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304643.0

(22)申请日 2020.04.17

(71)申请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2141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工业园区

(72)发明人 张莉　黎勇　陆佳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刘妍妍

(51)Int.Cl.

C22C 21/04(2006.01)

C22C 1/06(2006.01)

C22C 1/03(2006.01)

B21B 3/00(2006.01)

B21B 1/46(2006.01)

C22F 1/04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铝材加工领域，涉及一种皮材铝

带的生产方法，本发明方法的工艺流程是配料熔

炼、变质处理，直接铸轧、冷轧得到皮材铝带；通

过对合金成分的适当配比，避免了4045合金存在

的粗大共晶硅；铸轧关键工艺参数的选择保证了

铸轧过程的正常运行，克服了4045合金结晶区长

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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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皮材铝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Cu：0 .3-

0.6％，Fe：0.9-1.0％，Zn：0.4-0.6％，Si：10.0-12.0％，Ti：0.3-0.5％，余量为Al和杂质。

2.一种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各元素质量百分比配比原料，在熔炼炉内熔炼、搅拌、拔渣，待熔

炼炉中原料完全液化后，导进静置炉，导炉温度730-760℃；

在静置炉内精炼、除气，控制从静置炉流出铝合金溶体温度为730-740℃，在除气箱内

加入变质剂；

将处理好的铝液进行铸轧，铸轧采用小铸轧区铸轧，铸轧温度为660-690℃，铸轧速度

为600-700mm/min。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除气箱转速600-700转/

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变质剂为铝钛硼稀土

合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变质剂中B的质量百

分比为0.2-0.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经过除气箱除气，铝合金

液中氢含量<0.5mL/100g。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变质剂晶粒度＜1级。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变质剂的加入速度100mm/

min。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入原料的步骤为：将铝

锭预埋在炉底，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铝铁中间合金调节成分。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铸轧区长度为35-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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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材加工领域，主要涉及一种铝合金带材，尤其涉及一种皮材铝带的

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4系铝合金材料铝板，具有熔点低，接头表面光洁，焊件的组织和性能变化不大等

优点，因而通常作为散热器的包覆层。而现有技术生产4系铝合金采用铸造的方式生产成铸

锭，然后经过均匀化处理、铣面、热轧等工序生产。此方法生产工艺流程长，成材率低，生产

成本高。

[0003] 经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表明，铝合金的铸轧生产技术只应用于1×××系、3××

×系、8×××系和极个别的其它系列铝合金生产，由于铝合金含有较高的硅，采用铸轧生

产时会出现片状的共晶硅，这种形状的硅相使得铸轧板本身变得很脆，边部产生严重的裂

纹，而且在后续的轧制变形时，会产生裂纹，甚至整个板面轧碎，无法实现铝合金板材的轧

制变形。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皮材铝合金的生产方法，目的通过控制温度、

铸轧速度、铸轧区和硅相变质，提出适合于一种皮材铝合金的技术参数和变质方案，实现一

种皮材铝合金的铸轧工业生产，最终缩短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皮材铝带，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Cu：0.3-0.6％，Fe：0.9-

1.0％，Zn：0.4-0.6％，Si：10.0-12.0％，Ti：0.3-0.5％，余量为Al和杂质。

[0007] 一种皮材铝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根据上述的各元素质量百分比配比原料，在熔炼炉内熔炼、搅拌、拔渣，待熔炼炉

中原料完全液化后，导进静置炉，导炉温度730-760℃；

[0009] 在静置炉内精炼、除气，控制从静置炉流出铝合金溶体温度为730-740℃，在除气

箱内加入变质剂；

[0010] 将处理好的铝液进行铸轧，铸轧采用小铸轧区铸轧，铸轧温度为660-690℃，铸轧

速度为600-700mm/min。

[0011] 进一步的，除气箱转速600-700转/min。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变质剂为铝钛硼稀土合金。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变质剂中B的质量百分比为0.2-0.3％。

[0014] 进一步的，经过除气箱除气，铝合金液中氢含量<0.5mL/100g。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变质剂晶粒度＜1级。

[0016] 进一步的，步骤(2)中，变质剂的加入速度100mm/min。

[0017] 进一步的，加入原料的步骤为：将铝锭预埋在炉底，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铝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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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合金调节成分。

[0018] 进一步的，铸轧区长度为35-55mm。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突出的优点：

[0020] (1)传统的皮材铝合金生产方法是半连续铸造即热轧复合法，具体流程是配料熔

炼、变质处理、半连续铸造、退火、铣面热轧、冷轧，最终得到皮材铝带，本发明方法的工艺流

程是配料熔炼、变质处理，直接铸轧得到皮材铝带；

[0021] (2)本发明中的工艺参数控制保证了铝合金溶体的成分均匀，让合金元素在较高

温度下有足够时间扩散；

[0022] (3)本发明采用铸轧法生产，实现了铸轧周期缩短，成本节约；在4045合金基础上，

通过对合金成分的适当配比，避免了4045合金存在的粗大共晶硅；铸轧关键工艺参数的选

择保证了铸轧过程的正常运行，根据GB/T  6394-2002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硅颗粒5级

以上，克服了4045合金结晶区长的缺点。

[0023] (4)采用变质剂Al-Ti-B-RE，由于稀土元素(RE)属于表面活性物质，容易在铝的晶

界和相面上吸附偏聚，填补晶面上的缺陷，从而阻碍TiB2和TiAl3的聚集，起到细化TiB2和

TiAl3的作用。因此，Al-Ti-B-RE可使TiB2沉淀基本消除，其细化效果显著，长效性好，添加

量小，耐高温性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实施例制备一种皮材铝合金的生产方法是：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皮材铝带，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Cu：0.3％，Fe：0.9％，Zn：

