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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

方法，涉及金属熔体加工领域，其适用于锌含量

1-30wt%的二元或者多元Al-Zn系合金的制备，包

括前制程的熔炼工艺工序和后制程的流变熔体

加工工序，熔炼工艺工序包括如下步骤，母料熔

化、混合搅拌、静置、精炼、除渣静置；流变熔体加

工工序包括如下步骤，优选固液两相温度区间、

机械搅拌作业。优选流变加工温度区间，并对树

枝晶进行有效机械破碎，以使得树枝晶重新形核

并增殖，同时使得初生相在熔体微观涨动作用下

启动晶粒的熟化机制，以形成球状颗粒，从而达

到提高铝锌合金铸造性能的目的，进而解决Al-

Zn合金应用范围受限，生产成本高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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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用于制备Al-2Si-1Zn或Al-5Si-30Zn或Al-6Si-

20Zn合金，其特征在于：包括前制程的熔炼工艺工序和后制程的流变熔体加工工序，

熔炼工艺工序包括如下步骤，

S1.熔化各合金母料；

S2.待各合金母料熔化后，于650-750℃温度条件下混合搅拌；

S3.静置10-20min；

S4.将合金熔体温度降至600-700℃，并精炼10-20min；

S5.搅拌除渣后静置10-20min；

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包括如下步骤，

S-1.将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于540-620℃；

S-2.将机械搅拌装置浸入合金熔体内，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于1-3000r/

min,且机械搅拌装置的搅拌时间设定于1-50000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Al-Zn系合金

设置为Al-2Si-1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15min，并于660℃

温度条件下精炼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合金熔体温度

设定为62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为30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100s。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Al-Zn系合金

设置为Al-5Si-30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20min，并于660

℃温度条件下精炼15min。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合金熔体温度

设定为54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为2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50000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Al-Zn系合金

设置为Al-6Si-20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10min，并于660

℃温度条件下精炼20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合金熔体温度

设定为60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为10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12000s。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坩埚电阻

炉熔化各合金母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熔化各

合金母料之前，预热各合金母料，预热温度100-200℃，预热时间2h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经熔炼工艺

工序和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制备得到的合金熔体浇铸成型或触变成型。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218884 B

2



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熔体加工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减重减排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航空航

天、交通运输等行业逐渐对材料及构件轻量化提出更高要求。铝合金因其密度低、比强度

高、导热导电性好以及易于提炼加工的优点，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领域广泛应用。

[0003] 铝锌合金（Al-Zn合金）是铝合金中重要的一大类，从Al-Zn合金二元相图可知Zn在

Al中具有较大的固溶度，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自然时效特性，即铸造后不需要进行热处理，

而是通过自然时效就能得到较高的强度，但不足之处在于其铸造性能差，容易产生热裂。因

此，Al-Zn合金多用于制造仪表壳体等对精度要求较高的检测零件，导致目前的Al-Zn合金

的应用范围受限且生产成本较高，现有Al-Zn合金的制备工艺存在可改进之处。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采

用流变加工技术对铝锌合金进行熔体处理，以制备树枝晶破碎、成型性良好的铝锌半固态

流变浆料，从而达到提高铝锌合金铸造性能的目的，进而提高铝锌合金应用范围，降低铝锌

合金生产成本。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

用于制备Zn含量1-30wt%的二元或多元Al-Zn系合金，其特征在于：包括前制程的熔炼工艺

工序和后制程的流变熔体加工工序，熔炼工艺工序包括如下步骤，S1.熔化各合金母料；S2.

