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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

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属于Al-Zn-Mg-Cu系铝合

金材料技术领域。其首先熔铸铝锭，对熔铸的铝

锭进行均匀化处理；将铝锭加热到470~500℃，采

用1350MN正向挤压机进行挤压，对挤压产品进行

在线喷淋水冷却；冷却后进行拉直锯切，最后对

锯切后产品进行人工时效热处理。本发明提供的

汽车减震器用7003铝合金生产工艺，既能生产出

高强度高延伸率的汽车减震器产品，其表面质量

也能得到提高，满足汽车产品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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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如下：首先熔铸

铝锭，对熔铸的铝锭进行均匀化处理；将铝锭加热到470~500℃，采用挤压机进行挤压，对挤

压产品进行在线喷淋水冷却；冷却后进行拉直锯切，最后对锯切后产品进行人工时效热处

理即得到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

具体步骤如下：

（1）铝锭熔铸：以质量百分比计按照如下配方比例进行铝锭熔铸，得到铸棒；Zn：5.70%~
6.00%；Mg：0.87%~0.95%；Cu：0.15~0.21%；Zr：0.15%~0.18%；Mn：0.04~0.10%；Ti：0.05%；Cr：

0.05%；Fe：0.22%；Si：0.10%，其余均为铝；

（2）均匀化处理：将步骤（1）所得铸棒在460~470℃下均匀化9~11h，然后在485~495℃下

均匀化5~7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3）加热：将步骤（2）均匀化所得铸棒加热到470~500℃，铸棒头尾温度梯度为10~30℃；

将挤压模具加热，加热温度为470~490℃，将模筒加热，加热温度为425~435℃；

（4）挤压：采用挤压机对经步骤（3）加热后的铸棒进行挤压，铸棒直径为151~153mm，挤

压系数在20~21，出料速度为1.0~2.0m/min，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出料过程中牵引

机同步牵引；

（5）在线淬火：对经步骤（4）挤压所得铸棒进行在线喷淋淬火，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循环

水的电导率≤300us/cm，水箱的水位高度为30~40cm，水温≤38℃，水压为0.3~0.4MPa；

（6）拉直：对在线淬火后的铸棒进行拉直处理，拉直率为0.5~1.0%；

（7）人工时效热处理：对步骤（6）所得拉直处理后产品进行人工时效热处理，双级时效

工艺为：首先在100~110℃时效处理8~10h，随后在145~155℃时效处理10~12h，即得到高强

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所述铝

合金为7003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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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具体涉及7003-

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属于Al-Zn-Mg-Cu系铝合金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材料用途广泛，可以应用于工业、汽车、航空、航天等各个领域。目前大部分

汽车用减震器多采用6061、6082、6351铝合金挤压材或7003、7005(7N01)、7021、7029铝合金

挤压材制作，前3种铝合金材料的抗拉强度属于300MPa级，其屈服强度和断后伸长率约为

250MPa和8％；后4种合金材料的抗拉强度属于350MPa级，屈服强度和断后伸长率分别为

290MPa和8％。

[0003] 我国某项汽车用减震器需要一种7003型材，要求此种铝合金T76状态型材的抗拉

强度达到420N/mm2、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达到400N/mm2、断后伸长率达到15％、表面粗糙度

Ra≤6.3。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传统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型材抗拉强度、规定非比例延伸强

度和断后伸长率低的问题，而提供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

产工艺。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步骤如

下：首先熔铸铝锭，对熔铸的铝锭进行均匀化处理；将铝锭加热到470～500℃，采用挤压机

进行挤压，对挤压产品进行在线喷淋水冷却；冷却后进行拉直锯切，最后对锯切后产品进行

人工时效热处理即得到产品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

[0006] 所述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07] (1)铝锭熔铸：以质量百分比计按照如下配方比例进行铝锭熔铸，得到铸棒；Zn：

5.70％～6.00％；Mg：0.87％～0.95％；Cu：0.15～0.21％；Zr：0.15％～0.18％；Mn：0.04～

0.10％；Ti：0.05％；Cr：0.05％；Fe：0.22％；Si：0.10％，其余均为铝；

[0008] (2)均匀化处理：将步骤(1)所得铸棒在460～470℃下均匀化9～11h，然后在485～

495℃下均匀化5～7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09] (3)加热：将步骤(2)所得均匀化所得铸棒加热到470～500℃，铸棒头尾温度梯度

为10～30℃；将挤压模具加热，加热温度为470～490℃，将模筒加热，加热温度为425～435

℃；

[0010] (4)挤压：采用1350MN挤压机对铸棒进行挤压，铸棒直径为151～153mm，挤压系数

在20～21，出料速度为1.0～2.0m/min，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出料过程中牵引机同

步牵引；

[0011] (5)在线淬火：对挤压所得铸棒进行在线喷淋淬火，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循环水的

电导率≤300us/cm，水箱的水位高度为30～40cm，水温≤38℃，水压为0.3～0.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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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6)拉直：对在线淬火后的铸棒进行拉直处理，拉直率为0.5～1.0％；

[0013] (7)人工时效热处理：对步骤(6)所得锯切后产品进行人工时效热处理，双级时效

工艺为：首先在100～110℃时效处理8～10h，随后在145～155℃时效处理10～12h，即得到

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

[0014] 所述铝合金为7003铝合金。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铝合金及利用其制造的汽车减震器的抗拉强度可达

到420N/mm2；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达到400N/mm2；断后伸长率达到15％，表面粗糙度Ra≤

6.3；且采用在线风冷淬火批量生产，生产成本低廉。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7] 实施例1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

