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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

韧性压铸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以及应用。一种汽

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组分包

括：Si8.0%‑12.0%、Mn0.4%‑1.2%、Mg0.1%‑0.6%、

Sr0.01%‑0.2%，Fe0.005%‑0.25%，0.005%‑0.2%的

Sc，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

杂质中的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

0.3%，其应用于汽车受力结构件，包括副车架、减

震器支座。能够在较低的成本下，得到比传统的

铝合金压铸材料以及主流Silafont36铝合金更

为优异的力学性能，其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

率均表现优异，利于汽车工业以较低成本获得较

高性能，利于汽车的轻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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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合金的组分包

括：Si  8.0%-12.0%、Mn  0.4%-1.2%、Mg  0.1%-0.6%、Sr  0.01%-0.2%，Fe  0.005%-0.25%，余量

为Al和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杂质中的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

0.3%。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其特征在于：组

分中还包括0.005%-0.2%的Sc。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其特征在于：所

用的原料为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剂，铝锶中

间合金，纯镁。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其特征在于：所

用的原料为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剂，铝锶中

间合金，纯镁，铝钪中间合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其特征在于：不

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含有Cu、P、Ti、Ca、Zn中的一种或几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制备步骤为：

a.按元素含量取用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

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并预热；

b.将预热后的纯铝或电解铝投入熔炼炉中熔炼，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

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剂，最后将纯镁和铝锶中间合金加入熔炼炉并搅拌至完全熔化，成

为熔体；

c.在步骤b得到的熔体中加入除渣剂；

d.对步骤c得到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确保成分合格，之后，加入精炼剂除气；

e.对精炼后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含气量检测、含渣量检测，然后静置降温，得到汽车

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a中，需要将各种原料预热至150-200℃；在步骤b中，需要将纯铝或电解铝在

熔炼炉中熔炼并加热到700-800℃，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

金或锰剂，并将合金熔液控制在730-800℃；在步骤c中，加入的除渣剂占熔体总重量的

0.1%-0.3%；在步骤d中，除气过程时长在5-15分钟，温度控制在720-730℃；在步骤e中，含气

量检测标准为≤0.25ml/100g铝，含渣量检测则要求K模值≤1/20，之后，静置降温至680-

72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在步骤a中，原料还包括铝钪中间合金，同样预热至150-200℃；在步骤b中，在纯铝

或电解铝加热到700-800℃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

剂，还有铝钪中间合金，并控制合金熔液在730-800℃。

9.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在汽车

受力结构件中的应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所述的汽车受力结构件为副车架或减震器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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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以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用铝合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

铸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以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中的结构件如副车架、减震器支座、后盖框架、A/B柱等为承载受力件，与汽车

安全性密切相关。这类结构件通常具有复杂薄壁、尺寸较大等特征。由于在行驶中要保证汽

车可靠的安全性，因此这些受力结构件要求高强度尤其是屈服强度及优良的伸长率。传统

的汽车结构件大多采用钢质材料，通过冲压、锻造、焊接、铆接等工艺生产。在汽车市场中，

竞争越来越激烈，目前各汽车公司都在向高质量、高可靠性、重量轻、节能、低成本方向发

展，尤其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在材料方面表现为轻量化，用铝合金代替部分钢铁

件，并采用压铸成型工艺来代替传统的工艺，已达到其目标。

[0003] 压铸成型工艺具有生产效率高、尺寸精度高、力学性能优良、材料利用率高、经济

指标优良等优点，现已成为我国铸造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铝硅合金具有良好的成形

性能，通过压铸工艺可以制造复杂薄壁的零件，在汽车工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已经成为

汽车轻量化的重要支撑。

[0004] 但是传统压铸生产的铝、镁合金铸件内部气孔多，无法进行固溶时效处理或焊接

成形，也不能进行过多的机加工。现有常用的Al-Si-Cu系压铸铝合金均不属于高强度、高韧

性的压铸铝合金材料，而常用的Al-Si-Mg系及Al-Mg系高强韧铸造铝合金的铸造性能较差，

无法同时满足复杂薄壁、高强度、高韧性、抗冲击等汽车受力结构件的要求，因此传统压铸

铝合金件在汽车受力结构件上的应用受到严重限制。现在的普通压铸铝合金多为A380、

ADC12，而汽车结构件则常用进口的Sialfont-36铝合金压铸件

申请号为CN201711419201.5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强度压铸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该技术方案中，铝合金含有以下元素：Si  7-11%、Cu  2.5-4%、Mg  0.6-2%、Mn  0.1-

