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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

的制备方法，包括：本体制备步骤和对本体进行

表面处理步骤。通过添加入合适的稀土元素，增

加了产品的硬度、韧性，降低了材料成本。通过优

化了步骤顺序，使原胚中空洞率极少，确保本体

力学性能的稳定。通过采用合理的表面处理方

式，确保本体的耐腐蚀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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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包括：

(一)本体制备步骤：

该本体制备步骤包括：

(1)配制制作本体的铝合金材料，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0.5—1.0％，

Cu：3.0—4.0％，Mn：0.3—0.5％，Mg：0.03—0.1％，Ni：0.3—0.5％，Zn：0.3—0.5％，Sn：

0.1—0.35％，La：0.05-0.08％，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含量不大于0.6％；

(2)将纯Al置于熔炉中升温至810—830℃，保持该温度，将纯Mg块压在纯Al溶液底部，

持续5—10min至纯Mg块完全融化，接着，同时添加纯Fe、纯Cu、纯Mn、纯Ni、纯Zn，在8min内升

温至950—1000℃，添加La，持续1—2min，接着在10min内，降温至710—720℃，并加入精炼

剂进行精炼除渣，静置一段时间后得到熔融的合金材料，将熔融的合金材料浇注入模具，得

到本体原胚；

(3)对原胚实施精加工得到本体，且沿着本体的中心位置设有若干纵向通孔，通孔的直

径为2—4mm；

(二)对本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

该对本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包括：

(1)对本体进行表面滚压处理；

(2)在150—200℃的环境中，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理后的本体，在击打的同时对本体

进行激光处理，其中，金刚砂的粒径为0.5—1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0—35kW，电流400—

500A，脉宽3-4mm，离焦量100-115mm；

(3)对经过滚压处理后的本体进行清洗，清洗步骤包括依次进行酸洗、碱洗、中和、去离

子水清洗、晾干、超声波清洗；

(4)对清洗后的本体进行渗镍处理，处理的方式是将本体埋设在重量比为1:8的氮化镍

与碳的混合物中，在0.5—0.8MPa氮气氛围下加热到360—380℃，并保温0.5—1小时，然后

保持本体在混合物中降至室温；

(5)对渗镍处理后的本体表面进行常规方式的镀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2)中，得到本体原胚的浇注方式是：所采用的模具是上下方向上能够开合的模具，该

模具的浇注口位于该模具的下部，通过压力将熔融的合金材料压入模具中，浇注分为以下

阶段：充型阶段：时间保持15—20s、压力采用0.025兆帕；增压阶段：时间保持20—30s、压力

采用0.05兆帕；保压阶段：时间保持60—120s，压力采用0.05兆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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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配件制备方法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

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最大程度的减少机动车排放，是最为常见的发展

方向之一。为此，尽最大程度为汽车减重，极为重要。

[0003] 汽车的雨刮器驱动臂虽然较为常见，但是作为常见的耗材之一，在高档轿车上，希

望其重量得到进一步降低、使用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它具有使产品的成

本得到有效控制，使用寿命得到了极大提高的特点。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包括：

[0006] (一)本体制备步骤：

[0007] 该本体制备步骤包括：

[0008] (1)配制制作本体的铝合金材料，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0.5—

1.0％，Cu：3.0—4.0％，Mn：0.3—0.5％，Mg：0.03—0.1％，Ni：0.3—0.5％，Zn：0.3—0.5％，

Sn：0.1—0.35％，La：0.05-0.08％，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含量不大于0.6％；

[0009] (2)将纯Al置于熔炉中升温至810—830℃，保持该温度，将纯Mg块压在纯Al溶液底

部，持续5—10min至纯Mg块完全融化，接着，同时添加纯Fe、纯Cu、纯Mn、纯Ni、纯Zn，在8min

内升温至950—1000℃，添加La，持续1—2min，接着在10min内，降温至710—720℃，并加入

精炼剂进行精炼除渣，静置一段时间后得到熔融的合金材料，将熔融的合金材料浇注入模

具，得到本体原胚；

[0010] (3)对原胚实施精加工得到本体，且沿着本体的中心位置设有若干纵向通孔，通孔

的直径为2—4mm；

[0011] (二)对本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

[0012] 该对本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包括：

[0013] (1)对本体进行表面滚压处理；

[0014] (2)在150—200℃的环境中，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理后的本体，在击打的同时对

本体进行激光处理，其中，金刚砂的粒径为0.5—1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0—35kW，电流

