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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压铸铝合金的熔炼低温固

溶热处理方法，与背景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先进

性，是针对常规压铸铝合金无法进行热处理的情

况，将AlMgZnSi压铸铝合金的固溶温度降低60-

100℃，实现对压铸件的热处理，避免铸件起泡变

形，硬度由热处理之前的127 .02H V提升到

171.96HV；屈服强度由热处理之前的253.58Mpa

提升到407 .07Mpa；抗拉强度由热处理之前的

314.55Mpa提升到460.12Mpa；延展率由热处理之

前的3.59%提升到4.33%。此工艺方法，数据精准

翔实，说明压铸铝合金可以进行低温固溶热处

理，在低温热处理之后力学性能有较大提升，突

破了传统压铸铝合金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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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铸铝合金的熔炼低温固溶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使用的化学物质材料为：铝合金、氧化锌、水玻璃、无水乙醇、去离子水，其组合准备用

量如下：以克、毫升为计量单位

铝合金：AlMgZnSi                           18000g±0.01g

氧化锌：ZnO                                80g±0.01g

水玻璃：Na2SiO3·9H2O                       25g±0.01g

无水乙醇：C2H5OH                             1000mL  ±50mL

去离子水：H2O                               300mL  ±10mL

铝合金的熔炼、压铸、热处理制备方法如下：

（1）配制涂覆剂

称取氧化锌80g±0.01g、水玻璃25g±0.01g；量取去离子水300mL±10mL，加入混浆机

中搅拌，搅拌后成粘稠状，即为涂覆剂；

（2）预处理AlMgZnSi铝合金

①  将AlMgZnSi合金置于钢质平板上，切割成块，块体尺寸为≤8mm×6mm×8mm；

②  将AlMgZnSi合金块体置于热处理炉中，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30min；

（3）预处理压铸模具、金属液导管

①  对压铸模具用温度循环控制机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为120min；开启

金属液导管加热器，预热金属液导管温度设定200℃，预热时间为60min；

②  将制备的涂覆剂均匀涂覆在模具型腔表面，涂覆层厚度0.15mm；

（4）AlMgZnSi铝合金的熔炼

AlMgZnSi铝合金的熔炼在电磁搅拌熔炼炉内进行，是在加热、熔炼、保温、电磁搅拌过

程中完成的；

① 打开电磁搅拌熔炼炉盖，用无水乙醇清洗熔炼坩埚内壁，使坩埚内部洁净；

②  将AlMgZnSi铝合金块体18000g±0.01g置于熔炼坩埚，闭合电磁搅拌熔炼炉；

③ 开启电磁搅拌熔炼炉加热器，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15min；

④  预热完成后继续加热，调节炉内温度至750℃±1℃，熔炼时间120min，熔炼后成熔

液；

⑤  开启电磁搅拌装置控制开关，设定电磁搅拌参数，电磁搅拌频率为35Hz，恒温搅拌

时间15min；

（5）浇铸

① 合拢压铸机模具，并启动锁模系统固定模具；

② 打开金属液导管阀门，坩埚内的熔液流经导管，压入压铸机压射腔中；

③  启动压射程序，压射冲头慢速前进，封住导管接口，冲头将熔液压入型腔；

④  熔液填充满型腔后，压射冲头持续向前跟踪保压，保压压强为150Mpa，保压时间

20s，直至熔液凝固；

（6）开模、修整

①  打开模具，冲头回位与开模动作同步进行，动模脱离固定模，冲头返回复位，顶出并

取出铸件；

将铸件置于钢质平板上进行冷却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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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用400目的砂纸打磨铸件表面；

③  用无水乙醇清洗铸件周边及表面，使其清洁，成铝镁锌硅压铸铝合金；

（7）热处理AlMgZnSi压铸铝合金

①  将热处理炉升温至460℃，保温30min，将AlMgZnSi压铸铝合金圆棒状铸件放入热处

理炉内，进行固溶，固溶时间为60min，固溶后将铸件迅速放到20℃的水中冷却，冷却时间为

15s；

②  将固溶后的铸件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180℃，时效时间为90min，时效后将铸

