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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及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

铝合金及制备方法，所述铝合金包括按重量百分

数计的如下元素：10.5～12.0％Si、2.0～5.0％

Ni、2.0～4.0％Cu、0.05～0.2％Mg、0.1～0.5％

Cr、0.01～0.04％Sr、0.3～0.6％M、0.1～0.5％

Fe，余量为Al，其中M为Ti、Zr、V中至少两种元素。

压铸态合金的室温、350℃瞬时和350保温后抗拉

强度分别为318～360MPa、140～155MPa、75～

93MPa，延伸率分别为1.2～2.0％、5.3～6.3％、

5.8～7.2％，无需固溶热处理便可应用于活塞等

汽车耐热零部件，满足汽车轻量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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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其特征在于，由按重量百分数计的如下元素

组成：

10.5％Si，2.0％Ni、3.0％Cu、0.05％Mg、0.1％Cr、0.01％Sr、0.1％Zr、0.1％Ti、0.1％

V、0.1％Fe，余量为Al；

或12.0％Si，3.0％Ni、2.4％Cu、0.2％Mg、0.3％Cr、0.04％Sr、0.2％Zr、0.2％Ti、0.5％

Fe，余量为Al；

或11.0％Si，4.0％Ni、4.0％Cu、0.2％Mg、0.2％Cr、0.03％Sr、0.3％Zr、0.3％V、0.4％

Fe，余量为Al；

或12.0％Si，5.0％Ni、2.0％Cu、0.1％Mg、0.4％Cr、0.02％Sr、0.2％Ti、0.2％V、0.4％

Fe，余量为Al。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分别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180‑200

℃；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S2将占坩埚高度20～25％的工业纯铝锭在710～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

纯铝锭；

S3待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72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2～4

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10～720℃；

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60～780℃，依次加入Al‑Cu、

Al‑Ni、Al‑Cr、Al‑Fe、Al‑Sr，以及含有Al‑Ti中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Al‑V中间合金中的

至少两种中间合金的组合，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60～780℃保温15～20分钟；

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695～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

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15～725℃时加入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后静置10～20分钟，撇去表面

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

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50～700℃之间，撇去表面浮渣，以0.5～8m/s的速度压射

到预热至220～27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

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190～210℃保温6‑8小时，获得所述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

铝合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l‑Si中间合金为AlSi23

或者AlSi28，所述Al‑Cu中间合金为AlCu50，所述Al‑Ni中间合金为AlNi10，所述Al‑Cr中间

合金为AlCr5，所述Al‑Fe中间合金为AlFe20，所述Al‑Sr中间合金为AlSr10。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Al‑Ti中间合金为AlTi5、

AlTi10或者AlTi5B1，所述Al‑Zr中间合金为AlZr4，所述Al‑V中间合金为AlV5。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精炼剂的添加量为原料总

重量的0.5～1.5％。

6.如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精炼剂由占精炼剂总

重的如下组分组成：碳酸钙为50～70wt.％，氯化钠为10～30wt.％，氯化钾为10～3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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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及制备方法，属于工业用铝合

金及制造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具有密度小、比强度和比刚度较高、耐蚀性好及导电导热性优良、回收容

易、低温性能好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电子电器等领域。压力铸造是一种

将液态金属在高压作用下高速填充入压铸模型腔内并在在压力下凝固形成铸件的铸造方

法。压铸不仅使铸件具有较高的强度、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而且易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

化，生产效率很高，可以生产形状复杂的薄壁铸件，因此，在汽车、电子仪表、电讯等行业获

得了广泛的应用。

[0003] 在汽车用铝合金中，铸造铝合金占比高达80％，这主要归功于铸造铝合金具有良

好的流动性、充型能力和力学性能，因而广泛用在制造发动机零部件、缸盖、车轮、保险杠等

结构件上。作为汽车心脏部件的发动机，采用铸造Al‑Si合金代替铸铁材料，在实现减重、提

高燃油利用率、增大输出功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发动机工作系统中，活塞材料的工况