待各合金母料熔化后，于650-750℃温度条件下混合搅拌；S3.静置10-20min；S4.将合金熔

体温度降至600-700℃，并精炼10-20min；S5.搅拌除渣后静置10-20min；流变熔体加工工序

包括如下步骤，S-1.将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于540-620℃；S-2.将机械搅拌装置浸入合金熔体

内，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于1-3000r/min,且机械搅拌装置的搅拌时间设定于

1-50000s。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各合金母料经由熔化、搅拌、精炼、除渣以及静置作业，即

完成熔炼工艺工序后，制备得到铝锌合金熔体，再通过控制固液温度区间（优选固液两相温

度区间）的方式对合金熔体进行外场处理（机械搅拌作业），即通过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制备

得到于液态金属母液中悬浮一定固相组分的固液混合浆料。一方面，在合金形核生长的初

期，通过优选流变加工温度区间并对树枝晶进行有效机械破碎的方式，使得初生相依附于

破碎的树枝晶并实现重新形核增殖；另一方面，在固液两相温度区间内对合金熔体进行高

温机械搅拌作业，使得初生相在熔体微观涨动下启动晶粒的熟化机制，从而形成球状颗粒，

进而达到提高铝锌合金铸造性能的目的。制备得到树枝晶破碎、能良好成型的Al-Zn半固态

流变浆料（铝锌合金熔体），以解决Al-Zn合金应用范围受限，生产成本高的技术难点。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Al-Zn系合金设置为Al-2Si-1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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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15min，并于660℃温度条件下精炼10min。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Al-2Si-1Zn（质量分数）合金的制备中，采用短时

（10min）精炼的熔炼方式完成合金熔体母料的制备，以获得除去合金熔体内非金属夹杂物、

有害元素和气体的最佳效果，同时降低浮渣含量，进而达到提高合金熔体纯净度，减少后续

铝锌合金裂纹、疏松、夹杂等缺陷。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为62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

设定为30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100s。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选取较高的温度620℃作为Al-2Si-1Zn合金制备的最佳

固液两相温度，并选择高转速低转时的机械搅拌方式完成熔体的搅拌作业，以充分发挥晶

粒的熟化效应，进而获得彼此分割独立的尺寸细小的近球形组织。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Al-Zn系合金设置为Al-5Si-30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

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20min，并于660℃温度条件下精炼15min。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Al-5Si-30Zn（质量分数）合金的制备中，采用短暂静止

精炼的熔炼方式完成合金熔体母料的制备，以获得除去合金熔体内非金属夹杂物、有害元

素和气体的最佳效果，同时降低浮渣含量，进而达到提高合金熔体纯净度，减少后续铝锌合

金裂纹、疏松、夹杂等缺陷。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为54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

设定为1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50000s。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选取较低的温度540℃作为Al-5Si-30Zn合金制备的最佳

固液两相温度，并选择低转速高转时的机械搅拌方式完成熔体的搅拌作业，以充分发挥晶

粒的熟化效应，进而获得圆整度极高的近球形微观组织。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Al-Zn系合金设置为Al-6Si-20Zn合金，且合金母料于680℃

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后静置10min，并于660℃温度条件下精炼20min。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Al-6Si-20Zn（质量分数）合金的制备中，采用短暂静止

精炼的熔炼方式完成合金熔体母料的制备，以获得去除合金熔体内非金属夹杂物、有害元

素和气体的最佳效果，同时降低浮渣含量，进而提高合金熔体纯净度，减少后续铝锌合金裂

纹、疏松、夹杂等缺陷。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为600℃；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

设定为1000r/min，且搅拌时间设定为12000s。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选取中间温度600℃作为Al-6Si-20Zn合金制备的最佳固

液两相温度，并选择中转速中转时的机械搅拌方式完成熔体的搅拌作业，以充分发挥晶粒

的熟化效应，进而获得初生相完全破碎、圆整化、近球形的微观组织。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采用坩埚电阻炉熔化各合金母料。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坩埚电阻炉本身的结构设计，应便于机械搅拌装置的使

用，同时便于使用者根据实际作业需求选定合适的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即有利于提高铝

锌合金熔体成分的精准性。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在熔化各合金母料之前，预热各合金母料，预热温度100-

200℃，预热时间2h以上。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热作业既有利于降低合金母料融化作业的能耗，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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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合金母料熔化作业效率，以提高铝锌合金熔体制备的效率，并降低成本。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经熔炼工艺工序和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制备得到的合金熔体

浇铸成型或触变成型。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熔体混合浆料既可直接用于后续铸件的铸造成型，也可

