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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

铸锭的制备方法，包括：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

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所述

铸造过程中的冷却水温度为20～26℃，冷却水流

量为85～105m3/h，铸造速度为44～46mm/min。本

发明通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铸造速度进行精

确控制，使制备的合金不易产生应力集中，并且

冷却均匀性较好，不易出现铸锭开裂和皮下裂

纹，成材率较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1270116 A

2020.06.12

CN
 1
11
27
01
16
 A



1.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包括：

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

所述铸造过程中的冷却水温度为20～26℃，冷却水流量为85～105m3/h，铸造速度为44

～46mm/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料过程中Si的质量含量控制为≤

0.10％；Fe的质量含量控制为≤0.25％；Cu的质量含量控制为4.1～4.9％；Mn的质量含量控

制为0.4～0.8％；Mg的质量含量控制为1.3～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熔炼过程中包括炉内精炼，所述炉内

精炼的温度为710～73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3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熔炼过程中包括在线除气精炼，所述

在线除气精炼的气体为氩气，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为710～725℃，所述在线除气过程

中的在线过滤的温度为700～7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分调整过程中将Ti的质量含量调整

至0.014～0.0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晶粒细化过程中晶粒细化剂的加入量

为1.1～1.3kg/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铸造过程中的铸造温度为710～730

℃。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铸造过程中使用的结晶器为弧形小面

结晶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铸造完成后得到的铸锭成分为：

0～0.10Wt％的Si；

0～0.25Wt％的Fe；

4.3～4.7Wt％的Cu；

0.5～0.7Wt％的Mn；

1.4～1.7Wt％的Mg；

0～0.15Wt％的Zn；

0～0.05Wt％的Ti；

余量为Al。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铸造完成后得到的铸锭尺寸为厚度

480～520×宽度1900～2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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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合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厚度480～520×宽度1900～2100mm规格合金按照常规小规格铸锭进行生产，

造成合金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并且冷却均匀性不够，易出现铸锭开裂和皮下裂纹，铸锭成型

困难，加工后报废量很大，不能满足用户对铸锭的批量化生产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备得到的铸锭成材率较高，能够满足用户需求。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包括：

[0005] 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

[0006] 在本发明中，所述配料过程中优选采用铝锭或一级废料投料。本发明对所述配料

过程中所采用的合金原料没有特殊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所需制备的铝合金成分

选择含有所需元素的单质或合金作为合金原料进行配料。

[0007] 在本发明中，所述配料过程中Si的质量含量优选控制为≤0.10％；Fe的质量含量

优选控制为≤0.25％；Cu的质量含量优选控制为4.1～4.9％，更优选为4.3～4.7％，最优选

为4.35～4.65％；Mn的质量含量优选控制为0.4～0.8％，更优选为0.5～0.7％，最优选为

0.55～0.65％；Mg的质量含量优选控制为1.3～1.8％，更优选为1.4～1.7％，最优选为1.45

～1.65％；其他元素的质量含量优选控制为不超过0.15％。

[0008] 在本发明中，所述熔炼过程中优选包括炉内精炼，所述炉内精炼的温度优选为710

～730℃，更优选为715～725℃，最优选为72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优选为15～30min，更

优选为20～30min；所述熔炼过程中优选还包括在线除气精炼，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气体优

选为氩气，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优选为710～725℃，更优选为710～720℃；所述在线除

气精炼过程中的在线过滤的温度优选为700～720℃，更优选为705～720℃，最优选为705～

715℃。

[0009] 在本发明中，所述成分调整优选为：合金熔化后取样分析，将Si、Fe、Cu、Mn和Mg的

质量含量调整至预得到的铝合金成分范围或配料过程中的成分含量范围；将Ti的质量含量

调整至0.012～0.018％，更优选为0.014～0.016％。

[0010] 在本发明中，所述熔体净化优选为：炉内采用氮氯混合气体进行精炼除气，在线采

用氩气进行精炼除气，同时在线采用板式或深床进行除渣，确保熔体纯净度达到要求。

[0011] 在本发明中，所述晶粒细化过程中晶粒细化剂优选按1.1～1.3kg/吨加入，更优选

为1.2kg/吨加入，即每吨合金液中加入1.1～1.3kg的晶粒细化剂。本发明对所述晶粒细化

剂的具体成分没有特殊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成分的晶粒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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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所述晶粒细化剂可由市场购买获得。