条件最为恶劣，燃烧室内高温气体瞬时温度可达到2000℃，活塞顶部的最高工作温度已超

过400℃，同时活塞顶部还需承受着10～15MPa的燃气压力，而活塞销孔处不仅仅要承受200

℃的高温，还需要承受20～28MPa的交变载荷。同时活塞是结构复杂的高速运动部件，与缸

套间隙配合要稳定，材料必须质量轻、铸造成型性和耐磨性好、热膨胀系数小。Al‑Si系铸造

铝合金是满足热膨胀系数要求的唯一选择，20世纪以来，Al‑Si活塞合金逐渐取代了铸铁和

铸钢合金活塞，目前国内外普遍选用Al‑Si‑Cu系多元铸造共晶型合金，常见牌号包括中国

的ZL117、美国的A390及德国的M142、M174等。为了保证活塞部件的稳定性，避免应用过程中

出现材料脆断，常温延伸率要求至少达到1％。

[0004] 在Al‑Si‑Cu合金中进一步加入Ni元素，不仅对提高该合金系的耐热性能有较为显

著的作用，而且在不同的Cu/Ni比条件下可以形成多种高温强化相：合金中Cu/Ni质量比≥

4.32(原子比≥4.0)时易形成相(Al7Cu4Ni)和‑Al2Cu相；合金中Cu/Ni质量比介于1.08和

4.32之间(原子比介于1.0和4.0)时易形成相(Al3CuNi)；合金中Cu/Ni质量比≤1.08(原子

比≤1.0)时易形成相(Al3Ni)(Adv.Eng.Mater.19(3)(2017)1600623)。现有技术中，已经公

开了多种可以用于制造内燃机活塞的铝合金。GB/T1173中公布的合金代号为ZL109的铸造

铝合金材料是目前活塞行业中最常用的材料，该材料中各元素及其重量百分比如下：11.0

～13.0％Si，0.5～1.5％Cu，0.8～1.3％Mg，0.8～1.5％Ni，0.05～0.2％Ti，0～0.7％Fe，0

～0.2％Zn，0～0.2％Mn，0～0.01％Sn，0～0.05％Pb，杂质≤1.2％，余量为Al。该材料在350

℃时的瞬时抗拉强度值约为70MPa左右，已经逐渐不能适应内燃机活塞的更高要求。德国马

勒公司生产的M142型铝合金材料中各元素及其重量百分比如下：11～13％Si，2.5～4％Cu，

0.5～1 .2％Mg，1 .75～3.0％Ni，0～0.7％Fe，0.05～0.2％Zr，0.05～0.2％Ti，0.05～

0.18％V，0～0.3％Mn，0～0.3％Zn，0～0.05％Cr，0～0.05％Pb，0～0.05％Sn，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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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其他杂质元素≤0.05％，杂质元素总量≤0.15％，余量为Al。与ZL109铸造铝合金材料相

比，M142铝合金在350℃时的瞬时抗拉强度可提高至110MPa，而在350℃保温200h后在350℃

测得的抗拉强度达到66MPa。尽管如此，上述铝合金材料依然不能满足高功率密度的柴油机

活塞在高温状态所需的强度要求。

[0005] 中国发明专利201010506661.3(铝合金和柴油机活塞)的专利公开了一种铝合金，

包括：13 .1wt％～16wt％Si；4 .1wt％～5 .5wt％Cu；0 .6wt％～1 .1wt％Mg；2 .5wt％～

3 .5wt％的Ni；0 .15wt％～0 .3wt％的Mn；0 .05wt％～0 .2wt％的Ti；大于0～小于等于

0.09wt％的Zr；大于0～小于等于0.01wt％的B；大于0～小于等于0.2wt％的Sc；0.1wt％～

0.3wt％的富铈稀土，所述富铈稀土中的铈含量大于45wt％；0wt％～0.7wt％的Fe；其他杂

质元素总量不超过0.15wt％，且其他单个杂质元素含量不超过0.05wt％；余量Al；所述Cu、

Ni和Al形成金属间化合物Al4CuNi和Al6Cu3Ni，均匀的分布于Al基体中。该发明技术的仍存

在以下问题：该发明中富铈稀土Ce与Cu元素反应，形成长条相，割裂基体，降低耐热铝合金

性能，另外富铈稀土Ce与Al和Ti反应形成粗大的Ti2Al20Ce(Adv.Eng .Mater.19(3)(2017)