1%、Fe  0.5-1.2%、Ni  0.1-0.5%、添加元素  0.01-0.4%，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其中，

所述的添加元素为Sr和Er，而将铝合金原料进行熔炼，冷却后得到一种高强度压铸铝合金。

根据测试结果，其屈服强度在251-289MPa，拉伸强度在300-357MPa，延伸率在1.11-1.45%，

其实质上倾向于材料刚性，而其延伸率较低，表明其韧性较低，这使得其适用于电子产品壳

体中，但是每当用于汽车工业上时，应当同时具有较好的刚性和韧性。

[0005] 申请号为CN201810497586.5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真空压铸的高韧性铝合

金及其产品的制备方法。该技术方案中，该铝合金包括以下组分：硅7.0%-8.5%、混合稀土

0.10％～0.40％、锰0.3％～0.8％、铜0.2％～0.6％、镁0.3％～0.6％、锶0.01％～0.03％、

铁≤0.18％、杂质≤0.20％，余量为铝，其中，混合稀土包括轻稀土元素铈和镧。在制备过程

中，获得铝合金熔体后，将合金熔体浇注到压铸机中进行真空压铸，获得所需产品，真空压

铸的模具型腔的真空度在5kPa以下，使得获得的铝合金产品无气孔缺陷。该技术方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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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Al-Si-Cu系、Al-Si-Mg系及Al-Mg系压铸铝合金均不属于高强度、高韧性的压铸铝合

金材料，无法满足高强度、高韧性、抗冲击、耐腐蚀等复杂薄壁的汽车结构受力件的要求，不

能应用于轿车上的安保零件，无法满足轿车轻量化的发展，该技术方案得到的高韧性铝合

金的抗拉强度在302.5-316.8MPa，屈服强度在191.2-210.2MPa，伸长率在5.41-6.25%，可以

看到，其不仅使用了较多的成本较高的稀土元素，且其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不够优秀。

[0006] 申请号为CN201811319392.2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强度高导热的压铸铝合金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技术方案中，铝合金的主要成分为Si  8 .0-10 .0%、Mg  1 .5-

3.5%、Fe  0.06-0.5%、Sr  0.005-0.05%,余量为Al和其他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所述的压铸

铝合金材料还包括：Cu≤0.2%，Mn+Ti+Cr+V≤0.1%，其他杂质元素单个≤0.05%，合计≤

0.15%；该技术方案得到的铝合金主要用于复杂结构及散热零部件，主要用于生产通信机

箱、散热器、手机零部件，其主要是刚性以及导热率较高，而其延伸率较低，韧性不足。

[0007] 申请号为CN202010245664.X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强度无缩孔的铝合金汽车

配件的挤压铸造方法。该技术方案中，铝合金组分包括：Zn：8.9~13.0%，Mg：2.1~3.6%，Cu：

1.2~2.8%，Mn：0.3~0.6%，Cr：0.2~0.5%，Zr：0.2~0.4%，Ti：0.05~0.15%，Sr：0.6~0.8%，Si：0.5

~0.7%，Fe：0.1~0.15%，B：0.01~0.05%，其余是Al。根据实施例的测试数据，该技术方案得到

的铝合金制成的汽车配件抗拉强度度428.9-432.3MPa，屈服强度378.7-384.2MPa，伸长率

8.0-8.2％。可以看到，该技术方案公开的铝合金中有较多的元素组成，其中使用了Zr、Ti等

成本较高的金属元素，Sr的使用量也较大，尽管其各项性能指标较高，但是其使用成本也过

高。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达到“成本较低的同时获得较好的强度、韧性”

的目的，本发明给出一种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同时给出一种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

合金的制备方法。

[0009]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所述铝合金的组分包括：Si  8.0%-

12.0%、Mn  0.4%-1.2%、Mg  0.1%-0.6%、Sr  0.01%-0.2%，Fe  0.005%-0.25%，余量为Al和不可

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杂质中的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0.3%。

