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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l-RE-Y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合金化学成分质量百分比含量为：3～

11％RE、0.1～5％Y，余量为Al和其他不可避免的

杂质。其中，RE为La和Ce中的至少一种元素。本发

明的Al-RE-Y合金经压力铸造后，压铸态合金室

温抗拉强度达到235MPa，延伸率11％；250℃下高

温拉伸抗拉强度达到120MPa，延伸率19％；经重

力铸造后，室温抗拉强度达140MPa，延伸率14％；

导热系数175W/(m·K)；所述合金不需要后续的

热处理便可使用，满足航空航天、军工、汽车等行

业对轻量化发展的高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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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l-RE-Y合金，其特征在于：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元素：3～11％RE、0.1～

5％Y，余量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l-RE-Y合金，其特征在于：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元素：8

～10％RE、0.1～3％Y，余量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l-RE-Y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RE的组分为Ce和La中的一种

或两种的组合。

4.如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工业纯铝锭、Al-RE和Al-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适当考虑

烧损后，按所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

S2、将占坩埚高度22～28％的工业纯铝锭在715～725℃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

业纯铝锭；

S3、待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将Al-RE和Al-Y中间合金分次加入，并保

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搅拌直至全部熔化；

S4、保温30min，加入精炼剂进行精炼，将炉温升至750℃保温静置10～20分钟促进夹杂

沉降，得到铝合金熔体；

S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浇铸温度，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铸机将熔体压入或通过

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180～250℃的模具中，冷却后得到所述Al-RE-Y合金。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Al-RE中

间合金为Al-20Ce、Al-20La或者Al与Ce、La混合稀土中间合金，Al-Y中间合金为Al-10Y。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精炼剂组

分按质量百分比为：55％KCl、30％NaCl、15％BaCl2。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精炼剂

的添加量为原料总重量的1.0～2.5％。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精炼的

温度720～75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15min。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所述浇铸温度

为700～740℃。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压铸速度为1

～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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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E-Y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Al-RE-Y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工业用铝合金及其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是以铝为基体的合金总称，具有密度小，强度较高的特点，具有优异的比强

度。主要的合金体系有Al-Si系，Al-Cu系，Al-Mg系等。在交通，汽车，机械制造，航空航天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耐热铝合金作为导线使用的铝合金则需要在保证良好的电导率

和抗氧化能力的条件下，具有较好的耐热性，则有利于提高载流量降低损耗。使用在机械设

备上的耐热铝合金，要求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下保持良好的力学性能以及抗蠕变疲劳性能。

在汽车工业上的应用，在服役过程中往往承受持续载荷和震动，这对零件的蠕变疲劳性能

要求更高，所以具有特殊使用要求的铝合金的需求越来越高。

[0003] 稀土一直是铝合金中用于细化和强化的元素，中国发明专利201910683881 .4(一

种高强度铝合金)公开的一种高强度Al-Zn-Mg铝合金,如下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5.3-

5 .7％Zn、2.2-2 .6％Mg、1.3-1 .8％Cu、0.2-0 .5％Si、0.3-0 .6％Fe、0.2-0 .4％Mn、0.06-

0.2％Cr、0.06-0.15％Ce/La、0.2-0.8％Ag、余量为Al。其中添加0.06～0.15wt％的La/Ce稀

土，可以显著促进稀土强化相和弥散强化相的形成，改善铝合金中的析出相弥散析出特征，

从而显著提高铝合金的抗压强度以及屈服强度。但是添加La/Ce稀土一般只是作为微合金

化元素添加，不作为主元素添加，其添加量一般小于1wt％。如果其中La/Ce含量过高，例如

La/Ce的含量和超过2％，La/Ce与其中的Zn和Cu等元素反应形成Al-Ce-Cu和Al-Ce-Zn初生

相，严重降低其强度。中国发明专利ZL201610127881.2(一种高强度、高韧性稀土铝合金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中公开的一种稀土铝合金,如下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2.0％-2.5％Ce、

2.0％-2.6％La、Sc≤1.5％，余量为Al。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中添加不超过1.5wt％的Sc

