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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及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及制备

工艺，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百分比：

Si：12~15%，Cu：1~5%，Ni：1~4%，Mg：0.5~2.5%，Sr：

0.01~0.1%，混合稀土元素RE：0.1~1%，杂质元素：

小于1%，余量为Al，各成分总量之和为100%。本发

明以接近共晶点硅含量的铝硅合金为基体，仅有

选择性地加入Cu、Ni、Mg等元素，简化合金相的变

质工艺并减弱合金相对基体的割裂作用。由于硅

含量低，初晶硅相数量少且小，且采用压力铸造

成型工艺（（如：挤铸、普通压铸、低压铸造等）），

增大硅在α-Al中的固溶度，采用Sr/RE复合变质

剂对共晶硅和合金相进行变质，综合提升铝硅合

金的性能，结合优化的T6处理工艺，使产品具有

比重更小、线膨胀系数更低、耐磨性和体积稳定

性更高的优点，从而满足汽缸套的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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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

百分比如下：Si：12~15%，Cu：1~5%，Ni：1~4%，Mg：0.5~2.5%，Sr：0.01~0.1%，混合稀土元素RE：

0.1~1%，杂质元素：小于1%，余量为Al，各成分的总量之和为100%；

所述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  铝硅合金成分采用以下原料进行定量配料：工业纯铝、工业纯硅、工业纯镁、Al-

50Cu、Al-10Ni、Al-10Sr、Al-10RE，所述Al-10RE中，RE为混合稀土，混合稀土中（La+Ce）%≥

99.6%；

2）设定熔炼炉温度为750~760℃，先预热至200~220℃，加入所需工业纯铝总量30~35%

的工业纯铝，并加热至熔化；

3）待工业纯铝完全熔化后，往铝液中加入中间合金Al-50Cu和Al-10Ni，待中间合金完

全熔化后，加入工业纯硅并用剩余的工业纯铝压住纯硅，使之完全没入熔体，在铝液表面均

匀撒上除杂熔剂，并将炉温调高至780~785℃；

4）待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用扒渣工具破碎熔体表面块状浮渣，将工业纯镁用钟罩压

入铝液中，铝液静置10~15min，然后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

5）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35~745℃，使用惰性气体旋转喷吹装置进行熔体除气精炼，

先将旋转喷头从坩埚熔体中轴线插入，再将干燥后的惰性气体通过管道进入熔体，开启喷

头旋转开关，使惰性气体以气泡弥散分布于铝合金熔体中，除气过程持续10~15  min，之后

再静置10~15min，在熔体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

6）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15~725℃，加入Al-10Sr和Al-10RE进行变质处理，待完全熔

化后，水平搅拌熔体；

7）升温至780~785℃并保温10~15min，重复扒渣操作，取定量铝合金熔体浇入压力铸造

设备的料筒，按不同规格汽缸套产品的压力铸造工艺要求成型产品，得到汽缸套铸件；

8）对缸套铸件进行T6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配

料是根据铝硅合金目标成分和元素烧损率计算，所述元素烧损率如下：Si：2%，Cu：0.5%，Ni：

0.5%，Mg：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熔

剂由盐类化合物组成，所述盐类化合物为NaCl、KCl、NaF、Na3AlF6中的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熔

剂的添加总量为熔体总量的0.1~0.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步

骤4）和步骤5）中，除杂熔剂的添加量比为2: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惰性气

体为N2或Ar，惰性气体纯度大于99.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T6处理

的具体工艺为：固溶温度540~550℃，固溶时间为4~4.5h，出炉后及时水淬，水淬温度50~80

℃；时效温度230~240℃，时效时间4~4.5h，出炉空冷至室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与铝液直接

接触的所有熔炼工具与模具经过如下处理：  250~300℃烘干1~2h后，在其表面均匀刷涂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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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锌涂料，并于180~200℃干燥0.5~1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业纯

铝的纯度≥99.0%，工业纯硅的纯度≥98.0%，工业纯镁的纯度≥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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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及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合金及其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及制备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实现汽车节能减排，除了开发绿色清洁能源，实现整车轻量化更是重中之重。

