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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

材的制备方法，属于铝合金材料加工技术领域。

该板材组织为纤维状变形组织，而非常规材料超

塑性能所要求的等轴细晶组织，其特征是：所述

合金的各元素质量百分比为：Mg：5.0％～6.8％，

Sc：0 .2％～0 .45％，Zr：0 .05％～0.15％，Mn：

0.12％～0.5％，Ti≤0.03％，Fe≤0.10％，Si≤

0.20％，Zn＜0.05％，余量为Al。该板的制造方

法，其过程包括：熔炼铸造、均匀化退火、热轧、中

间退火、温轧、冷轧、拉伸矫直。本发明得到的铝

镁钪合金板材具有良好高温超塑性能，板材的横

向延伸率630～655％，纵向延伸率可达645-

670％，并以该板材为坯料，经高温超塑成形出

800mm量级薄壁半球壳体，未来可进一步用于制

造形状复杂，整体化程度高的各种航天飞行器的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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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铝镁钪合金的各元素质量百分比为：Mg：5.0～6.8％，Sc：0.2～0.45％，Zr：0.05～

0.15％，Mn：0.12～0.5％，Ti≤0.03％，Fe≤0.10％，Si≤0.20％，Zn＜0.05％，余量为Al；

该方法的步骤包括：

(1)熔炼铸造：将纯铝锭和中间金属进行熔炼，熔炼结束后进行浇注，得到铝镁钪合金

锭坯；

(2)均匀化退火：将步骤(1)得到的铝镁钪合金锭坯在温度445～475℃的条件下，保温

16～24h，保温结束后空冷至室温；

(3)热轧：对步骤(2)得到的均匀化退火后的铝镁钪合金锭坯进行铣面，然后加热至400

～440℃，保温3～5h后进行轧制，得到热轧板；

(4)中间退火：将步骤(3)得到的热轧板在400～450℃条件下，保温1～3h，然后空冷；

(5)温轧：将步骤(4)得到的退火后的热轧板在温度为250～300℃条件下进行换向温

轧，得到温轧板；

(6)冷轧：对步骤(5)得到的温轧板进行换向冷轧，得到冷轧板；

(7)拉伸矫直：将步骤(6)得到的冷轧板经过拉伸矫直，得到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

材；

所述的步骤(1)中，在熔炼过程中，进行在线除渣除气和过滤工序，得到的铝镁钪合金

锭坯的厚度为350mm；

所述的步骤(3)中，得到的热轧板的厚度为40mm；

所述的步骤(5)中，得到的温轧板的厚度为20mm；

所述的步骤(6)中，得到的冷轧板的厚度为12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1)中，中间金属包括纯镁锭、铝钪中间合金、镁锆中间合金、铝钛中间合金、铝锰

中间合金和铝钛硼晶粒细化剂，以铸造出的铝镁钪合金锭坯的总质量为100％计算，铸造出

的铝镁钪合金锭坯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组成为：Mg：5.0％～6.8％，Sc：0.2％～0.45％，Zr：

0.05％～0.15％，Mn：0.12％～0.5％，Ti≤0.03％，Fe≤0.10％，Si≤0.20％，Zn＜0.05％，

余量为A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3)中，在轧制过程中采用小压下量多道次轧制工艺，然后随着轧制道次增加而增

大压下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热轧、温轧和冷轧过程中，轧辊轧制线速度为1～2m/min；换向温轧是指与热轧的轧制

方向成90度，换向冷轧是指与温轧的轧制方向成90度，在步骤(3)中的轧制之前，将铝镁钪

合金锭坯的一端加工成30mm倒边的45°的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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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

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铝镁钪合金是在传统铝镁合金基础上开发的新一代航天结构材料，强度高、抗焊

接软化性能更强。由于Sc元素的添加，合金的晶粒急剧细化，高温组织稳定性高，从而表现

出了良好的超塑性性能，已成为国内外的超塑性成形领域重点关注的合金之一。

[0003] 目前，国内外科研人员对铝镁钪合金超塑性开展大量研究，多数学者提出利用等

径角挤压(ECAP)、搅拌摩擦焊(FSW)、高压扭转(HPT)等剧塑性变形技术来细化晶粒，从而满

足超塑性的等轴、细晶条件。但由于成形效率低、不能制备大规格块体材料、变形不均匀等

原因，剧塑性变形技术的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

金板材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6] 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该方法的步骤包括：

