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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冶炼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备工艺，以

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

述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1 .17～3 .48％，Zr 0 .008～0 .21％，B 0 .89～

1.75％，Mg 1.25～3.71％，Ni 1.21～3.81％，Cu 

0 .08～0.36％，Ti 0 .26～0.84％，Ta 0 .005～

0.12％，微量元素0.01～0.03％，其余为Al和不

可避免的杂质，本发明提供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

型材中形成了铝化物弥散相，并产生协同作用，

起到细化铸态晶粒，强化钉扎位错的作用，从而

显著提高了铝合金型材的再结晶温度，改善了铝

合金型材的强度、断裂韧性和抗应力腐蚀性；(2)

在制备时进行超声处理，不仅可以提高合金熔液

中各物质的均匀度，还可以使杂质从熔液中分离

出来，从而达到提高铝合金强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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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其特征在于，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

比计，所述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由以下元素组成：Zn  1 .58~2.96%，Zr  0.012~0.085%，B 

0.92~1.28%，Mg  2.11~5.74%，Ni  1.5~3.26%，Cu  0.08~0.36%，Ti  0.35~0.62%，Ta  0.008~
0.1%，微量元素0.01~0.03%，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

量为1.3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1

~0.3）  。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其中，所述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

材延伸率为6.3~9.8%，屈服强度为420~590MPa，抗拉强度为682~85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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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冶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及其制

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具有密度小、强度高、易成型加工、导电导热性好以及资源丰富等众多优良

性能，是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在航空、航天、交通、建材、石油、化

工、电子、电力、国防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过去几十年，人们对于如何提高铝合金的强度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合金中的化学成分是决定合金强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主要

合金元素低，则强度较低，韧性、耐蚀性及铸锭成形性较好；而主要合金元素高，则强度较

高，韧性和耐蚀性降低，且随着主要合金元素含量提高，铸造成形性能下降。也就是说，想要

获得高强度的合金材料，就要以牺牲韧性、耐蚀性以及成形性等为代价。然而随着现代工业

与国防的发展，不仅对于铝合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铝合金综合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特别是在航空航天以及汽车制造等领域，不仅对于降低结构件重量以降低能耗、节约资

源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于主要结构件能够承受巨大冲击和振动亦即具备良好的韧性的

要求也日益迫切，兼具高强度、高韧性以及优良的耐腐蚀性和成形性等优异综合性能的铝

合金亟待出现。

[0003] CN  100410406C公开了一种同时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和延伸率综合力学性能的高

强高韧铸造铝合金，该发明的铸造铝合金最高抗拉强度达520Mpa时，其延伸率为13.5％，其

强度和韧性均高于ZL205A合金；该发明铸造铝合金在延伸率为16.5％时，其抗拉强度达到

505MPa，比高韧205A合金的抗拉强度提高了100MPa。CN100554464C公开了一种高强韧含锰

铝合金，特别涉及一种喷射成形制备的高强高韧的7000系铝合金材料，该高强韧铝合金具

有超过800MPa的抗拉强度和达到5.3％及以上的延伸率，具有更好的耐热性，可以提高航空

及运输工具材料的结构效率和性能。CN101403060B公开了一种高耐损伤铝合金，其特征在

于铝合金的基体中加入了0.001％-1 .0％(重量百分比)的铋。所加铋的最佳含量范围为

0.001-0.3％。该高耐损伤铝合金的制备方法是在铝合金的熔炼过程中加入金属铋来实现

的。该发明由于添加微量铋，显著提高了材料的强韧性，特别是提升了材料的耐疲劳损伤性

能。该高耐损伤铝合金可用于航空、汽车等行业的结构件。

[0004] 上述提及的铝合金，或纯度较低，或韧性不高，或耐腐蚀性能较差，或成形性不佳，

在综合性能方面均有所欠缺，人们所期待的综合性能优异的铝合金至今尚未出现。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铝合金，其具有

高纯度、高强度、高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以及可铸造成形性。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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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1 .17～3.48％，Zr  0 .008～0.21％，B  0 .89～

1.75％，Mg  1 .25～3.71％，Ni  1 .21～3.81％，Cu  0 .08～0.36％，Ti  0 .26～0.84％，Ta 

0.005～0.12％，微量元素0.01～0.03％，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8] 镁能不仅可以提高铝合金的抗腐蚀性，还能提高铝合金的强度；在铝中同时加入

