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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公开

了一种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及其强韧化处理

方法。所述合金中各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为：Si 

1 .03-1 .08％，Mg 0 .82-0 .87％，Mn 0 .72-

0 .79％，Cu 0 .03-0 .08％，Zr 0 .02-0 .04％，Cr 

0 .03-0 .1％，Fe 0-0 .3％，Zn 0-0 .15％，Ti 0-

0.1％，Pb 0-0.05％，余量为Al。该合金的强韧化

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铝合金的变形加工；

(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3)深冷处理；(4)时效处

理。本发明通过对Al-Mg-Si系变形铝合金进行特

殊的加工、固溶、深冷和时效处理，可以获得较高

的硬度、强度和韧性的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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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l-Mg-Si系变形铝合金的强韧化处理方法，所述合金中各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

为：Si  1 .03-1 .08％，Mg  0 .82-0 .87％，Mn  0 .72-0 .79％，Cu  0 .03-0 .08％，Zr  0 .02-

0.04％，Cr  0.03-0.1％，Fe  0-0.3％，Zn  0-0.15％，Ti  0-0.1％，Pb  0-0.05％，余量为Al；

其特征在于，所述强韧化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铝合金的变形加工：变形加工前Al-Mg-Si系铝合金加热温度为500-520℃，模具温

度为460-480℃，模筒温度为400-42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500-540℃；

(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铝合金挤压成型后，将变形后的铝合金直接用微波快速加热，

在30-60s内将铝合金加热到温度510-540℃，并保温3-5h后，用20-30℃水淬的固溶处理过

程；

(3)深冷处理：将固溶水淬后的铝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0h，随后恢复至室温；

(4)时效处理：将深冷后恢复至室温的铝合金放入165-195℃的温度下保温8-12h，最后

取出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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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及其强韧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变形铝合金强韧化方法；具体涉及

一种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及其强韧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其密度较小，比强度、比刚度、弹性

模量都较高，机加工性能优良且零件尺寸稳定性好，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且易于回收等，逐

渐成为工程结构材料中最具应用潜力的轻量化金属。

[0003] 研究表明，晶粒大小与分布对于材料的性能起主导作用，包括材料的强度、硬度、

变形性能等都与材料晶粒相关，因此，调控材料的晶粒大小与分布成为调控材料性能的一

种有效方法。

[0004] 课题组最新的研究表明，深冷处理是一种调控材料组织结构的有效方法，在材料

成品过程中将深冷处理与传统热处理相结合，从而得到性能更优的产品，具有广泛的工业

应用前景。

[0005] 因此，本项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高强韧形变铝合金及其强韧化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韧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及其强韧化处理方法，解决目前铝

合金材料性能不足的问题。

[0007] 本发明所述的Al-Mg-Si系变形铝合金中各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为：Si  1 .03-

1.08％，Mg  0.82-0.87％，Mn  0.72-0.79％，Cu  0.03-0.08％，Zr  0.02-0.04％，Cr  0.03-

0.1％，Fe  0-0.3％，Zn  0-0.15％，Ti  0-0.1％，Pb  0-0.05％，余量为Al。

[0008] 采用本发明所述的Al-Mg-Si系变形合金的强韧化热处理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09] (1)铝合金的变形加工：变形加工前Al-Mg-Si系铝合金加热温度为500-520℃，模

具温度为460-480℃，模筒温度为400-42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500-540℃。

[0010] (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铝合金挤压成型后，将变形铝合金直接用微波快速加热，

在30-60s将铝合金加热到温度510℃-540℃，并保温3-5h后，用20-30℃水淬的固溶处理过

程；

[0011] (3)深冷处理：将固溶水淬后的铝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0h，随后恢复至

室温；

[0012] (4)时效处理：将深冷后恢复至室温的铝合金放入165-195℃的温度下保温8-12h，

最后取出空冷。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发明通过对Al-Mg-Si系变形铝合金进行固溶、深冷、时效处理，可以获得具

有较高的硬度，强度及延伸率的铝合金，特别是，与传统的热处理工艺方法比较，本发明的

过程中材料的综合性能得到提高；理论分析及实践数据表明，采用本发明，Al-Mg-Si系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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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相比于当前水平，显微硬度、抗拉强度、屈服强度都有了显著提高，达到强韧化的效

果。

[0015]

[0016]

[0017] (2)本发明所述的微波快速加热水淬方法，配合后面的深冷快速冷却，能显著提高

固溶处理的效果，显微硬度可达到76HB，室温抗拉强度可达到291MPa，屈服强度可达到

194MPa，这些效果指标比目前不采用微波快速加热的现有技术提高10％以上。

[0018] (3)本发明的工艺简单、对设备要求低、容易实现，具有很好的工程价值和应用前

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0020] 实施例1所用Al-Mg-Si系变形铝合金成分(质量百分数)为：Si  1 .041％，Mg 

0 .826％，Mn  0 .7289％，Cu  0 .0717％，Zr  0 .0235％，Cr  0 .0799％，Fe  0 .11％，Zn 

0.0872％，Ti  0.0488％，Pb  0.01948％，余量为Al，该合金的强韧化处理方法依次包括以下

步骤:(1)铝合金的变形加工；(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3)深冷处理；(4)时效处理；具体为：

[0021] 第一步：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变形加工用的模具加热到需要的温度，Al-Mg-Si

系铝棒加热温度为510℃，模具温度为470℃，模筒温度为41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

530℃。

[0022] 第二步：挤压成型后将变形铝合金在微波加热炉中加热，设置加温程序为45s加热

到530℃，并在530℃保温固溶3h，然后在室温下用25℃水进行水淬；

[0023] 第三步：将固溶水淬后的铝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h，随后恢复至室温；

