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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属于铝合金热处理领域；所述合金的组成成分及

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3.0～6.0％，Cu：2.0～

5.0％，Zn：0.5～2.0％，Mn：0.2～0.5％，Mg：0.3

～1 .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制备方

法：1)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

料，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锭；2)将合金铸锭

在一定温度预热；3)合金铸锭，进行挤压，制得

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取；4)将合金棒材，

进行固溶处理后温水淬火；5)人工时效处理，空

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本发明

合金显微组织明显改善，抗拉强度为184～

245Mpa，布氏硬度为63～70HB；本发明简化了热

处理工艺流程，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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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熔炼：

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料，在720~750℃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锭；

其中，所述合金的组成成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3.0~6 .0%，Cu：2.0~5 .0%，Zn：0.5~
2.0%，Mn：0.2~0.5%，Mg：0.3  ~1.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步骤2，预热处理：

将Al-Fe-Cu合金铸锭，在380~550℃，预热2~4h；

步骤3，挤压：

(1)  将预热后的Al-Fe-Cu合金铸锭，进行挤压，制得Al-Fe-Cu合金棒材；其中，挤压比

为20~140，挤压速度5~12mm/s，保压时间为10~30s；

(2)  将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取；

步骤4，固溶处理：

(1)  将卷取后的Al-Fe-Cu合金棒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15~535℃，固溶

处理时间为5~30min；

(2)  将固溶处理后的工件，以60~80℃温水淬火；

步骤5，人工时效：

(1)  将淬火后的工件，进行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温度为155~175℃，人工时效时间

为4~8h；

(2)  将人工时效后的工件，空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其中，挤压成形

Al-Fe-Cu合金的抗拉强度为184~245Mpa，布氏硬度为63~70HB。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

中，采用电阻时效炉进行人工时效处理，出炉后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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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热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铝铁合金除了具有铝合金自身优点外，还具有其它的优良性能，良好的耐腐蚀性

能、极好的耐磨性和一定的强度等，使其在工业领域内的关注度逐渐上升。直到20世纪70年

代，铝铁合金已经被逐渐当成一种合金系来加以研究和应用。铝合金中具有密度低，高耐

磨、耐腐蚀性能的Al-Fe合金成为了航空航天材料的替代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一般变形Al-Fe-Cu合金在常规固溶处理过程中Cu元素出

现富集所造成的合金力学性能显著下降的现象，提供一种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

方法；制备方法中采用短流程热处理工艺。

[0004]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组成成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3 .0～

6.0％，Cu：2.0～5.0％，Zn：0.5～2.0％，Mn：0.2～0.5％，Mg：0.3～1.5％，余量为Al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

[0005]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其抗拉强度为184～245Mpa，布氏硬度为63～

70HB。

[0006]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熔炼：

[0008] 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料，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锭；

[0009] 步骤2，预热处理：

[0010] 将Al-Fe-Cu合金铸锭，在380～550℃，预热2～4h；

[0011] 步骤3，挤压：

[0012] (1)将预热后的Al-Fe-Cu合金铸锭，进行挤压，制得Al-Fe-Cu合金棒材；其中，挤压

比为20～140，挤压速度5～12mm/s，保压时间为10～30s；

[0013] (2)将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取；

[0014] 步骤4，固溶处理：

[0015] (1)将卷取后的Al-Fe-Cu合金棒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15～535℃，

固溶处理时间为5～30min；

[0016] (2)将固溶处理后的工件，以60～80℃温水淬火；

[0017] 步骤5，人工时效：

[0018] (1)将淬火后的工件，进行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温度为155～175℃，人工时效

时间为4～8h；

[0019] (2)将人工时效后的工件，空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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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上述的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中：

[0021] 所述步骤1，熔炼温度为720～750℃。

[0022] 所述步骤4中，根据型材的体积表面积，适当考虑热传导时间，相应延长试件在炉

内固溶处理的时间。

[0023] 所述步骤5中，采用电阻时效炉进行人工时效处理，出炉后空冷至室温。

[0024]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及其制备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效果为：

[0025] (1)本发明，采用短流程热处理工艺对挤压成型Al-Fe-Cu合金进行热处理，既避免

了传统T6工艺热处理所导致的力学性能提高不显著，使合金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又

简化了热处理工艺流程，大幅度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0026] (2)本发明，在满足了合金使用性能要求的同时，简化了热处理工艺，提高了合金

的热处理生产效率，对于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实际生产应用有重要意义；

[0027] (3)本发明合金，显微组织明显改善，力学性能有了显著的提高。

[0028] (4)本发明制备方法，工艺操作简单，可以更好的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附图说明