[0012]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的铸造速度优选为44～46mm/min，更优选为45mm/

min；冷却水流量优选为85～105m3/h，更优选为90～100m3/h，最优选为95m3/h；铸造温度优

选为710～730℃，更优选为710～725℃，最优选为710～720℃。

[0013]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优选根据冷却水温度变化控制相应的冷却水流量以

使冷却效果最佳，所述冷却水温度为23℃时，冷却水流量优选为95m3/h，冷却水每增加或降

低1℃，优选增加或降低2％的冷却水流量，确保冷却效果达到最佳。

[0014]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所采用的冷却水套的结构优选如图1所示，包括水

腔，与所述水腔出口连通的管路，与所述管路出口连通的铸造工具(结晶器)安装工位；所述

水腔的材质优选为不锈钢，所述管路上设置有球阀，所述管路的材质优选为橡胶；所述铸造

过程中冷却水通过铸造机供水系统进入冷却水套的水腔，再通过球阀、胶管(管路)等构件

进入铸造工具(结晶器)，整个水通道采用不锈钢、橡胶或铝合金等材质，在生产过程中不易

锈蚀，避免铁锈等杂物进入铸造工具中堵塞水孔而影响铸锭的冷却。

[0015] 在本发明中，所述冷却水套优选为多个冷却水套组成的整体，以便按照多个铸造

工具(结晶器)，更优选为四个冷却水套组成的整体，如图2所示，所述多个冷却水套整体的

尺寸优选为5000×4000×200mm，可以安装四套铸造工具(结晶器)。

[0016]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优选根据冷却水温度变化选择不同的冷却水进行冷

却；所述铸造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水有循环水(工业用水)和新水(生产用水)两种，循环水温

度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温度在20～35℃范围波动，而新水温度变化较小，一般不超过26

℃，所述铸造过程中的供水系统同时接有循环水和新水，并在进水处进行温度测量，当水温

低于26℃时采用循环水作为冷却水，当水温超过26℃时，将循环水切换为新水作为冷却水。

[0017]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所采用的结晶器优选为弧形小面结晶器，其结果示

意图如图3所示，根据预制备的铸锭宽度和厚度的不同，所述弧形小面结晶器的圆弧半径为

优选为350～600mm，更优选为400～550mm，最优选为450～500mm；所述弧形小面结晶器的材

质优选为铝合金，尺寸优选为2600×800×140mm。

[0018] 本发明将铸造工具(结晶器)小面由平直结构(如图4所示，图4为现有技术中的平

直小面结晶器)设计为圆弧结构，能有效降低铸造过程中铸锭小面的应力集中现象，减少铸

造裂纹或轧制开裂现象。

[0019] 在本发明中，采用一定弧度小面结构结晶器和不锈钢材质冷却水套，在减少铸锭

开裂需求的同时增加工具的使用寿命，在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0020]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过程中优选控制流盘末端的温度为690～705℃，更优选为

690～700℃。

[0021]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完成后得到的铸锭成分优选为：

[0022] 0～0.10Wt％的Si；

[0023] 0～0.25Wt％的Fe；

[0024] 4.3～4.7Wt％的Cu；

[0025] 0.5～0.7Wt％的Mn；

[0026] 1.4～1.7Wt％的Mg；

[0027] 0～0.15Wt％的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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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05Wt％的Ti；

[0029] 余量为Al。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Si的质量含量优选为0.02～0.09％，更优选为0.04～0.08％；所

述Fe的质量含量优选为0.08～0.25％，更优选为0.08～0.20％；所述Cu的质量含量优选为

4.35～4.65％；所述Mn的质量含量优选为0.55～0.65％；所述Mg的质量含量优选为1.45～

1.65％；所述Zn的质量含量优选为≤0.12％，更优选为≤0.10％；所述Ti的质量含量优选为

0.01～0.04％，更优选为0.15～0.25％。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铸造完成后得到的铸锭的尺寸优选为厚度480～520×宽度1900