有研表明：若汽车整车重量降低10％，燃油效率可提高6％～8％；汽车整车质量每减少100

公斤，百公里油耗可降低0.3～0.6升，汽车重量降低1％，油耗可降低0.7％。在电动汽车技

术成熟化的过程中，提升油气发动机综合性能依然是汽车行业的研发方向。汽缸套作为发

动机中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工况恶劣，其质量优劣将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尽管目前在铝制

缸体中镶嵌铸铁缸套的做法仍是主流，但是耐高温、耐磨、低膨胀系数、低密度的铝硅合金

汽缸套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将可成为汽缸套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0003] 对于硅铝合金汽缸套的研究，国外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德、英、美、日等国率

先研制出了“全铝型”发动机，用高硅铝合金(17～25％Si)缸套代替了铸铁缸套，并应用在

汽车发动机、赛车及民用发动机上。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已经开发出1.5L的“全铝型”

柴油发动机；Peak公司在2006年已经实现月产50万件高硅铝合金锭坯，并与德国部分的汽

车公司合作成功制造了高硅铝合金缸套发动机；而美国福特公司、韩国大宇公司也早在

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高硅铝合金汽缸套的工业化生产，福特公司更是将年产30至40万辆

“全铝型”汽车提上了计划。

[0004] 国内在硅铝合金缸套领域进入较迟，研发迟缓且应用极少。在制备工艺上，主要包

括高硅铝合金合金化、颗粒增强高硅铝合金复合材料等，重点在于研究初晶硅相变质技术；

在成型工艺上，主要有离心铸造、半固态挤铸、喷射成型等，存在有些工艺较复杂且设备成

本高等问题；此外，已有报导中还重点研究了高硅铝合金缸套的表面加工技术和摩擦磨损

性能。国内一些专利申请(如：CN  104480357  A、CN101709414  A、CN102764957  A)，由于技术

方案中的硅含量高(13～35％Si，应用实例中通常高于16％Si)，初晶硅相呈粗大片状、板条

状或花瓣状，严重割裂基体，因此，已有研究都将主要技术创新点放在初晶硅相的变质处理

上，或单纯突出成型工艺。此外，一些工艺也存在技术落后或环保隐患等问题。

[0005] CN  104480357  A公开了一种高硅铝合金缸套及其制备方法，采用17～35％Si的高

硅铝合金作为缸套基础材料，强调使用了多种变质剂且多途径加入，并以金相组织照片佐

证了硅相变质效果。然而，合金中添加了较高含量的高熔点合金元素(Ti/Ni/Mn/Fe等)，在

金相照片中却未见合金相的存在，难以真正体现合金元素的作用；其次，添加高熔点元素

后，合金基体熔点肯定有所提高，然而，对于其所描述的应用实例(17％Si和25％Si)，其分

别采用的浇铸温度(800℃、830℃)均已经高于该成分合金对应的熔点至少30℃以上，此工

艺条件下的合金根本不会处于半固态状态，也谈不上所谓的半固态挤铸成型了。因此，从工

艺技术原理上，该发明存在明显错误。CN101709414  A公开了一种高硅梯度复合铝合金缸套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13～27％Si的高硅铝合金作为缸套基础材料，并添加了Cu/N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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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等高熔点合金元素及Mg元素。优化实施技术方案中选择了20.5％Si，由于硅含量高，需

