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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公开一

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包括如下过程：将镁锂

合金坯料加热至290‑310℃并保温，使镁锂合金

坯料温度均匀；对保温后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锻

造，锻造时反复进行镦粗、拔长工序，最后拔长修

整至最终尺寸，进行空冷，其中镁锂合金坯料镦

粗时变形量为40％‑44％；镦粗至拔长时变形量

为42％‑48％，拔长至镦粗变形量为42％‑48％，

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时变形量为17％‑27％。本

发明通过锻造的工艺，进一步提高镁锂合金铸件

或铸坯的性能，使得镁锂合金的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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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过程：

将镁锂合金坯料加热至290‑310℃并保温，使镁锂合金坯料温度均匀；

对保温后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锻造，锻造时反复进行镦粗、拔长工序，最后拔长修整至

最终尺寸，进行空冷，得到成品锻件；其中镁锂合金坯料镦粗时变形量为40％‑44％；镦粗至

拔长时变形量为42％‑48％，拔长至镦粗变形量为42％‑48％，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时变形

量为17％‑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镁锂合金坯料加热时

的保温最短时间tmin＝D×λ，保温最长时间tmax＝tmin+90，其中，D为镁锂合金坯料的直

径，单位为毫米；λ为保温系数，取值为1，单位为分钟/毫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锻造时锤砧预热温度

为250～3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锻造时转移时间≤

30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锻造时分两火进行锻

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一火锻造时，对保温

后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两次镦粗、两次拔长。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二火锻造时，对一火

加工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两次镦粗、两次拔长，将最后一次拔长后的镁锂合金坯料拔长修

整至最终尺寸。

8.根据权利要求5‑7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每火的终

锻温度不低于22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其特征在于，镁锂合金坯料采用规

格为Ф260‑Ф350mm的镁锂合金铸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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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镁锂合金是一种超轻的金属结构材料，在镁金属中添加锂元素，一般含锂14％‑

16％，其比重介于1.4‑1.6，较一般镁合金的1.8更低，比塑料密度略高，强度220～340MPa，

弹性模量  40GPa。其具有良好的导热、导电、延展性，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随着当今世界对结构材料轻量化、减重节能、环保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日益提

高，镁锂合金在需要轻量化结构材料的交通、电子、医疗产品等领域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

景。目前镁锂合金一般先加工为铸件，由于镁锂合金铸件的性能还不够高，不能完全发挥镁

锂合金的优势，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性能改善，以发挥镁锂合金的优势。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

本发明能够进一步提高镁锂合金铸件或铸坯的性能，使得镁锂合金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包括如下过程：

[0006] 将镁锂合金坯料加热至290‑310℃并保温，使镁锂合金坯料温度均匀；

[0007] 对保温后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锻造，锻造时反复进行镦粗、拔长工序，最后拔长修

整至最终尺寸，进行空冷，其中镁锂合金坯料镦粗时变形量为40％‑44％；镦粗至拔长时变

形量为  42％‑48％，拔长至镦粗变形量为42％‑48％，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时变形量为

17％‑27％。

[0008] 优选的，镁锂合金坯料加热时的保温最短时间tmin＝D×λ，保温最长时间tmax＝

tmin+90，其中，D为镁锂合金坯料的直径，单位为毫米；λ为保温系数，取值为1，单位为分钟/

毫米。

[0009] 优选的，锻造时锤砧预热温度为250～300℃。

[0010] 优选的，锻造时转移时间≤30s。

[0011] 优选的，锻造时分两火进行锻造。

[0012] 优选的，一火锻造时，对保温后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两次镦粗、两次拔长。

[0013] 优选的，二火锻造时，对一火加工的镁锂合金坯料进行两次镦粗、两次拔长，将最

后一次拔长后的镁锂合金坯料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

[0014] 优选的，每火的终锻温度不低于220℃。

[0015] 优选的，镁锂合金坯料采用规格为Ф260‑Ф350mm的镁锂合金铸锭。

[0016]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通过锻造工艺对镁锂合金坯料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能够改变镁锂合金中的

晶粒取向，当晶粒取向与主载荷方向一致时，镁合金锻件具有优异的静态和动态强度；对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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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合金坯料进行锻造后，镁锂合金锻件组织致密、无孔隙，性能优异。本发明中将镁锂合金

坯料加热至290‑310℃并保温，使镁锂合金坯料温度均匀，一方面使得镁锂合金坯料锻造后

组织更加均匀，便于锻造，另一方面温度均匀后及时进行下一个工序能够防止镁锂合金坯

料发生严重软化和晶粒长大，降低产品的力学性能。镁锂合金坯料镦粗时变形量为40％‑

44％；镦粗至拔长时变形量为42％‑48％，拔长至镦粗变形量为42％‑48％，拔长修整至最终

尺寸时变形量为17％‑27％，通过控制这些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进而控制了其变形程度，

