表
明, RMA 成分符合国家标准 AZ31 镁合金成分范围;
与 CMA 相比, RMA 中的 Al 含量较高, Fe、Cu、Ni
的杂质含量也有所偏高。
表 1 不同镁合金中各元素所占的质量分数
Tab. 1 The mass fraction of each element in different magnesium alloys
合金种类

CMA

RMA

AZ31(国家标准)

竭; 另一方面废弃镁合金的堆积会占用宝贵的土地

Al/%

2.70

3.31

2.5∼3.5

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 而且相比于初始镁合金的冶

Zn/%

0.80

0.82

0.6∼1.4

炼, 回收利用废弃镁合金材料所需消耗的能源大为

Mn/%

0.30

0.27

0.2∼1.0

降低 [8-10] , 因此废弃镁合金材料的回收及利用值得

Fe/%

0.001

0.002

6 0.003

Cu/%

0.000 6

0.004

6 0.01

Ni/%

0.000 3

0.000 7

6 0.001

Mg/%

余量

余量

余量

但过度开采镁矿石会破坏地球环境, 造成镁资源枯

重视。
目前, 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类镁合金是以 Al、Zn
元素作为主要添加合金元素的 AZ 系列镁合金, 比
如 AZ31、AZ91 等。有关这类合金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合金的机械特性、腐蚀等方面 [11-14] 。由于镁合金

利用金相显微镜 (OM) 观察样品的表面形貌特

在化学电源方面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有关镁合金电

性。利用 X 射线衍射仪 (XRD) 表征样品的晶体结

化学特性方面的研究报道日益增多。影响镁合金的

构, XRD 型号为 Rigaku D/max2200vpc, 扫描角度范

电化学特性因素非常复杂, 最主要的是与材料的显

围为 10◦ ∼ 100◦ , 扫描速率为 2◦ /min。

微组织特征有关, 而这又与合金元素的添加、材料
的制备和加工工艺密切相关

[11-16]

。研究表明, AZ

系列的镁合金如 AZ31 镁合金具有较好的抗腐蚀特
性和电化学特性 [11] 。
因此本文采用熔炼工艺, 按照 AZ31 镁合金的
组分配比, 将废弃的镁合金型材重新加工成回收镁
合金 (recycled magnesium alloy, RMA), 研究了 RMA
在 NaCl 溶液中的腐蚀和电化学特性, 并与商业化镁

腐蚀和电化学特性实验在 NaCl 电解质溶液
中 进 行。NaCl 溶 液 的 浓 度 分 别 为 0.6 mol/L 和
0.9 mol/L。首 先 进 行 腐 蚀实 验, 样 品 经 24 h 腐 蚀
后, 从 NaCl 溶液中取出, 用 250 g/L 的铬酸溶液进行
清洗, 干燥后对样品进行称重。根据样品腐蚀前后
的质量变化来求取样品的腐蚀速率, 其计算公式为:
m0 − m1
v=
(1)
St
式中: v 为腐蚀速率, g/(h·m2 ); m0 为样品腐蚀前的

合金 (commercial magnesium alloy, CMA) 的腐蚀和

质量, g; m1 为样品腐蚀 24 h 后的质量, g; t 为腐蚀

电化学特性进行了比较。

时间, h; S 为样品的表面积, m2 。

1 实验

样品的电化学特性实验在标准三电极体系中进
行。将样品加工成 10×10×3 mm 的片状, 作为工作

本文中所用的 CMA 样品为铸态。RMA 采用

电极; Pt 电极作为对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考电

熔 炼 法 自 行 制 备, 初 始 合 金 组 分 按 国 家 标 准 中

极。工作电极浸没在 NaCl 溶液中, 持续 900 s, 采用

AZ31 镁合金的成分设计。先将废弃的镁合金型

AutolabAT302N 电化学工作站获得样品的极化曲线

材经过机加工成块、清洗, 然后在中频感应炉中

和电化学阻抗谱 (EIS)。测试极化曲线时, 扫描速率

进行熔炼, 熔炼过程中需要通入氩气作为保护气

为 1 mV/s; EIS 测试的频率范围为 0.1 Hz∼100 kHz。

体。为 了 调 节 Al、Mn 的 含 量, 期 间 添 加 适 量 的

最 后 利 用 样 品 制 作 了 镁 电 池 原 型 器 件。

Al、MnCl2 等原料。出炉冷却后得到了 RMA 铸锭,

电 池 的 负 极 为 镁 合 金 样 品, 电 极 尺 寸 加 工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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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0 mm×50 mm×3 mm; 电池的正极由 MnO2 、乙炔
炭黑、石墨、N- 甲基吡咯烷酮 (NMP) 和聚偏氟乙烯
(PVDF) 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在恒电流 50 mA, 截
止电压 0.8 V 的测试条件下, 利用 LAND CT2001A