1600623)，不但起不到Ti应有的晶粒细化效果，而且降低第二相弥散强化作用和沉淀硬化

作用，降低了合金的耐热性。镁合金含量过高，消耗Cu含量，形成大量的Q相(Al5Cu2Mg8Si6)，

增加了合金成本，但是不能提高300℃以上的耐热性能(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  693(2017)26‑32)。添加元素Sc的价格过于昂贵，很难在工业上进行大规模

的应用。中国发明专利201510039580.X(一种耐热铸造铝合金及其挤压铸造方法)的专利公

开了一种耐热铸造铝合金，其由按重量百分数计的如下元素组成：Si9.0～14.0％，Cu2.0～

5.5％，Ni1.0～3.5％，Mg0.6～1.5％，Ti0.05～0.2％，RE0.01～1.5％，Mn0.05～0.25％，

Fe0.6～1.3％，余量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RE为Gd、Y、Nd、Sm、Er、Yb、La中的至少一

种。该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熔炼合金，得到铝合金熔体；b、对所述铝合金熔体

进行挤压铸造，得到铝合金铸件；c、将所述铝合金铸件依次进行固溶处理、冷却处理和时效

处理后，得到耐热铸造铝合金。步骤c中所述的固溶处理的温度490～540℃，时间为4～18小

时。步骤c中所述的冷却处理是指按照常规的炉冷、空冷或水淬方式进行冷却。步骤c中所述

的时效处理的温度170～250℃，时间为10～40小时。该发明技术的仍存在以下问题：该发明

合金中添加了大量的稀土，一方面导致合金价格过于昂贵，很难在工业上进行大规模的应

用，另一方面这些稀土容易与高电负性的Cu等反应，形成长条相，割裂基体，降低耐热铝合

金性能。该发明的制备方法需要后续的热处理，包括固溶处理、冷却处理和时效处理，虽然

有利于调整微观组织，获得优异的常温性能和瞬时高温性能(300℃抗拉强度≥220MPa，延

伸率δ≥6.5％；350℃抗拉强度≥140MPa，延伸率δ≥14.5％)，但是对于在300℃以上长期服

役的耐热铝合金，服役温度高于人工时效处理温度，必然导致组织粗化，从而大幅度降低耐

热性能，降幅高达50％(Adv.Eng.Mater.19(3)(2017)1600623.)，最终长期服役后的性能和

ZL109和M142性能相当，350℃保温后的高温抗拉强度约60～66MPa。

[0006] 随着乘用车对发动机功率要求的日益增加，发动机活塞的服役温度和应力也呈上

升的趋势，因而对活塞材料的高温性能要求更加苛刻。目前发动机活塞的运行温度已经逼

近300℃，显然传统铸造Al‑Si活塞合金的高温性能已经临近极限状态，因此，必须开发性能

优异的Al‑Si系铸造耐热铝合金材料，特别是300℃以上的高温性能，突破发动机活塞等的

应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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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耐热压铸铝合金因耐热性不足的缺陷，导致其应用受到极大

限制的行业性难题，提供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

问题。该合金经压力铸造后，压铸态合金的室温抗拉强度318～360MPa，延伸率1.2～2.0％，

350℃瞬时高温抗拉强度140～155MPa，高温延伸率5.3～6.3％，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

拉强度为75～93MPa，延伸率5.8～7.2％。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9] 第一方面，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包括按重量百分

数计的如下元素：10.5～12.0％Si、2.0～5.0％Ni、2.0～4.0％Cu、0.05～0.2％Mg、0.1～

0.5％Cr、0.01～0.04％Sr、0.3～0.6％M、0.1～0.5％Fe，余量为Al，其中M为Ti，Zr，V中至少

两种元素。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铝合金元素中，Cu/Ni质量比为0.4～1.5:1，Cu+Ni的总含量

为5～8％。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铝合金元素中，Cr/Fe质量比为0.5～1:1，Fe+3Cr≤1.6％。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M中，按合金中的所有元素总量计，Ti的质量分数为0～0.3％、