作为增加其强度和保持延伸率的方法。Sc元素价格昂贵，不适用于工业生产和大批量使用；

另一方面，这种稀土铝合金作为中间合金添加，不用来作为合金使用。

[0004] 汽车轻量化中，使用最多的是铝硅合金，目前已经广泛用于生产发动机缸体和缸

盖及轮毂等零件，代表的合金为A354、A356和A380。压铸对比于普通重力铸造，其充型速度

较快，生产率高，易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成型复杂的薄壁件。其次压铸件尺寸精度高，表

面粗糙度小，后续的机加工较少或者不需要机加工。在汽车行业中，关键结构件90％以上使

用的是适合压铸的A380合金，主要由于其良好的流动性和较优异的强韧性。但是Al-Si体系

合金在200℃及以上时其力学性能，蠕变疲劳性能急速下降，无法满足正常的使用。以La/Ce

为主元素的Al-RE体系合金中，其主要相为Al11RE3相，其高温稳定性远高于Si相，且同样具

有优异的流动性。中国发明专利201910650876.3(一种近共晶型高强耐热Al-Ce系铝合金及

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近共晶型高强耐热Al-Ce系铝合金成分：Ce  5 .00％～15.00％、Fe 

0.01～5.00％、Mg  0.10％～1.20％、Si  0.05％～1.00％、Cu  0.001％～5.00％。其抗拉强

度达到440MPa以上；在300℃时，所述铝合金的抗拉强度达到250MPa以上。目前仍存在以下

问题：其使用的工艺是连铸连轧或者快速凝固。这种工艺生产成本较高，生产周期长，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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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产大型件和复杂件。

[0005] 国际发明专利WO  2017/007908A1(可铸造高温Ce-变质的铝合金)中提到的可铸造

高温Ce变质的铝合金，公开了包含由Ce或La组成X元素的铝合金，X含量5-30wt％，形成

Al11X3析出相，公开的成分包括Al-8Ce,Al-10Ce,Al-12Ce,其屈服强度都介于(6.2-8.5kSi

或者43-59MPa)，延伸率>8％，Al-6Ce屈服强度28-40MPa，Al-16Ce屈服强度68-70MPa，延伸

率仅为2.0-2.5％，Al-12Ce-0 .4Mg屈服强度76-79MPa ,延伸率仅为2.5-6 .0％，Al-12Ce-

0.25Zr屈服强度45MPa,Al-12Ce-1.3Ti屈服强度43-47MPa，这些结果与其发表的论文结果

相吻合(Z .C .Sims ,D .Weiss ,S .K .McCall ,et  al .,Cerium-Based ,Intermetallic-

Strengthened  Aluminum  Casting  Alloy:High-Volume  Co-product  Development,JOM  68

(7)(2016)1940-1947.)。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Ce与La混和形成的RE和Al产生的Al11RE3相

形貌为板条状，尺寸比较粗，导致Al-RE合金力学性能很低，屈服强度不超过90MPa。RE和Al

产生的Al11RE3相容易发生偏析，产生严重的偏聚现象，形成粗大的初生相，严重影响其性

能，特别是延伸率，其中Al-16Ce的延伸率仅为2-2.5％。中国发明专利201910434413.3(一

种高强韧非热处理强化压铸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中提到的高强韧非热处理强化压铸铝合

金，公开了一种铝合金其成分含量RE:7～10wt％，Mg:0.05～0.5％，Ti:0.05～0.1％。单独

添加Ti元素不容易形成Al3Ti作为非均质型核，通过细化对屈服性能的提升不明显。对比其

给出的实例1(成分Al-8Ce-0 .25Mg-0 .1Ti，屈服强度174MPa)和实例5(成分Al-5Ce-5La-

0.1Mg-0.1Ti，屈服强度190MPa)，可以发现添加额外1％RE稀土对屈服强度的贡献约10MPa

(考虑实例1性能包含了Mg对屈服强度的贡献)。进一步对比实例2(成分Al-4Ce-4La-

0.25Mg-0.1Ti，屈服强度165MPa)和实例4(成分Al-7La-0.05Mg-0.1Ti，屈服强度150MPa)，

发现添加Ti元素对屈服强度的提升几乎为0，考虑其强度差别15MPa主要由1％RE贡献的

10MPa和0.2％Mg贡献的5MPa。因此，添加0-0.5％Mg元素对屈服强度的贡献约5-20MPa，添加

Ti对强度贡献不明显，不足5MPa。

[0006]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一种高强韧耐热压铸铝合金；尤其是适于压力铸造的高强韧耐