[0024] 第四步：将深冷后恢复至室温的铝的合金放入175℃的温度下保温8h，最后取出空

冷；

[0025] 对其室温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及硬度进行测量，并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

理(对比例1)以及未进行任何处理的试样(对比例2)对比。

[0026] 对比结果如下：

[0027]

[0028] 结果表明，经固溶处理(530℃×3h)-深冷处理(-196℃×12h)时效处理(175℃×

8h)后的合金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拉强度提高了7.1％，屈服强度提

高了7.9％，延伸率无显著变化，硬度提高了13.6％；与未进行任何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

拉强度提高了28.9％，屈服强度提高了85.6％，硬度提高了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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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2

[0030] 实施例2所用Al-Mg-Si系变形铝合金成分(质量百分数)为：Si  1 .03％，Mg 

0 .82％，Mn  0 .72％，Cu  0 .03％，Zr  0 .02％，Cr  0 .03％，Fe  0 .01％，Zn  0 .05％，Ti 

0.001％，Pb  0.001％，余量为Al，该合金的强韧化处理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1)铝合金

的变形加工；(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3)深冷处理；(4)时效处理；具体为：

[0031] 第一步：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变形加工用的模具加热到需要的温度，Al-Mg-Si

系铝棒加热温度为520℃，模具温度为480℃，模筒温度为42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

540℃。

[0032] 第二步：挤压成型后将变形铝合金放入在微波加热炉中加热，设置加温程序为30s

加热到510℃，并在510℃高温固溶5h，然后在室温下进行水淬，水温20℃；

[0033] 第三步：将固溶水淬后的铝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h，随后恢复至室温；

[0034] 第四步：将深冷后恢复至室温的铝合金放入195℃的温度下保温8h，最后取出空

冷；

[0035] 对其室温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及硬度进行测量，并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

理(对比例3)以及未进行任何处理的试样(对比例4)对比。

[0036] 结果如下：

[0037]

[0038] 结果表明，经固溶处理(510℃×5h)-深冷处理(-196℃×12h)时效处理(195℃×

8h)后的合金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拉强度提高了10.8％，屈服强度

提高了16.2％，延伸率无显著变化，硬度提高了10％；与未进行任何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

抗拉强度提高了27.4％，屈服强度提高了121.7％，硬度提高了64.2％。

[0039] 实施例3

[0040] 实施例3所用Al-Mg-Si系变形铝合金成分(质量百分数)为：Si  1 .08％，Mg 

0.87％，Mn  0.79％，Cu  0.08％，Zr  0.04％，Cr  0.1％，Fe  0.3％，Zn  0.15％，Ti  0.1％，Pb 

0 .05％，余量为Al，该合金的强韧化处理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1)铝合金的变形加工；

(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3)深冷处理；(4)时效处理；具体为：

[0041] 第一步：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变形加工用的模具加热到需要的温度，Al-Mg-Si

系铝棒加热温度为500℃，模具温度为460℃，模筒温度为40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

500℃。

[0042] 第二步：挤压成型后将变形铝合金放入在微波加热炉中加热，设置加温程序为60s

加热到540℃，并在540℃高温固溶3h，然后在室温下进行水淬，水温30℃；

[0043] 第三步：将固溶水淬后的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h，随后恢复至室温；

[0044] 第四步：将深冷后的合金放入195℃的温度下保温12h，最后取出空冷；

[0045] 对其室温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及硬度进行测量，并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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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比例5)以及未进行任何处理的试样(对比例6)对比。

[0046] 结果如下：

[0047]

[0048] 结果表明，经固溶处理(540℃×3h)-深冷处理(-196℃×12h)时效处理(195℃×

12h)后的合金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拉强度提高了9％，屈服强度提

高了9.8％，延伸率无显著变化，硬度提高了5.7％；与未进行任何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

拉强度提高了28.5％，屈服强度提高了120.3％，硬度提高了54.2％。

[0049] 实施例4

[0050] 实施例4所用Al-Mg-Si系变形铝合金成分(质量百分数)为：Si  1 .05％，Mg 

0.85％，Mn  0.75％，Cu  0.05％，Zr  0.03％，Cr  0.06％，Fe  0.2％，Zn  0.10％，Ti  0.05％，

Pb  0 .02％，余量为Al，该合金的强韧化处理方法依次包括以下步骤:(1)铝合金的变形加

工；(2)微波加热固溶处理；(3)深冷处理；(4)时效处理；具体为：

[0051] 第一步：Al-Mg-Si系变形铝合金变形加工用的模具加热到需要的温度，Al-Mg-Si

系铝棒加热温度为510℃，模具温度为470℃，模筒温度为410℃，铝合金的变形加工温度为

530℃。

[0052] 第二步：挤压成型后将变形铝合金放入在微波加热炉中加热，设置加温程序为48s

加热到540℃，并在540℃高温固溶3h，然后在室温下进行水淬，水温25℃；

[0053] 第三步：将固溶水淬后的合金放入-196℃液氮中深冷12h，随后恢复至室温；

[0054] 第四步：将深冷后的合金放入185℃的温度下保温10h，最后取出空冷；

[0055] 对其室温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及硬度进行测量，并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

理(对比例7)以及未进行任何处理的试样(对比例8)对比。

[0056] 结果如下：

[0057]

[0058] 结果表明，经固溶处理(540℃×3h)-深冷处理(-196℃×12h)时效处理(185℃×

10h)后的合金与只进行固溶-时效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抗拉强度提高了7.3％，屈服强度

提高了8.4％，延伸率无显著变化，硬度提高了5.6％；与未进行任何处理的合金相比，室温

抗拉强度提高了29.1％，屈服强度提高了112.1％，硬度提高了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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