[0007] (1)熔炼铸造：将纯铝锭和中间金属进行熔炼，进行在线除渣除气工序降低铝熔体

中的氢渣浓度，再经过过滤工序去除铝熔体中的非金属夹杂和氧化物，铸造出厚度为350mm

的铝镁钪合金锭坯，所述中间金属包括纯镁锭、铝钪中间合金、镁锆中间合金、铝钛中间合

金、铝锰中间合金和铝钛硼晶粒细化剂，铸造出的铝镁钪合金锭坯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组

成为：Mg：5.0％～6.8％，Sc：0.2％～0.45％，Zr：0.05％～0.15％，Mn：0.12％～0.5％，Ti≤

0.03％，Fe≤0.10％，Si≤0.20％，Zn＜0.05％，余量为Al；

[0008] (2)均匀化退火：将步骤(1)得到的铝镁钪合金锭坯在温度445～475℃的条件下，

保温16～24h，保温结束后空冷至室温；

[0009] (3)热轧：对步骤(2)得到的均匀化退火后的铝镁钪合金锭坯铣面，去除表面氧化

层和气孔，并将铝镁钪合金锭坯一端加工成楔形，然后放入台式炉中加热至400～440℃，保

温3～5h后进行轧制成40mm厚热轧板；

[0010] (4)中间退火：将步骤(3)得到的热轧板在400～450℃条件下，保温1～3h，然后空

冷；

[0011] (5)温轧：将步骤(4)得到的热轧板在温度为250～300℃条件下进行换向温轧，得

到20mm厚温轧板；

[0012] (6)冷轧：对步骤(5)得到的温轧板进行换向冷轧，得到12mm厚冷轧板；

[0013] (7)拉伸矫直：将步骤(6)得到的冷轧板经过拉伸矫直，得到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

金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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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上述的方法得到的铝镁钪合金板材为纤维状组织，并具有高温超塑性能，横向延

伸率可达630～655％，纵向延伸率可达645-670％。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本发明提供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属于铝合金材料加

工技术领域。该板材组织为纤维状变形组织，而非常规材料超塑性能所要求的等轴细晶组

织，其特征是：所述合金的各元素质量百分比为：Mg：5.0～6.8％，Sc：0.2～0.45％，Zr：0.05

～0.15％，Mn：0.12～0.5％，Ti≤0.03％，Fe≤0.10％，Si≤0.20％，Zn＜0.05％，余量为Al。

该板的制造方法，其过程包括：熔炼铸造、均匀化退火、热轧、中间退火、温轧、冷轧、拉伸矫

直。本发明得到的铝镁钪合金板材具有良好高温超塑性能，板材的横向延伸率630～655％，

纵向延伸率可达645-670％，并以该板材为坯料，经高温超塑成形出800mm量级薄壁半球壳

体，未来可进一步用于制造形状复杂，整体化程度高的各种航天飞行器的零部件。

[0017] (2)本发明制备铝镁钪合金超塑板材具有纤维状变形组织，省去繁杂的细晶处理，

工序简单，成本低，更适合大规模工业生产；铝镁钪合金为非热处理强化合金，部件成形后

无需固溶时效，避免了热处理变形，因而可充分利用本发明得到的铝镁钪合金板材来超塑

成形高精度，形状复杂的中等强度钣金件。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铝镁钪合金板材的纤维状组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具体实施方式一：一种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中各元素质量百分比为：Mg：

5.0～6.8％，Sc：0.2～0.45％，Zr：0.05～0.15％，Mn：0.12～0.5％，Ti≤0.03％，Fe≤

0.10％，Si≤0.20％，Zn＜0.05％，余量为Al。

[0020]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

金板材中各元素质量百分比如下：6.08％的Mg，0.25％的Sc，0.11％的Zr，0.02％的Ti，

0.30％的Mn，Fe≤0.10％，Si≤0.20％，Zn＜0.05％，其余为Al。

[0021] 具体实施方式三：一、熔炼铸造：将纯铝锭和中间金属熔炼，进行在线除渣除气工

序降低铝熔体中的氢渣浓度，再经过过滤工序去除铝熔体中的非金属夹杂和氧化物，铸造

出厚度为350mm的铝镁钪合金锭坯，所述中间合金包括纯镁锭、铝钪中间合金、镁锆中间合

金、铝钛中间合金、铝锰中间合金和铝钛硼晶粒细化剂，铸造出的铝合金锭坯各组分的质量

百分比组成为：Mg：5.0％～6.8％，Sc：0.2％～0.45％，Zr：0.05％～0.15％，Mn：0.12～

0.5％，Ti≤0.03％，Fe≤0.10％，Si≤0.20％，Zn＜0.05％，余量为Al。

[0022] 二、均匀化退火：将合金铸锭在温度445～475℃的条件下，保温16～24h，空冷至室

温；

[0023] 三、热轧：对均匀化后的合金铸锭铣面至300mm～310mm，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气孔，