400—500A，脉宽3-4mm，离焦量100-115mm；

[0015] (3)对经过滚压处理后的本体进行清洗，清洗步骤包括依次进行酸洗、碱洗、中和、

去离子水清洗、晾干、超声波清洗；

[0016] (4)对清洗后的本体进行渗镍处理，处理的方式是将本体埋设在重量比为1:8的氮

化镍与碳的混合物中，在0.5—0.8MPa氮气氛围下加热到360—380℃，并保温0.5—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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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保持本体在混合物中降至室温；

[0017] (5)对渗镍处理后的本体表面进行常规方式的镀镍。

[0018] 所述步骤(一)(2)中，得到本体原胚的浇注方式是：所采用的模具是上下方向上能

够开合的模具，该模具的浇注口位于该模具的下部，通过压力将熔融的合金材料压入模具

中，浇注分为以下阶段：充型阶段：时间保持15—20s、压力采用0.025兆帕；增压阶段：时间

保持20—30s、压力采用0.05兆帕；保压阶段：时间保持60—120s，压力采用0.05兆帕。

[0019] 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使产品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使用寿命

得到了极大提高。本发明的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在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改进：

[0020] 1、添加入合适的稀土元素。通过稀土元素的引入，进一步细化和均匀了晶粒，增加

了产品的硬度、韧性；且通过合理界定杂质的含量，降低了材料成本。

[0021] 2、优化了步骤顺序。在本体材料制备中，先行添加Mg，使Mg和Al的分子能够首先得

到更为彻底的结合，之后添加其他构成合金的原料，优化了晶体构成，最后在升温后添加稀

土元素，使稀土元素的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相较于普通工序，本发明在稀土的使用

数量上，仅需使用一种而避免使用一种以上，在稀土的使用量上能够减少10倍以上，但是作

用相较于多种稀土元素的添加有了一定的提高。经实际验证，材料的硬度、韧性至少增加

15％，且能够在本体的中部设置通孔，使其重量得到较大降低，成本至少减少30％。在浇注

本体坯料时，通过采用分段加压，且从下部浇注的方式，使原胚中空洞率极少，确保本体力

学性能的稳定。

[0022] 3、使用寿命较长。通过采用合理的表面处理方式，仅需进行一次滚压处理，和时间

较短的渗镍、镀镍处理，即可确保本体的耐腐蚀能力得到提升，表面材质能够在正常使用

下，增加10％的使用寿命。其中，采用金刚砂击打的方式，较好的消除了滚压处理时可能形

成的表面密度不均衡的现象，而伴随以激光处理，能够将金刚砂中的硅和硅等成分和本体

表面相互作用，使激光对本体表面的处理效果更好。实际验证，相较于单一采用金刚砂击

打，或者单一采用激光处理的方式，使材料的表面硬度、耐磨性、防腐性均得到提升。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铝制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的制备方法，包括：(一)本体制备步骤和(二)对本

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

[0024] (一)本体制备步骤包括：

[0025] (1)配制制作本体的铝合金材料。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0.5—

1.0％，Cu：3.0—4.0％，Mn：0.3—0.5％，Mg：0.03—0.1％，Ni：0.3—0.5％，Zn：0.3—0.5％，

Sn：0.1—0.35％，La：0.05-0.08％，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含量不大于0.6％。

[0026] 具体可以是：

[0027] 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0.5％，Cu：3.0％，Mn：0.3％，Mg：0.03％，

Ni：0.3％，Zn：0.3％，Sn：0.1％，La：0.0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含量为

0.6％。

[0028] 或者，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0 .7％，Cu：3 .4％，Mn：0 .4％，Mg：

0.06％，Ni：0.4％，Zn：0.4％，Sn：0.25％，La：0.06％，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

含量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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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或者，以百分重量计，该铝合金材料包括：Fe：1 .0％，Cu：4 .0％，Mn：0 .5％，Mg：

0.1％，Ni：0.5％，Zn：0.5％，Sn：0.35％，La：0.08％，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且杂质含

