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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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580916.3

(22)申请日 2018.12.24

(71)申请人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401326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南

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2)发明人 史贵山　牟蕊悦　陈瑜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赵青朵

(51)Int.Cl.

C22C 1/02(2006.01)

C22C 21/00(2006.01)

C22B 9/05(2006.01)

B22D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铝锭熔化，

得到熔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

0.015wt％；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

进行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C)将所述净

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

金铸锭。采用本发明的生产方法生产得到的铝合

金电导率较高。本发明通过进一步控制铝锭中其

他元素的含量，对于提高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有

促进作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生产

方法成本较低，适合推广应用。结果表明，本发明

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62％IACS，电

导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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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合金铸锭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

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

C)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金铸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铝锭中，Al的含量为

99.50～99.75wt％，Si的含量≤0.08wt％，Fe的含量≤0.20wt％，Cu的含量≤0.01wt％，Cr

的含量≤0.005wt％。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30

～75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30min；

所述炉内精炼的精炼气体包括氮气和氯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炉外精炼包括在线除

气精炼和在线过滤；

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720～745℃，在线过滤的

温度为710～73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炉内精炼和炉外精炼

均无需添加细化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铸造的速度为40～

60mm/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铸造的冷却水流量为

150～250m3/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

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铸造完成后，还包括：

对铸锭进行锯切。

10.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生产的铝合金铸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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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合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是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在航空、航天、汽车、机械

制造、船舶及化学工业中已大量应用。

[0003] 铝合金密度低，但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可加工成各种型材，具

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蚀性，工业上广泛使用，使用量仅次于钢。然而，现有的生产方

法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基本在56～61％IACS，不能满足用户对电导率≥62％IACS的

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备方法，本

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较高。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铸锭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

[0007] 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

[0008] C)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金铸锭。

[0009] 优选的，步骤A)中，所述铝锭中，Al的含量为99 .50～99 .75wt％，Si的含量≤

0.08wt％，Fe的含量≤0.20wt％，Cu的含量≤0.01wt％，Cr的含量≤0.005wt％。

[0010]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30～750℃，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

～30min；

[0011] 所述炉内精炼的精炼气体包括氮气和氯气。

[0012]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炉外精炼包括在线除气精炼和在线过滤；

[0013] 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720～745℃，在线过

滤的温度为710～730℃。

[0014]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炉内精炼和炉外精炼均无需添加细化剂。

[0015]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铸造的速度为40～60mm/min。

[0016]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铸造的冷却水流量为150～250m3/h。

[0017]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剂。

[0018]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铸造完成后，还包括：对铸锭进行锯切。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文所述生产方法生产的铝合金铸锭。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铸锭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铝锭熔化，得到熔

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

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C)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

金铸锭。采用本发明的生产方法生产得到的铝合金电导率较高。本发明通过进一步控制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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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中其他元素的含量，对于提高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有促进作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提供的生产方法成本较低，适合推广应用。

[0021] 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62％IACS，电导率较高。

根据标准ASTM  B209M-2007《铝和铝合金薄板材和板材(米制)的标准规范》检测本发明得到

的铝合金铸锭的力学性能可知，本发明的铝合金铸锭的纵向屈服强度不低于61Mpa，纵向抗

拉强度不低于81Mpa。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铸锭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

[0025] 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

[0026] C)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金铸锭。

[0027] 本发明先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

[0028] 所述铝锭中，控制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铝锭

中，Al的含量为99.50～99.75wt％，Si的含量≤0.08wt％，Fe的含量≤0.20wt％，Cu的含量

≤0.01wt％，Cr的含量≤0.005wt％。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铝锭包括Al、Mn、Mg、Zn、

Ga、Si、Fe、Cu、Cr、V和Ti。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铝锭中，Al的含量为99.65～99.75wt％，Mn、

Mg、Zn和Ga的含量为0.04～0.07wt％，Si的含量为0.06～0.08wt％，Fe的含量为0.15～

0.19wt％，Cu的含量为0.001～0.005wt％，Cr的含量为0.001～0.002wt％，V和Ti的含量为

0.003～0.010wt％。各组分含量之和为100％。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铝锭包括99.65wt％的

Al；0.07wt％的Mn、Mg、Zn和Ga；0.08wt％的Si；0.19wt％的Fe；0.005wt％的Cu；0.002wt％的

Cr；0.003wt％的V和Ti。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铝锭包括99.738wt％的Al；0.04wt％的Mn、

Mg、Zn和Ga；0.06wt％的Si；0.15wt％的Fe；0.001wt％的Cu；0.001wt％的Cr；0.01wt％的V和

Ti。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铝锭包括99.728wt％的Al；0.04wt％的Mn、Mg、Zn和Ga；0.07wt％