Zr的质量分数为0～0.3％、V的质量分数为0～0.3％，且其中两种元素不可同时为0。

[0013] 与现有技术方案相比，本发明提供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创新思

想为：

[0014] 本发明中，其主要原理是对于压力铸造Al‑Si系合金而言，发明中的合金成分中将

Mg含量调整为0.05～0.2％，保证了Mg元素的固溶强化效应，降低了形成的Q相Al5Cu2Mg8Si6
含量，从而降低了Q相对超过300℃以上耐热性能的影响。另外降低Mg元素含量，提高了室温

的延伸率，有利于提高疲劳性能。调整了Cu和Ni，确保Cu/Ni质量比为0.4～1.5：1，Cu+Ni的

总含量为5～8％，抑制了Al2Cu的形成和粗化，减少了γ相(Al7Cu4Ni)的含量，促进形成大量

的δ相(Al3CuNi)和ε相(Al3Ni)，从而提高了高温耐热性能。同时通过配合Cu和Ni元素，形成

大量的三元相Al‑Cu‑Ni，有利于强化相组织细化，提高高温疲劳性能。为了进一步细化晶粒

和共晶硅，加入少量的Zr、Ti、V等元素，形成与铝基体共格的高温稳定相，有效细化晶粒和

提高合金的强度。同时Zr、Ti、V等元素还可以形成共格的Al3(Zr,Ti,V)复合粒子，同时细化

变质Al晶粒和Al‑Si共晶，充分发挥细晶强化和共晶硅强化，获得更好的晶粒细化和强化效

果。本发明中同时去除了Zn，防止合金的自然时效老化，提高了高温稳定性和压铸性能。另

外去除了Mn元素，抑制了含Fe、Mn元素的α相的形成和高温长时间保温时破碎，同时添加Cr

元素，而且Cr/Fe质量比为0.5～1，促进形成高温稳定的Al‑Si‑Fe‑Cr相，从而提高了合金的

高温稳定性。并进一步限制Fe+3Cr≤1.5％，确保了熔体的流动性和避免粘膜效应。

[0015] 第二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如前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压

力铸造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16] S1 .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分别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

180～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0017] S2.将占坩埚高度20～25％的工业纯铝锭在710～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

余工业纯铝锭；

[0018] S3.待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72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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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10～720℃；

[0019] 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60～780℃，依次加入

Al‑Cu、Al‑Ni、Al‑Cr、Al‑Fe、Al‑Sr、Al‑M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60～

780℃保温15～20分钟；

[0020] 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695～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

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15～725℃时加入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后静置10～20分钟，撇去

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

[0021] 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50～700℃之间，撇去表面浮渣，以0.5～8m/s的速

度压射到预热至220～27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

[0022] 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190～210℃保温6‑8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

Si‑Ni‑Cu铝合金。

[002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Al‑Si中间合金为AlSi23或者AlSi28，所述Al‑Cu中间合金为

AlCu50，所述Al‑Ni中间合金为AlNi10，所述Al‑Cr中间合金为AlCr5，所述Al‑Fe中间合金为

AlFe20，所述Al‑Sr中间合金为AlSr10，所述Al‑Ti中间合金为AlTi5、AlTi10或者AlTi5B1，

所述Al‑Zr中间合金为AlZr4、所述Al‑V中间合金AlV5、所述的Al‑M中间合金为含有Al‑Ti中

间合金、Al‑Zr中间合金、Al‑V中间合金中的至少两种中间合金的组合。

[002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精炼剂的添加量为原料总质量的0.5～1.5％。

[002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精炼剂由占精炼剂总重的如下组分组成：碳酸钙为50～

70w.t.％，氯化钠为10～30w.t.％，氯化钾为10～30w.t.％。

[002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精炼的温度为720～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为5～10min。

[0027] 本发明提供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压力铸造制备方法的有益效果

为：(1)合金熔化过程中升温至760～780℃，加入中间合金并保温15～20分钟，760～780℃

高温确保所有中间合金全部熔化溶解和均匀化，克服了中间合金残留颗粒对延伸率的不利

影响。(2)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190～210℃保温8小时，加速了自然时效过程，避免添加Zn等