[0018] 成分优化后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为：Zn：5 .85％，Mg：0 .90％，Cu：0 .18％，Zr：

0.16％，Mn：0.07％，Ti：0.05％，Cr：0.05％，Fe：0.22％，Si：0.10％，余量为Al；铸造速度为

120mm/min；

[0019] 均匀化处理工艺为：465℃×10h+490℃×6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20] 挤压前棒料加热温度为485℃，棒料头尾温度梯度为15℃，模具加热温度为480℃，

模筒加热温度为435℃。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挤压产品由牵引机同步牵引，牵引速

度为1.5m/min。

[0021] 淬火方式为在线水箱喷淋冷却，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冷却后风机吹去产品表面的

水渍，拉直率为1.0％。

[0022] 将拉伸矫直的铝合金型材切成短料进行双级时效热处理，工艺为105℃×8h+150

℃×12h；制备得到汽车用铝合金型材。

[0023] 实施例2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

[0024] 成分优化后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为：Zn：5 .90％，Mg：0 .92％，Cu：0 .17％，Zr：

0.17％，Mn：0.08％，Ti：0.05％，Cr：0.05％，Fe：0.22％，Si：0.10％，余量为Al；铸造速度为

125mm/min；

[0025] 均匀化处理工艺为：462℃×10h+493℃×6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26] 挤压前棒料加热温度为478℃，棒料头尾温度梯度为16℃，模具加热温度为485℃，

模筒加热温度为425℃。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挤压产品由牵引机同步牵引，牵引速

度为1.7m/min。

[0027] 淬火方式为在线水箱喷淋冷却，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冷却后风机吹去产品表面的

水渍，拉直率为1.5％。

[0028] 将拉伸矫直的铝合金型材切成短料进行双级时效热处理，工艺为100℃×8h+155

℃×12h；制备得到汽车用铝合金型材。

[0029] 实施例3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

[0030] 成分优化后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为：Zn：5 .75％，Mg：0 .94％，Cu：0 .20％，Zr：

0.16％，Mn：0.06％，Ti：0.05％，Cr：0.05％，Fe：0.22％，Si：0.10％，余量为Al；铸造速度为

128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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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均匀化处理工艺为：470℃×9h+485℃×7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32] 挤压前棒料加热温度为500℃，棒料头尾温度梯度为20℃，模具加热温度为475℃，

模筒加热温度为430℃。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挤压产品由牵引机同步牵引，牵引速

度为1.0m/min。

[0033] 淬火方式为在线水箱喷淋冷却，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冷却后风机吹去产品表面的

水渍，拉直率为1.0％。

[0034] 将拉伸矫直的铝合金型材切成短料进行双级时效热处理，工艺为108℃×8h+146

℃×12h；制备得到汽车用铝合金型材。

[0035] 实施例4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

[0036] 成分优化后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为：Zn：5 .98％，Mg：0 .88％，Cu：0 .19％，Zr：

0.18％，Mn：0.10％，Ti：0.05％，Cr：0.05％，Fe：0.22％，Si：0.10％，余量为Al；铸造速度为

130mm/min；

[0037] 均匀化处理工艺为：468℃×10h+494℃×6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38] 挤压前棒料加热温度为490℃，棒料头尾温度梯度为18℃，模具加热温度为482℃，

模筒加热温度为433℃。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挤压产品由牵引机同步牵引，牵引速

度为2.0m/min。

[0039] 淬火方式为在线水箱喷淋冷却，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冷却后风机吹去产品表面的

水渍，拉直率为0.8％。

[0040] 将拉伸矫直的铝合金型材切成短料进行双级时效热处理，工艺为110℃×8h+145

℃×12h；制备得到汽车用铝合金型材。

[0041] 实施例5一种高强度高延伸率汽车减震器用7003-T76铝合金的生产工艺

[0042] 成分优化后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为：Zn：5 .70％，Mg：0 .95％，Cu：0 .15％，Zr：

0.15％，Mn：0.05％，Ti：0.05％，Cr：0.05％，Fe：0.22％，Si：0.10％，余量为Al；铸造速度为

126mm/min；

[0043] 均匀化处理工艺为：470℃×10h+497℃×6h，均匀化处理后出炉空冷至室温。

[0044] 挤压前棒料加热温度为495℃，棒料头尾温度梯度为18℃，模具加热温度为476℃，

模筒加热温度为432℃。挤压过程中通液氮冷却模腔，挤压产品由牵引机同步牵引，牵引速

度为1.3m/min。

[0045] 淬火方式为在线水箱喷淋冷却，淬火介质为循环水，冷却后风机吹去产品表面的

水渍，拉直率为1.2％。

[0046] 将拉伸矫直的铝合金型材切成短料进行双级时效热处理，工艺为102℃×8h+148

℃×12h；制备得到汽车用铝合金型材。

[0047] 通过对7003铝合金化学成分优化、合适的铸造参数、双级均匀化处理、挤压过程模

腔通氮气冷却、在线淬火、牵引机同步牵引及双级人工时效处理，可有效改善挤出产品表面

拉毛的现象，挤压出料过程中尺寸从头到尾的稳定性。

[0048] 经对成品的各项验证，采用本生产工艺生产的汽车减震器用铝合金产品，综合性

能优异，在满足高强度的条件下还能保持较高的延伸率，产品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都得

到了有效的提高。实施例1-5的综合力学性能和表面粗糙度见下表，均能满足客户对汽车减

震器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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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表1

[0050]

[0051]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并非限制，但是对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可以在具体形式和操作方式上对其做出其他变化，而部偏离本发明

权力书的所限定的主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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