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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

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

是将配好的中间合金经过熔炼后浇铸得到所需

成分的铝合金铸锭；将合金铸锭破碎清洗；将清

洗好的合金铸锭利用惰性气体保护的感应熔炼

炉熔炼均匀，而后注入冷模腔体中快速凝固制得

高强Al-Si铸锻合金。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

法制得的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组织均匀细小，

力学性能明显优于传统铸造亚共晶Al-Si合金，

兼有一定的塑性变形能力，拥有良好的市场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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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料

按照配比量称取对应质量的纯Al、Al-Si中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Al-Cu中间合金、

Al-Zr中间合金及Al-Sc中间合金；

步骤2：熔炼铸造制备合金铸锭

2a、将步骤1称取的纯Al、Al-Si中间合金加入到预热好的坩埚内，而后随炉一起升温到

730℃，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保温25min；

2b、将步骤1称取的Al-Cu中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加入到2a获得的合金熔液中，全部

熔化后静置并于730℃保温15min；

2c、将2b获得的合金熔液的温度降至700℃，用铝箔包裹加入步骤1称取的Al-Sc中间合

金、Al-Mg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搅拌，并于700℃保温静置10min，使其成分扩散均匀；

2d、向2c获得的合金熔液中加入精炼剂C2Cl6精炼除气，将精炼后所得的铝合金熔体在

700℃保温静置10～15min后用扒渣工具除渣，最后在矩形金属模具中浇铸成型，获得合金

铸锭；

步骤3：铝合金铸锭破碎、清洗

对步骤2得到的合金铸锭破碎为小块体，小块体最大尺寸≤10mm，而后将破碎的铝合金

块体依次放入丙酮和酒精中超声清洗，取出后晾干待用；

步骤4：快速凝固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将步骤3中清洗好的铝合金块体置于底部带有圆形喷嘴石英试管中，接着将石英试管

放置于真空熔炼炉中，抽真空至3×10-3Pa，并充入氩气加热至700℃进行保护熔炼，铝合金

块体熔化并混合均匀后开启喷铸开关，利用惰性气体流及压力差将熔融铝合金注入到金属

铜模腔体中，经快速凝固制得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所述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构成如下：Si  3～4wt.％，Mg  0 .3～

0.5wt.％，Cu  0.3～0.5wt.％，Zr  0.05～0.25wt.％，Sc  0.05～0.20wt.％，余量为Al及不

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构成如下：Al  95 .7wt .％，Si 

3.0wt.％，Mg  0.45wt.％，Cu  0.45wt.％，Zr  0.20wt.％，Sc  0.20wt.％。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a中，坩埚的预热温度为3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d中，精炼剂C2Cl6的添加质量为2c获得的合金熔液质量的1～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喷铸压力为0.04MPa。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快速凝固的冷速为103～104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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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

Si合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

方法，属于金属材料及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Al-Si合金因其良好的铸造性能、中等的力学性能、较低的热膨胀系数、耐磨性好

和较低的生产制造成本而被广泛地运用在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以及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制

造中，Al-Si合金是目前铝合金中品种最多，用量最大的合金材料。

[0003] Al-Si合金由于其良好的流动性，通常作为铸造合金使用。对于亚共晶和共晶Al-

Si合金，铸造过程中形成的板条状共晶Si相严重割裂铝基体，使得合金韧性、变形能力差；

对于过共晶Al-Si合金，合金凝固过程中生成了的粗大初晶Si相与板条状共晶Si相，二者的

双重作用严重影响合金韧性和塑性变形能力，在受力过程中易产生应力集中，存在对基体

的割裂作用，使得Al-Si合金变形性能较差，综合力学性能存在较大瓶颈。

[0004] 现有的Al-Si合金难以兼顾其力学性能和变形能力，导致Al-Si合金发展应用受到

很大限制，所以亟需一种新的Al-Si合金材料和工艺方法来有效提高Al-Si合金的综合性

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采用微合金化和

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

[0006] 本发明通过合理的合金成分设计，控制Si元素含量，结合Mg、Cu、Sc、Zr元素的复合

微合金化以及快速凝固的复合工艺，制备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和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的高

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07] 本发明所制备的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构成如下：

[0008] Si  3～4wt.％，Mg  0.3～0.5wt.％，Cu  0.3～0.5wt.％，Zr  0.05～0.25wt.％，Sc 

0.05～0.20wt.％，余量为Al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9] 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优选如下：

[0010] Al  95 .7wt.％，Si  3 .0wt.％，Mg  0 .45wt.％，Cu  0 .45wt.％，Zr  0 .20wt.％，Sc 

0.20wt.％。

[0011] 本发明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12] 步骤1：配料

[0013] 按照配比量称取对应质量的纯Al、Al-Si中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Al-Cu中间合