锌和镁，形成强化相Mg/Zn2，对合金产生明显的强化作用，明显增加铝合金的抗拉强度和屈

服强度；钛与铝形成TiAl2相，成为结晶时的非自发核心，起细化铸造组织和焊缝组织的作

用；锆和铝形成ZrAl3化合物，可阻碍再结晶过程，细化再结晶晶粒；钽可以显著提高铝合金

的耐腐蚀性能。

[0009] 影响铝合金性能的主要因素就是各物质的配比，为了提高铝合金的强度和耐腐蚀

性，优选的，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

有以下元素：Zn  1.58～2.96％，Zr  0.012～0.085％，B  0.92～1.28％，Mg  2.11～5.74％，

Ni  1.5～3.26％，Cu  0.08～0.36％，Ti  0.35～0.62％，Ta  0.008～0.1％，微量元素0.01～

0.03％，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0] 优选的，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

总体含量为1.35～2％。

[0011] 优选的，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1～0.3)。

[0012] 根据本发明，稀土金属能与体系中的铝化物形成新的多元弥散相，这种新的多元

弥散相能强烈钉扎位错和亚晶界，显著抑制基体的再结晶，保留了以小角度晶界为主的纤

维状组织，从而改善了铝合金型材的腐蚀性能，所述稀土元素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常知的

稀土金属，优选的，所述稀土元素为钪、钇、铌、镧系元素中的至少一种。

[0013] 优选的，所述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延伸率为6.3～9 .8％，屈服强度为682～

850MPa，抗拉强度为420～590MPa。

[0014]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0～760℃下保温30～40min，加入精炼剂，升温至980～100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

金属完全融化后，除去铝液表面上的精炼剂，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

[0016]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50～47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

锭；

[0017] (3)将铝合金铸锭在150～180℃下保温1～2h，然后升温至510～520℃，保温1～

5h，再将铝合金放入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

[0018]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

[0019]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精炼剂加入量为总铝量重量的0.1-0.2％，所述精炼剂

为NaCl、Na3AlF6、MgCl2、NaF、Na2SiF6、Na2CO3和AlF3中的至少一种。

[0020] 优选的，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97，挤压速度为3.5m/min～

4.5m/min。

[0021] 优选的，其中，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度480～510℃，保温时间1～12h，保温完成

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10～80℃；所述人工时效处理工艺为在150℃～155℃范

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h～10.5h。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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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1)铝通过与其它金属在体系中形成了铝化物弥散相，并产生协同作用，起到细化

铸态晶粒，强化钉扎位错的作用，从而显著提高了铝合金型材的再结晶温度，降低了晶粒的

再结晶，并克服了淬火敏感问题，改善了铝合金型材的强度、断裂韧性和抗应力腐蚀性。

[0024] (2)在制备时进行超声处理，不仅可以提高合金熔液中各物质的均匀度，还可以使

杂质从熔液中分离出来，不仅提高铝合金的纯度，还提高合金中各物质的分散均匀度，从而

达到提高铝合金强度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26] 本发明中铝合金型材的抗压强度采用万能电子试验机测量，硬度用数显布氏硬度

计测量。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2.06％，Zr  0.034％，B  0.98％，Mg  3.45％，Ni 

2.26％，Cu  0.12％，Ti  0.37％，Ta  0.015％，微量元素0.01％，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1.475％，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11；

[0029]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0℃下保温35min，加入NaCl，升温至99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后，除

去铝液表面上的NaCl，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Cl加入量为总铝量重

量的0.1％；

[0031]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6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32] (3)将铝合金铸锭在160℃下保温1h，然后升温至510℃，保温2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6m/min；

[0033]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90℃，保温时间2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6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0℃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h。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2.46％，Zr  0.056％，B  1 .13％，Mg  3.54％，Ni 

2.34％，Cu  0.14％，Ti  0.49％，Ta  0.042％，微量元素0.02％，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1.662％，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14；

[0036]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5℃下保温30min，加入Na3AlF6，升温至99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

后，除去铝液表面上的Na3AlF6，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3AlF6加入

量为总铝量重量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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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5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39] (3)将铝合金铸锭在150℃下保温1h，然后升温至515℃，保温2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6m/min；

