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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铝钛硼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涉及合金制造领域，该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

法包括将用铝箔包装成袋的钛屑与用铝箔包装

成袋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中，

经浇铸得到铝钛硼合金，利用该制备方法可以有

效利用钛屑，并能缓解现有技术中生产铝钛硼合

金污染环境、成本高以及合金偏析的问题，达到

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成本和提高铝钛硼合金品质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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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用铝箔包装成袋的钛屑与用铝箔包装

成袋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中，经浇铸得到铝钛硼合金；

其中，先将包装后的钛屑压入铝液，搅拌30-50min并保温5-10min，再将包装后的氟硼

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液，搅拌20-40min并保温3-10min；

氟化钠的重量为氟硼酸钾重量的0.5-2％；所述铝液的温度为820-900℃；

在100Kg纯铝熔化形成的铝液中，所述钛屑的加入量为6kg，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

混合物的加入量为12.12kg；

或者，在100Kg纯铝熔化形成的铝液中，所述钛屑的加入量为4kg，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

钠的混合物的加入量为14.14kg；

或者，在100Kg纯铝熔化形成的铝液中，所述钛屑的加入量为5kg，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

钠的混合物的加入量为14.28k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铝液的温度为830-

8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铝液的温度为840-

8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再

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将钛屑置于有机溶剂 

中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后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后，

钛屑经干燥处理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钛屑干燥处理条件为：

100-120℃下干燥20-50min。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氟硼酸钾

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经干燥处理后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

的混合物的干燥处理条件为：70-90℃下干燥30-50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氟化钠的重量为氟硼

酸钾重量的0.7-1.8％。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氟化钠的重量为氟硼

酸钾重量的1-1.5％。

12.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铝箔的厚度

为0.05-0.2mm。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铝箔的厚度为0.07-

0.15mm。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铝箔的厚度为0.07-

0.12mm。

15.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钛屑的厚度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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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钛屑的最大截面尺寸

≤5mm。

17.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钟罩压

入式方法将包装后的钛屑与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液后进行熔解。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将包装后的钛屑压

入铝液，搅拌35-50min并保温6-10min，再将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

液，搅拌22-35min并保温4-8min。

1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将包装后的钛屑压

入铝液，搅拌40-50min并保温8-10min，再将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

液，搅拌25-35min并保温5-8min。

20.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铝液表面覆

盖有覆盖剂。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覆盖剂包括以下重量

百分比的原料：氯化钾65-80％，氯化钠15-25％，氟铝酸钾4-7％，氟铝酸钠1-3％，余量为杂

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1％。

22.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覆盖剂包括以下重量

百分比的原料：氯化钾68-78％，氯化钠18-22％，氟铝酸钾4.5-6.5％，氟铝酸钠1.2-2.8％，

余量为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8％。

23.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覆盖剂包括以下重量

百分比的原料：氯化钾70-75％，氯化钠20-22％，氟铝酸钾5-6％，氟铝酸钠1.5-2.5％，余量

为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7％；

其中杂质成分包括氯化镁和氯化钡。

24.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钛屑与氟硼

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后得到合金液，然后进行除氢处理，除氢处理时合金液的

温度为720-800℃。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除氢处理时合金液的

温度为740-780℃。

26.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除氢处理时合金液的

温度为750-780℃。

27.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除氢处理的方法包括

向合金液中通入N2与Cl2的混合气体。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N2与Cl2的混合气体中

N2的重量百分比为80-90％，Cl2的重量百分比为10-20％。

29.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合金液中的氢含量

低于0.2ml/100g以下时，进行除渣处理。

30.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合金液温度为720-

740℃时，浇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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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钛硼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合金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铝钛硼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及其合金由于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耐蚀性强和无毒无害等优良的特点，在航

空、航天、船舶、汽车、化工和医学等领域被广泛应用。由于钛制品独特的加工特点，在生产

加工过程中成品率一般在50％左右，在机械加工中会产生大量的钛屑，因此需要对钛屑进

行回收利用。目前钛屑的回收一般主要采用专用的钛屑回收设备或基于现有的设备对钛屑

进行回收。前者设备成本高，利用率低；后者由于钛屑电极密度小、紧实度差等原因，在真空

熔炼过程中反应不稳定，对设备造成损坏，同时容易发生危险。

[0003] 铝钛硼合金作为有效的铝及铝合金晶粒细化剂，目前在生产中被广泛使用。铝钛

硼合金的制备现在主要有氟盐反应法、熔体元素混合法、自蔓延高温合成法等。氟盐反应法

是在熔融铝熔体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氟钛酸钾和氟硼酸钾制得铝钛硼合金。该方法生产的铝