～2100mm。

[0032] 在本发明中，铸造后得到的铸锭经过锯切后经过化学成分、高低倍检测合格后发

往后部工序。

[0033] 本发明提供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使用一定弧度小面结构铸

造工具代替小面直面结构工具；对铸造冷却水套选用不锈钢材质并对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优

化，避免产生的杂物堵塞，提高冷却的均匀性；使用的冷却水控制在一定温度范围内(20～

26℃)，并根据冷却水温度变化选择不同的冷却水；生产前对铸造机速度运行进行确认，确

保铸造速度可满足45±1mm/min控制要求；根据冷却水温度变化制定相应的水流量对应控

制表；合理控制炉内、除气室、过滤盆温度及流槽和流盘预热，减少温度波动，确保流盘末端

温度690～705℃；通过以上工艺的实施可实现厚度480～520×宽度1900～2100mm规格铸锭

成型，并确保轧制没有开裂缺陷，满足用户对超大规格铸锭的需求。

[0034] 本发明包括铸造水套外形设计、材质和结构；铸造工艺范围，铸造参数水温20～26

℃及流量对应控制表，铸造速度45±1mm/min，流盘末端温度690～705℃；通过对冷却水温

度、流量，铸造速度，熔体温度进行精确控制；同时对影响冷却均匀性铸造工具材质和结构

加以控制，同时选用弧形小面结构工具；通过对铸造工具外形设计、材质和结构进行优化设

计，对冷却水温度、流量，铸造速度，熔体温度进行精确控制，使制备的合金不易产生应力集

中，并且冷却均匀性较好，不易出现铸锭开裂和皮下裂纹，成材率较高。

附图说明

[003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6] 图1为冷却水套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四个冷却水套组成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弧形小面结晶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为平直小面结晶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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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1] 实施例1

[0042] 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得到Al-Cu-Mg

合金超大规格铸锭；

[0043] 所述配料过程中控制Si的质量含量≤0.10％，Fe的质量含量≤0.25％；Cu的质量

含量4.1～4.9％，Mn的质量含量0.4～0.8％，Mg的质量含量1.3～1.8％，其他元素的质量含

量不超过0.15％。

[0044] 所述熔炼过程中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1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min；在线除

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710℃，在线过滤的温度为700℃。

[0045] 所述成分调整为，在合金原料完全熔化后取样分析，将Si、Fe、Cu、Mn和Mg的质量含

量调整至预获得的铸锭合金成分含量范围内，并将Ti的质量含量调整至0.015％。

[0046] 所述熔体净化为，炉内氮氯精炼20min，在线使用Ar气，气体流量4.0m3/h。

[0047] 所述晶粒细化过程中，在线晶粒细化剂按1.2kg/吨加入，所述晶粒细化剂的成分

为Ti质量含量为5.0％，B质量含量为0.9％，余量为Al。

[0048] 所述铸造过程中的铸造速度为44mm/min，铸造温度为710℃，控制流盘末端的温度

为690℃，所述铸造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水套如图1和图2所示，结晶器为如图3所示的弧形小

面结晶器，当水温低于26℃时采用循环水作为冷却水，当水温超过26℃时，将循环水切换为

新水作为冷却水，冷却水温度为23℃时，冷却水流量为95m3/h，冷却水每增加或降低1℃，增

加或降低2％的冷却水流量。

[0049] 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尺寸为500×2000mm。

[0050] 采用GB/T20975-2008《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系列标准，对本发明实施例1制

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成分检测，检测结果为：Si:0.06wt％，Fe:0.17wt％，

Cu:4.60wt％，Mn:0.61wt％，Mg:1.51wt％，Zn:0.03wt％，Ti:0.015wt％，余量为Al。

[0051] 对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低倍检测，检测方法为

GB/T3246.2-2000《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第2部分：低倍组织检验法》，检测结

果为合格，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方法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成材率较高。