在本发明的变形量下，镁锂合金锻件的具有良好的性能。

[0018] 进一步的，镁锂合金坯料加热时的保温最短时间tmin＝D×λ，保温最长时间tmax

＝tmin+90，其中，D为镁锂合金坯料的直径，单位为毫米，λ为保温系数，λ取值为1，单位为分

钟/毫米，本发明针对镁锂合金坯料的规格，提供了对应的加热工艺参数，能够控制镁锂合

金坯料的软化程度和防止晶粒过分长大，进一步保证了镁锂合金锻件的性能。

[0019] 进一步的，本发明针对镁锂合金，提出在锻造时锤砧预热温度为250～300℃，有效

避免热原料与冷砧子接触产生激冷而造成裂纹。

[0020] 进一步的，本发明分两火进行锻造，总共有四次镦粗、五次拔长的过程，能够保证

镁锂合金的塑性，不会造成塑性的显著下降。

[0021] 进一步的，每火的终锻温度不低于220℃，能够防止镁锂合金锻件发生开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3] 本发明是一种超轻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方法，可以获得综合性能良好的锻件。其

技术方案为：先将镁锂合金棒材锯切成锻造所需的棒材尺寸，再将锯切好的镁锂合金棒材

加热至预设温度并保温一定时间，然后进行多次镦粗、拔长锻造工序，锻造完成后空冷得到

成品锻件。

[0024] 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流程主要包括：下料—加热—镦粗、拔长—冷却。

[0025] 下料在圆盘锯，车床或专用的快速端面铣床上进行，由于镁屑易燃，下料速度应缓

慢，以防着火燃烧。切削时要严禁使用润滑剂和冷却液以防镁屑燃烧和镁锂合金腐蚀。

[0026] 原料加热选择在Ⅲ类电炉中进行，炉内最好通有保护和带有强制循环空气的装

置，保持炉温均匀，炉内温差要小。炉温用热电偶装在距被加热原料100～150mm处，炉子装

有自动调节炉温仪器。为了避免镁锂合金在加热过程中出现软化和晶粒长大，原料加热工

艺参数选择为：加热温度290‑310℃，保温时间根据里镁合金坯料的直径进行计算，镁锂合

金坯料加热时的保温最短时间tmin＝D×λ，保温最长时间tmax＝tmin+90，其中，D为镁锂合

金坯料的直径，单位为毫米；λ为保温系数，λ取值为1，单位为分钟/毫米。

[0027] 镁锂合金的锻造温度范围很窄，传热快，容易冷却，因此锻前锤砧必须预热，预热

温度选择在250～300℃(由于锤砧温度变化较大，只要维持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即可，在加工

过程中可进行实时监测)，转移时间≤30s，镦粗、拔长若干次，终锻温度≥220℃，锻后分散

空冷，得到成品锻件。

[0028] 本发明的上述工艺可适用于规格为Ф260‑Ф350mm的镁锂合金铸锭的加工。

[0029] 说明，本发明以下实施例采用的设备中，电炉的炉内温差为±10℃，因此在过程中

温度在设定值处会上下波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如设定温度为300℃，在整个保温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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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会在  290‑310℃范围内变化，以下实施例中保温温度的设定值均为300℃，本发明实施

例中的保温温度能够对权利要求中的保温温度范围进行支持。

[0030] 本发明以下实施例中以牌号为LA103Z镁锂合金加工为例进行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实施例中，镁锂合金铸锭为Ф300mm的规格。

[0033] 本实施例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方法，其过程主要包括：下料、加热、锻造、空冷和检

测，具体如下：

[0034] 下料：利用锯床(型号G4240)对Ф300mm的镁锂合金铸锭进行锯切，尺寸规格为Ф

300×520mm；

[0035] 加热：通过电炉(型号HY‑S0101，HY‑S0033)对尺寸为Ф300×520mm的镁锂合金铸

锭进行锻前加热。在炉温≤300℃时装炉，镁锂合金铸锭随炉升温至加热温度：300±10℃，

保温时间：300min；

[0036] 锻造：保温结束后，通过2000T压力机(型号HY‑S0066)进行锻造，锤砧预热温度250

～  300℃，转移时间≤30s，终锻温度≥220℃，锤击时轻缓锤击，锻造分为两火锻造，具体

的：

[0037] 1火：先将Ф300×520mm坯料镦粗至H＝302mm，拔长至□261×Lmm，再镦粗至H＝

301mm，拔长至□260×Lmm；

[0038] 2火：继续镦粗至H＝298mm，拔长至□259×Lmm，再镦粗至H＝305mm，拔长至□261

×Lmm，最后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137×372×L，L＝700；

[0039] 其中，“□”指的是，锻件横截面尺寸为正方形，如“□261×Lmm”指的是锻件横截面

的为边长为261mm的正方形，锻件的长度为Lmm。

[0040] 空冷：锻后分散空冷；

[0041] 检测：100％检查锻件尺寸，表面质量。

[0042] 本实施例得到的成品锻件的力学性能参数见表1。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中，镁锂合金铸锭为Ф260mm的规格。