热压铸铝合金。

[0007] 目前，大部分散热器件由铝合金制成，主要包括铸造铝合金和变形铝合金。变形铝

合金在散热器件的制备中占主导地位，一般采用板材焊接或者型材直接利用。随着产品升

级的要求，散热器件的形状越来越复杂，型材和焊接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越来越多的

散热器件需要用铸造的方法来制造。常规的铸造铝合金没有良好的导热性能。比如铸造

A380合金的热导率为105～108W/(m·K)，而6061变形铝合金的热导率是151～202W/(m·

K)，因此，由热导率低的铝合金制备的散热装置的散热性能大打折扣，在很多条件下已难以

满足实际要求。为了满足市场要求，需要在满足机械性能要求的基础上改善铸造铝合金的

热导率。中国发明专利201910720696.8(一种高强铝合金阳极氧化电解液及高强铝合金阳

极氧化膜的制备方法和高强铝合金工件)公开了一种高强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制备方法，利

用0.1～0.2mol/L的植酸进行阳极氧化的方法提高其耐腐蚀性能。目前仍存在如下问题：首

先，阳极覆膜需要采用腐蚀性液体，不利于绿色环保；其次，生成的膜易于破损，其耐腐蚀能

力大大降低。中国发明专利201910378236.1(一种中强耐蚀铝合金板材制备方法)公开了一

种Al-Mg-Mn-Cr耐腐蚀铝合金，其成分为Mg的含量是4.0％-5 .0％，Mn的含量是0.3％-

1.0％，Cr的含量是0-0.3％，Zr的含量是0-0.4％，Fe的含量是0-0.35％。目前仍存在以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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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Al-Mg合金铸造性能差，容易在重力铸造过程中产生缺陷；其次这种合金需要后续的热

轧多道次，能量消耗巨大，且不能生产大型件、复杂件。中国发明专利ZL201910650876.3(一

种近共晶型高强耐热Al-Ce系铝合金及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近共晶型高强耐热Al-Ce系铝

合金成分：Ce  5 .00％～15.00％、Fe  0 .01～5.00％、Mg  0 .10％～1.20％、Si  0 .05％～

1.00％、Cu  0.001％～5.00％。其抗拉强度达到440MPa以上；在300℃时，所述铝合金的抗拉

强度达到250MPa以上。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该专利采用连铸连扎工艺方法，生产成本高，

生产周期长。

[0008] 因此还迫切需要开发一种适于重力铸造的高导热耐腐蚀铝合金。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铸造稀土铝合金因强韧性、耐热性不足而无法达到A380等铸

造铝合金的性能，导致其应用受到极大限制的难题，提供一种Al-RE-Y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该合金经压力铸造后，合金的室温抗拉强度达235MPa，延伸率达11％；250℃下高温拉伸抗

拉强度达120MPa，延伸率19％；该合金经重力铸造后，室温抗拉强度达140MPa，延伸率达

14％；导热系数达175W/(m·K)。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l-RE-Y合金，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元素：3～11％RE、

0.1～5％Y，余量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12] 优选地，所述Al-RE-Y合金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元素：8～10％RE、0.1～3％

Y，余量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13] 优选地，所述RE的组分为La和Ce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适用于压力/重力铸造的Al-RE-Y-Mg合金的创新思

想之一为：合金采用Y元素与Ce/La元素混合，Y与Ce/La同为廉价的稀土元素，一方面Y元素

与La/Ce元素混合可以很好地细化晶粒，同时可以改变Al11RE3相的形貌，使其从半条状变

为纤维状，改善单纯的Al-La/Ce合金中Al11RE3相的偏析，组织更加均匀，性能更优。另一方

面混合添加克服了在RE含量高于8％时产生初生Al11RE3相，大大提升了合金的延伸率和强

度，同时扩大了稀土含量的添加范围。如采用Sc与La/Ce稀土的混合，Sc细化Al11RE3相效果

非常有限。并且，Sc的价格昂贵，不适合大量添加；而Y细化Al11RE3相效果显著，Y与La/Ce的

作用机理与Sc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0015] 本发明提供适用于压力/重力铸造的Al-RE-Y-Mg合金的创新思想之二为：本发明