βⰥ

电池测试系统测试了原型电池的放电特性。
50 μm

2 结果和讨论
(b)

图 1 所示为 RMA 和 CMA 的 XRD 图谱。由图
可知, RMA 和 CMA 具有相同的晶体结构和物相特
征, 一方面, 两种样品主要都由六方结构的 Mg 基底

βⰥ

(α 相) 组成。另一方面, 除了 Mg 基底之外, 还有少
量的第二相 Mg17 Al12 (β 相)。

50 μm

Intensity (a.u.)

Mg
Mg17Al12

图 2 两种镁合金样品的 OM 形貌 (a) RMA, (b) CMA
Fig. 2 OM photos of the as-cast magnesium alloy samples
(a) RMA, (b) CMA

(b)

表 2 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的腐蚀速率

(a)
20

40

60
2θ/(°)

80

Tab. 2 Corrosion rate of as-cast alloys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100
样品

NaCl 溶液浓度/(mol·L−1 )

腐蚀速率/[g·(h·m2 )−1 ]

CMA

0.6

0.49

RMA

0.6

0.60

图 2 所示为两种镁合金样品的 OM 形貌。由图

CMA

0.9

0.97

可见, 材料显微组织主要是由 10∼100 µm 的晶粒组

RMA

0.9

1.60

图 1 两种镁合金样品的 XRD 图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the two as-cast magnesium alloys

成, 晶粒为图 1 中的 α 相, 其中, RMA 样品的晶粒平
均尺寸要小于 CMA 样品。这可能是由于 RMA 中
Al 含量略高, 在熔炼过程中有助于晶粒的细化。另

不利于表面钝化膜的形成, 从而降低抗腐蚀特性。

外, 主要沿着晶界, 分布有少量的 β 相。其中 RMA

从 OM 观察来看, RMA 样品晶粒的平均尺寸要小于

样品中的 β 相分布比 CMA 样品要多, 这也与 RMA

CMA 样品。这也意味着 RMA 具有更多的晶界, 而

样品中较多的 Al 含量有关。且图 1 和图 2 显示的样

晶界处比较容易发生腐蚀。同时, RMA 中 Fe 杂质

品结构特性与其他文献报道结构类似 [13-14] .

含量高于 CMA, 这也不利于材料抗腐蚀。

表 2 为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腐蚀 24 h

图 3 所示为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腐蚀

后获得的腐蚀速率数据。根据表 2, 当溶液浓度为

得到的极化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样品

0.6 mol/L 时, RMA 样品的腐蚀速率略高于 CMA 样

在不同浓度溶液中, 各极化曲线平滑且形状相似, 但

品。当溶液浓度增加至 0.9 mol/L 时, CMA 和 RMA

抗腐蚀能力不完全相同。表 3 为样品在不同浓度

样品的腐蚀速率均上升, 且 RMA 上升的幅度更大,

NaCl 溶液中获得的腐蚀电位和腐蚀电流密度。由表

说明 RMA 耐腐蚀性较差。这与前人已有的 Al 元素

3 可知, 当溶液浓度相同时, RMA 样品的腐蚀电位

较高的合金具有较高的耐腐蚀性 [17] 的研究结果相

略低于 CMA 样品的腐蚀电位; 相应地, 前者的腐蚀

反。可能是源于 RMA 中形成了较多的第二相, 一方

电流密度比后者略高, 进一步表明 RMA 的抗腐蚀

面, 第二相在晶界的分布, 更容易形成晶间腐蚀; 另

特性略差。从表 3 还可以看出, 当溶液的浓度升高

一方面, 第二相的形成降低了 Mg 基底中的 Al 含量,

时, 腐蚀电位更低一些; 腐蚀电流密度明显增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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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 NaCl 溶液浓度升高时, 更多的 Cl− 会破坏表
面形成的氧化膜, 从而导致腐蚀速率上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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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

lg [J×10−4/(A·m−2)]

−2
−3
5 cm

−4
RMA (0.9 mol·L−1)
CMA (0.9 mol·L−1)
RMA (0.6 mol·L−1)
CMA (0.6 mol·L−1)

−5
−6
−7

−1.8

(c)

−1.7
−1.6
−1.5
u(vs.SCE)/V

5 cm
(d)