件迅速放在20℃的钢质平板上进行空气冷却，冷却时间为10min，冷却后即为低温固溶热处

理的压铸铝合金；

③  用400目的砂纸打磨铸件表面，使表面清洁；

④  用无水乙醇清洗铸件周边及表面，使其清洁；

（8）检测、分析、表征

对制备的AlMgZnSi压铸铝合金圆棒体的形貌、金相组织结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分

析、表征；

用扫描电镜对铸件进行金相组织形貌分析；

用扫描量热仪进行差热分析；

用显微维氏硬度计进行硬度分析；

用微机控制的电子万能试验机及引伸计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延伸率分析；

结论：AlMgZnSi压铸铝合金为圆棒状，经热处理后，合金硬度达171.96HV，相对于铸态

提高35.38％，屈服强度为407.06MPa，相对于铸态提高65.46％，抗拉强度为460.12MPa，相

对于铸态提高46.5％，延伸率达4.33％，相对于铸态提高20.6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铸铝合金的熔炼低温固溶热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压铸铝合金的熔炼是在电磁搅拌熔炼炉中进行的，是在加热、熔炼、保温、电磁搅拌、压

实过程中完成的；压铸铝合金的压制是在压铸机中进行的，是在压射、保压过程中完成的；

电阻熔炼炉（1）上方为炉盖（2），液压传动杆（3）穿过炉盖（2）连接炉内的挤压头（4）；电

磁搅拌熔炼炉（1）内部为炉腔（5）、底部为底座（6）；在炉腔（5）内底部设有工作台（7），在工

作台（7）上放置熔炼坩埚（8），熔炼坩埚（8）外圈是加热器（9），通过加热器（9）加热制成半固

态浆料（10），加热器（9）外部为固定板（11），固定板（11）外部为电磁搅拌装置（12），开启电

磁搅拌装置（12）对半固态浆料（10）进行搅拌；液压传动杆（3）向下推动挤压头（4）压实半固

态浆料（10）；

金属液导管（13）一端连接熔炼坩埚（8），外部包裹导管加热装置（14），启动导管加热装

置（14）进行预热，开启阀门（15），挤压头（4）将半固态浆料（10）压出，流经金属液导管（13），

进入压铸机压射腔（16）；

压射腔（16）右端为压射冲头（17），左端为固定模板（18），固定模板（18）上装有定模

（19），通过导杆（28）连接合模装置板（20）、移动模板（22），合模装置板（20）上有合模机构

（21），合模机构（21）推动移动模板（22），使定模（19）与动模（23）接合，模温机（24）通过导热

油管（25）连接定模（19）和动模（23）对模具进行预热，压射机构（26）推动压射冲头（17）将熔

液（10）压入型腔，熔液冷却后通过顶出装置（27）顶出并取出压铸成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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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压铸铝合金的熔炼低温固溶热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压铸铝合金的熔炼低温固溶热处理方法，属有色金属材料制备性

能处理及应用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铸造是铝合金铸件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适用于生产薄壁、形状复杂、轮廓清

晰的铸件，铸件组织致密、力学性能好，生产效率高，大批量生产成本低的特性。

[0003] 由于压力铸造具有高压、高速特点，铸件凝固组织常会伴有微小的气孔。常规使用

的AlSiCu压铸合金中主要强化相为Al2Cu，其固溶热处理需要在500℃以上数小时保温条件

下才能完成；若对其进行固溶热处理，铸件中的微小气孔会发生膨胀而造成表面鼓泡甚至

变形，因此常规压铸件通常无法进行热处理提高铸件性能，这极大的限制了铝合金压铸件

的应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背景技术铝合金微小气孔发生膨胀造成变形的弊端，对铝合金熔