首次发现稀土元素与Y的混合添加增加强化相的数量，使得高耐热的Al11RE3相含量更多，

更细，分布更加均匀，更能发挥出其高耐热的作用。添加Zr同样可以细化Al11RE3相，但是Zr

的添加量不能超过0.3wt.％，否则会产生初生Al3Zr相。但添加Y含量可与La/Ce混合配比，

不会产生相应的初生相，将RE含量由8％提高到16％(RE+Y)，大大提高了强化相含量，同时

不影响其流动性和铸造性能。

[0016] 本发明提供适用于压力/重力铸造的Al-RE-Y-Mg合金的创新思想之三为：一方面

RE元素和Y元素在铝中没有溶解度，全部生成金属间化合物，纯铝和稀土金属间化合物均具

有较好的导热性能，保证了铝合金的高导热性能。另一方面，通过RE与Y元素的混合，细化了

金属间化合物，使得铝基体得以连通，也提高了其导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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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8] S1、将工业纯铝锭、Al-RE和Al-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适当

考虑烧损后，按所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

[0019] S2、将占坩埚高度25％的工业纯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

锭；

[0020] S3、待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将Al-RE和Al-Y中间合金分2～4次加

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搅拌直至全部熔化；

[0021] S4、保温30min，加入精炼剂进行精炼，将炉温升至750℃保温静置10～20分钟促进

夹杂沉降，得到铝合金熔体；

[0022] S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浇铸温度，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铸机将熔体压入或

通过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180～250℃的模具中，冷却后得到所述Al-RE-Y合金。

[0023] 进一步的，步骤S1中，将铝锭、镁锭、Al-RE中间合和Al-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

烘干预热至190～210℃；再计算所需用量。所述铝锭采用工业纯铝锭，镁锭采用工业纯镁

锭。

[0024] 进一步的，步骤S1中，所述Al-RE中间合金为Al-20Ce、Al-20La或者Al与Ce、La混合

稀土中间合金，Al-Y中间合金为Al-10Y。

[0025] 进一步的，步骤S2中，将占坩埚高度25％的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

余铝锭。

[0026] 进一步的，步骤S3中，Al-RE和Al-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

[0027] 进一步的，步骤S4中，采用压力铸造的方案时，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

金全部熔化，加入精炼剂进行精炼，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20分钟促进夹杂沉

降，得到铝合金熔体；

[0028] 进一步的，步骤S4中，所述精炼剂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55％KCl、30％NaCl、15％

BaCl2。

[0029] 进一步的，步骤S4中，所述精炼剂的添加量为原料总重量的1.0～2.5％。

[0030] 进一步的，步骤S4中，所述精炼的温度为720～75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为10～

15min。

[0031] 进一步的，步骤S5中，浇铸温度为700～740℃。

[0032] 进一步的，步骤S5中，压铸速度为1～8m/s。

[0033] 本发明提供的Al-RE-Y合金的制备方法的有益效果为：(1)RE和Y均以中间合金的

形式加入，没有易烧损元素，成分控制容易，熔炼工艺简单易控制；(2)精炼处理采用不含

MgCl2的专用精炼剂，进一步降低了精炼过程中稀土Y的烧损；(3)不需要后续的热处理，简

化了工艺，同时提高了能量利用率和生产效率。(4)Ce，La和Y均属于廉价的稀土元素，适宜

大批量生产，满足工业需求。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35] 1)本发明的Al-RE-Y合金，压力铸造得到高耐热合金，室温抗拉强度达235MPa，延

伸率11％；250℃保温200小时后，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达120MPa，延伸率19％，综合性能优

异，特别是高延伸率，实现用铸件代替锻件或者型材；

[0036] 2)本发明的Al-RE-Y合金，重力铸造得到高导热耐腐蚀合金，室温抗拉强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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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MPa，延伸率14％，导热系数175W/(m·K)，综合性能优异；

[0037] 3)本发明所提供的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单、效率高、适合规模化生产等优点，满足

航空航天、军工、汽车等行业对轻量化发展的高端需求。

附图说明

[0038]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39] 图1为实施例3中压力铸造得到的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金相组织图；