量为0.3％。

[0030] (2)将纯Al置于熔炉中升温至810—830℃，比如，升温至810℃，或820℃，或830℃，

保持该温度。将纯Mg块压在纯Al溶液底部，持续5—10min至纯Mg块完全融化，比如，持续

5min、8min或10min。纯Mg块应该尽量小，但是粒径不应小于10mm。接着，同时添加纯Fe、纯

Cu、纯Mn、纯Ni、纯Zn。之后，在8min内升温至950—1000℃，添加La，持续1—2min。比如，以

5min升温至950℃，添加La，持续1min；或者，以6min升温至980℃，添加La，持续1.5min；或

者，以8min升温至1000℃，添加La，持续2min。升温速度应该线性增加，实验证明线性增加能

够使成品性能得到一定的提升。接着在10min内，降温至710—720℃，并加入精炼剂进行精

炼除渣，静置一段时间后得到熔融的合金材料，将熔融的合金材料浇注入模具，得到本体原

胚。比如，以10min降温至720℃；或者，以8min降温至715℃；或者，以6min降温至710℃。实验

证明，降温速度越快，成品性能更佳，故而最好采用以6min降温至710℃的方式。

[0031] (3)对原胚实施精加工得到本体，且沿着本体的中心位置设有若干纵向通孔，通孔

的直径为2—4mm，比如，通孔直径为2、3或4mm。精加工过程可以包括裁切、钻孔、刨铣等常规

工序。其中，通孔的方向沿着本体的纵向，且通孔不应该影响下述滚压处理。

[0032] (二)该对本体进行表面处理步骤包括：

[0033] (1)对本体进行表面滚压处理。所形成的花纹最好具有0.3—0.5的深度。

[0034] (2)在150—200℃的环境中，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理后的本体，在击打的同时对

本体进行激光处理，其中，金刚砂的粒径为0.5—1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0—35kW，电流

400—500A，脉宽3-4mm，离焦量100-115mm。比如，在150℃的环境中，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

理后的本体，金刚砂的粒径为0.5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0kW，电流400A，脉宽3mm，离焦量

100mm；或者，在180℃的环境中，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理后的本体，金刚砂的粒径为

0.8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2kW，电流450A，脉宽3.5mm，离焦量110mm；在200℃的环境中，

采用金刚砂击打滚压处理后的本体，金刚砂的粒径为1mm，所采用的激光功率为35kW，电流

500A，脉宽4mm，离焦量115mm。

[0035] (3)对经过滚压处理后的本体进行清洗，清洗步骤包括依次进行酸洗、碱洗、中和、

去离子水清洗、晾干、超声波清洗。处理方式同于常见方式，不再赘述。

[0036] (4)对清洗后的本体进行渗镍处理，处理的方式是将本体埋设在重量比为1:8的氮

化镍与碳的混合物中，在0.5—0.8MPa氮气氛围下加热到360—380℃，并保温0.5—1小时，

然后保持本体在混合物中降至室温。比如，在0.5MPa氮气氛围下加热到360℃，并保温0.5小

时；或者，在0.56MPa氮气氛围下加热到370℃，并保温06小时；或者，在0.8MPa氮气氛围下加

热到380℃，并保温1小时。

[0037] (5)对渗镍处理后的本体表面进行常规方式的镀镍。

[0038] 优化的：

[0039] 前述步骤(一)(2)中，得到本体原胚的浇注方式是：所采用的模具是上下方向上能

够开合的模具，该模具的浇注口位于该模具的下部，通过压力将熔融的合金材料压入模具

中。浇注分为以下阶段：充型阶段：时间保持15—20s、压力采用0.025兆帕；增压阶段：时间

保持20—30s、压力采用0.05兆帕；保压阶段：时间保持60—120s，压力采用0.05兆帕。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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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型阶段：时间保持15s、压力采用0.025兆帕；增压阶段：时间保持20s、压力采用0.05兆帕；

保压阶段：时间保持60s，压力采用0.05兆帕；或者，充型阶段：时间保持18s、压力采用0.025

兆帕；增压阶段：时间保持25s、压力采用0.05兆帕；保压阶段：时间保持90s，压力采用0.05

兆帕；或者，充型阶段：时间保持20s、压力采用0.025兆帕；增压阶段：时间保持30s、压力采

用0.05兆帕；保压阶段：时间保持120s，压力采用0.05兆帕。相较于普通的方式，由于原料成

分调整之后，熔融的合金材料的流动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故而每个阶段的时间能够

适当提高，确保了成品各个部分的均匀，且空洞率得到了极大降低。

[0040] 本实施例制备的汽车雨刮器驱动臂，相较于常见的铁质等驱动臂而言，重量能够

减少40—60％、表面能够提升8％左右；相较于同类铝合金产品，成本能够减少30—35％；使

用次数能够得到2，000，000次以上，且基本无变形；采用相同的快速锈蚀实验，铁质且具有

镀锌层的驱动臂出现锈蚀现象后，本发明的驱动臂未出现锈蚀现象。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

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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