促进自然时效元素，形成了高温稳定的组织，从而促进获得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

合金性能稳定。(3)本发明通过在压力铸造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庞大的加工设备，可以浇

注成形状复杂的零件，节约金属、降低成本以及减少工时等，提高了本发明合金的市场竞争

力，适合推广到规模化工业生产中。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29] (1)合金原料均为纯金属和中间合金，来源广泛，整个制备过程无杂质元素渗入，

制备的铝合金杂质含量极低；

[0030] (2)铸造过程中精炼剂的使用可有效去除铝合金熔液中杂质，有效改善了铝合金

的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0031] (3)适量的Zr、Ti、V等过渡金属可有效提高已有高强铝合金的性能。使用过渡金属

处理，细化了铝晶粒和共晶硅，提高屈服强度和延伸率，以及高温强度的大幅度提升；

[0032] (4)适量的Cr元素细化了含Fe相，消除Fe元素的有害影响，大幅度提升高温延伸率

和疲劳性能，同时少量的Fe可以提高本合金的回收利用率，降低对Al‑Si等中间合金Fe的夹

杂要求，从而降低中间合金成本；

[0033] (5)本方法制备的合金材料室温抗拉强度318～360MPa，延伸率1.2～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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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高温抗拉强度140～155MPa，高温延伸率5.3～6.3％，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

度为75～93MPa，延伸率5.8～7.2％，具有优异的高温耐热性能，符合汽车铝合金零部件的

使用要求，且工艺简单，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适合推广到规模化工

业生产中。

附图说明

[0034]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35] 图1为实施例1中压铸铝合金铸态金相组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0.5％Si，

2.0％Ni、3.0％Cu、0.05％Mg、0.1％Cr、0.01％Sr、0.1％Zr、0.1％Ti、0.1％V、0.1％Fe，余量

为Al。

[0039]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AlSi23分别去除

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S2.

将占坩埚高度25％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工

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分2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20

℃；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8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金、AlCu50

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Ti5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

金、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8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

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69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15℃时

加入0.5％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2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由占精

炼剂总重的以下组分组成：50wt.％碳酸钙，30wt.％氯化钠，2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10

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80℃，撇去表面浮渣，

以0.5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2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所述高冷却后得到耐热压

铸铝合金；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190℃保温6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

Cu铝合金。图1为压铸铝合金铸态金相组织图。

[0040]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18MPa，延伸率2.0％；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40MPa，延伸率6.3％，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75MPa，

延伸率7.2％。

[0041]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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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2.0％Si，

3.0％Ni、2.4％Cu、0.2％Mg、0.3％Cr、0.04％Sr、0.2％Zr、0.2％Ti、0.5％Fe，余量为Al。

[0043]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AlSi28分别去除

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S2.

将占坩埚高度20％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铝锭；S3.待工业纯铝

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将Al‑Si中间合金分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10℃；S4.待

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6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金、AlCu50中间合

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Ti5中间合金、AlFe20中间合金，待

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6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

温度降至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5℃时加入1.5％精炼剂进行

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组分由占精炼剂总重的以下组

分组成：70w.t.％碳酸钙，10w.t.％氯化钠，2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20分钟，撇去表面

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00℃，撇去表面浮渣，以8.0m/s的速

度压射到预热至27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所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耐热压铸铝

合金在200℃保温8小时，获得所述的所需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44]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30MPa，延伸率1.8％；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44MPa，延伸率6.1％，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80MPa，

延伸率6.8％。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1.0％Si，

4.0％Ni、4.0％Cu、0.2％Mg、0.2％Cr、0.03％Sr、0.3％Zr、0.3％V、0.4％Fe，余量为Al。

[0047]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别

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S2.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5℃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

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3次加入，并保持温

度恒定在720℃；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

合金、AlCu50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金、

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

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700℃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0℃时加

入0.6％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25℃，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

精炼剂总重的以下成分组成：60wt.％碳酸钙，30wt.％氯化钠，1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

15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80℃，撇去表面浮

渣，以4.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5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