以用于制作触变成型所需要的合金铸锭，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较大的应用范围和应用灵活

性。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其一：对合金凝固初期阶段的树枝晶孕育生长温度区间进行优选，得到流变处理

的最佳温度区间，同时利用机械搅拌引进外加机械场对树枝晶形核过程进行扰动，从而达

到破碎树枝晶的目的，再通过合适的熔体温度热效应，使铝锌合金熔体内部形成近球状的

微观组织，从而达到提高铝锌合金铸造性能的目的，进而解决铝锌合金应用范围受限、生产

成本高的技术难点；

[0027] 其二：铝锌合金熔体经流变加工工序，得到的熔体浆料既可直接用于后续铸件的

铸造成型，也可用于制作合金铸锭，合金铸锭再用于触变成型，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0028] 其三：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加工技术制备混合浆料的制备效率高，且可大规模生产，

具有较大的生产应用价值；

[0029] 其四：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加工技术具有近净成型、获得近球形微观组织、充型平

稳、流动性好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的流程框图；

[0031] 图2a是Al-2Si-1Zn合金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0032] 图2b是Al-2Si-1Zn合金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0033] 图3a是Al-5Si-30Zn合金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0034] 图3b是Al-5Si-30Zn合金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0035] 图4a是Al-6Si-20Zn合金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0036] 图4b是Al-6Si-20Zn合金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典型的微观组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8] 实施例一：

[0039] 如图1所示，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适用于Zn含量1-30wt%的二元或多

元Al-Zn系合金，在本实施例中为Al-2Si-1Zn（质量分数）合金，其包括前制程的熔炼工艺工

序和后制程的流变熔体加工工序，熔炼工艺工序将各合金母料熔化并均匀搅拌得到合金熔

体，合金熔体再经过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可制备得到树枝晶破碎为近球形微观组织，并具有

一定固相率的熔体浆料。熔体浆料初生相圆整、均匀，能最大程度发挥半固态加工技术的优

点，提高铝锌合金的铸造性能和力学性能，既可直接用于后续铸件的铸造成型，也可以用于

触变成型合金铸锭。

[0040] 在熔炼工艺工序中，首先在100-200℃的温度范围内对各合金母料进行预热，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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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两小时以上，然后采用坩埚电阻炉或其它工业电炉熔化各合金母料，待各合金母料

熔化后，在680℃的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并静置15min，再向合金熔体中加入精炼剂，并于

660℃的温度条件下精炼10min，最后清理去除合金熔体中的废渣（即扒渣）并静置20min，从

而完成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过程中的前制程作业。

[0041] 在流变熔体加工工序中，首先将前制程中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熔体降温至620℃

的温度条件下，然后机械搅拌装置送入坩埚电阻炉中，且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以

3000r/min的转速搅拌1s，随即快速将合金熔体浇铸至铸锭模内，即可制备得到树枝晶破碎

的Al-2Si-1Zn合金铸锭。

[0042] 结合图2a和图2b所示，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的初生相以粗大的

树枝晶形态存在，而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中，可以看到树枝晶已经破碎，

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分割独立的尺寸细小的近球形组织，即制备得到理想的流变熔体。

