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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铝合金材料及其生产

工艺，涉及铝合金生产技术领域，所述高强铝合

金，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

0.25％，铁≤0.30％，铜≤0.10％，锰0.15％～

0.48％，镁4.20％～6.50％，镉≤0.12％，锌≤

0.26％，钛≤0.1％，杂质≤0.15％，其中每种杂

质≤0.05％，其余为铝。本发明通过优化配方和

生产工艺，生产出高强铝合金，通过测试，抗拉强

度、屈服强度和延伸率机械性能参数均明显提

高，即改进的高强铝合金在延展性和强度上具有

极大的改善，拓展了铝合金在超薄材料领域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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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铝合金材料，其特征在于：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25％，

铁≤0 .30％，铜≤0 .10％，锰0 .15％～0 .48％，镁4 .20％～6 .50％，镉≤0 .12％，锌≤

0.26％，钛≤0.1％，杂质≤0.15％，其中每种杂质≤0.05％，其余为铝。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铝合金材料，其特征在于：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

分：硅0.15％，铁0.11％，铜0.08％，锰0.38％，镁6.05％，镉0.06％，钛0.08％，杂质≤

0.15％，其中每种杂质≤0.05％，其余为铝。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铝合金材料，其特征在于：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

分：硅0.10％，铁0.13％，铜0.10％，锰0.40％，镁5.85％，镉0.06％，锌0.15％，钛0.05％，杂

质≤0.15％，其中每种杂质≤0.05％，其余为铝。

4.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熔铸，将所述高强铝合金的原料按配比熔铸成金属锭，加热温度650℃～750℃；

(2)铣面，将所述金属锭表面进行铣面加工制成坯料；

(3)热轧，将所述坯料经过400～500℃均匀化自然退火，进行第一次轧制，350～400℃

的均匀化自然退火后，第二次轧制成第一热轧铝卷；

(4)冷轧，将所述第一道热轧铝卷轧制成第二道冷轧铝卷，经300～400℃、18小时以上

完全退火，轧制成第三道铝卷，经清洗矫直工序得到半成品；

(5)精整，所述半成品再次经过回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高强铝合金产品。

5.如权利要求4所述制备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完全

退火工艺为400℃、24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

6.如权利要求4所述制备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完全

退火工艺为360℃、20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

7.如权利要求4所述制备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完全

退火工艺为300℃、18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

8.如权利要求4权利要求所述制备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道热

轧铝卷的厚度为5mm，所述第二道冷轧铝卷的厚度为1mm，所述第三道铝卷的厚度0.1～

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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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铝合金材料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铝合金生产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高强度铝合金及其生产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因其密度低、性价比高、塑性好、导热系数高、耐腐蚀、加工性能强等优点。

尤其是A5052型铝合金，具有抗蚀性强、良好的成型加工性能及中等静态强度等特点，是应

用最广泛的合金之一，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建筑业等领域，被称为最有前途的合金材料。

[0003] 目前，A5052型铝合金生产工艺成熟，产量高，用途广。但是，该型合金在成型后存

在强度不够或易折弯开裂等缺陷，限制了其在超薄材料领域上的应用，比如电子、汽车、航

天等，只能选择不锈钢材料或其他材料替代，但是这些材料又因密度大、导热系数低等因素

存在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及其生产工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A5052型

铝合金成型后存在强度不够或易折弯开裂等技术问题。

[0005] 一方面，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强度铝合金材料，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25％，铁≤

0.30％，铜≤0.10％，锰0.15％～0.48％，镁4.20％～6.50％，镉≤0.12％，锌≤0.26％，钛

≤0.1％，杂质≤0.15％，其中每种杂质≤0.05％，其余的含量为铝。

[0007] 为了更好地降低热裂倾向，提高合金强度，本申请优选配方，优化了镁和锰的比

例，以增强铝合金的强度和稳定性。例如：

[0008] 所述的高强铝合金材料，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15％，铁0.11％，