的Si；0.15wt％的Fe；0.001wt％的Cu；0.001wt％的Cr；0.010wt％的V和Ti。

[0029] 本发明中的铝锭优选为氧化铝电解后得到的。

[0030]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熔化的熔体温度为720～760℃。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

熔化的熔体温度为730℃或740℃。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熔化的炉膛温度为950～1150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熔化的炉膛温度为1000℃。

[0031]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得到熔体后，还要进行扒渣。所述扒渣前无需添加助剂，所述

助剂包括细化剂。所述细化剂包括铝钛合金、Al-Ti-B块和Al-Ti-B丝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2] 所述扒渣后，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

体。

[0033]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采用“T”型人工精炼或HD-2000自动精炼。在本

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30～750℃。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温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1349799 A

4



度为730℃、740℃或750℃。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30min。在某些

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的时间为15min、20min或30min。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

的精炼气体包括氮气和氯气。所述氮气的流量为150～250L/min。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氮

气的流量为180L/min或200L/min。所述氯气的流量为1～5L/min。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氯

气的流量为1L/min或2L/min。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无需添加细化剂，比如铝钛

合金、Al-Ti-B块和Al-Ti-B丝中的一种或几种。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内精炼的熔体表

面的精炼气泡高度≤80mm。

[003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炉外精炼包括在线除气精炼和在线过滤。本发明的实

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为720～745℃。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温

度为720℃、730℃或745℃。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时间为15～30min。在

某些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时间为20min或30min。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

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的流量为50～80L/min。在某些实

施例中，所述氩气的流量为50L/min或60L/min。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

添加细化剂，比如铝钛合金、Al-Ti-B块和Al-Ti-B丝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

设备为旋转除气装置。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旋转除气装置为DDF装置、ALPUR装置或SNIF装

置。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中的氢含量＜0.15mL/100gAl。

[0035]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过滤的温度为710～730℃。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在

线过滤的温度为710℃、720℃或730℃。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过滤使用双级板式过

滤，其中，一级过滤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30～4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二级过滤箱体采用

过滤精度为50～6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在线过滤无需添加细化

剂，比如铝钛合金、Al-Ti-B块和Al-Ti-B丝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6] 得到净化后的熔体后，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

金铸锭。

[0037] 所述铸造的温度为720～745℃。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铸造的温度为720

℃、730℃或745℃。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铸造的速度为40～60mm/min。在某些实施例中，

所述铸造的速度为40mm/min、50mm/min或60mm/min。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铸造的冷却水

流量为150～250m3/h。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铸造的冷却水流量为200m3/h、220m3/h或

230m3/h。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剂，比如铝钛合金、Al-Ti-B块和Al-

Ti-B丝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8]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铸造完成后，还包括：对铸锭进行锯切，得到铝合金铸锭。

[0039] 本发明对上述所采用的原料的来源并无特殊的限制，可以为一般市售。

[004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文所述的生产方法生产得到的铝合金铸锭。本发明的铝合

金铸锭的电导率≥62％IACS，电导率较高。

[004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铸锭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铝锭熔化，得到熔

体；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0.015wt％；B)将所述熔体先进行炉内精炼，然后进行

炉外精炼，得到净化后的熔体；C)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745℃下进行铸造，得到铝合

金铸锭。采用本发明的生产方法生产得到的铝合金电导率较高。本发明通过进一步控制铝

锭中其他元素的含量，对于提高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有促进作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

提供的生产方法成本较低，适合推广应用。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1349799 A

5



[0042] 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62％IACS，电导率较高。

根据标准ASTM  B209M-2007《铝和铝合金薄板材和板材(米制)的标准规范》检测本发明得到

的铝合金铸锭的力学性能可知，本发明的铝合金铸锭的纵向屈服强度为61～67Mpa，纵向抗

拉强度为81～90Mpa。

[0043]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铝合金铸锭及其制

备方法进行详细描述，但不能将其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4]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原料组分均为一般市售。

[0045] 实施例1

[0046] 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熔化的溶体温度为740℃，所述熔化的炉膛温度为

1000℃。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为0.003wt％，Si的含量为0.08wt％，Fe的含量为

0.19wt％，Cu的含量为0.005wt％，Cr的含量为0.002wt％，Mn、Mg、Zn和Ga的含量之和为

0.07wt％，Al的含量为99.65wt％。

[0047] 将所述熔体在无细化剂的条件下进行扒渣，然后将扒渣后的熔体采用“T”型人工

精炼，所述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氮气和氯气，所述氮气的流量为180L/min，所述氯气的流量为