[0045] 本实施例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方法，其过程主要包括：下料、加热、锻造、空冷和检

测，具体如下：

[0046] 下料：利用锯床(型号G4240)对Ф260mm的镁锂合金铸锭进行锯切，尺寸规格为Ф

260×520mm；

[0047] 加热：通过电炉(型号HY‑S0101，HY‑S0033)对尺寸为Ф260×520mm的镁锂合金铸

锭进行锻前加热。在炉温≤300℃时装炉，镁锂合金铸锭随炉升温至加热温度：300±10℃，

保温时间：260min；

[0048] 锻造：保温结束后，通过2000T压力机(型号HY‑S0066)进行锻造，锤砧预热温度250

～  300℃，转移时间≤30s，终锻温度≥220℃，锤击时轻缓锤击，锻造分为两火锻造，具体

的：

[0049] 1火：先将Ф260×520mm坯料镦粗至H＝295mm，拔长至□255×Lmm，再镦粗至H＝

298mm，拔长至□258×Lmm；

[0050] 2火：继续镦粗至H＝298mm，拔长至□261×Lmm，再镦粗至H＝301mm，拔长至□261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2893727 A

5



×Lmm，最后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138×375×L，L＝530；

[0051] 其中，“□”指的是，锻件横截面尺寸为正方形，如“□255×Lmm”指的是指的是锻件

横截面的为边长为255mm的正方形，锻件的长度为Lmm。

[0052] 空冷：锻后分散空冷；

[0053] 检测：100％检查锻件尺寸，表面质量。

[0054] 本实施例得到的成品锻件的力学性能参数表1。

[0055] 实施例3

[0056] 本实施例中，镁锂合金铸锭为Ф350mm的规格。

[0057] 本实施例镁锂合金的锻造工艺方法，其过程主要包括：下料、加热、锻造、空冷和检

测，具体如下：

[0058] 下料：利用锯床(型号G4240)对Ф350mm的镁锂合金铸锭进行锯切，尺寸规格为Ф

350×520mm；

[0059] 加热：通过电炉(型号HY‑S0101，HY‑S0033)对尺寸为Ф350×520mm的镁锂合金铸

锭进行锻前加热。在炉温≤300℃时装炉，镁锂合金铸锭随炉升温至加热温度：300±10℃，

保温时间：350min；

[0060] 锻造：保温结束后，通过2000T压力机(型号HY‑S0066)进行锻造，锤砧预热温度250

～  300℃，转移时间≤30s，终锻温度≥220℃，锤击时轻缓锤击，锻造分为两火锻造，具体

的：

[0061] 1火：先将Ф350×520mm坯料镦粗至H＝305mm，拔长至□263×Lmm，再镦粗至H＝

302mm，拔长至□262×Lmm；

[0062] 2火：继续镦粗至H＝298mm，拔长至□258×Lmm，再镦粗至H＝299mm，拔长至□301

×Lmm，最后拔长修整至最终尺寸139×378×L，L＝950；

[0063] 其中，“□”指的是，锻件横截面尺寸为正方形，如“□255×Lmm”指的是指的是锻件

横截面的为边长为255mm的正方形，锻件的长度为Lmm。

[0064] 空冷：锻后分散空冷；

[0065] 检测：100％检查锻件尺寸，表面质量。

[0066] 本实施例得到的成品锻件的力学性能参数见表1。

[0067] 表1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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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由表1可以看出，以本发明的锻造工艺对镁锂合金锻造后，得到的成品锻件的力学

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070] 综上，本发明选择2000T压力机，保证镁锂合金锻造变形量和终锻温度等参数；本

发明选择Ⅲ类电炉进行加热，能有效控制镁锂合金加热过程中温度的精度；本发明选择加

热参数为：加热温度290‑310℃，合理的保温时间，能有效避免镁锂合金在加热过程中软化

和晶粒长大；本发明选择锤砧预热温度为250～300℃，有效避免热原料与冷砧子接触产生

激冷而造成裂纹。由上述可以看出，本发明通过对镁锂合金铸锭锻造的工艺参数(加热温

度、保温时间、变形量等)进行了合理设计，能保证镁锂合金锻件性能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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