[0052] 实施例2

[0053] 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得到Al-Cu-Mg

合金超大规格铸锭；

[0054] 所述配料过程中控制Si的质量含量≤0.10％，Fe的质量含量≤0.25％；Cu的质量

含量4.1～4.9％，Mn的质量含量0.4～0.8％，Mg的质量含量1.3～1.8％，其他元素的质量含

量不超过0.15％。

[0055] 所述熔炼过程中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2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20min；在线除

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720℃，在线过滤的温度为710℃。

[0056] 所述成分调整为，在合金原料完全熔化后取样分析，将Si、Fe、Cu、Mn和Mg的质量含

量调整至预获得的铸锭合金成分含量范围内，并将Ti的质量含量调整至0.015％。

[0057] 所述熔体净化为，炉内氮氯精炼25min，在线使用Ar气，气体流量4.2m3/h。

[0058] 所述晶粒细化过程中，在线晶粒细化剂按1.2kg/吨加入，所述晶粒细化剂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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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i质量含量为5.1％，B质量含量为1.0％，余量为Al。

[0059] 所述铸造过程中的铸造速度为45mm/min，铸造温度为720℃，控制流盘末端的温度

为700℃，所述铸造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水套如图1和图2所示，结晶器为如图3所示的弧形小

面结晶器，当水温低于26℃时采用循环水作为冷却水，当水温超过26℃时，将循环水切换为

新水作为冷却水，冷却水温度为23℃时，冷却水流量为95m3/h，冷却水每增加或降低1℃，增

加或降低2％的冷却水流量。

[0060] 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尺寸为500×2000mm。

[0061]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成

分检测，检测结果为：Si:0 .05wt％，Fe:0 .19wt％，Cu:4 .45wt％，Mn:0 .58wt％，Mg:

1.43wt％，Zn:0.07wt％，Ti:0.02wt％，余量为Al。

[0062]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低

倍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方法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

成材率较高。

[0063] 实施例3

[0064] 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得到Al-Cu-Mg

合金超大规格铸锭；

[0065] 所述配料过程中控制Si的质量含量≤0.10％，Fe的质量含量≤0.25％；Cu的质量

含量4.1～4.9％，Mn的质量含量0.4～0.8％，Mg的质量含量1.3～1.8％，其他元素的质量含

量不超过0.15％。

[0066] 所述熔炼过程中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3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30min；在线除

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725℃，在线过滤的温度为720℃。

[0067] 所述成分调整为，在合金原料完全熔化后取样分析，将Si、Fe、Cu、Mn和Mg的质量含

量调整至预获得的铸锭合金成分含量范围内，并将Ti的质量含量调整至0.015％。

[0068] 所述熔体净化为，炉内氮氯精炼20min，在线使用Ar气，气体流量4.1m3/h。

[0069] 所述晶粒细化过程中，在线晶粒细化剂按1.2kg/吨加入，所述晶粒细化剂的成分

为Ti质量含量为4.9％，B质量含量为1.1％，余量为Al。

[0070] 所述铸造过程中的铸造速度为46mm/min，铸造温度为730℃，控制流盘末端的温度

为705℃，所述铸造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水套如图1和图2所示，结晶器为如图3所示的弧形小

面结晶器，当水温低于26℃时采用循环水作为冷却水，当水温超过26℃时，将循环水切换为

新水作为冷却水，冷却水温度为23℃时，冷却水流量为95m3/h，冷却水每增加或降低1℃，增

加或降低2％的冷却水流量。

[0071] 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尺寸为500×2000mm。

[0072]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成

分检测，检测结果为：Si:0 .07wt％，Fe:0 .20wt％，Cu:4 .65wt％，Mn:0 .62wt％，Mg:

1.62wt％，Zn:0.04wt％，Ti:0.02wt％，余量为Al。

[007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进行低

倍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方法制备的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

成材率较高。

[0074]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l-Cu-Mg合金超大规格铸锭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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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依次进行配料、熔炼、成分调整、熔体净化、晶粒细化、铸造和锯切；所述铸造过程中的

冷却水温度为20～26℃，冷却水流量为85～105m3/h，铸造速度为44～46mm/min。本发明通

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铸造速度进行精确控制，使制备的合金不易产生应力集中，并且冷

却均匀性较好，不易出现铸锭开裂和皮下裂纹，成材率较高。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1270116 A

8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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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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