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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它涉及一种镁基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是要解决现有的镁基复合材

料中增强相分布不均匀，材料塑性低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的镁基复合材料中高含量内生铝二

钙/镁二钙相充当复合粒子可以提高镁基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双向螺旋机械搅拌有利于Al元素

和Ca元素的扩散，提高镁基复合材料的组织均匀

性，促进内生Al2Ca-Mg2Ca相均匀析出；恒温快速

压力成型可以细化晶粒并改善第二相的分布，同

时减少铸造缺陷，在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与恒温快

速压力成型的作用下，可以使高含量内生Al2Ca-

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强韧性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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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高含

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一、制备高Ca含量的Mg-Ca复合颗粒：在保护气氛下使用电阻加热炉加热镁块至750℃

～780℃熔化镁块，镁块完全熔化后加入钙块，得到金属液，在温度为750℃～780℃的条件

下采用机械搅拌方法搅拌金属液2min～3min，在温度为750℃～780℃的条件下静置保温

5min～6min，然后将金属液浇铸至温度为200℃～220℃的铸铁模具中，自然降至室温，从铸

铁模具中取出，得到铸态金属，采用机械加工将铸态金属切割为粒径小于等于10mm的Mg-Ca

复合颗粒；

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0.5)；

所述的保护气氛为CO2与SF6的混合气体，其中SF6的体积分数为5％～6％；

二、将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加热至300℃～400℃，然后加入到半固态的Mg-Al

合金熔体中，进行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将升温至750℃～760℃，在温

度为750℃～760℃的条件下保温5min～10min，得到液态的镁基复合材料，随后进行恒温快

速压力成型，再进行均匀化热处理，经挤压后得到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

材料；

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20％～40％；

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的质

量的60％～100％；

所述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的步骤如下：在半固态温度为550℃

～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条件下进行顺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10min～

30min，然后在半固态温度为550℃～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条件下进

行逆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10min～30min，且两个方向的机械搅拌速率相同；

所述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的方法如下：在温度为300℃～460℃和压强为300MPa～

500MPa的条件下进行恒温压力成型3min～10min；

所述的均匀化热处理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420℃的条件下保温24h～25h；

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4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1mm/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

的Mg-Al合金熔体的质量的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挤压比为16:1，挤压

速率为1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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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镁合金具有较低的密度与高的比强度和比刚度，在现代金属轻量化的应用上具备

明显优势，但较差的塑性与变形能力制约着镁合金作为结构材料的广泛应用。在此背景下，

镁基复合材料较高的比强度、良好的阻尼性能、优越的机械加工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镁合金的力学性能限制，具备较大的应用潜力。在制备镁基复合材料的过程中，选择增强相

对于镁基复合材料的性能提高有重要的影响。传统陶瓷颗粒增强体的加工成本高、工艺复

杂，并不利于工业化和商业化生产。研究表明Ca具有低成本，低密度，阻燃性和相对高的高

温强度，被认为是最好的合金元素之一。塑性变形过程中非基底位错滑移会导致复合材料

强度下降，而均匀分布的Al2Ca会抑制塑性变形过程中非基底位错滑移的发生。因此金属间

化合物Al2Ca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抗变形能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要解决现有的镁基复合材料中增强相分布不均匀，材料塑性低的技术问

题，而提供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4] 本发明的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是按以下步

骤进行的：

[0005] 一、制备高Ca含量的Mg-Ca复合颗粒：在保护气氛下使用电阻加热炉加热镁块至

750℃～780℃熔化镁块，镁块完全熔化后加入钙块，得到金属液，在温度为750℃～780℃的

条件下采用机械搅拌方法搅拌金属液2min～3min，在温度为750℃～780℃的条件下静置保

温5min～6min，然后将金属液浇铸至温度为200℃～220℃的铸铁模具中，自然降至室温，从

铸铁模具中取出，得到铸态金属，采用机械加工将铸态金属切割为粒径小于等于10mm的Mg-

Ca复合颗粒；

[0006] 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0.5)；

[0007] 所述的保护气氛为CO2与SF6的混合气体，其中SF6的体积分数为5％～6％；

[0008] 二、将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加热至300℃～400℃，然后加入到半固态的