[0010] 进一步地，组分中还包括0.005%-0.2%的Sc。

[0011] 进一步地，所用的原料为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

间合金或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

[0012] 进一步地，所用的原料为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

间合金或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铝钪中间合金。

[0013] 进一步地，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含有Cu、P、Ti、Ca、Zn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4]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为：

a.按元素含量取用纯铝或电解铝，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

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并预热；

b.将预热后的纯铝或电解铝投入熔炼炉中熔炼，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

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剂，最后将纯镁和铝锶中间合金加入熔炼炉并搅拌至完全熔化，成

为熔体；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2176231 A

4



c.在步骤b得到的熔体中加入除渣剂；

d.对步骤c得到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确保成分合格，之后，加入精炼剂除气；

e.对精炼后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含气量检测、含渣量检测，然后静置降温，得到汽车

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

[0015]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需要将各种原料预热至150-200℃；在步骤b中，需要将纯铝

或电解铝在熔炼炉中熔炼并加热到700-800℃，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

铝锰中间合金或锰剂，并将合金熔液控制在730-800℃；在步骤c中，加入的除渣剂占熔体总

重量的0.1%-0.3%；在步骤d中，除气过程时长在5-15分钟，温度控制在720-730℃；在步骤e

中，含气量检测标准为≤0.25ml/100g铝，含渣量检测则要求K模值≤1/20，之后，静置降温

至680-720℃。K模值用于表示铝液中的含渣量，其具体过程为将铝合金熔融液注入K模模

具，铸成铸块，随后破碎成20个试样小块，在20个试样小块的断面上寻找含渣的数量，含渣

数量/20，即为K模值。

[0016]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原料还包括铝钪中间合金，同样预热至150-200℃；在步骤b

中，在纯铝或电解铝加热到700-800℃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

合金或锰剂，还有铝钪中间合金，并控制合金熔液在730-800℃。

[0017]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在汽车受力结构件中的应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汽车受力结构件为副车架或减震器支座。

[0019] 使用本技术方案得到的压铸铝合金的铸态抗拉强度在206-249.5MPa，铸态屈服强

度在131.5-146MPa，铸态伸长率在3.82%-5.44。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公开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能够在较低的成本

下，得到比传统的铝合金压铸材料以及主流Silafont36铝合金更为优异的力学性能，其屈

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均表现优异，铸造性能也较好，可以在现有压铸生产线上快速实

现，无需大量投资，利于汽车工业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性能，利于汽车的轻量化，进而使得

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能够获得较好的爬坡性能、续航里程等，对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具有

极大的促进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公开实施方式的目的在于对本发明进行说明解

释，而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一切在本发明的基础上进行简单替换、组合和发展得到的技术

方案，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实施例一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所述铝合金的组分包括：Si  8.0%、Mn 

1.2%、Mg  0.1%、Sr  0.2%，Fe  0.00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杂质中的

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0.3%。

[0023] 进一步地，所用的原料为纯铝、铝硅中间合金、铝锰中间合金、铝锶中间合金、纯

镁。

[0024] 进一步地，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含有Cu、P、Ti、Ca、Zn。

[0025]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为：

a.按元素含量取用纯铝、铝硅中间合金、铝锰中间合金、铝锶中间合金、纯镁，并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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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预热后的纯铝投入熔炼炉中熔炼，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铝锰中间合金，最后将

纯镁和铝锶中间合金加入熔炼炉并搅拌至完全熔化，成为熔体；

c.在步骤b得到的熔体中加入除渣剂；

d.对步骤c得到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确保成分合格，之后，加入精炼剂除气；

e.对精炼后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含气量检测、含渣量检测，然后静置降温，得到汽车

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

[0026]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需要将各种原料预热至150℃；在步骤b中，需要将纯铝或电

解铝在熔炼炉中熔炼并加热到800℃，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

合金或锰剂，并将合金熔液控制在730℃；在步骤c中，加入的除渣剂占熔体总重量的0.3%；

在步骤d中，除气过程时长在5分钟，温度控制在730℃；在步骤e中，含气量检测为0.1ml/

100g铝，含渣量检测K模值0/20，之后，静置降温至680℃。K模值用于表示铝液中的含渣量，

其具体过程为将铝合金熔融液注入K模模具，铸成铸块，随后破碎成20个试样小块，在20个

试样小块的断面上寻找含渣的数量，含渣数量/20，即为K模值。

[0027]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的铸态抗拉强度在206MPa，铸态屈服强度在