采用多种变质剂针对初晶硅、共晶硅及应该要存在的其它合金相进行复合变质处理，工艺

复杂，且在熔体净化处理过程中采用了高含量(70％)六氯乙烷的精炼剂，环境污染大。此

外，该技术采用离心铸造方式，易产生氧化与卷气现象，影响缸套铸件的组织致密性。但这

是目前可检索到的较好的技术方案。CN102764957A公开了一种过共晶铝硅合金发动机缸套

的制造方法，采用13～30％Si的高硅铝合金作为缸套基础材料，并添加了Cu/Ni/Mn/Fe等高

熔点合金元素及Mg/Zn元素。采用Cr或P和Cr对过共晶铝合金材料进行变质处理，经连续铸

造方式生产出空心铝合金铸锭，然后通过半固态触变成型工艺生产，工艺复杂，流程较长，

成本过高。合金组织决定合金性能，然而，上述三项专利申请仅针对改善硅相形态进行描

述，未涉及合金相，在提供的金相照片中也未见合金相，难以体现合金的性能。

[0006] 综上，目前的汽缸套用材质存在以下缺点：(1)汽缸套材质以钢、铸铁为主，在没有

新材料可供选择的前提下，虽然可基本符合现有工况条件，但难以满足汽车轻量化的需求。

(2)目前国外研究中已公布的明确可应用于汽缸套的材料大部分为高硅铝合金，即17～

25％Si。一些国内专利申请在描述成分时更是扩大其范围，即13～35％Si，将主要技术创新

点放在初晶硅相的变质处理上，虽然也添加了多种元素，却直接忽视了非铝硅基组元的其

它合金元素的关键作用，也忽视了非硅相类的合金物相的种类与不同形态对提高材料性能

的重要作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汽缸套用材质存在的缺点，提供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

金及制备工艺。一方面，以铝取代钢铁，满足铝硅合金汽缸套材料质轻、热膨胀系数小、较高

的热导率、优良的铸造性能和耐磨性等要求。另一方面，降低基体硅含量，结合压力铸造成

型工艺，提升硅元素在基体中的固溶度，直接有效改变硅相形态，简化熔炼过程中硅相多重

变质的复杂操作；添加合适的合金元素，控制形成形态优良的合金相，提高合金材料的综合

性能。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百分比如下：Si：12～

15％，Cu：1～5％，Ni：1～4％，Mg：0.5～2.5％，Sr：0.01～0.1％，混合稀土元素RE：0.1～

1％，杂质元素：小于1％，余量为Al，各成分的总量之和为100％。

[0010] 其中，所述的杂质元素是指P、S、Fe等由原材料品位和熔铸工艺决定的无法避免且

对最终合金组织与性能有害的元素。

[0011] 本发明所述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铝硅合金成分采用以下原料进行定量配料：工业纯铝(纯度≥99.0％)、工业纯

硅(纯度≥98.0％)、Al-50Cu、Al-10Ni、工业纯镁(纯度≥99.8％)、Al-10Sr、Al-10RE，所述

Al-10RE中，RE为混合稀土，混合稀土中(La+Ce)％≥99.6％；为保证硅充分熔解到铝中，需

将工业纯硅破碎成块状，具体尺寸综合需考虑熔炼合金重量并有利于添加；铸锭类或块状

原材料需经150～200℃烘干1h，为防止有效成分挥发而失效，粉末状熔剂不建议烘干，应干

燥保存；

[0013] 2)设定熔炼炉温度为750～760℃，先预热至200～220℃，加入所需工业纯铝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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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的工业纯铝，并加热至熔化；

[0014] 3)待工业纯铝完全熔化后，往铝液中加入中间合金Al-50Cu和Al-10Ni，待中间合

金完全熔化后，加入工业纯硅并用剩余的工业纯铝压住纯硅，使之完全没入熔体，避免上

浮，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并将炉温调高至780～785℃；

[0015] 4)待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用扒渣工具破碎熔体表面块状浮渣，有利于渣铝分离，

扒渣干净后，将工业纯镁用钟罩压入铝液中，防止烧损，铝液静置10～15min，保证合金元素

均匀扩散，然后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

[0016] 5)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35～745℃，使用惰性气体旋转喷吹装置进行熔体除气

精炼，先将无堵塞的旋转喷头从坩埚熔体中轴线插入，喷头端部置于熔体液面以下2/3处，

再将干燥后的惰性气体通过管道进入熔体，开启喷头旋转开关，使惰性气体以细小气泡弥

散分布于铝合金熔体中，除气过程持续10～15min，之后再静置10～15min，在熔体表面均匀

撒上除杂熔剂；

[0017] 6)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15～725℃，加入Al-10Sr和Al-10RE进行变质处理，待