Mg-Al合金熔体中，进行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将升温至750℃～760

℃，在温度为750℃～760℃的条件下保温5min～10min，得到液态的镁基复合材料，随后进

行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再进行均匀化热处理，经挤压后得到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

镁基复合材料；

[0009] 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20％～40％；

[0010] 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

的质量的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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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的步骤如下：在半固态温度为

550℃～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条件下进行顺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

10min～30min，然后在半固态温度为550℃～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

条件下进行逆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10min～30min，且两个方向的机械搅拌速率相同；

[0012] 所述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的方法如下：在温度为300℃～460℃和压强为300MPa～

500MPa的条件下进行恒温压力成型3min～10min；

[0013] 所述的均匀化热处理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420℃的条件下保温24h～25h；

(均匀化热处理是让增强相分布均匀)；

[0014] 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4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

1mm/s。

[0015] 本发明中内生的含义是增强相是材料自身生成的，不是通过外部加入的。

[0016] 本发明的镁基复合材料中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相(Al2Ca-Mg2Ca)充当复合粒

子可以提高镁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双向螺旋机械搅拌有利于Al元素和Ca元素的扩散，

提高镁基复合材料的组织均匀性，促进内生Al2Ca-Mg2Ca相均匀析出。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可

以细化晶粒并改善第二相的分布，同时减少铸造缺陷，在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与恒温快速压

力成型的作用下，可以使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强韧性得到显著提

高。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采用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步骤一中采用保护气氛，能够很好的隔绝镁液，不与空气接触反应；

[0019] (2)本发明使用内生Al2Ca-Mg2Ca相充当复合粒子，通过高含量Al2Ca与Mg2Ca充当

复合粒子，两相的弥散分布有效地改善了镁基复合材料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并且为工艺

节约了陶瓷复合粒子的制备成本，经济且环保；

[0020] (3)步骤一中采用的机械搅拌高温金属液的方法将极大地促进合金元素Ca均匀地

分布在镁基体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合金元素在金属基体中的分布不均的缺陷；

[0021] (4)本发明采用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和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将极大程度提高镁基复

合材料组织均匀性与力学性能，抗拉强度为407MPa～456MPa，屈服强度为381MPa～424Mpa，

延伸率为9.11％～12.5％；

[0022] (5)本发明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操作简便易

行，各自变量易于控制，无污染物排出，处理时间短。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具体实施方式一步骤二中双向螺旋机械搅拌所用装置的示意图；

[0024] 图2是具体实施方式一步骤二中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所用的装置的示意图；

[0025] 图3是试验一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光学显微组织

图；

[0026] 图4是试验三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光学显微组织

图；

[0027] 图5是试验三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XRD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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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6是工程应力-工程应变曲线图；

[0029] 图7是工程应力-工程应变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为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

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0031] 一、制备高Ca含量的Mg-Ca复合颗粒：在保护气氛下使用电阻加热炉加热镁块至

750℃～780℃熔化镁块，镁块完全熔化后加入钙块，得到金属液，在温度为750℃～780℃的

条件下采用机械搅拌方法搅拌金属液2min～3min，在温度为750℃～780℃的条件下静置保

温5min～6min，然后将金属液浇铸至温度为200℃～220℃的铸铁模具中，自然降至室温，从

铸铁模具中取出，得到铸态金属，采用机械加工将铸态金属切割为粒径小于等于10mm的Mg-

Ca复合颗粒；

[0032] 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0.5)；

[0033] 所述的保护气氛为CO2与SF6的混合气体，其中SF6的体积分数为5％～6％；

[0034] 二、将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加热至300℃～400℃，然后加入到半固态的

Mg-Al合金熔体中，进行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将升温至750℃～760

℃，在温度为750℃～760℃的条件下保温5min～10min，得到液态的镁基复合材料，随后进

行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再进行均匀化热处理，经挤压后得到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