并将铸锭一端加工成楔形，然后放入台式炉加热中加热至400～440℃，保温3～5h后进行轧

制成40mm厚热轧板；

[0024] 四、中间退火：将步骤三所述的热轧板坯在400～450℃条件下，保温1～3h，然后空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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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五、温轧：将热轧板在温度为250～300℃条件下进行换向温轧，得到20mm厚温轧

板；

[0026] 六、冷轧：对温轧板坯进行再次换向冷轧，得到12mm厚冷轧板；

[0027] 七、拉伸矫直：将冷轧板经过拉伸矫直，即得到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

[0028]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不同的是，步骤二所述的将合金

铸锭在温度为460℃的条件下，保温20h。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三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和四不同的是，步骤三所述的加

热温度为420℃，保温时间为4h。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三和四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至五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中

间退火温度为425℃，保温时间为1.5h，然后空冷。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三至五相同。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三至六不同的是，步骤五所述的温

轧温度为260℃。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三至六相同。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具有超塑性的铝镁钪合金板材的制备方法按下列步骤实施：

[0034] 1)熔炼铸造：将纯铝锭和中间金属熔炼，进行在线除渣除气工序降低铝熔体中的

氢渣浓度，再经过过滤工序去除铝熔体中的非金属夹杂和氧化物，铸造出厚度为350mm的铝

镁钪合金锭坯，所述中间合金包括纯镁锭、铝钪中间合金、镁锆中间合金、铝钛中间合金、铝

锰中间合金和铝钛硼晶粒细化剂，铸造出的铝合金锭坯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组成为：

6.08％的Mg，0.25％的Sc，0.11％的Zr，0.02％的Ti，0.30％的Mn，Fe≤0.10％，Si≤0.20％，

Zn＜0.05％，其余为Al。

[0035] 2)均匀化退火：将合金铸锭在温度460℃的条件下，保温20h，空冷至室温；

[0036] 3)热轧：对均匀化后的合金铸锭铣面至305mm，去除表面氧化层和气孔，并将铸锭

一端加工成楔形，然后放入台式炉加热中加热至420℃，保温4h后开始轧制。在轧制过程中

采用小压下量多道次轧制工艺，然后随着轧制道次增加而增大压下量，开始道次变形量在

5％～7％，总变形量为15％～25％；轧制中期，道次变形量控制在7％～12％，总变形量为

50％～60％；轧制后期，道次变形量控制在12％～25％，总变形量为87％，毛坯终轧温度控

制在260～320℃，最终将均匀化退火后的铸锭轧制成40mm厚的热轧板；

[0037] 4)中间退火：将步骤三所述的热轧板坯在425℃条件下，保温1.5h，然后空冷；

[0038] 5)温轧：将热轧板在温度在260℃条件下进行换向温轧，道次变形量控制在15％～

25％，最终得到20mm厚的温轧板；

[0039] 6)冷轧：对温轧板坯进行换向冷轧，道次变形量控制在10％～20％，得到12mm厚冷

轧板；

[0040] 7)拉伸矫直：将冷轧板经过拉伸矫直，即得到超塑成形用铝镁钪合金板材。

[0041] 本实施例制备的铝镁钪合金板材在500℃，ε＝1×10-3s-1条件下，其横向延伸率为

630％～655％，纵向延伸率为645％-670％。该板材具有纤维状变形组织，如图1所示，而非

常规超塑材料所要求的等轴细晶组织(晶粒尺寸≤10μm)，因此无需复杂的细晶处理。此外，

以该板材为坯料，经高温超塑成形出800mm量级薄壁半球壳体，成形后工件不存在残余应

力，回弹小，尺寸稳定。

[0042] 性能测试标准：GB/T  24172《金属超塑性材料拉伸性能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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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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