完全熔化后，水平搅拌熔体，保证合金元素均匀扩散；

[0018] 7)升温至780～785℃并保温10～15min，重复扒渣操作，用舀液勺舀取定量铝合金

熔体平稳浇入压力铸造设备的料筒，按不同规格汽缸套产品的压力铸造工艺要求成型产

品，得到汽缸套铸件；

[0019] 8)对缸套铸件进行T6处理。

[0020] 进一步，所述定量配料是根据铝硅合金目标成分和元素烧损率计算，所述元素烧

损率如下：Si：2％，Cu：0.5％，Ni：0.5％，Mg：5％。

[0021] 所述除杂熔剂为NaCl、KCl、NaF、Na3AlF6等盐类化合物中的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2] 所述除杂熔剂的添加总量为熔体总量的0.1～0.5％，步骤3)、步骤4)和步骤5)中，

除杂溶剂的添加量比为2:1:1。

[0023] 所述惰性气体为N2或Ar，惰性气体纯度大于99.9％。

[0024] 所述T6处理的具体工艺为：固溶温度540～550℃，固溶时间为4～4.5h，出炉后及

时水淬，水淬温度50～80℃；时效温度230～240℃，时效时间4～4.5h，出炉空冷至室温。

[0025] 在本发明制备过程中，与铝液直接接触的所有熔炼工具与模具经过如下处理：250

～300℃烘干1～2h后，在其表面均匀刷涂氧化锌涂料，并于200℃干燥0.5～1h。

[0026]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以接近共晶点硅含量的铝硅合金为基体，仅有选择性

地加入Cu、Ni、Mg等元素，不增加易产生粗大或长针状物相的Fe和Mn元素，有利于简化合金

相的变质工艺并减弱合金相对基体的割裂作用。由于硅含量低，初晶硅相数量少且小，另

外，采用压力铸造成型工艺(挤铸、普通压铸、低压铸造等)，增大硅在α-Al中的固溶度，因

此，无需添加初晶硅相变质剂即可获得细小、圆整度高且分布均匀的初晶硅相，节约成本；

采用Sr/RE复合变质剂对共晶硅和合金相进行变质，综合提升铝硅合金的性能，结合优化的

T6处理工艺，使产品具有比重更小、线膨胀系数更低、耐磨性和体积稳定性更高的优点，从

而满足汽缸套的应用要求。

[0027]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8] (1)合金成分主要特点为：降低铝硅合金基体的硅含量，避免粗大初晶硅相的产

生；不添加并有效控制易产生长针状、粗片状或骨骼状物相的Fe和Mn；减少合金元素添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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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于原铝硅合金共晶团处与共晶硅形成多相组成、形态细小圆整的类共晶团组织，在过

共晶条件下，提高合金的综合性能。

[0029] (2)过共晶铝硅合金综合变质处理工艺：避免针对高硅合金需要同时采用多种或

特殊变质剂分别对共晶硅和初晶硅进行变质处理，并可避免变质剂添加元素对目标合金有

效合金元素添加量的影响。如已公开专利针对初生硅相需采用“变质细化剂Al-Ti-C-RE与

铜磷合金或含硫合金的混合物，或Al-Ti-C-RE-P的中间合金”，从而简化变质工艺。

[0030] (3)充分利用压力铸造成型对铝硅合金硅相的细化作用以及提升硅元素在α-Al中

的固溶作用，该工艺可直接有效改变硅相形态，简化熔炼过程中硅相多重变质的复杂操作。

[0031] (4)合金元素的添加顺序，尤其是硅元素的添加方式，有利于高熔点、低密度合金

元素的充分溶入铝熔体并均匀扩散，并有效降低杂气含量。

[0032] (5)采用惰性气体实施物理精炼，未添加污染环境的精炼剂。

[0033] (6)采用压力成型(如：挤铸、普通压铸、低压铸造等)，提高组织致密性，并可避免

离心铸造方式易产生的氧化与卷气现象。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工艺获得的经压力铸造+T6处理态的铝硅合金汽缸套的金相组织

(OM)，其中(a)为合金低倍组织形貌，(b)为合金高倍组织形貌；

[0035] 图2为经压力铸造+T6处理的铝硅合金类共晶团组织中的物相分析(SEM+EDS)。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百分比如下：Si：12％，

