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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

热处理方法，属于金属增材制造的热处理领域。

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包括：先将2219铝合金成形构

件放置在温度为500℃～550℃的热处理炉中保

温1h～5h，得到固溶处理的铝合金构件；再置于

10℃～30℃的水中进行淬火处理，淬火转移时间

为5s～20s；然后置于热处理炉中随炉加热至150

℃～250℃，保温4h～10h，最后空冷至室温。本发

明热处理过程操作简便，效率较高；同时，热处理

后2219铝合金构件的Cu元素偏析得到改善，粗大

共晶组织大大减少，强度和韧性得到很好的提

高，可满足航空航天产品对高强度、高韧性2219

铝合金构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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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采用增材制造方法制得

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再对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进行热处理，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第一步，将热处理炉温度升高至500℃～550℃，将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置于热处理炉

中保温3h，进行固溶处理；所述的热处理炉以10℃/min～2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00℃

～550℃；

第二步，将固溶处理完成的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置于10℃～30℃的水中进行淬火

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其中，淬火处理将铝合金从高温转移到水中冷却，转

移时间为5s～20s；

第三步，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随炉加热至150℃～250℃，保温4h～

10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所述的热处理炉以20℃/min～3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

至150℃～250℃；

第四步，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所述的增材制造方法为TIG电弧增材制造，材料为2219铝合金焊丝，2219铝合金焊丝直

径为0.8mm～2.0mm；TIG电弧增材制造过程中：成形时电弧电流为90A～190A、扫描速度为

200mm/min～500mm/min、送丝速度为600mm/min～1500mm/min。

2.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采用增材制造方法制得

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再对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进行热处理，所述的热处理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第一步，将热处理炉温度升高至500℃～550℃，将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置于热处理炉

中保温3h，进行固溶处理；所述的热处理炉以10℃/min～2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00℃

～550℃；

第二步，将固溶处理完成的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置于10℃～30℃的水中进行淬火

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其中，淬火处理将铝合金从高温转移到水中冷却，转

移时间为5s～20s；

第三步，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随炉加热至150℃～250℃，保温4h～

10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所述的热处理炉以20℃/min～3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

至150℃～250℃；

第四步，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所述的增材制造方法为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材料为2219铝合金焊丝，2219铝

合金焊丝直径为0.8mm～2.0mm；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过程中：成形时激光功率为

200W～400W、电弧电流为70A～170A、扫描速度为200mm/min～500mm/min、送丝速度为

600mm/min～1500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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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增材制造的热处理领域，涉及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2系(2219铝合金)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金属结构零件，所需的零

件结构日益复杂，性能日益提高。增材制造技术可以利用三维模型直接成形出形状复杂的

结构，有效缩短加工周期，提高产品质量，在高端装备的研制中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应用

前景。

[0003] 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成形的2219铝合金构件Cu元素偏析严重，粗大、网状的共晶组

织沿晶界分布。相比于铝基体，共晶组织韧性较差。当承受拉伸载荷时，初生裂纹源沿共晶

组织扩展，最后造成断裂，导致2219铝合金构件强度低、韧性差，无法直接使用。这就导致

2219铝合金构件必须通过热处理的方法控制铝基体中共晶组织的形态与分布。此外，传统

的铝合金T6态热处理对2219铝合金激光‑TIG电弧复合构件的适应性不好，组织的改善与力

学性能的提升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基于上述因素，选择合适的热处理工艺对于改善Cu元

素偏析、共晶组织的分布和提高力学性能至关重要。

[0004] 中国专利CN105734470A公开了一种沉积态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此方法需要

在500℃下对2219铝合金进行均匀化处理20h，然后在160℃～190℃下时效处理14h～28h，

最后冷却至室温。此方法热处理持续时间较长，效率较低且浪费能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改善Cu元素偏析，

以得到力学性能良好的铝合金构件，可满足航空航天产品的要求。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增材制造2219铝合金的热处理方法，首先采用增材制造方法制得2219铝合金

成形构件，再对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进行热处理，热处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08] 第一步，将热处理炉温度升高至500℃～550℃，将2219铝合金成形构件置于热处

理炉中保温1h～5h，进行固溶处理。

[0009] 第二步，将固溶处理完成的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置于10℃～30℃的水中进行

淬火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其中，淬火处理将铝合金从高温转移到水中冷

却，转移时间为5s～20s。

[0010] 第三步，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随炉加热至150℃～250℃，保温

4h～10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

[0011] 第四步，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0012] 进一步的，步骤一中所述的热处理炉以10℃/min～2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

5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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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步骤三中所述的热处理炉以20℃/min～3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

150℃～25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增材制造方法为TIG电弧增材制造或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

造，材料均为2219铝合金焊丝，2219铝合金焊丝直径为0.8mm～2.0mm。TIG电弧增材制造过

程中：成形时电弧电流为90A～190A、扫描速度为200mm/min～500mm/min、送丝速度为

600mm/min～1500mm/min。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过程中：成形时激光功率为200W～

