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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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646063.X

(22)申请日 2020.07.07

(71)申请人 福建祥鑫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50119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

东台村桐洋217号

(72)发明人 黄铁明　黄桢荣　张建雷　刘金霞　

孙绍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盈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26

代理人 李明通

(51)Int.Cl.

B21J 5/00(2006.01)

B21J 5/06(2006.01)

B21J 5/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

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

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

加热温度480‑510℃，保温时间12‑18h，模具加热

温度450‑500℃，保温18‑24h；(2)锻造：将加热后

的毛坯通过墩粗‑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

50‑‑70％，拔长变形量50‑70％，当毛坯温度低于

450℃或者模具温度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

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后再

进行后续的拔长‑墩粗‑拔长；(3)锻件终锻：将锻

件升温至500‑530℃，保温2‑3h，同时锻造模具升

温至480‑50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

粗‑拔长方式进行，墩粗变形量10‑15％，拔长变

形量10‑15％，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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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6系铝合金为

添加有0.1-0 .13％的Co的6061铝合金；所述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加热温度

480-510℃，保温时间12-18h，模具加热温度450-500℃，保温18-24h；(2)锻造：将加热后的

毛坯通过墩粗-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50--70％，拔长变形量50-70％，当毛坯温度低于

450℃或者模具温度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

后再进行后续的拔长-墩粗-拔长；(3)锻件终锻：将锻件升温至500-530℃，保温2-3h，同时

锻造模具升温至480-50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粗-拔长方式进行，墩粗变形量

10-15％，拔长变形量10-15％，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毛坯的制备方法为：制作6系铝合金铸锭，铸造温度700-750℃，均质温度575-585℃，均

质时间6-8h，均质后采用水冷工艺，水温40-6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6系铝合金铸锭的铸造过程中不允许使用废料，需精炼两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400-500℃，毛坯温度在450-5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锻件终锻结束后立即对锻件进行淬火处理，水介质温度：30-45℃，水淬火后锻件在水中停

留30分钟后方可吊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吊出后锻件进行时效，时效工艺为145-165℃/6-12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墩粗变形量60％，拔长变形量6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墩粗变形量12.5％，拔长变形量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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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合金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

锻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锻件如果应用于半导体领域，对于锻件的性能有着更多方面的需求，而应用以往

的普通6系合金以及锻造方式，难以满足对产品的氧化方面以及电击穿性能的要求。

[0003] 此前针对于6系合金的锻造，使用普通的6系合金，在锻造过程中，对于产品的锻造

温度控制在400℃以上，同时平砧温度300摄氏度以上，这样的锻造方式可以满足正常的性

能要求，但是难以满足电击穿的性能，同时氧化后更容易产生色差。

[0004] 相比较而言，通过提高锻造温度及增大变形量，可以在锻造过程中使晶粒充分破

碎，从而是锻造后氧化不易产生色斑，晶粒较小也可以使锻件电击穿性能更优良。但是锻造

温度，与变形的方式与变形量都是需要研究的，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合金的配方也要做出一

定的改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通过对

原有配方和锻造方法改进，可以使产品在满足力学性能的同时，仍能满足锻件较为优良的

电击穿性能及氧化要求。

[0006]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所述6系铝合金为添加有0.1-

0.13％的Co的6061铝合金；所述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加热温度480-510℃，保

温时间12-18h，模具加热温度450-500℃，保温18-24h；(2)锻造：将加热后的毛坯通过墩粗-

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50--70％，拔长变形量50-70％，当毛坯温度低于450℃或者模具

温度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后再进行后续的

拔长-墩粗-拔长；(3)锻件终锻：将锻件升温至500-530℃，保温2-3h，同时锻造模具升温至

480-50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粗-拔长方式进行，墩粗变形量10-15％，拔长变形

量10-15％，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毛坯的制备方法为：制作6系铝合金铸锭，铸造温度700-750℃，均

质温度575-585℃，均质时间6-8h，均质后采用水冷工艺，水温40-60℃。

[0009] 进一步地，所述6系铝合金铸锭的铸造过程中不允许使用废料，需精炼两次。

[0010] 进一步地，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400-500℃，毛坯温度在450-500℃。

[0011] 进一步地，锻件终锻结束后立即对锻件进行淬火处理，水介质温度：30-45℃，水淬

火后锻件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方可吊出。

[0012] 进一步地，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吊出后锻件进行时效，时效工艺为145-165℃/6-

12h。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1790864 A

3



[0013] 进一步地，步骤2中墩粗变形量60％，拔长变形量60％。

[0014] 进一步地，步骤3中墩粗变形量12.5％，拔长变形量12.5％。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的锻造方法中通过通过墩粗-拔长方式锻造方式，在一定的高温度下，锻造

至一定形变量之后，在更高的温度下，再通过墩粗-拔长方式锻造，进行两次变形，使得晶粒

充分破碎，从而是锻造后氧化不易产生色斑，晶粒较小也可以使锻件电击穿性能更优良。同

时本发明的锻造方法对添加有Co的改性6系铝合金具有更佳的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通过以下实例加以说明，这些实例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但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8] 实施例1

[0019] 毛坯的制备方法为制作6系铝合金铸锭，添加有0.12％的Co，不允许使用废料，需

精炼两次，铸造温度725℃，均质温度580℃，均质时间7h，均质后采用水冷工艺，水温50℃。

[0020] 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加热

温度495℃，保温时间16h，模具加热温度475℃，保温21h；(2)锻造：将加热后的毛坯通过墩

粗-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60％，拔长变形量60％，当毛坯温度低于450℃或者模具温度