钛硼合金价格低廉、细化效果强，是目前工业生产中普遍采用的生产方法。但氟盐反应法中

钛和硼均来自于含氟化合物，因此需使用大量的含氟化合物作为原料，导致在制备过程中

放出大量的氟化物烟尘，污染环境的同时还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生成的氟化物对炉

衬有一定的腐蚀，夹杂在铝钛硼合金中，恶化了合金的性能。熔体元素混合法是以海绵钛、

硼的碱金属和铝熔体发生反应制得铝钛硼合金，该方法能降低颗粒原料的加入量，减少了

氟盐的挥发和熔体温度的降低，但制得的合金中存在较多的硼化物，有效粒子TiB2较少，细

化效果不理想且成本较高。自蔓延高温合成法是将铝、钛、硼的单质粉末压块加入到铝熔体

中制得铝钛硼合金，该方法制得的合金纯净度高，但是由于反应温度不容易控制，原材料价

格昂贵，不容易用到实际生产中。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利用该制备方法可以有

效回收利用钛屑，并能缓解现有技术中生产铝钛硼合金过程中污染环境、成本高或产生合

金偏析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铝钛硼合金，该铝钛硼合金中铝、钛和硼的结合

更均匀，合金的品质更高。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将用铝箔包装成袋的钛屑与用铝箔包装成袋的氟硼

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中，经浇铸得到铝钛硼合金。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铝液的温度为820-900℃，优选为830-880℃，进一步优选为840-

860℃。

[0010] 进一步的，先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可选地，先将钛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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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有机熔剂中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后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可选地，去除钛屑表

面污垢后，钛屑经干燥处理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可选地，钛屑干燥处理条件为：

100-120℃下干燥20-50min。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经干燥处理后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

铝液中；可选地，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干燥处理条件为：70-90℃下干燥30-

50min。

[0012] 进一步的，氟化钠的重量为氟硼酸钾重量的0.5-2％，优选为0.7-1.8％，进一步优

选为1-1.5％。

[0013] 进一步的，铝箔的厚度为0.05-0 .2mm，优选为0.07-0 .15mm，进一步优选为0.07-

0.12mm；可选地，钛屑的厚度≤2mm；可选地，钛屑的最大截面尺寸≤5mm。

[0014] 进一步的，采用钟罩压入式方法将包装后的钛屑与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

混合物压入铝液后进行熔解；可选地，先将包装后的钛屑压入铝液，搅拌30-50min并保温5-

10min，优选为搅拌35-50min并保温6-10min，进一步优选为搅拌40-50min并保温8-10min；

再将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液，搅拌20-40min并保温3-10min，优选为

搅拌22-35min并保温4-8min，进一步优选为搅拌25-35min并保温5-8min。

[0015] 进一步的，铝液表面覆盖有覆盖剂；可选地，覆盖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

氯化钾65-80％，氯化钠15-25％，氟铝酸钾4-7％，氟铝酸钠1-3％，余量为杂质成分且杂质

成分的重量百分比≤1％；优选为：氯化钾68-78％，氯化钠18-22％，氟铝酸钾4.5-6.5％，氟

铝酸钠1.2-2.8％，余量为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8％；进一步优选为：氯化

钾70-75％，氯化钠20-22％，氟铝酸钾5-6％，氟铝酸钠1.5-2.5％，余量为杂质成分且杂质

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7％；其中杂质成分包括氯化镁和氯化钡。

[0016] 进一步的，钛屑与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后得到合金液，然后进行

除氢处理，除氢处理时合金液的温度为720-800℃，优选为740-780℃，进一步优选为750-

780℃；可选地，除氢处理的方法包括向合金液中通入N2与Cl2的混合气体；可选地，N2与Cl2

的混合气体中N2的重量百分比为80-90％，Cl2的重量百分比为10-20％；可选地，当合金液中

的氢含量低于0.2ml/100g以下时，进行除渣处理；可选地，当合金液温度为720-740℃时，浇

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0017] 一种铝钛硼合金，根据上述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0018]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与采用氟硼酸钾和氟钛酸钾的氟盐法制备

铝钛硼合金相比，利用钛屑替代氟钛酸钾可大幅度减少氟盐的加入量，使得制备过程中氟

化物明显减少，降低污染，制得的合金较为纯净，品质相对提高；与熔体元素混合法制备的

铝钛硼合金相比，既发挥熔体元素混合法制备过程中降低氟盐颗粒物的加入量的优点，同

时制得的铝钛硼合金也较为纯净；与自蔓延高温合成法制备的铝钛硼合金相比，制备过程

操作简单，原料来源广且价格便宜。

[0020] 因此，本发明中通过将钛屑与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一起熔于铝液中，可以