炼压铸后进行固溶、时效热处理，改变压铸铝合金的金相组织，提升铝合金的综合力学性

能，以扩大铝合金的应用范围。

[0005] 技术方案

本发明使用的化学物质材料为：铝合金、氧化锌、水玻璃、无水乙醇、去离子水，其组合

准备用量如下：以克、毫升为计量单位

铝合金：AlMgZnSi                           18000g±0.01g

氧化锌：ZnO                                80g±0.01g

水玻璃：Na2SiO3·9H2O                       25g±0.01g

无水乙醇：C2H5OH                           1000mL  ±50mL

去离子水：H2O                              300mL  ±10mL

铝合金的熔炼、压铸、热处理制备方法如下：

（1）配制涂覆剂

称取氧化锌80g±0.01g、水玻璃25g±0.01g；量取去离子水300mL±10mL，加入混浆机

中搅拌，搅拌后成粘稠状，即为涂覆剂；

（2）预处理AlMgZnSi铝合金

①  将AlMgZnSi铝合金置于钢质平板上，切割成块，块体尺寸为≤8mm×6mm×8mm；

②  将AlMgZnSi铝合金块体置于热处理炉中，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

30min；

（3）预处理压铸模具、金属液导管

①  对压铸模具用温度循环控制机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为120min；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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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液导管加热器，预热金属液导管温度设定200℃，预热时间为60min；

②  将制备的涂覆剂均匀涂覆在模具型腔表面，涂覆层厚度0.15mm；

（4）AlMgZnSi铝合金的熔炼

AlMgZnSi铝合金的熔炼在电磁搅拌熔炼炉内进行，是在加热、熔炼、保温、电磁搅拌过

程中完成的；

① 打开电磁搅拌熔炼炉盖，用无水乙醇清洗熔炼坩埚内壁，使坩埚内部洁净；

②  将AlMgZnSi铝合金块体18000g±0.01g置于熔炼坩埚，闭合电磁搅拌熔炼炉；

③ 开启电磁搅拌熔炼炉加热器，进行预热，预热温度200℃，预热时间15min；

④  预热完成后继续加热，调节炉内温度至750℃±1℃，熔炼时间120min，熔炼后成熔

液；

⑤  开启电磁搅拌装置控制开关，设定电磁搅拌参数，电磁搅拌频率为35Hz，恒温搅拌

时间15min；

（5）浇铸

① 合拢压铸机模具，并启动锁模系统固定模具；

② 打开金属液导管阀门，坩埚内的熔液流经导管，压入压铸机压射腔中；

③  启动压射程序，压射冲头慢速前进，封住导管接口，冲头将熔液压入型腔，冲头压强

为130Mpa，压射时间3s；

④  熔液填充满型腔后，压射冲头持续向前跟踪保压，保压压强为150Mpa，保压时间

20s，直至熔液凝固；

（6）开模、修整

① 打开模具，冲头回位与开模动作同步进行，动模脱离固定模，冲头返回复位，顶出并

取出铸件；

②  将铸件置于钢质平板上进行冷却至25℃；

③  用400目的砂纸打磨铸件表面；

④  用无水乙醇清洗铸件周边及表面，使其清洁，成铝镁锌硅压铸铝合金；

（7）热处理AlMgZnSi压铸铝合金

①  将热处理炉升温至460℃，保温30min，将AlMgZnSi压铸铝合金圆棒状铸件放入热处

理炉内，进行固溶，固溶时间为60min，固溶后将铸件迅速放到20℃的水中冷却，冷却时间为

15s；

②  将固溶后的铸件进行时效处理，时效温度为180℃，时效时间为90min，时效后将铸

件迅速放在20℃的钢质平板上进行空气冷却，冷却时间为10min，冷却后即为低温固溶热处

理后的压铸铝合金；

③  用400目的砂纸打磨铸件表面，使表面清洁；

④  用无水乙醇清洗铸件周边及表面，使其清洁；

（8）检测、分析、表征

对制备的AlMgZnSi压铸铝合金圆棒体的形貌、金相组织结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分

析、表征；

用扫描电镜对铸件进行金相组织形貌分析；

用扫描量热仪进行差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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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显微维氏硬度计进行硬度分析；

用微机控制的电子万能试验机及引伸计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及延伸率分析；

结论：AlMgZnSi压铸铝合金为圆棒状，经热处理后，合金硬度达171.96HV，相对于铸态

提高35.38％，屈服强度为407.06MPa，相对于铸态提高65.46％，抗拉强度为460.12MPa，相

对于铸态提高46.5％，延伸率达4.33％，相对于铸态提高20.61％。

[0006] 有益效果

本发明与背景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先进性，是针对常规压铸件无法进行热处理及提高