Cu：3％，Ni：4％，Mg：0.5％，Sr：0.05％，混合稀土元素RE：1％，杂质元素：小于1％，余量为

Al，各成分的总量之和为100％。

[0038] 上述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

[0039] 1)铝硅合金目标成分采用以下原料进行定量配料：工业纯铝(纯度≥99.0％)、工

业纯硅(纯度≥98.0％)、Al-50Cu、Al-10Ni、工业纯镁(纯度≥99.8％)、Al-10Sr、Al-10RE，

所述Al-10RE中，RE为混合稀土，混合稀土中(La+Ce)％≥99.6％；

[0040] 定量配料是根据铝硅合金目标成分和元素烧损率计算，其中，元素烧损率如下：

Si：2％，Cu：0.5％，Ni：0.5％，Mg：5％；

[0041] 准备除杂熔剂(由NaCl、KCl、NaF、Na3AlF6组成)，总添加量为熔体总量的0.1％；

[0042] 2)原料与工具预热：为保证硅充分熔解到铝中，需将工业纯硅破碎成块状，具体尺

寸综合需考虑熔炼合金重量并有利于添加；铸锭类或块状原材料需经150℃烘干1h，为防止

有效成分挥发而失效，粉末状熔剂不建议烘干，应干燥保存；制备过程中，与铝液直接接触

的所有熔炼工具与模具经250℃烘干2h后，在其表面均匀刷涂氧化锌涂料，并于200℃干燥

0.5h；

[0043] 3)设定熔炼炉温度为750℃，先预热至200℃，加入所需工业纯铝总量30％的工业

纯铝，并加热至熔化；

[0044] 4)待工业纯铝完全熔化后，往铝液中加入中间合金Al-50Cu和Al-10Ni，待中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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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完全熔化后，加入工业纯硅并用剩余的工业纯铝压住纯硅，使之完全没入熔体，避免上

浮，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50％，并将炉温调高至780℃；

[0045] 5)待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用扒渣工具破碎熔体表面块状浮渣，有利于渣铝分离，

扒渣干净后，将工业纯镁用钟罩压入铝液中，防止烧损，铝液静置10min，保证合金元素均匀

扩散，然后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25％；

[0046] 6)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35℃，使用惰性气体(N2，纯度大于99.9％)旋转喷吹装

置进行熔体除气精炼，先将无堵塞的旋转喷头从坩埚熔体中轴线插入，喷头端部置于熔体

液面以下2/3处，再将干燥后的惰性气体通过管道进入熔体，开启喷头旋转开关，使惰性气

体以细小气泡弥散分布于铝合金熔体中，除气过程持续10min，之后再静置10min，在熔体表

面均匀撒上剩余的除杂熔剂；

[0047] 7)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15℃，加入Al-10Sr和Al-10RE进行变质处理，待完全熔

化后，水平搅拌熔体，保证合金元素均匀扩散；

[0048] 8)升温至780℃并保温15min，重复扒渣操作，用舀液勺舀取定量铝合金熔体平稳

浇入压力铸造设备的料筒，按不同规格汽缸套产品的压力铸造工艺要求成型产品，得到汽

缸套铸件；

[0049] 9)对缸套铸件进行T6处理：固溶温度540℃，固溶时间为4.5h，出炉后及时水淬，水

淬温度50℃；时效温度230℃，时效时间4.5h，出炉空冷至室温。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百分比如下：Si：