镁基复合材料；

[0035] 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20％～40％；

[0036] 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

的质量的60％～100％；

[0037] 所述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的步骤如下：在半固态温度为

550℃～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条件下进行顺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

10min～30min，然后在半固态温度为550℃～60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450rpm～1600rpm的

条件下进行逆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10min～30min，且两个方向的机械搅拌速率相同；

[0038] 所述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的方法如下：在温度为300℃～460℃和压强为300MPa～

500MPa的条件下进行恒温压力成型3min～10min；

[0039] 所述的均匀化热处理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420℃的条件下保温24h～25h；

[0040] 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4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

1mm/s。

[0041] 本实施方式的步骤二中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所用的装置如图1所示，该装置是由

电阻丝加热源1、加热炉炉体2、铸铁坩埚3、一级桨叶4、二级桨叶5和机械搅拌杆6组成；机械

搅拌杆6的下端固定一级桨叶4和二级桨叶5，一级桨叶4在二级桨叶5的下方；电阻丝加热源

1是内嵌在加热炉炉体2的内壁中，机械搅拌杆6的上端连接电动机驱动装置，下端自加热炉

炉体2的上端面穿过至二级桨叶5浸入金属液面中深度为1cm～2cm。

[0042] 本实施方式的步骤二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所用的装置如图2所示，其是由加热炉

炉体7、压力成型铸铁模具8、电阻丝加热源9、压力机压头10、顶杆11、上垫块12、下垫块13组

成；压力机压头10下端面与顶杆11的上端面固定，顶杆11穿过压力成型铸铁模具8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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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杆11的下端面与上垫块12的上端面紧密贴合，上垫块12保持水平放置；下垫块13固定在

压力成型铸铁模具8内部的底面上，电阻丝加热源9是内嵌在加热炉炉体7内壁中，压力成型

铸铁模具8外壁紧密接触加热炉炉体7的内壁；本装置的使用方法如下：启动电阻丝加热源

9，将液态镁基复合材料倒至压力成型铸铁模具8内部，快速降下压力机压头10，通过压力机

压头10对顶杆11施加压力，压力传递至上垫块12对液态镁基复合材料进行恒温快速压力成

型。

[0043]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的镁块

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44]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的

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30％。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45]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的质量的

60％。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46]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四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的挤压

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1mm/s。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四

相同。

[0047] 用以下试验对本发明进行验证：

[0048] 试验一：本试验为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0049] 一、制备高Ca含量的Mg-Ca复合颗粒：在保护气氛下使用电阻加热炉加热镁块至

780℃熔化镁块，镁块完全熔化后加入钙块，得到金属液，在温度为780℃的条件下采用机械

搅拌方法搅拌金属液2min，在温度为780℃的条件下静置保温5min，然后将金属液浇铸至温

度为200℃的铸铁模具中，自然降至室温，从铸铁模具中取出，得到铸态金属，采用机械加工

将铸态金属切割为粒径小于等于10mm的Mg-Ca复合颗粒；

[0050] 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

[0051] 所述的保护气氛为CO2与SF6的混合气体，其中SF6的体积分数为5％；

[0052] 二、将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加热至350℃，然后加入到半固态的Mg-Al合金

熔体中，进行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将升温至750℃，在温度为750℃的

条件下保温5min，得到液态的镁基复合材料，随后进行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再进行均匀化热

处理，经挤压后得到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

[0053] 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24％；

[0054] 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

的质量的60％；

[0055] 所述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的步骤如下：在半固态温度为

57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900rpm的条件下进行顺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20min，然后在半固态

温度为57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900rpm的条件下进行逆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20min，且两个

方向的机械搅拌速率相同；

[0056] 所述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的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和压强为400MPa的条件下

进行恒温压力成型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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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所述的均匀化热处理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的条件下保温24h；

[0058] 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1mm/s。

[0059] 由此，该试验成功制备一种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该复合

材料的具体成分为Mg-15Al-15Ca(wt.％)。

[0060] 试验二：与试验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

分数为32％，其它的与试验一相同。由此，该试验成功制备一种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