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10℃保温7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48]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49MPa，延伸率1.4％；350℃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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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50MPa，延伸率5.5％，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88MPa，

延伸率6.3％。

[0049] 实施例4

[0050]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2.0％Si，

5.0％Ni、2.0％Cu、0.1％Mg、0.4％Cr、0.02％Sr、0.2％Ti、0.2％V、0.4％Fe，余量为Al。

[0051]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别

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S2.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

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2次加入，并保持温

度恒定在710℃；S4.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

金、AlCu50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Ti10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金、

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

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69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5℃时加

入1.0％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

精炼剂总重的以下成分组成：50wt.％碳酸钙，20w.t.％氯化钠，30w.t.％氯化钾，精炼后静

置15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60℃，撇去表面

浮渣，以1.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4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

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00℃保温8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52]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60MPa，延伸率1.2％；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55MPa，延伸率5.3％，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95MPa，

延伸率5.8％。

[0053] 对比例1

[0054]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2.0％Si，

2.0％Ni、3.5％Cu、0.8％Mg、0.4％Mn、0.02％Sr、0.15％Zr、0.2％Ti、0.4％Fe，余量为Al。

[0055]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AlSi28分别去除氧

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S2将占

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工业纯铝

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分2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10℃；S4待

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金、AlCu50中间合

金、AlMn10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Ti5中间合金、AlFe20中间合金，

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

温度降至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15℃时加入1.0％精炼剂进行

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精炼剂总重的以下成

分组成：50w.t.％碳酸钙，20w.t.％氯化钠，3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10分钟，撇去表面

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60℃，撇去表面浮渣，以1.0m/s的速度

压射到预热至24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

200℃保温7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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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10MPa，延伸率0.4％；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35MPa，延伸率5.6％，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67MPa，

延伸率6.7％。

[0057] 对比例1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同德国马勒公司的合金牌号M142类同。

[0058] 对比例2

[0059]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5.7％Si，

0.42％Ni、0.37％Cu、0.98％Mg、0.48％Mn、0.18％Sr、0.24％Zr、0.56％Cr、0.28％Ti、

0.76％Fe、0.46％Zn和V  0.76％，余量为Al。

[0060]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AlSi28分别去除

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S2.

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2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工

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分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20

℃；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金、AlCu50

中间合金、AlMn10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Cr3中间合金、AlTi5中间

合金、AlV5中间合金、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

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和工业纯锌，待所

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5℃时加入1.0％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

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精炼剂总重的以下组分组成为：50w .t .％碳酸钙，

20w.t.％氯化钠，3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20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

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60℃，撇去表面浮渣，以1.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40℃的

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00℃保温8小时，获得

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61]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285MPa，延伸率14.5％；350℃

瞬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47MPa，延伸率18％，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36MPa，

延伸率22％。

[0062] 对比例3

[0063]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2.0％Si，

3.0％Ni、2.4％Cu、0.8％Mg、0.3％Cr、0.04％Sr、0.2％Zr、0.2％Ti、0.5％Fe，余量为Al。

[0064]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AlSi28分别去除

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S2.

将占坩埚高度20％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工

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将Al‑Si中间合金分4次加入，并保持温度恒定在710

℃；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6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合金、AlCu50

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Ti5中间合金、AlFe20中间

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6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都熔解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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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熔体温度降至695～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5℃时加入

1.5％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0min，精炼剂组分由占精

炼剂总重的以下组分组成：70w.t％碳酸钙，10w.t.％氯化钠，2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

20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700℃，撇去表面浮

渣，以8.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7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

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00℃保温8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65]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12MPa，延伸率0.8％；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36MPa，延伸率5.4％，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68MPa ,

延伸率5.9％。

[0066] 对比例4

[0067]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1.0％Si，

4％Ni、6％Cu、0.2％Mg、0.2％Cr、0.03％Sr、0.3％Zr、0.3％V、0.4％Fe，余量为Al。

[0068]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别

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S2.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5℃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

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3次加入，并保持温

度恒定在720℃；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

合金、AlCu50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金、

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

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700℃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0℃时加

入0.6％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25℃，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