−1.4

图 3 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表 3 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腐蚀后的腐蚀电位和腐蚀
电流密度
Tab. 3 Corrosion potential and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of ascast alloys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样品

NaCl 溶液浓度/
(mol · L−1 )

腐蚀电位/V

腐蚀电流密度/
(A · m−2 )

CMA

0.6

−1.509 8

0.6

RMA

0.6

−1.520 5

1.3

CMA

0.9

−1.526 4

4.0

RMA

0.9

−1.559 9

4.7

利用金相显微镜拍摄了样品在 NaCl 溶液中腐
蚀 24 h 后的形貌特征, 如图 4 所示。各样品经 24 h
腐蚀后, 表面被腐蚀产物覆盖。但随着溶液浓度的
增加, 腐蚀产物也增加, 如图 4(b)、(d) 所示。该结果

5 cm

5 cm

图 4 OM 下各样品腐蚀后的表面形貌
CMA (a) 和 RMA (b) 在 0.6 mol/L NaCl 中,
CMA (c) 和 RMA (d) 在 0.9 mol/L NaCl 中
Fig. 4 OM images after corrosion for the two as-cast alloys
CMA (a) and RMA (b) in 0.6 mol/L NaCl,
CMA (c) and RMA (d) in 0.9 mol/L NaCl

10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0

RMA (0.9 mol·L−1)
CMA (0.9
(0 mol·L−1)
RMA (0.6
(0 mol·L−1)
(0 mol·L−1)
CMA (0.6

−Z"/Ω

Fig. 3 Polarization curves of as-cast alloys in NaCl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50

100
Z'/Ω

150

200

图 5 样品在不同溶液中腐蚀后的 EIS
Fig. 5 EIS of the as-cast alloys with corrosion in different
solutions

与文献 [9] 中报道的 AZ91 腐蚀实验类似。由图 4 进
一步看出, RMA 样品表面形成的腐蚀孔和腐蚀产物
要多于 CMA。

图 6 所示为两种合金作为负极材料在镁电池
原型器件中的放电曲线。表 4 为 RMA 和 CMA 在

图 5 所示为各样品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中腐

NaCl 电 解 质 溶 液 中 放 电 特 性 的 相 关 数 据。由 图

蚀的 EIS, 其中每条谱线包含了高频容抗谱和低频

6 可知, 在放电初始, 合金放电电压较高, 随着放

感抗谱。高频部分的圆弧直径反映了样品的抗腐蚀

电时间延长, 电压逐渐下降。另外, 当电解质溶液

特性, 直径越大, 抗腐蚀特性越好

[11]

。低频感抗谱与

浓度为 0.9 mol/L 时, 放电时间较 0.6 mol/L 时大大

镁合金电极溶解过程形成的中间产物有关。由图 5

延长。由表 4 可知, 在 0.9 mol/L 溶液中, RMA 和

可知, 当溶液浓度为 0.6 mol/L 时, CMA 样品对应的

CMA 的放电容量分别为 24.4 Ah/m2 和 20.8 Ah/m2 ,

高频部分直径大于 RMA 样品; 当溶液浓度上升到

RMA 的放电容量略高于 CMA。当溶液浓度降低到

0.9 mol/L 时, CMA 样品对应的高频部分直径仍旧大

0.6 mol/L 时, RMA 和 CMA 的放电容量分别降低到

于 RMA 样品, 表明 CMA 的抗腐蚀特性高于 RMA。

18.9 Ah/m2 和 12.1 Ah/m2 , RMA 明显优于 CMA。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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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放电特性与材料的腐蚀电位有关, 材料的腐蚀电
位越偏负, 其放电容量越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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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获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优秀案例
6 月 20 日下午, 以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争做科技创新先锋” 为主题的 2019 年上海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我校报送的 “全国劳模担当现场 ‘讲解员’, 以创新之路诠释科学道德”
项目获评 2019 年上海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优秀案例, 该案例曾被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办公
室点名表扬为探索宣讲教育活动的形式创新; 我校获评上海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优秀组织单位。
近年来, 国家持续加大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力度, 学校高度重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 校领导
亲自挂帅, 按照 “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 的目标要求, 秉承劳模育人特色, 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有机
融入教育教学, 在氛围营造、科学道德进课堂、学术不端行为 “零容忍”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成效显著。
上海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5∼6 月开展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优秀项目评选活动, 最终, 有 17 个项目获评优秀案例, 31 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单位。
《上海科技报》
《东
方教育时报》以专版形式刊发了优秀案例介绍, 年底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优
秀项目案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