400W、电弧电流为70A～170A、扫描速度为200mm/min～500mm/min、送丝速度为600mm/min～

1500mm/min。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与增材制造技术相结合可以在不经过铸造、轧制的情况下实现2219铝合金

构件的快速制造，大大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与其他铝合金热处理方法相比，本方

法简便易行，效率较高。热处理得到的2219铝合金构件，Cu元素偏析得到改善，组织得到均

匀化，大幅度提高其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高于传统锻造T6态2219铝合金。构件

在提高强度的同时，韧性也得到了保障，可满足一些航空航天产品对铝合金构件高强度、高

韧性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1中沉积态2219铝合金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构件的微观组织

扫描电镜图片。

[0018] 图2为实施例1中经热处理后2219铝合金构件的微观组织扫描电镜图片。

[0019] 图3为实施例1中沉积态2219铝合金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构件的元素分布

扫描电镜图片。(a)为扫描电镜图片；(b)为Al元素分布图片；(c)为Cu元素分布图片。

[0020] 图4为实施例1中经热处理后2219铝合金构件的元素分布扫描电镜图片。(a)为扫

描电镜图片；(b)为Al元素分布图片；(c)为Cu元素分布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2219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实现高强

度、高韧性铝合金构件的快速制造。步骤如下：

[0024] 一、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成形2219铝合金构件，材料为直径1.2mm的2219铝

合金焊丝。成形时激光功率为350W、电弧电流为130A、扫描速度为250mm/min、送丝速度为

1000mm/min。

[0025] 二、将热处理炉以1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35℃，将2219铝合金构件放入热处

理炉中，保温3h，完成固溶处理。

[0026] 三、将固溶处理完成的2219合金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转移时间小于10s，置于

20℃的水中进行淬火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

[0027] 四、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升温速率为20℃/min，随炉加热至

175℃，保温6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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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五、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0029] 沉积态2219铝合金激光‑TIG电弧增材制造构件的微观组织扫描电镜图片如图1所

示，热处理后的微观组织图片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沉积态构件中白色网状共晶组织(α‑Al+

Al2Cu)沿晶界连续分布，热处理后，白色网状共晶组织变为离散颗粒状或短棒状。沉积态

2219铝合金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构件的元素分布扫描电镜图片如图3所示，热处理

后的元素分布图片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Cu元素的偏析得到改善，分布更加均匀。

[0030] 微观组织的转变影响其力学性能，对热处理得到的构件按国标GB/T228.1‑2010金

属材料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测试其力学性能，选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抗拉强度为407MPa，屈服强度为242MPa，断后伸长率为15.1％。后续热处理后，构件强度不

仅高于沉积态构件，断后伸长率也提升至15.1％。

[0031] 表1构件力学性能参数表

[0032]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2219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实现高强

度、高韧性铝合金构件的快速制造。步骤如下：

[0035] 一、激光‑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成形2219铝合金构件，材料为直径1.8mm的2219铝

合金焊丝。成形时激光功率为400W、电弧电流为170A、扫描速度为450mm/min、送丝速度为

1500mm/min。

[0036] 二、将热处理炉以20℃/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40℃，将2219铝合金构件放入热处

理炉中，保温1h，完成固溶处理。

[0037] 三、将固溶处理完成的2219合金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转移时间小于10s，置于

30℃的水中进行淬火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

[0038] 四、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升温速率为30℃/min，随炉加热至

250℃，保温4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

[0039] 五、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得到热处理后的构件。

[0040] 经上述热处理工艺后的2219铝合金构件，共晶组织的形态变为细小的短棒状，Cu

元素偏析得到改善，组织明显均匀化；其强度达到不低于400MPa，同时断后伸长率达到15％

以上。

[0041] 实施例3

[004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TIG电弧增材制造2219合金的热处理方法，实现高强度、高韧性

铝合金构件的快速制造。步骤如下：

[0043] 一、TIG电弧复合增材制造成形2219铝合金构件，材料为直径0.8mm的2219铝合金

焊丝。成形时电弧电流为150A，扫描速度为350mm/min，送丝速度为800mm/min。

[0044] 二、将热处理炉以15℃/min的升温速率加热至500℃，将2219铝合金构件放入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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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炉中，保温5h，完成固溶处理。

[0045] 三、将固溶处理完成的2219合金构件从热处理炉中取出，转移时间小于10s，置于

10℃的水中进行淬火处理，得到淬火完成后的铝合金构件。

[0046] 四、将淬火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热处理炉中，升温速率为25℃/min，随炉加热至

150℃，保温10h，得到时效处理的铝合金构件。

[0047] 五、将时效后的铝合金构件置于空气中冷却至室温，得到热处理后的构件。

[0048] 经上述热处理工艺后的2219铝合金构件，共晶组织的形态变为细小的短棒状，Cu

元素偏析得到改善，组织明显均匀化；其强度达到不低于400MPa，同时断后伸长率达到15％

以上，可满足一些航空航天产品对铝合金构件高强度、高韧性的要求。

[0049] 以上所述过程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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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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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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