有效回收钛屑，直接将钛屑用于制备铝钛硼合金，避免了钛屑的中间回收过程，节约能源；

同时用钛屑替代原来的氟钛酸钾，降低了氟盐的加入量，减少了环境污染。另外，本发明采

用铝箔包括钛屑，同时用铝箔包装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将包装成袋的原料熔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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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液中，降低了钛屑的回收温度，进而降低了加工能耗和生产成本；同时，上述包装方式可

以将钛和硼均匀地分散于铝液中，在浇铸后得到的铝钛硼合金中，铝、钛和硼的结合更均

匀，避免了团聚现象的发生，提高了铝钛硼合金的品质。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铝钛硼合金的金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24]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将用铝箔包装成袋的钛屑

与用铝箔包装成袋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中，经浇铸得到铝钛硼合金。

[0025] 本发明提供的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与采用氟硼酸钾和氟钛酸钾的氟盐法制备

铝钛硼合金相比，利用钛屑替代氟钛酸钾可大幅度减少氟盐的加入量，使得制备过程中氟

化物明显减少，降低污染，制得的合金较为纯净，品质相对提高；与熔体元素混合法制备的

铝钛硼合金相比，既发挥熔体元素混合法制备过程中降低氟盐颗粒物的加入量的优点，同

时制得的铝钛硼合金也较为纯净；与自蔓延高温合成法制备的铝钛硼合金相比，制备过程

操作简单，原料来源广且价格便宜。

[0026] 因此，本发明中通过将钛屑与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一起熔于铝液中，可以

有效回收钛屑，直接将钛屑用于制备铝钛硼合金，避免了钛屑的中间回收过程，节约能源；

同时用钛屑替代原来的氟钛酸钾，降低了氟盐的加入量，减少了环境污染。另外，本发明采

用铝箔包括钛屑，同时用铝箔包装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将包装成袋的原料熔解于

铝液中，降低了钛屑的回收温度，进而降低了加工能耗和生产成本；同时，上述包装方式可

以将钛和硼均匀地分散于铝液中，在浇铸后得到的铝钛硼合金中，铝、钛和硼的结合更均

匀，避免了团聚现象的发生，提高了铝钛硼合金的品质。

[0027] 本发明中的钛屑优选指各种钛废料和加工钛产品过程中的产生的屑料。

[0028]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铝液的温度为820-900℃，优选为830-880℃，进

一步优选为840-860℃。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中的温度远低于目前的熔融加工方法中的温

度，有效降低了加工温度，节约能源，降低成本。钛屑和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在此温

度下缓慢熔解于铝液中，并均匀分布于铝液中。

[0029] 在上述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铝液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温度例如为：820℃、830℃、840

℃、850℃、860℃、870℃、880℃、890℃或900℃。

[003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先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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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选地，先将钛屑置于有机熔剂中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后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

可选地，去除钛屑表面污垢后，钛屑经干燥处理再用铝箔包装成袋熔于铝液中；可选地，钛

屑干燥处理条件为：100-120℃下干燥20-50min。去除钛屑表面污垢，避免引入杂质。用有机

熔剂清洗可方便干燥。有机熔剂优选为乙醇或丙醇等熔剂。钛屑经干燥处理，避免通过钛屑

向铝液中引入水，从而避免铝液中氢过量。

[0031]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经干燥处理后再用

铝箔包装成袋熔熔于铝液中；可选地，所述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的干燥处理条件为：

70-90℃下干燥30-50min。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经干燥处理，避免通过氟硼酸钾和氟

化钠的混合物的向铝液中引入水，从而避免铝液中氢过量。

[003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氟化钠的重量为氟硼酸钾重量的0.5-2％，优选为

0.7-1 .8％，进一步优选为1-1 .5％。利用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便于硼在铝液中熔

解。其中，氟化钠的重量典型但非限制性的为氟硼酸钾重量的0.5％、0.7％、1％、1.3％、

1.5％、1.8％或2％。

[003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铝箔的厚度为0.05-0.2mm，优选为0.07-0.15mm，进

一步优选为0.07-0.12mm。

[0034] 在上述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铝箔典型但非限制性的厚度例如为：0.05mm、0.07mm、

0.1mm、0.12mm、0.15mm、0.17mm或0.2mm。

[0035]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钛屑的厚度≤2mm；可选地，所述钛屑的最大截