[0040] 图2为实施例3中重力铸造得到高导热耐腐蚀Al-RE-Y合金金相组织图；

[0041] 图3为对比例1中重力铸造得到合金金相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Al-RE-Y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1wt％Ce，5wt％Y，其余为Al元素

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45] 其制备方法是(1)适当考虑烧损后，按上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

所需原料的用量；将工业纯铝锭、Al-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

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2)将占坩埚高度25％的工业纯

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3)待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将Al-

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搅拌直至全部熔化；

(4)重力/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金全部熔化，加入原料重量1％的精炼剂进行精

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55％KCl、

30％NaCl、15％BaCl2，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分钟促进夹杂沉降，得到铝合金熔

体；(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20℃，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铸机将熔体压入已预热至

180℃的金属型模具中，压铸速度为4m/s得到所述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或是通过

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250℃的金属型模具中，得到所述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

RE-Y合金。

[0046] 将制得的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

时热暴露处理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施例中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室温

抗拉强度为255MPa，屈服强度155MPa，延伸率7.5％；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40MPa，

延伸率15％。

[0047]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

导热系数测试。本实施例中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150MPa，屈

服强度80MPa，延伸率11.0％；导热系数160W/(m·K)。

[0048] 实施例2

说　明　书 5/8 页

7

CN 111485139 A

7



[0049] 一种Al-RE-Y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3wt％La，0.2wt％Y，其余为Al元

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50] 其制备方法是(1)适当考虑烧损后，按上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

所需原料的用量；将工业纯铝锭、Al-20La和Al-10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

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2)将占坩埚高度25％的工业纯

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3)待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将Al-

20La和Al-10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搅拌直至全部熔化并

保温30分钟；(4)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金全部熔化，加入原料重量2％的精炼剂

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5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

55％KCl、30％NaCl、15％BaCl2，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分钟促进夹杂沉降，得到铝

合金熔体；(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40℃，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铸机将熔体压入已预

热至200℃的金属型模具中，压铸速度为2m/s得到所述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或是

通过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200℃的金属型模具中，得到所述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

蚀Al-RE-Y合金。

[0051] 将制得的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

时热暴露处理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施例中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室温

抗拉强度为215MPa，屈服强度115MPa，延伸率18.8％；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80MPa，

延伸率25％。

[0052]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

导热系数测试。本实例中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110MPa，屈服

强度59MPa，延伸率19.0％；导热系数195W/(m·K)。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Al-RE-Y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5wt％La，3wt％Ce，3wt％Y，其余

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55] 其制备方法是(1)适当考虑烧损后，按上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

所需原料的用量；将工业纯铝锭、Al-20La和Al-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

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2)将占坩埚高度25％

的工业纯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3)待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

℃，将Al-20La和Al-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

搅拌直至全部熔化并保温30分钟；(4)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金全部熔化，加入原

料重量1.5％的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4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2min，精炼剂组

分按质量百分比为：55％KCl、30％NaCl、15％BaCl2，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分钟促

进夹杂沉降，得到铝合金熔体；(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20℃，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

铸机将熔体压入已预热至250℃的金属型模具中，压铸速度为1m/s得到所述高强韧耐热压

铸Al-RE-Y合金；或是通过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250℃的金属型模具中，得到所述

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RE-Y合金。

[0056] 将制得的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

时热暴露处理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施例中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室温

抗拉强度为235MPa，屈服强度125MPa，延伸率11％；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20MPa，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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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率19％。该压铸合金的金相组织如图1所示，组织中共晶Al11RE3相分布均匀且细小，几乎

没有初生Al11RE3相，这使得合金具有较好的耐热性能和强度。在晶相中存在蔷薇状纯铝枝

晶，为合金提供了高韧性。

[0057]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

导热系数测试。本实施例中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140MPa，屈

服强度85MPa，延伸率14.0％；导热系数175W/(m·K)。该合金的金相组织如图2所示，组织中

几乎没有初生Al11RE3相，铝枝晶为树枝状。共晶组织中Al11RE3相分布均匀，且具有一定的

树枝状特性。这使得合金中的Al相互连接，导热性能优异，且延伸率好。

[0058] 实施例4

[0059] 一种Al-RE-Y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8wt％La，1wt％Ce，2wt％Y，其余

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60] 其制备方法是(1)适当考虑烧损后，按上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