13.5％，Cu：5％，Ni：1％，Mg：1.5％，Sr：0.1％，混合稀土元素RE：0.1％，杂质元素：小于1％，

余量为Al，各成分的总量之和为100％。

[0052] 上述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

[0053] 1)铝硅合金目标成分采用以下原料进行定量配料：工业纯铝(纯度≥99.0％)、工

业纯硅(纯度≥98.0％)、Al-50Cu、Al-10Ni、工业纯镁(纯度≥99.8％)、Al-10Sr、Al-10RE，

所述Al-10RE中，RE为混合稀土，混合稀土中(La+Ce)％≥99.6％；

[0054] 定量配料是根据铝硅合金目标成分和元素烧损率计算，其中，元素烧损率如下：

Si：2％，Cu：0.5％，Ni：0.5％，Mg：5％；

[0055] 除杂熔剂(由NaCl、KCl、NaF、Na3AlF6组成)，总添加量为熔体总量的0.25％；

[0056] 2)原料与工具预热：为保证硅充分熔解到铝中，需将工业纯硅破碎成块状，具体尺

寸综合需考虑熔炼合金重量并有利于添加；铸锭类或块状原材料需经200℃烘干1h，为防止

有效成分挥发而失效，粉末状熔剂不建议烘干，应干燥保存；制备过程中，与铝液直接接触

的所有熔炼工具与模具经300℃烘干1h后，在其表面均匀刷涂氧化锌涂料，并于200℃干燥

1h；

[0057] 3)设定熔炼炉温度为760℃，先预热至220℃，加入所需工业纯铝总量35％的工业

纯铝，并加热至熔化；

[0058] 4)待工业纯铝完全熔化后，往铝液中加入中间合金Al-50Cu和Al-10Ni，待中间合

金完全熔化后，加入工业纯硅并用剩余的工业纯铝压住纯硅，使之完全没入熔体，避免上

浮，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50％，并将炉温调高至785℃；

[0059] 5)待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用扒渣工具破碎熔体表面块状浮渣，有利于渣铝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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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渣干净后，将工业纯镁用钟罩压入铝液中，防止烧损，铝液静置5min，保证合金元素均匀

扩散，然后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25％；

[0060] 6)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45℃，使用惰性气体(Ar，纯度大于99.9％)旋转喷吹装

置进行熔体除气精炼，先将无堵塞的旋转喷头从坩埚熔体中轴线插入，喷头端部置于熔体

液面以下2/3处，再将干燥后的惰性气体通过管道进入熔体，开启喷头旋转开关，使惰性气

体以细小气泡弥散分布于铝合金熔体中，除气过程持续15min，之后再静置15min，在熔体表

面均匀撒上剩余的除杂熔剂；

[0061] 7)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25℃，加入Al-10Sr和Al-10RE进行变质处理，待完全熔