面尺寸≤5mm。将钛屑加工成片状结构，以及设定特定的厚度和截面尺寸，便于熔解。

[0036] 上述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钛屑典型但非限制性的厚度例如为：0 .1mm、0 .3mm、

0.5mm、0.7mm、1mm、1.2mm、1.4mm、1.5mm、1.7mm或2mm。钛屑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截面尺寸例如

为：0.1mm、0.5mm、1mm、1.5mm、2mm、2.5mm、3mm、3.5mm、4mm、4.5mm或5mm。

[0037]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采用钟罩压入式方法将包装后的钛屑与包装后的氟

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液后进行熔解；可选地，先将包装后的钛屑压入铝液，搅拌

30-50min并保温5-10min，优选为搅拌35-50min并保温6-10min，进一步优选为搅拌40-

50min并保温8-10min；再将包装后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压入铝液，搅拌20-40min

并保温3-10min，优选为搅拌22-35min并保温4-8min，进一步优选为搅拌25-35min并保温5-

8min。采用钟罩压入式方法将预制块压入铝液中，可以防止钛屑和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

合物漂浮于铝液表面。采用搅拌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增加钛和硼在铝液中分散的均匀度。

[0038]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铝液表面覆盖有覆盖剂；可选地，覆盖剂包括以下重

量百分比的原料：氯化钾65-80％，氯化钠15-25％，氟铝酸钾4-7％，氟铝酸钠1-3％，余量为

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1％；优选为：氯化钾68-78％，氯化钠18-22％，氟铝酸

钾4.5-6.5％，氟铝酸钠1.2-2.8％，余量为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8％；进

一步优选为：氯化钾70-75％，氯化钠20-22％，氟铝酸钾5-6％，氟铝酸钠1.5-2.5％，余量为

杂质成分且杂质成分的重量百分比≤0.7％；其中杂质成分包括氯化镁和氯化钡。其中，覆

盖剂通过预热处理至120-160℃后覆盖于铝液表面。覆盖剂可防止铝液的热量的损失。

[003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钛屑和与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熔于铝液后得

到合金液，然后进行除氢处理，除氢处理时合金液的温度为720-800℃，优选为740-780℃，

进一步优选为750-780℃。去除合金液中的氢，防止氢破坏铝钛硼合金的性能。其中，除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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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液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温度例如为：720℃、740℃、760℃或780℃。

[004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除氢处理的方法包括向合金液中通入N2与Cl2的混合

气体；可选地，N2与Cl2的混合气体中N2的重量百分比为80-90％，Cl2的重量百分比为10-

20％；可选地，当合金液中的氢含量低于0.2ml/100g以下时，进行除渣处理；可选地，当合金

液温度为720-740℃时，浇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0041]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铝钛硼合金，根据上述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制

备得到。

[0042]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3] 实施例1

[0044] 本实施例是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该方法是利用铝、钛屑以及氟硼酸钾和

氟化钠的混合物制备Al-5％Ti-1％B合金，具体步骤如下：

[0045] 先将机械加工产生的钛屑(只含有钛元素的纯钛屑)在破碎机上进行粉碎，将钛屑

粉碎至最大尺寸小于5mm的片状结构后，用有机溶剂-乙醇将钛屑表面的污垢去除，干燥后

称取6kg钛屑并用0.1mm厚的铝箔将钛屑包装成袋，每袋装钛屑0.5kg；

[0046] 称取12kg的氟硼酸钾和0.12kg的氟化钠，将其在80℃干燥30分钟后，混合均匀，并

用0.1mm厚的铝箔包装成袋，每袋0.505kg；

[0047] 将100kg纯铝在熔炼炉中熔化后，在铝液表面均匀的撒上120℃预热处理后的覆盖

剂，覆盖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70％的氯化钾，19.6％的氯化钠，7％的氟铝酸钾，3％的氟

铝酸钠，0.2％的氯化镁和0.2％的氯化钡；

[0048] 随后将铝液升温至860℃，采用钟罩压入式加入袋装的钛屑，搅拌40分钟后保温8

分钟，然后加入袋装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充分搅拌20分钟后保温3分钟得到合金

液，搅拌时在铝液表面均匀地撒上预热处理后的覆盖剂；

[0049] 当铝液温度为760℃时，利用旋转除气机将N2与Cl2的混合气体通入合金液进行除

气，并用测氢仪对合金液中的氢含量进行测量，当氢含量在0.2ml/100g以下时，停止除气并

撇渣，待合金液温度为730℃时，进行扒渣浇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0050] 按照上述方法得到的Al-5％Ti-1％B合金的成分列于表1。图1为本实施例中得到

的Al-5％Ti-1％B合金的金相图。

[0051] 表1实施例1的Al-5％Ti-1％B合金的成分表

[0052]