所需原料的用量；将工业纯铝锭、Al-20La和Al-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

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2)将占坩埚高度25％

的工业纯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3)待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

℃，将Al-20La和Al-20Ce和Al-10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

搅拌直至全部熔化并保温30分钟；(4)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金全部熔化，加入原

料重量2.5％的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5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组

分按质量百分比为：55％KCl、30％NaCl、15％BaCl2，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分钟促

进夹杂沉降，得到铝合金熔体；(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20℃，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

铸机将熔体压入已预热至240℃的金属型模具中，压铸速度为5m/s得到所述高强韧耐热压

铸Al-RE-Y合金；或是通过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240℃的金属型模具中，得到所述

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RE-Y合金。

[0061] 将制得的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

时热暴露处理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施例中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室温

抗拉强度为225MPa，屈服强度120MPa，延伸率12％；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12MPa，延

伸率20％。

[0062]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

导热系数测试。本实施例中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125MPa，屈

服强度71MPa，延伸率16.0％；导热系数181W/(m·K)

[0063] 实施例5

[0064] 一种Al-RE-Y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1wt％La，1wt％Y，其余为Al元素

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

[0065] 其制备方法是(1)适当考虑烧损后，按上述Al-RE-Y合金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

所需原料的用量；将工业纯铝锭、Al-20La和Al-10Y中间合金均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

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2)将占坩埚高度25％的工业纯

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3)待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50℃，将Al-

20La和Al-10Y中间合金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50℃，进行搅拌直至全部熔化并

保温30分钟；(4)压力铸造前40-60分钟，待所述合金全部熔化，加入原料重量1％的精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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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2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组分按质量百分比为：

55％KCl、30％NaCl、15％BaCl2，将炉温升温至750℃保温静置10分钟促进夹杂沉降，得到铝

合金熔体；(5)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40℃，撇去表面浮渣，通过压铸机将熔体压入已预

热至250℃的金属型模具中，压铸速度为8m/s得到所述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或是

通过重力铸造将熔体浇入已预热至250℃的金属型模具中，得到所述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

蚀Al-RE-Y合金。

[0066] 将制得的高强韧耐热压铸Al-R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

时热暴露处理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施例中高强韧耐热Al-RE-Y合金室温

抗拉强度为230MPa，屈服强度130MPa，延伸率11.5％；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20MPa，

延伸率19％。

[0067]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

导热系数测试。本实施例中重力铸造高导热耐腐蚀Al-Ce-Y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125MPa，屈

服强度73MPa，延伸率15.0％；导热系数180W/(m·K)。

[0068] 对比例1

[0069]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合金，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2wt％La，3wt％Ce，0.2wt％

Sc，其余为Al元素和不可避免杂质元素。其组分与制备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在

于：本对比例中将实例3中的将廉价的Y替换为昂贵的0.2wt％Sc。

[0070] 将制得的压力铸造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250℃、200小时热暴露处理

后在250℃进行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对比例中合金室温抗拉强度为230MPa，屈服强度

118MPa，延伸率5.2％；250℃下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92MPa，延伸率8.5％。

[0071] 将制得的重力铸造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室温导热系数测试；c.600℃

固溶处理然后在350℃时T6时效处理后，进一步进行室温拉伸测试。本对比例中合金室温抗

拉强度为110MPa，屈服强度65MPa，延伸率5.0％；导热系数152W/(m·K)。T6时效处理态的室

温抗拉强度为204MPa，屈服强度151MPa，延伸率4.1％。

[0072] 该合金的金相组织如图3所示，组织中几乎没有初生Al11RE3相，但是共晶相表现

为偏析和不连续，多呈现为板条状，严重降低合金的延伸率。该合金进行T6热处理后表现出

热处理强化，其原理为添加的Sc元素固溶到α-Al铝基体中，在热处理时形成弥散析出相

Al3Sc，提高了强度但对延伸率不利，是典型的析出强化相行为。而包含Y的Al-RE-Y合金表

现为Al11RE3相细化分布均匀，延伸率优异，热处理过程中性能温度，没有提高和降低，特别

是延伸率没有降低。同时这个对比例中0.2wt％Sc价格比实例3中3wt％Y高5倍以上。

[0073]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

限于上述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

这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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