2L/min，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30℃，时间为30min，所述精炼的熔体表面的精炼气泡高度≤

80mm。所述精炼无需细化剂。

[0048] 上述精炼后的熔体先经在线除气精炼，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流

量为50L/min，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为720℃，时间为30min，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细化剂，

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中的氢含量＜0.15mL/100gAl。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在710℃下使

用双级板式过滤，其中，一级过滤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3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二级过滤

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5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得到净化后的熔体。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

细化剂。

[0049] 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20℃下进行铸造，所述铸造的速度为40mm/min，所述铸造

的冷却水流量为200m3/h，得到铸锭经锯切，得到铝合金铸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剂。

[0050] 检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

的电导率为62.4～63％IACS，电导率较高。根据标准ASTM  B209M-2007《铝和铝合金薄板材

和板材(米制)的标准规范》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力学性能可知，本实施例的

铝合金铸锭的纵向屈服强度为61～66Mpa，纵向抗拉强度为84～87Mpa。

[0051] 实施例2

[0052] 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熔化的溶体温度为730℃，所述熔化的炉膛温度为

1000℃。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为0.01wt％，Si的含量为0.06wt％，Fe的含量为

0.15wt％，Cu的含量为0.001wt％，Cr的含量为0.001wt％，Mn、Mg、Zn和Ga的含量之和为

0.04wt％，Al的含量为99.738wt％。

[0053] 将所述熔体在无细化剂的条件下进行扒渣，然后将扒渣后的熔体进行HD-2000自

动精炼，所述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氮气和氯气，所述氮气的流量为200L/min，所述氯气的流量

为2L/min，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40℃，时间为20min，所述精炼的熔体表面的精炼气泡高度≤

80mm。所述精炼无需细化剂。

[0054] 上述精炼后的熔体先经在线除气精炼，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流

量为60L/min，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为730℃，时间为20min，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细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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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中的氢含量＜0.15mL/100gAl。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在720℃下使

用双级板式过滤，其中，一级过滤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4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二级过滤

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5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得到净化后的熔体。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

细化剂。

[0055] 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30℃下进行铸造，所述铸造的速度为50mm/min，所述铸造

的水流量为220m3/h，得到铸锭经锯切，得到铝合金铸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剂。

[0056] 检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

的电导率为62.3～63.3％IACS，电导率较高。根据标准ASTM  B209M-2007《铝和铝合金薄板

材和板材(米制)的标准规范》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力学性能可知，本实施例

的铝合金铸锭的纵向屈服强度为62～63Mpa，纵向抗拉强度为81～82Mpa。

[0057] 实施例3

[0058] 将铝锭熔化，得到熔体；所述熔化的溶体温度为740℃，所述熔化的炉膛温度为

1000℃。所述铝锭中，V与Ti的含量之和为0.010wt％，Si的含量为0.07wt％，Fe的含量为

0.15wt％，Cu的含量为0.001wt％，Cr的含量为0.001wt％。Mn、Mg、Zn和Ga的含量之和为

0.04wt％。Al的含量为99.728wt％。

[0059] 将所述熔体在无细化剂的条件下进行扒渣，然后将扒渣后的熔体进行“T”型人工

精炼，所述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氮气和氯气，所述氮气的流量为180L/min，所述氯气的流量为

1L/min，炉内精炼的温度为750℃，时间为20min，所述精炼的熔体表面的精炼气泡高度≤

80mm。所述精炼无需细化剂。

[0060] 炉内精炼后的熔体先经在线除气精炼，所述在线除气精炼的精炼气体为氩气，流

量为50L/min，在线除气精炼的温度为745℃，时间为20min，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细化剂，

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中的氢含量＜0.15mL/100gAl。在线除气精炼后的熔体在730℃下使

用双级板式过滤，其中，一级过滤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4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二级过滤

箱体采用过滤精度为50ppi的泡沫陶瓷过滤片，得到净化后的熔体。所述在线除气精炼无需

细化剂。

[0061] 将所述净化后的熔体在745℃下进行铸造，所述铸造的速度为60mm/min，所述铸造

的冷却水流量为230m3/h，得到铸锭经锯切，得到铝合金铸锭。所述铸造中无需添加细化剂。

[0062] 检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电导率，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铝合金铸锭

的电导率为62.2～62.7％IACS，电导率较高。根据标准ASTM  B209M-2007《铝和铝合金薄板

材和板材(米制)的标准规范》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铝合金铸锭的力学性能可知，本实施例

的铝合金铸锭的纵向屈服强度为61～67Mpa，纵向抗拉强度为89～90Mpa。

[0063]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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