[0053] 从表1中可以看出，本实施例中，钛的回收率可以达到86％以上，且从图1中的金相

图可以看出，本实施例中的Al-5％Ti-1％B合金的结构质地均匀，合金较为纯净，无颗粒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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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现象发生。

[0054] 实施例2

[0055] 本实施例是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该方法是利用铝、钛屑以及氟硼酸钾和

氟化钠的混合物制备Al-3％Ti-1％B合金，具体步骤如下：

[0056] 先将机械加工产生的钛屑(只含有钛元素的纯钛屑)在破碎机上进行粉碎，将钛屑

粉碎至最大尺寸小于5mm的片状结构后，用有机溶剂-乙醇将钛屑表面的污垢去除，干燥后

称取4kg钛屑并用0.05mm厚的铝箔包装成袋，每袋装钛屑0.4kg；

[0057] 称取14kg的氟硼酸钾和0.14kg的氟化钠，将其在80℃干燥30分钟后，混合均匀，并

用0.05mm的铝箔包装成袋，每袋0.505kg；

[0058] 将100kg纯铝在熔炼炉中熔化后，在铝液表面均匀的撒上160℃预热处理后的覆盖

剂，覆盖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64.5％的氯化钾，25％的氯化钠，7％的氟铝酸钾，3％的氟

铝酸钠，0.3％的氯化镁和0.2％的氯化钡；

[0059] 随后将铝液升温至850℃，采用钟罩压入式加入袋装钛屑，电磁搅拌30分钟后保温

5分钟，然后加入袋装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充分搅拌20分钟后保温3分钟得到合

金液，搅拌时在铝液表面均匀地撒上预热处理后的覆盖剂；

[0060] 当铝液温度为750℃时，利用旋转除气机将N2与Cl2的混合气体通入合金液进行除

气，并用测氢仪对合金液中的氢含量进行测量，当氢含量在0.2ml/100g以下时，停止除气并

撇渣，待合金液温度为720℃时，进行扒渣浇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0061] 按照上述方法得到的Al-3％Ti-1％B合金的成分列于表2。

[0062] 表2实施例2的Al-3％Ti-1％B合金的成分表

[0063]

[0064] 从表2中可以看出，本实施例中，钛的回收率可以达到83％以上。

[0065] 实施例3

[0066] 本实施例是一种铝钛硼合金的制备方法，该方法是利用铝、钛屑以及氟硼酸钾和

氟化钠的混合物制备Al-3％Ti-1％B合金，具体步骤如下：

[0067] 先将机械加工产生的钛屑(主要成分为Ti6Al4V)在破碎机上进行粉碎，将钛屑粉碎

至最大尺寸小于5mm的片状结构后，用有机溶剂-乙醇将钛屑表面的污垢去除，干燥后称取

5kg钛屑并用0.1mm厚的铝箔包装成袋，每袋装钛屑0.5kg；

[0068] 称取14kg的氟硼酸钾和0.28kg的氟化钠，将其在70℃干燥30分钟后，混合均匀，并

用0.1mm厚的铝箔包装成袋，每袋0.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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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将100kg纯铝在熔炼炉中熔化后，在铝液表面均匀的撒上140℃预热处理后的覆盖

剂，覆盖剂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80％的氯化钾，15％的氯化钠，3.5％的氟铝酸钾，1％氟铝

酸钠，0.2％的氯化镁和0.3％的氯化钡；

[0070] 随后将铝液升温至880℃，采用钟罩压入式加入袋装钛屑，人工搅拌50分钟后保温

10分钟，然后加入袋装的氟硼酸钾和氟化钠的混合物，充分搅拌30分钟后保温5分钟得到合

金液，搅拌时在铝液表面均匀的撒上预热处理后的覆盖剂；

[0071] 当铝液温度为750℃时，利用旋转除气机将N2与Cl2的混合气体通入合金液进行除

气，并用测氢仪对合金液中的氢含量进行测量，当氢含量在0.2ml/100g以下时，停止除气并

撇渣，待合金液温度为730℃时，进行扒渣浇铸成锭，得到铝钛硼合金。

[0072] 按照上述方法得到的Al-3％Ti-1％B合金的成分列于表3。

[0073] 表3实施例3的Al-3％Ti-1％B合金的成分表

[0074]

[0075] 从表2中可以看出，本实施例中，当用主要成分为Ti6Al4V的钛屑时，钛的回收率也

可以达到80％以上。

[0076] 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在不背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作出许多其它的更改和修改。因此，这意味着在所附权利要求中

包括属于本发明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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