[0029] 图1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组织图片；其中，(a)和(b)对

应不同的放大倍数；

[0030] 图2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4制备的淬火后的工件的组织图片；其中，(c)和(d)对应不

同的放大倍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组成成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5.5％，Cu：

4.0％，Zn：2.0％，Mn：0.5％，Mg：0.4％，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3]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1，熔炼：

[0035] 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料，在720℃，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

锭；

[0036] 步骤2，预热处理：

[0037] 将Al-Fe-Cu合金铸锭，在400℃，预热4h；

[0038] 步骤3，挤压：

[0039] 将挤压模具在400℃预热4h，预热结束后，模具装入卧式挤压机中；

[0040] 将预热后的Al-Fe-Cu合金铸锭，放入挤压模具挤压成Al-Fe-Cu合金棒材(尺寸为

Φ20mm)，制得挤压成型工件；其中，挤压比为40；

[0041] 将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成卷准备固溶处理；

[0042] 步骤4，固溶处理：

[0043] (1)将卷取后的Al-Fe-Cu合金棒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25℃，固溶处

理时间为30min；

[0044] (2)将固溶处理后的工件，快速出炉后以60℃温水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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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淬火后的工件的组织图片如图2所示；

[0046] 步骤5，人工时效：

[0047] (1)将淬火后的工件，采用电阻时效炉进行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温度为165℃，

人工时效时间为8h；

[0048] (2)将人工时效后的工件，出炉后空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

[0049] 本实施例制备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组织图片如图1所示；该合金的抗拉强

度为222Mpa，布氏硬度为65HB。

[0050] 实施例2

[0051]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组成成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6.0％，Cu：

5.0％，Zn：2.0％，Mn：0.5％，Mg：1.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52]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3] 步骤1，熔炼：

[0054] 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料，在750℃，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

锭；

[0055] 步骤2，预热处理：

[0056] 将Al-Fe-Cu合金铸锭，在550℃，预热2h；

[0057] 步骤3，挤压：

[0058] 将挤压模具在400℃预热4h，预热结束后，模具装入卧式挤压机中；

[0059] 将预热后的Al-Fe-Cu合金铸锭，放入挤压模具挤压成Al-Fe-Cu合金棒材(尺寸为

Φ20mm)，制得挤压成型工件；其中，挤压比为80；

[0060] 将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成卷准备固溶处理；

[0061] 步骤4，固溶处理：

[0062] (1)将卷取后的Al-Fe-Cu合金棒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25℃，固溶处

理时间为20min；

[0063] (2)将固溶处理后的工件，快速出炉后以60℃温水淬火；

[0064] 步骤5，人工时效：

[0065] (1)将淬火后的工件，采用电阻时效炉进行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温度为170℃，

人工时效时间为6h；

[0066] (2)将人工时效后的工件，出炉后空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

[0067] 本实施例制备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抗拉强度为245Mpa，布氏硬度为70HB。

[0068] 实施例3

[0069]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组成成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Fe：3.0％，Cu：

2.0％，Zn：0.5％，Mn：0.2％，Mg：0.3％，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70] 本发明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1] 步骤1，熔炼：

[0072] 按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成分配比配料，在725℃，熔炼获得Al-Fe-Cu合金铸

锭；

[0073] 步骤2，预热处理：

[0074] 将Al-Fe-Cu合金铸锭，在500℃，预热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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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步骤3，挤压：

[0076] 将挤压模具在400℃预热4h，预热结束后，模具装入卧式挤压机中；

[0077] 将预热后的Al-Fe-Cu合金铸锭，放入挤压模具挤压成Al-Fe-Cu合金棒材(尺寸为

Φ20mm)，制得挤压成型工件；其中，挤压比为140；

[0078] 将Al-Fe-Cu合金棒材，冷却后卷成卷准备固溶处理；

[0079] 步骤4，固溶处理：

[0080] (1)将卷取后的Al-Fe-Cu合金棒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25℃，固溶处

理时间为15min；

[0081] (2)将固溶处理后的工件，快速出炉后以60℃温水淬火；

[0082] 步骤5，人工时效：

[0083] (1)将淬火后的工件，采用电阻时效炉进行人工时效处理，人工时效温度为175℃，

人工时效时间为5h；

[0084] (2)将人工时效后的工件，出炉后空冷至室温，制得挤压成形Al-Fe-Cu合金。

[0085] 本实施例制备的挤压成形Al-Fe-Cu合金的抗拉强度为190Mpa，布氏硬度为63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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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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