0.5％，Si：10.0％，Ti：0.3％，余量为Al和杂质。

[0027] 1、配料熔炼：上述铝合金的组成成份进行配比原料，将铝锭预埋在炉底，然后加入

铝硅中间合金、铝铁中间合金调节成分；在熔炼炉内于熔炼、搅拌、拔渣，待熔炼炉中原料完

全液化后，导进静置炉，导炉温度730℃；

[0028] 2、变质、除气处理：在静置炉内精炼、除气，控制从静置炉流出铝合金溶体温度为

740℃，在除气箱内加入变质剂铝钛硼稀土合金，除气箱转速600转/min；

[0029] 3、铸轧工序：将处理好的铝液进行铸轧，铸轧采用小铸轧区铸轧，铸轧区为35mm，

铸轧温度控制在670℃，铸轧速度控制在600mm/min。

[0030] 根据GB/T  228.1-2010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抗拉强度检测方法检测抗拉强

度155MPa，延伸率30％。根据GB/T  6394-2002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晶粒度达到一级。

根据GB/T6461-2002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

级，耐腐蚀性9级以上。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皮材铝带，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Cu：0.6％，Fe：1.0％，Zn：

0.6％，Si：11.0％，Ti：0.5％，余量为Al和杂质。

[0033] 1、配料熔炼：上述铝合金的组成成份进行配比原料，将铝锭预埋在炉底，然后加入

铝硅中间合金、铝铁中间合金调节成分；在熔炼炉内于熔炼、搅拌、拔渣，待熔炼炉中原料完

全液化后，导进静置炉，导炉温度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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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变质、除气处理：在静置炉内精炼、除气，控制从静置炉流出铝合金溶体温度为

730℃，在除气箱内加入变质剂铝钛硼稀土合金，除气箱转速650转/min；

[0035] 3、铸轧工序：将处理好的铝液进行铸轧，铸轧采用小铸轧区铸轧，铸轧区为45mm，

铸轧温度控制在690℃，铸轧速度控制在700mm/min。

[0036] 根据GB/T  228.1-2010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抗拉强度检测方法检测抗拉强

度150MPa，延伸率32％。根据GB/T  6394-2002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晶粒度达到一级。

根据GB/T6461-2002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

级，耐腐蚀性9级以上。

[0037] 实施例3

[0038] 一种皮材铝带，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Cu：0.5％，Fe：0.9％，Zn：

0.4％，Si：12.0％，Ti：0.4％，余量为Al和杂质。

[0039] 1、配料熔炼：上述铝合金的组成成份进行配比原料，将铝锭预埋在炉底，然后加入

铝硅中间合金、铝铁中间合金调节成分；在熔炼炉内于熔炼、搅拌、拔渣，待熔炼炉中原料完

全液化后，导进静置炉，导炉温度760℃；

[0040] 2、变质、除气处理：在静置炉内精炼、除气，控制从静置炉流出铝合金溶体温度为

735℃，在除气箱内加入变质剂铝钛硼稀土合金，除气箱转速650转/min；

[0041] 3、铸轧工序：将处理好的铝液进行铸轧，铸轧采用小铸轧区铸轧，铸轧区为55mm，

铸轧温度控制在680℃，铸轧速度控制在650mm/min。

[0042] 根据GB/T  228.1-2010金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抗拉强度检测方法检测抗拉强

度158MPa，延伸率30％。根据GB/T  6394-2002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晶粒度达到一级。

根据GB/T6461-2002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

级，耐腐蚀性9级以上。

[0043] 对比例1

[0044] 一种皮材铝带，所述皮材铝带中各元素的质量百分比为按照专利201410832786.3

中的制备步骤进行制备，

[0045] 制备方法为：1、熔炼按重量、熔炼按重量百分比Si：9.5-10.5％；Fe：0.6-0.7％；其

余为杂质元素及铝的4045合金进行配比原料，其中铝-硅中间合金做为添加剂预埋在炉底。

2、将原料进行熔化，进行正常的熔炼处理，包括搅拌，除渣，精炼等操作达到720℃导炉。3、

导入静置炉中的铝液进行变质处理。在静置炉中用添加铝-锶合金锭，铝-合金中锶的重量

含量为5％，其余为铝；进行充分搅拌后使用氩气精炼，铝液温度达到710℃后进行后序铸

轧。4、在流槽内进行二次变质，二次变质处理中在流槽内添加铝锶合金，铝锶合金中锶的重

量含量为5％，其余为铝，使铸轧前铝液内锶的重量含量在0.03-0 .05％；再将处理好的铝

液，进行铸轧，铸轧区在65mm，铸轧温度控制在645℃；铸轧速度控制在550mm/min。生产出的

铸轧卷进行内圈钢带紧固，外圈焊接并以钢带紧固。

[0046] 将实施例与对比例的产品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0047]   抗拉强度 延伸率 晶粒度 耐腐蚀性

实施例1 155MPa 30％ 一级 9级以上

实施例2 150MPa 32％ 一级 9级以上

实施例3 158MPa 30％ 一级 9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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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1 135MPa 5％ 二级 7级

[0048] 由上述数据可知，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抗拉强度、延伸率、晶粒度、耐腐蚀性等参数

明显优于对比例，原因是由于本发明采用了合金优化配比，增加了铜元素提高了机械性能，

增加锌元素提高了耐腐蚀性，变质剂使用Al-Ti-B-RE线提高了晶粒的细化，同时解决了

TiB2沉淀问题的工艺，使本发明具备更大的优势。

[004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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