[0040]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90℃，保温时间4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5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0℃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h。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2.16％，Zr  0.067％，B  0.96％，Mg  2.45％，Ni 

1 .92％，Cu  0.22％，Ti  0.45％，Ta  0.024％，微量元素0.02％，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1.434％，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18；

[0043]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60℃下保温30min，加入MgCl2，升温至99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后，

除去铝液表面上的MgCl2，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MgCl2加入量为总铝

量重量的0.1％；

[0045]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7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46] (3)将铝合金铸锭在160℃下保温2h，然后升温至515℃，保温4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8m/min；

[0047]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90℃，保温时间2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5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5℃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5h。

[0048] 实施例4

[0049]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1 .17％，Zr  0.008％，B  0.89％，Mg  1 .25％，Ni 

1 .21％，Cu  0.08％，Ti  0.26％，Ta  0.005％，微量元素0.01％，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1.155％，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21；

[0050]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0℃下保温30min，加入NaCl，升温至98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后，除

去铝液表面上的NaCl，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Cl加入量为总铝量重

量的0.2％；

[0052]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5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53] (3)将铝合金铸锭在150℃下保温1h，然后升温至510℃，保温1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5m/min；

[0054]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80℃，保温时间1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1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0℃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5h。

[0055]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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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3 .48％，Zr  0 .21％，B  1 .75％，Mg  3 .71％，Ni 

3.81％，Cu  0.36％，Ti  0.84％，Ta  0.12％，微量元素0.03％，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2.71％，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23；

[0057]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8]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60℃下保温40min，加入Na3AlF6，升温至98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

后，除去铝液表面上的Na3AlF6，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3AlF6加入

量为总铝量重量的0.2％；

[0059]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7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60] (3)将铝合金铸锭在180℃下保温2h，然后升温至520℃，保温5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7，挤压速度为4.5m/min；

[0061]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510℃，保温时间12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8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5℃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5h。

[0062] 对比例1

[0063]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0.34％，Zr  0.002％，B  0.45％，Mg  1 .22％，Ni 

1 .20％，Cu  0.08％，Ti  0.26％，Ta  0.005％，微量元素0.01％，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0.715％，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21；

[0064]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5]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0℃下保温35min，加入NaCl，升温至99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后，除

去铝液表面上的NaCl，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Cl加入量为总铝量重

量的0.1％；

[0066]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6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67] (3)将铝合金铸锭在160℃下保温1h，然后升温至510℃，保温2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6m/min；

[0068]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90℃，保温时间2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6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0℃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h。

[0069] 对比例2

[0070] 一种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以铝合金型材的总量为基准，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

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含有以下元素：Zn  0 .34％，Zr  0 .43％，B  0 .23％，Mg  3 .71％，Ni 

1.2％，Cu  0.08％，Ti  0.84％，Ta  0.12％，微量元素0.03％，其余为Al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所述铝合金中B、Ti、Ta的总体含量为1.19％，其中，所述Mg和Ti的重量比为1：0.23；

[0071] 所述的高韧性耐蚀铝合金型材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72] (1)配料及熔炼：将铝锭、锆锭、硼锭、镁锭、镍锭加入熔炼炉中，升温至矿料完全融

化，在755℃下保温30min，加入Na3AlF6，升温至990℃，然后加入钛和钽，待金属完全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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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除去铝液表面上的Na3AlF6，并对金属熔液进行超声处理，除去浮渣，所述Na3AlF6加入

量为总铝量重量的0.1％；

[0073] (2)对步骤(1)的金属熔液冷却至450℃，然后在真空下浇铸，得到铝合金铸锭；

[0074] (3)将铝合金铸锭在150℃下保温1h，然后升温至515℃，保温2h，再将铝合金放入

挤压桶中进行挤压成型，所述挤压成型工艺为挤压系数控制成96，挤压速度为3.6m/min；

[0075] (4)将步骤(3)得到的型材进行固溶处理和人工时效处理，所述固溶处理工艺为温

度490℃，保温时间4h，保温完成后出炉水淬或油淬至淬件的温度为50℃；所述人工时效处

理工艺为在150℃范围内进行时效，时效时间为10h。

[0076] 表1实施例1-5、对比例1-2的铝合金棒材的相关性能

[0077]

[0078]

[007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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