131.5MPa，铸态伸长率在3.82%。

[0028]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在汽车受力结构件中的应用，所述

的汽车受力结构件为减震器支座。

[0029] 将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采用真空压铸工艺制备得到某汽车的减震器支座，

其中，压铸时，合金液的温度为680-700℃，真空度为20-30mbar，成型后压铸件平均壁厚在

3mm左右，成型完好，各部位均为出现明显的浇不足、卷气等铸造缺陷。

[0030] 经测试，得到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00.7MPa，屈服强度为168.9MPa，伸长率

为8.54%。而使用Silafont36压铸铝合金制得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275.3MPa，

屈服强度146.0MPa，伸长率为6.1%。A380铝合金制得的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

316.1MPa，屈服强度146.5MPa，伸长率为3.1%。ADC12铝合金制得的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

拉强度为329.3MPa，屈服强度166.7MPa，伸长率为2.6%。

[0031] 继续对本实施例制得的减震器支座进行T6热处理，固溶温度范围为480℃，时间为

3h，时效温度为175℃，时间为3h。多次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

305MPa，屈服强度为289.2MPa，伸长率为9.78%。相应地，使用Silafont36压铸铝合金制得

3mm厚的减震器支座进行相同的T6热处理后，抗拉强度为305.6MPa，屈服强度246.5MPa，伸

长率为7.8%。

[0032] 可以看到，使用本申请公开的技术方案制得的压铸铝合金以及压铸铝合金压铸件

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伸长率的提升是全方面的，而其并没有添加较多的成本较高的原料

如稀土元素等，使得其实用性较强，利于汽车轻量化。

[0033] 实施例二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所述铝合金的组分包括：Si  12.0%、Mn 

0.4%、Mg  0.6%、Sr  0.01%，Fe  0.25%，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杂质中的

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0.3%。

[0034] 进一步地，组分中还包括0.2%的Sc。

[0035] 进一步地，所用的原料为电解铝，工业硅，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铝钪中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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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0036] 进一步地，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含有Cu、P、Ti、Ca、Zn。

[0037]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为：

a.按元素含量取用电解铝、工业硅、锰剂、铝锶中间合金、纯镁，并预热；

b.将预热后的电解铝投入熔炼炉中熔炼，然后加入工业硅、锰剂，最后将纯镁和铝锶中

间合金加入熔炼炉并搅拌至完全熔化，成为熔体；

c.在步骤b得到的熔体中加入除渣剂；

d.对步骤c得到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确保成分合格，之后，加入精炼剂除气；

e.对精炼后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含气量检测、含渣量检测，然后静置降温，得到汽车

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

[0038]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需要将各种原料预热至200℃；在步骤b中，需要将纯铝或电

解铝在熔炼炉中熔炼并加热到700℃，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

合金或锰剂，并将合金熔液控制在800℃；在步骤c中，加入的除渣剂占熔体总重量的0.1%；

在步骤d中，除气过程时长在15分钟，温度控制在720℃；在步骤e中，含气量检测为0.1ml/

100g铝，含渣量检测K模值0/20，之后，静置降温至720℃。K模值用于表示铝液中的含渣量，

其具体过程为将铝合金熔融液注入K模模具，铸成铸块，随后破碎成20个试样小块，在20个

试样小块的断面上寻找含渣的数量，含渣数量/20，即为K模值。

[0039]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原料还包括铝钪中间合金，同样预热至200℃；在步骤b中，

在纯铝或电解铝加热到700℃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

剂，还有铝钪中间合金，并控制合金熔液在800℃。

[0040]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的铸态抗拉强度在241MPa，铸态屈服强度在

146MPa，铸态伸长率在5.44%。

[0041]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在汽车受力结构件中的应用，所述

的汽车受力结构件为减震器支座。

[0042] 将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采用真空压铸工艺制备得到某汽车的减震器支座，

其中，压铸时，合金液的温度为680-700℃，真空度为20-30mbar，成型后压铸件平均壁厚在

3mm左右，成型完好，各部位均为出现明显的浇不足、卷气等铸造缺陷。

[0043] 经测试，得到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01.6MPa，屈服强度为164.7MPa，伸长率