精炼剂总重的以下成分组成：60w.t.％碳酸钙，30w.t％氯化钠，10w.t％氯化钾，精炼后静

置15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80℃，撇去表面

浮渣，以4.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5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

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10℃保温7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69]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290MPa，延伸率0.4％；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60MPa，延伸率1.2％，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94MPa，

延伸率2.4％。同时由于活塞常温延伸率只有0.4％，低于1％，达不到活塞部件应用的稳定

性要求，该材料不能应用与活塞部件制备。

[0070] 对比例5

[0071]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2.0％Si，

5.0％Ni、2.0％Cu、0.1％Mg、0.4％Cr、0.3％Zn、0.02％Sr、0.2％Ti、0.2％V、0.4％Fe，余量

为Al。

[0072]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别

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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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0℃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

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1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2次加入，并保持温

度恒定在710℃；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

合金、AlCu50中间合金、AlCr5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Ti10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金、

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

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695～705℃加入工业纯镁锭和工业纯锌，待所述镁锭完全熔

化后，在725℃时加入1 .0％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30℃，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

15min，精炼剂组分由占精炼剂总重的如下组分组成：50w .t .％碳酸钙，20w .t .氯化钠，

30w.t％化钾，精炼后静置15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

降温至660℃，撇去表面浮渣，以1.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4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

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00℃保温8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

Al‑Si‑Ni‑Cu铝合金。

[0073]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40MPa，延伸率0.9％；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45MPa，延伸率5.5％，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89MPa，

延伸率6.3％。同时由于活塞常温延伸率只有0.9％，低于1％，达不到活塞部件应用的稳定

性要求，该材料不能应用与活塞部件制备。

[0074] 对比例6

[0075] 一种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重量百分比为：按理论配比，11.0％Si，

4.0％Ni、4.0％Cu、0.2％Mg、0.4％Mn、0.2％Cr、0.03％Sr、0.3％Zr、0.3％V、0.4％Fe，余量

为Al。

[0076] 其制备方法是：S1.将工业纯铝锭、工业纯镁锭和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别

去除氧化层并烘干预热至200℃；按合金的成分及化学计量比，计算所需原料的用量，备料；

S2.将占坩埚高度22％的工业纯铝锭在715℃下熔化成熔池后，加入剩余工业纯铝锭；S3.待

工业纯铝锭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20℃，将Al‑Si中间合金或工业纯硅分3次加入，并保持温

度恒定在720℃；S4.待所述Al‑Si中间合金全部熔化后，升温至770℃，依次加入AlNi10中间

合金、AlCu50中间合金、AlMn10中间合金、AlSr10中间合金、AlZr4中间合金、AlV5中间合金、

AlFe20中间合金，待所有中间合金都加入完毕后在770℃保温15分钟；S5.待所有中间合金

都熔解完毕，将熔体温度降至700℃加入工业纯镁锭，待所述镁锭完全熔化后，在720℃时加

入0.6％精炼剂进行精炼，精炼的温度725℃，精炼处理的搅拌时间15min，精炼剂由占精炼

剂总重的如下组分组成：60w.t.％碳酸钙，30w.t.％氯化钠，10w.t.％氯化钾，精炼后静置

15分钟，撇去表面浮渣，得到铝合金熔体；S6.将所述铝合金熔体降温至680℃，撇去表面浮

渣，以4.0m/s的速度压射到预热至250℃的压铸模具中，冷却后得到耐热压铸铝合金；S7.对

耐热压铸铝合金在210℃保温7小时，获得所述的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

[0077] 将制得的压铸铝合金分别进行a.室温拉伸测试；b.350℃保温15分钟后进行瞬时

高温拉伸测试；c.350℃、200小时保温处理后在350℃进行保温高温拉伸性能测试，本实例

中耐热高压铸造Al‑Si‑Ni‑Cu铝合金的铸态室温抗拉强度为348MPa，延伸率1.4％；350℃瞬

时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143MPa，延伸率5.3％，350℃保温后的高温拉伸抗拉强度为7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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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率5.8％。由于添加了Mn元素，其高温不稳定性导致保温后性能显著下降。

[0078]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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