化后，水平搅拌熔体，保证合金元素均匀扩散；

[0062] 8)升温至785℃并保温10min，重复扒渣操作，用舀液勺舀取定量铝合金熔体平稳

浇入压力铸造设备的料筒，按不同规格汽缸套产品的压力铸造工艺要求成型产品，得到汽

缸套铸件；

[0063] 9)对缸套铸件进行T6处理：固溶温度550℃，固溶时间为4h，出炉后及时水淬，水淬

温度80℃；时效温度240℃，时效时间4h，出炉空冷至室温。

[0064] 实施例3

[0065] 一种汽缸套用铝硅合金，所述铝硅合金中的各成分及质量百分比如下：Si：15％，

Cu：1％，Ni：2.5％，Mg：2.5％，Sr：0.01％，混合稀土元素RE：0.5％，杂质元素：小于1％，余量

为Al，各成分的总量之和为100％。

[0066] 上述汽缸套用铝硅合金的制备工艺：

[0067] 1)铝硅合金目标成分采用以下原料进行定量配料：工业纯铝(纯度≥99.0％)、工

业纯硅(纯度≥98.0％)、Al-50Cu、Al-10Ni、工业纯镁(纯度≥99.8％)、Al-10Sr、Al-10RE，

所述Al-10RE中，RE为混合稀土，混合稀土中(La+Ce)％≥99.6％；

[0068] 定量配料是根据铝硅合金目标成分和元素烧损率计算，其中，元素烧损率如下：

Si：2％，Cu：0.5％，Ni：0.5％，Mg：5％；

[0069] 除杂熔剂(由NaCl、KCl、NaF、Na3AlF6组成)，总添加量为熔体总量的0.5％；

[0070] 2)原料与工具预热：为保证硅充分熔解到铝中，需将工业纯硅破碎成块状，具体尺

寸综合需考虑熔炼合金重量并有利于添加；铸锭类或块状原材料需经180℃烘干1h，为防止

有效成分挥发而失效，粉末状熔剂不建议烘干，应干燥保存；制备过程中，与铝液直接接触

的所有熔炼工具与模具经280℃烘干1.5h后，在其表面均匀刷涂氧化锌涂料，并于200℃干

燥0.5h；

[0071] 3)设定熔炼炉温度为760℃，先预热至200℃，加入所需工业纯铝总量30％的工业

纯铝，并加热至熔化；

[0072] 4)待工业纯铝完全熔化后，往铝液中加入中间合金Al-50Cu和Al-10Ni，待中间合

金完全熔化后，加入工业纯硅并用剩余的工业纯铝压住纯硅，使之完全没入熔体，避免上

浮，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50％，并将炉温调高至780～

785℃；

[0073] 5)待工业纯硅全部熔化后，用扒渣工具破碎熔体表面块状浮渣，有利于渣铝分离，

扒渣干净后，将工业纯镁用钟罩压入铝液中，防止烧损，铝液静置10min，保证合金元素均匀

扩散，然后在铝液表面均匀撒上除杂熔剂，添加量为除杂熔剂总量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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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6)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40℃，使用惰性气体(N2，纯度大于99.9％)旋转喷吹装

置进行熔体除气精炼，先将无堵塞的旋转喷头从坩埚熔体中轴线插入，喷头端部置于熔体

液面以下2/3处，再将干燥后的惰性气体通过管道进入熔体，开启喷头旋转开关，使惰性气

体以细小气泡弥散分布于铝合金熔体中，除气过程持续10min，之后再静置10min，在熔体表

面均匀撒上剩余的除杂熔剂；

[0075] 7)控制铝合金熔体温度为720℃，加入Al-10Sr和Al-10RE进行变质处理，待完全熔

化后，水平搅拌熔体，保证合金元素均匀扩散；

[0076] 8)升温至780℃并保温10min，重复扒渣操作，用舀液勺舀取定量铝合金熔体平稳

浇入压力铸造设备的料筒，按不同规格汽缸套产品的压力铸造工艺要求成型产品，得到汽

缸套铸件；

[0077] 9)对缸套铸件进行T6处理：固溶温度540℃，固溶时间为4h，出炉后及时水淬，水淬

温度65℃；时效温度230℃，时效时间4h，出炉空冷至室温。

[0078] 图1为根据实施例3所获得的压力铸造+T6处理态的铝硅合金汽缸套的金相组织。

在金相显微镜(OM)下可见：细小的粒状硅相(主要为共晶硅)和众多合金相弥散分布在Al基

体上，起到充分的弥散强化效应；组织中未见相同硅含量条件下粗大的初晶硅(与Al-Si二

元合金平衡相图中对应硅含量的平衡组织相比)，说明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条件下，由于成

型压力与热处理的双重作用，有较多硅元素固溶于基体，从而可起到较好的固溶强化效果。

固溶态α-Al和由各析出相组织的类共晶团面积比为1.27～1.41，进一步体现双重强化效

果。

[0079] 针对组织中不同衬度析出相进行扫描电镜(SEM)观察和能谱分析(EDS)，见图2。结

合本合金中的元素组织及可能存在的物相，可以判断：灰色球状颗粒物相是硅相，在处理工

艺条件下，共晶硅发生熔断分离和球化，呈球粒状弥散分布在基体上，在变形过程中弥散的

硅相能够对位错起到钉扎的作用，改善合金力学性能；较大的白色片状物相为Al3Ni，而白

色球粒状的物相为Al3CuNi，这些富镍相的存在能改善合金的体积与尺寸稳定性，提升高温

强度和耐热性；个别白色的针状物相是由富镍相和富铁相AlSiFe组成，由于呈短细针状，不

会对基体产生割裂作用；浅灰色块状物相为AlSiMgCu多元复合相。

[0080] 该合金(T6态)与国外某品牌汽缸套的同条件测试性能结果以及已公开专利申请

中较优技术方案(CN101709414A)的汽缸套产品材料的性能对比见表1。

[0081] 表1铝硅合金汽缸套产品材料性能对比

[0082]

[0083] *实验条件不一致，无法直接对比。

[0084] 对比表1中数据，可见：本发明所生产的汽缸套产品材料综合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

品；由于合金成分差异(尤其是铝硅合金基体)，致使本发明所生产的汽缸套产品的硬度水

平略低于专利CN101709414A公开的指标，但强度水平相当，且线性热膨胀系数明显较优，可

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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