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后再进行后续的拔

长-墩粗-拔长；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450℃，毛坯温度在475℃；(3)锻件终锻：将锻件升

温至520℃，保温2.5h，同时锻造模具升温至49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粗-拔长方

式进行，墩粗变形量12.5％，拔长变形量12.5％，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0021] 锻件终锻结束后立即对锻件进行淬火处理，水介质温度：37.5℃，水淬火后锻件在

水中停留30分钟后方可吊出。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吊出后锻件进行时效，时效工艺为155

℃/9h。然后进行机加工即可制得成品。

[0022] 实施例2

[0023] 毛坯的制备方法为：制作6系铝合金铸锭，添加有0.1％的Co，不允许使用废料，需

精炼两次，铸造温度750℃，均质温度575℃，均质时间8h，均质后采用水冷工艺，水温40℃。

[0024] 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加热

温度480℃，保温时间18h，模具加热温度450℃，保温24h；(2)锻造：将加热后的毛坯通过墩

粗-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50％，拔长变形量70％，当毛坯温度低于450℃或者模具温度

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后再进行后续的拔

长-墩粗-拔长；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400℃，毛坯温度在500℃；(3)锻件终锻：将锻件升

温至500℃，保温3h，同时锻造模具升温至48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粗-拔长方式

进行，墩粗变形量15％，拔长变形量10％，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0025] 锻件终锻结束后立即对锻件进行淬火处理，水介质温度：45℃，水淬火后锻件在水

中停留30分钟后方可吊出。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吊出后锻件进行时效，时效工艺为145℃/

12h。然后进行机加工即可制得成品。

[0026] 实施例3

[0027] 毛坯的制备方法为：制作6系铝合金铸锭，添加有0.13％的Co，不允许使用废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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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两次，铸造温度700℃，均质温度585℃，均质时间6h，均质后采用水冷工艺，水温60℃。

[0028] 一种提高6系合金抗氧化及电击穿性能的锻造方法，包括：(1)锻造加热：毛坯加热

温度510℃，保温时间12h，模具加热温度500℃，保温18h；(2)锻造：将加热后的毛坯通过墩

粗-拔长方式锻造，墩粗变形量70％，拔长变形量50％，当毛坯温度低于450℃或者模具温度

低于400℃时，将毛坯回炉，按上述步骤1中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加热，而后再进行后续的拔

长-墩粗-拔长；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500℃，毛坯温度在450℃；(3)锻件终锻：将锻件升

温至530℃，保温2h，同时锻造模具升温至500℃，迅速对锻件进行终锻，通过墩粗-拔长方式

进行，墩粗变形量10％，拔长变形量15％，保证满足锻坯尺寸要求。

[0029] 锻件终锻结束后立即对锻件进行淬火处理，水介质温度：30℃，水淬火后锻件在水

中停留30分钟后方可吊出。在水中停留30分钟后吊出后锻件进行时效，时效工艺为165℃/

6h。然后进行机加工即可制得成品。

[0030] 对比例1

[0031]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不加入Co。

[0032] 对比例2

[0033]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加入0.2％Co。

[0034] 对比例3

[0035]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步骤2中墩粗变形量40％，拔长变形量40％，

步骤3中墩粗变形量32.5％，拔长变形量32.5％。

[0036] 对比例4

[0037]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添加废料比例为30％。

[0038] 对比例5

[0039]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步骤2中模具温度保持在350℃，毛坯温度在

400℃。

[0040] 对比例6

[0041] 与实施例1的制备工艺基本相同，唯有不进行终锻，直接进行淬火处理和后续操

作。

[0042] 对比例7

[0043] 将实施例1中的毛坯，采用下述常规方法进行制造：

[0044] 挤压：将均匀化处理后的铝合金铸锭置于挤压机中进行挤压，得到所需要的铝合

金型材，其中，挤压前对挤压筒进行加热，温度加热至450℃，对挤压铸锭加热，温度加热至

520℃，挤压速度为5m/min。

[0045] 固溶处理：将挤压后的铝合金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处理温度为560℃，保温时

间为55min，固溶后的铝合金型材用淬火液进行淬火。

[0046] 冷处理：将淬火后的铝合金型材进行冷处理，冷处理温度为-180±10℃，保温时间

为10h。

[0047] 时效，时效工艺为145℃/12h。然后进行机加工即可制得成品。

[0048] 对实施例1-3和对比例1-7制得的标准样品，测定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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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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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由上表可知：实施例1中得到的锻件力学性能均较为优异，其中抗拉强度≥

260MPa，屈服强度≥240MPa，延伸率≥7％，且耐电击穿性能符合要求，且氧化后表面无色

斑，证明本发明效果优异。与实施例一相比，对比例4中在熔炼中添加废料30％，从而导致氧

化后存在色差。与实施例一相比，对比例5中锻造温度较低，存在加工硬化，经后续热处理，

产生粗晶，从而导致后续氧化后存在色斑，且膜厚相对较薄，抗电击穿性能也较差。与实施

例1相比，对比例3中锻造过程中第一次变形量相对较小，晶粒未充分破碎，相对较大，且不

均匀，导致后续氧化后存在色斑，且膜厚相对较薄，抗电击穿性能也较差。对比例6未进行终

锻，很明显其抗电击穿性能明显下降。对比例1-2的比较可知，Co的加入可以显著提高电击

穿，但是其量不宜过多，过多效果反而不佳。对比例7为常用的挤压成型的方法，可以看出其

温度是足够高，但是未进行充分变形，性能明显不佳。

[0052] 以上内容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由所提交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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