金、Al-Zr中间合金及Al-Sc中间合金；

[0014] 步骤2：熔炼铸造制备合金铸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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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2a、将步骤1称取的纯Al、Al-Si中间合金加入到预热好的坩埚内，预热温度为350

℃，而后随炉一起升温到730℃，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保温25min；

[0016] 2b、将步骤1称取的Al-Cu中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加入到2a获得的合金熔液中，

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于730℃保温15min；

[0017] 2c、将2b获得的合金熔液的温度降至700℃，用铝箔包裹加入步骤1称取的Al-Sc中

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搅拌，并于700℃保温静置10min，使其成分扩散均匀；

[0018] 2d、向2c获得的合金熔液中加入精炼剂C2Cl6精炼除气，将精炼后所得的铝合金熔

体在700℃保温静置10～15min后用扒渣工具除渣，最后在矩形金属模具中浇铸成型，获得

合金铸锭；精炼剂C2Cl6的添加质量为2c获得的合金熔液质量的1～1.5％；

[0019] 步骤3：铝合金铸锭破碎、清洗

[0020] 对步骤2得到的合金铸锭破碎为小块体，小块体最大尺寸≤10mm，而后将破碎的铝

合金块体依次放入丙酮和酒精中超声清洗，取出后晾干待用；

[0021] 步骤4：快速凝固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22] 将步骤3中清洗好的铝合金块体置于底部带有圆形喷嘴石英试管中，接着将石英

试管放置于真空熔炼炉中，抽真空至3×10-3Pa，并充入氩气加热至700℃进行保护熔炼，铝

合金块体熔化并混合均匀后待喷铸压力为0.04MPa时开启喷铸开关，利用惰性气体流及压

力差将熔融铝合金注入到金属铜模腔体中，在冷速为103～104K/S的条件下，经快速凝固制

得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4] 1、本发明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

同时兼顾了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二者的优点。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合金设计，控制Si元

素含量，Mg、Cu、Sc、Zr的复合微合金化来改性合金的组织，改善合金的变形能力；另外一方

面结合快速凝固工艺强烈细化组织，改善共晶Si相形态，使元素分布更加均匀减少了偏析。

采用二者的复合工艺，通过其协同作用得到细小的初晶α-Al组织以及球化且细小共晶Si组

织，显著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制备出具有一定的变形能力和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的高强

亚共晶Al-Si合金。

[0025] 2、本发明制得的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抗拉强度范围为290.8～354.1MPa，延伸

率为14.5％～20.9％，均优于一般Al-Si铸造合金的力学性能(A356合金T6态抗拉强度一般

不高于240MPa)，扩大了Al-Si合金的应用领域，尤其适用于一些特殊场合对高强Al-Si合金

材料的需求。

[0026] 3、本发明中合金制备方法简单，设备成本低廉，成本控制较有优势，有利于后期大

批量的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应该可以

理解，实施例仅用于示意说明，而不能限制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范围。

[0028] 本发明所用铝中间合金原料，对其来源没有特别限制，在市场上购买的或按照本

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常规方法制备的即可。

[0029] 本发明所制备的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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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Si  3～4wt.％，Mg  0.3～0.5wt.％，Cu  0.3～0.5wt.％，Zr  0.05～0.25wt.％，Sc 

0.05～0.20wt.％，余量为Al及不可避免的杂质。

[0031] 本发明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32] 步骤1：配料

[0033] 按照配比量称取对应质量的纯Al、Al-Si中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Al-Cu中间合

金、Al-Zr中间合金及Al-Sc中间合金；

[0034] 步骤2：熔炼铸造制备合金铸锭

[0035] 2a、将步骤1称取的纯Al、Al-Si中间合金加入到预热好的坩埚内，预热温度为350

℃，而后随炉一起升温到730℃，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保温25min；

[0036] 2b、将步骤1称取的Al-Cu中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加入到2a获得的合金熔液中，

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于730℃保温15min；

[0037] 2c、将2b获得的合金熔液的温度降至700℃，用铝箔包裹加入步骤1称取的Al-Sc中

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搅拌，并于700℃保温静置10min，使其成分扩散均匀；

[0038] 2d、向2c获得的合金熔液中加入精炼剂C2Cl6精炼除气，将精炼后所得的铝合金熔

体在700℃保温静置10～15min后用扒渣工具除渣，最后在矩形金属模具中浇铸成型，获得

合金铸锭；精炼剂C2Cl6的添加质量为2c获得的合金熔液质量的1～1.5％；

[0039] 步骤3：铝合金铸锭破碎、清洗

[0040] 对步骤2得到的合金铸锭破碎为小块体，小块体最大尺寸≤10mm，而后将破碎的铝

合金块体依次放入丙酮和酒精中超声清洗，取出后晾干待用；

[0041] 步骤4：快速凝固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42] 将步骤3中清洗好的铝合金块体置于底部带有圆形喷嘴石英试管中，接着将石英