为8.98%。而使用Silafont36压铸铝合金制得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275.3MPa，

屈服强度146.0MPa，伸长率为6.1%。A380铝合金制得的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

316.1MPa，屈服强度146.5MPa，伸长率为3.1%。ADC12铝合金制得的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

拉强度为329.3MPa，屈服强度166.7MPa，伸长率为2.6%。

[0044] 继续对减震器支座进行T6热处理，固溶温度范围为510℃，时间为3h，时效温度为

160℃，时间为3h。多次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41.4MPa，屈服强度为

227.2MPa，伸长率为11.2%。

[0045] 实施例三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所述铝合金的组分包括：Si  10.0%、Mn 

0.8%、Mg  0.35%、Sr  0.1%，Fe  0.1%，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其中，微量杂质中的

单个元素含量≤0.1%，微量杂质总量≤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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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进一步地，组分中还包括0.005%的Sc。

[0047] 进一步地，所用的原料为纯铝，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铝锶中间合金，纯镁，铝钪

中间合金。

[0048] 进一步地，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含有Cu、P、Ti、Ca、Zn。

[0049]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为：

a.按元素含量取用纯铝、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铝锶中间合金、纯镁，并预热；

b.将预热后的纯铝投入熔炼炉中熔炼，然后加入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最后将纯镁和

铝锶中间合金加入熔炼炉并搅拌至完全熔化，成为熔体；

c.在步骤b得到的熔体中加入除渣剂；

d.对步骤c得到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确保成分合格，之后，加入精炼剂除气；

e.对精炼后的熔体进行成分检测、含气量检测、含渣量检测，然后静置降温，得到汽车

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

[0050]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需要将各种原料预热至175℃；在步骤b中，需要将纯铝或电

解铝在熔炼炉中熔炼并加热到750℃，然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

合金或锰剂，并将合金熔液控制在765℃；在步骤c中，加入的除渣剂占熔体总重量的0.2%；

在步骤d中，除气过程时长在10分钟，温度控制在725℃；在步骤e中，含气量检测为0.1ml/

100g铝，含渣量检测K模值0/20，之后，静置降温至700℃。K模值用于表示铝液中的含渣量，

其具体过程为将铝合金熔融液注入K模模具，铸成铸块，随后破碎成20个试样小块，在20个

试样小块的断面上寻找含渣的数量，含渣数量/20，即为K模值。

[0051] 进一步地，在步骤a中，原料还包括铝钪中间合金，同样预热至175℃；在步骤b中，

在纯铝或电解铝加热到750℃后，加入铝硅中间合金或工业硅或速熔硅，铝锰中间合金或锰

剂，还有铝钪中间合金，并控制合金熔液在765℃。

[0052] 经检测，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的铸态抗拉强度在249.5MPa，铸态屈服强度

在137.5MPa，铸态伸长率在4.65%。而使用Silafont36压铸铝合金制得3mm厚的减震器支座

的抗拉强度为275.3MPa，屈服强度146.0MPa，伸长率为6.1%。A380铝合金制得的3mm厚的减

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16.1MPa，屈服强度146.5MPa，伸长率为3.1%。ADC12铝合金制得的

3mm厚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29.3MPa，屈服强度166.7MPa，伸长率为2.6%。

[0053] 一种汽车结构件用高强度、高韧性压铸铝合金在汽车受力结构件中的应用，所述

的汽车受力结构件为减震器支座。

[0054] 将本实施例得到的压铸铝合金采用真空压铸工艺制备得到某汽车的减震器支座，

其中，压铸时，合金液的温度为680-700℃，真空度为20-30mbar，成型后压铸件平均壁厚在

3mm左右，成型完好，各部位均为出现明显的浇不足、卷气等铸造缺陷。

[0055] 经测试，得到的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07.4MPa，屈服强度为163.4MPa，伸长率

为9.01%。

[0056] 继续对减震器支座进行T6热处理，固溶温度范围为495℃，时间为3h，时效温度为

167℃，时间为3h。多次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减震器支座的抗拉强度为325.1MPa，屈服强度为

260.7MPa，伸长率为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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