[0043] Al-Zn合金铸造性能较差的主要原因是其凝固区间大，初生相以树枝晶形态生长

并直接影响熔体的流动和补缩，最终在合金内部形成疏松缩孔等缺陷。由此可见，Al-Zn合

金的流变加工技术，通过控制凝固过程中金属的固-液态温度区间、对凝固过程中的金属进

行外场处理，实现破碎初生树枝晶，获得具有一定固相组分的混合浆料。

[0044] 在Al-Zn合金中，Zn含量在30wt%以内的合金具有约一百摄氏度固液温度区间，具

有良好的流变加工条件。因此，本发明所涉及到的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适用于制备

Zn含量1-30wt%的Al-Zn系合金；一方面在合金凝固过程中树枝晶形核生长的关键节点，即

在合金形核生长初期，优选流变处理的最佳温度区间，并通过机械搅拌引进外加机械场的

方式对树枝晶形核过程进行扰动，使得树枝晶破碎；另一方面，在固液两相温度区间内进行

高温机械搅拌，并优化流变加工时间，即通过合适的熔体温度热效应，充分发挥晶粒的熟化

效应（或熟化机制），使得破碎的树枝晶晶粒转变为近球状颗粒。在实现树枝晶破碎、得到近

球状微观组织的同时提高了熔体后续成形的流动性和质量，是一种有效的Al-Zn合金熔体

加工方法。

[0045] 实施例二：

[0046] 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熔炼工艺工序的时间

因素变化以及流变熔体加工工序的优选温度、机械搅拌条件的不同。

[0047] 在熔炼工艺工序中，首先在100-200℃的温度范围内对各合金母料进行预热，预热

时间在两小时以上，然后采用坩埚电阻炉或其它工业电炉熔化各合金母料，待各合金母料

熔化后，在680℃的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并静置20min，再向合金熔体中加入精炼剂，并于

660℃的温度条件下精炼15min，最后清理合金熔体中的废渣（即扒渣）并静置20min，从而完

成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过程中的前制程作业。在流变熔体加工工序中，首先将前制程中

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熔体降温至540℃，然后将机械搅拌装置送入坩埚电阻炉中，且机械搅

拌装置的旋转构件以100r/min的转速搅拌50000s，随即快速将合金熔体浇铸至铸锭模内，

即可制备得到树枝晶破碎的Al-5Si-30Zn（质量分数）合金铸锭。

[0048] 结合图3a和图3b所示，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的初生相以粗大的

树枝晶形态存在，而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中，可以看到树枝晶初生相已

完全破碎为圆整度极高的近球形组织，即制备得到理想的半固态浆料。

[0049] 实施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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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一种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方法，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熔炼工艺工序的时间

变化以及流变熔体加工工序的优选温度、机械搅拌条件的不同。

[0051] 在熔炼工艺工序中，首先在100-200℃的温度范围内对各合金母料进行预热，预热

时间在两小时以上，然后采用坩埚电阻炉或其它工业电炉熔化各合金母料，待各合金母料

熔化后，在680℃的温度条件下搅拌均匀并静置10min，再向合金熔体中加入精炼剂，并于

660℃的温度条件下精炼20min，最后清理去除合金熔体中的废渣（即扒渣）并静置20min，从

而完成铝锌合金熔体流变制备过程中的前制程工序。在流变熔体加工工序中，首先将前制

程中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熔体降温至600℃的温度条件下，然后机械搅拌装置送入坩埚电

阻炉中，且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以1000r/min的转速搅拌12000s，随即快速将合金熔体

浇铸至铸锭模内，即可制备得到树枝晶破碎的Al-6Si-20Zn（质量分数）合金铸锭。

[0052] 结合图4a和图4b所示，在传统铸造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的初生相以粗大的

树枝晶形态存在，而在流变加工条件下制备得到的铝锌合金中，可以看到树枝晶完全破碎，

并在剧烈的熔体处理下实现圆整化和近球化，即制备得到具有优异铸造成型性能的流变浆

料。

[0053] 下面结合工艺流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54] 熔炼工艺工序包括有如下步骤，

[0055] S0.在100-200℃的温度条件下对各合金母料进行预热，且预热时间大于2h；

[0056] S1.采用坩埚电阻炉或其它工业电炉熔化各合金母料；

[0057] S2.待各合金母料熔化后，于650-750℃温度条件下混合搅拌均匀；

[0058] S3.静置10-20min；

[0059] S4.待合金温度降至600-700℃，精炼10-20min；

[0060] S5.搅拌除渣后静置10-20min；

[0061] 流变熔体加工工序包括有如下步骤，

[0062] S-1.将合金熔体温度设定于540-620℃；

[0063] S-2 .将机械搅拌装置浸入合金熔体内，机械搅拌装置的旋转构件转速设定于1-

3000r/min,且机械搅拌装置的搅拌时间设定于1-50000s；

[0064] S-3 .混合浆料直接用于后续铸件的铸造成型，或者制作用于触变成型的合金铸

锭。

[0065] 本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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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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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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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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