试管放置于真空熔炼炉中，抽真空至3×10-3Pa，并充入氩气加热至700℃进行保护熔炼，铝

合金块体熔化并混合均匀后待喷铸压力为0.04MPa时开启喷铸开关，利用惰性气体流及压

力差将熔融铝合金注入到金属铜模腔体中，在冷速为103～104K/S的条件下，经快速凝固制

得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43] 下面结合表1中各实施例的具体制备参数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44] 表1实施例1-7的实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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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实施例1：

[0047] 本实施例中采用微合金化和快速凝固工艺复合制备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方法

如下：

[0048] 步骤1：配料

[0049] 按照表1中95.85％Al、3.0％Si、0.45％Mg、0.45％Cu、0.20％Zr和0.05％Sc的质量

百分比，称取764.3g纯铝(纯度为99.99％)、139.3gAl-21.54％Si中间合金、9gAl-50.38％

Mg中间合金、11.3gAl-39.97％Cu中间合金、51.3gAl-3.9％Zr中间合金和24.8gAl-2.02％

Sc中间合金，配料总质量为1000g；

[0050] 步骤2：熔炼铸造制备合金铸锭

[0051] 2a、将步骤1称取的纯Al、Al-Si中间合金加入到预热好的坩埚内，预热温度为350

℃，而后随炉一起升温到730℃，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保温25min；

[0052] 2b、将步骤1称取的Al-Cu中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加入到2a中获得的合金熔液

中，全部熔化后静置并于730℃保温15min；

[0053] 2c、将2b获得的合金熔液的温度降至700℃，用铝箔包裹加入步骤1称取的Al-Sc中

间合金、Al-Mg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搅拌，并于700℃保温静置10min，使其成分扩散均匀；

[0054] 2d、向2c获得的合金熔液中加入合金熔液质量1～1.5％的精炼剂C2Cl6精炼除气，

将精炼后所得的铝合金熔体在700℃保温静置10～15min后用扒渣工具除渣，最后在矩形金

属模具中浇铸成型，获得合金铸锭；

[0055] 步骤3：铝合金铸锭破碎、清洗

[0056] 对步骤2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破碎为小块体，小块体最大尺寸小于等于10mm，而后将

破碎的铝合金块体依次放入丙酮和酒精中超声清洗，取出后晾干待用；

[0057] 步骤4：快速凝固制备得到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

[0058] 将步骤3中清洗好的铝合金块体置于底部带有圆形喷嘴石英试管中，接着将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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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放置于真空熔炼炉中，抽真空至3×10-3Pa，并充入氩气加热至700℃进行保护熔炼，块

体熔化并混合均匀后待喷铸压力为0.04MPa时开启喷铸开关，利用惰性气体流及压力差将

熔融铝合金注入到金属铜模腔体中，在冷速为103～104K/S的条件下，经快速凝固制得高强

亚共晶Al-Si合金。

[0059] 对本实施例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60]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290.8MPa，延

伸率为14.5％。

[0061] 实施例2：

[0062]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63] 对实施例2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64]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08.1MPa，延

伸率为15.6％。

[0065] 实施例3：

[0066]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67] 对实施例3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68]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15.9MPa，延

伸率为16.7％。

[0069] 实施例4：

[0070]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71] 对实施例4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72]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24.5MPa，延

伸率为17.9％。

[0073] 实施例5：

[0074]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75] 对实施例5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76]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37.4MPa，延

伸率为18.4％。

[0077] 实施例6：

[0078]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79] 对实施例6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80]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45.7MPa，延

伸率为19.2％。

[0081] 实施例7：

[0082]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83] 对实施例7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84]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54.1MPa，延

伸率为20.9％。

[0085] 实施例8：

[0086]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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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对实施例8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88]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44.3MPa，延

伸率为18.4％。

[0089] 实施例9：

[0090] 本实施例的制备过程参见实施例1，不同的是制备参数的区别，具体见表1。

[0091] 对实施例9制得的样品进行性能分析：

[0092] 采用“50KN  SANS  CMT-5105电子万能试验机”测量样品的抗拉强度为332.7MPa，延

伸率为17.1％。

[0093] 本发明制得的高强亚共晶Al-Si合金的抗拉强度范围为290.8～354.1MPa，延伸率

为14％～20％，均优于一般Al-Si铸造合金的力学性能(A356合金T6态抗拉强度一般不高于

240MPa)，扩大了Al-Si合金的应用领域，尤其适用于一些特殊场合对高强Al-Si合金材料的

需求。而且本发明中合金制备方法简单，设备成本低廉，成本控制较有优势，有利于后期大

批量的工业化生产。

[0094] 上述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了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使用发明。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创造精神的前提下还可做出种种的等同的变型或替

换，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

创造并不限于所述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的范畴所

做出的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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