铸件性能的情况，将AlMgZnSi压铸铝合金的固溶温度降低60-100℃，实现对压铸件的热处

理同时避免铸件起泡变形，硬度由热处理之前的127.02HV提升到171.96HV；屈服强度由热

处理之前的253 .58Mpa提升到407 .07Mpa；抗拉强度由热处理之前的314 .55Mpa提升到

460.12Mpa；延展率由热处理之前的3.59%提升到4.33%。此工艺方法数据精准翔实，说明该

铝合金可以进行低温热处理，并且在低温热处理后力学性能有较大提升，突破了传统压铸

铝合金的局限。

附图说明

[0007] 图1、压铸铝合金的熔炼压铸状态图；

图2、压铸铝合金的金相组织形貌图；

图3、压铸铝合金的差热分析图；

图中所示，附图标记清单如下：

1、电磁搅拌熔炼炉，2、炉盖，3、液压传动杆，4、挤压头，5、炉腔，6、底座,7、工作台，8、熔

炼坩埚，9、加热器，10、半固态浆液,11、固定板，12、电磁搅拌装置，13、金属液导管,14、导管

加热装置，15、阀门，16、压射腔，17、压射冲头，18、固定模板，19、定模，20、合模装置板，21、

合模机构，22、移动模板，23、动模，24、模温机，25、导热油管，26、压射机构，27、顶出装置，

28、导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图1所示，压铸铝合金的熔炼压铸状态图，各部位置、连接关系正确，安装牢固，按序操

作。

[0009] 制备熔炼使用的化学物质的量值是按预先设置的范围确定的，以克、毫升为计量

单位。

[0010] 压铸铝合金的熔炼是在电磁搅拌熔炼炉中进行的，是在加热、熔炼、保温、电磁搅

拌、压实过程中完成；压铸铝合金的压制是在压铸机中进行的，是在压射、保压过程中完成

的；

电磁搅拌熔炼炉1上方为炉盖2，液压传动杆3穿过炉盖2连接炉内的挤压头4；电磁搅拌

熔炼炉1内部为炉腔5、底部为底座6；在炉腔5内底部设有工作台7，在工作台7上放置熔炼坩

埚8，熔炼坩埚8外圈是加热器9，通过加热器9加热制成熔液10，加热器9外部为固定板11，固

定板11外部为电磁搅拌装置12，开启电磁搅拌装置12对熔液10进行搅拌；液压传动杆3向下

推动挤压头4压实熔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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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液导管13一端连接熔炼坩埚8，外部包裹导管加热装置14，启动导管加热装置14进

行预热，开启阀门15，挤压头4将熔液10压出，流经金属液导管13，进入压铸机压射腔16；

压射腔16右端为压射冲头17，左端为固定模板18，固定模板18上装有定模19，通过导杆

28连接合模装置板20、移动模板22，合模装置板20上有合模机构21，合模机构21推动移动模

板22，使定模19与动模23接合，模温机24通过导热油管25连接定模19和动模23对模具进行

预热，压射机构26推动压射冲头17将熔液10压入型腔，熔液冷却后通过顶出装置27顶出并

取出压铸成型件。

[0011] 图2所示，压铸铝合金的金相组织形貌图，图a、b分别为压铸铝合金的铸态和低温

固溶及时效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结构图，在低温固溶热处理前可以发现黑色花纹状的共晶

Al-Mg2Si相和黑色块状的初生Mg2Si相，白色不规则形状的AlMgZn相位于铸态的初生α-Al相

或共晶胞与初生α-Al相之间，在低温固溶热处理过程中，合金组织中的部分初生Mg2Si相发

生球化现象，使得其晶粒尺寸变小；AlMgZn相部分溶入到初生铝组织中，在时效过程析出形

成纳米尺寸颗粒，作为强化相，均匀分布在基体中，因而热处理后的合金力学性能提高。

[0012] 图3所示，为压铸铝合金的差热分析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压铸铝合金的差热分析曲

线存在四个吸热峰，其对应的回溶温度分别为458.967℃、585.607℃、592.438℃、677.858

℃；四个吸热峰对应的相分别是AlMgZn相、AlFeMnSi、Mg2Si相、α-Al相，可见在460℃低温固

溶热处理使得AlMgZn相部分溶入到初生铝组织中，在时效过程析出形成纳米尺寸颗粒强化

相，均匀分布在基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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