相Mg基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的具体成分为Mg-20Al-15Ca(wt.％)。其他的试验一相同。

[0061] 图3是试验一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光学显微组

织，如图所示，晶粒尺寸明显细化，增强相分布均匀，能促使强度与塑性大幅提高。

[0062] 在室温下对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得到

工程应力-工程应变曲线如图6所示，图中●表示试验一，图中◆表示试验二，通过图6可知

试验一制备的Mg-15Al-15Ca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在热处理+挤压处

理后抗拉强度为407MPa，屈服强度为381MPa，延伸率为12.5％；试验二制备的Mg-20Al-15Ca

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在热处理+挤压处理后抗拉强度为443MPa，屈

服强度为419Mpa，延伸率为10.4％。

[0063] 试验三：本试验为一种高含量内生铝二钙/镁二钙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

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0064] 一、制备高Ca含量的Mg-Ca复合颗粒：在保护气氛下使用电阻加热炉加热镁块至

780℃熔化镁块，镁块完全熔化后加入钙块，得到金属液，在温度为780℃的条件下采用机械

搅拌方法搅拌金属液2min，在温度为780℃的条件下静置保温5min，然后将金属液浇铸至温

度为200℃的铸铁模具中，自然降至室温，从铸铁模具中取出，得到铸态金属，采用机械加工

将铸态金属切割为粒径小于等于10mm的Mg-Ca复合颗粒；

[0065] 所述的镁块和钙块的质量比为1:0.4；

[0066] 所述的保护气氛为CO2与SF6的混合气体，其中SF6的体积分数为5％；

[0067] 二、将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加热至350℃，然后加入到半固态的Mg-Al合金

熔体中，进行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将升温至750℃，在温度为750℃的

条件下保温5min，得到液态的镁基复合材料，随后进行恒温快速压力成型，再进行均匀化热

处理，经挤压后得到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

[0068] 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分数为40％；

[0069] 所述的步骤一得到的Mg-Ca复合颗粒的质量为步骤二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

的质量的100％；

[0070] 所述的双向螺旋机械搅拌作用下的恒温机械搅拌的步骤如下：在半固态温度为

57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900rpm的条件下进行顺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20min，然后在半固态

温度为570℃和机械搅拌速率为900rpm的条件下进行逆时针方向的机械搅拌20min，且两个

方向的机械搅拌速率相同；

[0071] 所述的恒温快速压力成型的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和压强为400MPa的条件下

进行恒温压力成型6min；

[0072] 所述的均匀化热处理方法如下：在温度为400℃的条件下保温24h；

[0073] 所述的挤压的参数如下：挤压温度为350℃，挤压比为16:1，挤压速率为1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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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图4是试验三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光学显微组

织，如图所示，晶粒尺寸明显细化，再结晶程度大，增强相的均匀分布，强度高于试验验一，

但塑性略低于试验一。

[0075] 图5是试验三制备的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的的XRD图，●是

α-Mg， 是Mg2Ca，□是Al2Ca，从图中可以看出含有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

[0076] 由此，该试验成功制备一种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镁基复合材料，该复合

材料的具体成分为Mg-20Al-20Ca(wt.％)。

[0077] 试验四：与试验三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的半固态的Mg-Al合金熔体中Al的质量

分数为30％，其它的与试验三相同。由此，该试验成功制备一种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

相Mg基复合材料，该复合材料的具体成分为Mg-15Al-20Ca(wt.％)。其他的试验三相同。

[0078] 在室温下对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得到

工程应力-工程应变曲线如图7所示，图中▲表示试验三，图中●表示试验四，通过图7可知

试验三制备的Mg-20Al-20Ca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在热处理+挤压处

理后抗拉强度为456MPa，屈服强度为424MPa，延伸率为9.11％；试验四制备的Mg-15Al-20Ca

高含量内生Al2Ca-Mg2Ca增强相Mg基复合材料在热处理+挤压处理后抗拉强度为434MPa，屈

服强度为396MPa，延伸率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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