铜0.08％，锰0.38％，镁6.05％，镉0.06％，钛0.08％，杂质≤0.15％，其中每种杂质≤

0.05％，其余为铝。

[0009] 或，所述的高强铝合金材料，以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10％，铁

0.13％，铜0.10％，锰0.40％，镁5.85％，镉0.06％，锌0.15％，钛0.05％，杂质≤0.15％，其

中每种杂质≤0.05％，其余为铝。

[0010] 另一方面，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制备高强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熔铸，将高强铝合金的原料按配比在炼熔炉中熔铸成金属锭，加热温度650℃

～750℃；

[0013] (2)铣面，将所述金属锭表面进行铣面加工制成坯料，使金属锭表面均匀化、光洁；

[0014] (3)热轧，将所述坯料经过400-500℃均匀化自然退火，第一次轧制，再经过350-

400℃的均匀化自然退火，第二次轧制，最后形成第一道热轧铝卷；

[0015] (4)冷轧，将所述热轧铝卷轧制成第二道冷轧铝卷，300～400℃，18小时以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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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轧制成第三道铝卷，清洗矫直工序、回火得到半成品；

[0016] (5)精整，所述半成品再次经过回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制成高强铝合金产品。

[0017] 进一步地，步骤(4)所述完全退火工艺为400℃、24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再经轧

制至压延比率小于10％，得到H32高强铝合金。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完全退火工艺为360℃、20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再经轧

制至压延比率小于20％，得到H34高强铝合金。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完全退火工艺为300℃、18小时以上时间完全退火，再经轧

制至压延比率小于40％，得到H38高强铝合金。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分别得到了H32/34/38高强铝合金。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道热轧铝卷的厚度为5mm,所述第二道冷轧铝卷的厚度为1mm,

所述第三道铝卷的厚度为0.1～0.25mm。通过以上技术方案，最终可得到厚度低至0.1mm的

超薄型高强度铝卷。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取得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的高强铝合金经过配方优化，提高镁和锰的添加量，比现有A5052铝合金

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延展性，产品厚度可低至0.1mm，具有强度高不易开裂的

特点，解决了现有技术中A5052铝合金在超薄材料应用受限的问题；

[0024] 2、在A5052现有生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工艺的优化，节约资源。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26] 对照例：A5052铝合金，按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硅0.25％，铜0.10％，镁2.8％，锌

0.10％，锰0.10％，铬0.35％，铁0.40％，余量为铝。生产工艺为现有技术的常规工艺，包括

熔铸，压延，拉伸，回火等工艺，经过熔铸、铣面、热轧、冷轧等步骤，其中冷轧步骤中，分别经

过380℃、22小时以上完全退火，轧制得到H32  A5052铝合金；经过360℃、20小时以上完全退

火，轧制得到H34  A5052铝合金；经过300℃、18小时以上完全退火，轧制得到H38  A5052铝合

金。

[0027] 实施例一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铝合金，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以重量百分比计

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15％，铁0.11％，铜0.08％，锰0.38％，镁6.05％，镉0.06％，钛

0.08％，杂质≤0.15％，其中每种杂质≤0.05％，其余为铝。

[0029] 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0030] 1、熔铸，将原料按上述配比投入炼熔炉中熔铸成金属锭，加热温度650℃～750℃；

[0031] 2、铣面，将金属锭表面进行铣面加工，使金属锭表面均匀化、光洁，制成坯料；

[0032] 3、热轧，将坯料经过400～500℃高温均匀化自然退火，轧制，350～400℃均匀化自

然退火，消除残余应力，轧制成厚度5mm的热轧铝卷；

[0033] 4、冷轧，将4mm热轧铝卷经过轧制成1mm厚度铝卷，中间经过400℃、24小时以上完

全退火，轧制压延比小于10％、厚度0.1mm铝卷，清洗矫直，得到H32高强铝合金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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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5、精整，半成品再次经过回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2高强铝合金产品。

[0035] 实施例二

[0036] 与实施例一区别在于，生产步骤(4)中退火温度为360℃、20小时以上完全退火，轧

制至压延比小于20％、0.1mm厚度的铝卷，清洗矫直，得到H34高强铝合金半成品，再经过回

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4高强铝合金。

[0037] 实施例三

[0038] 与实施例一区别在于，生产步骤(4)中退火温度为360℃、20小时以上完全退火，轧

制至压延比小于20％、0.1mm厚度的铝卷，清洗矫直，得到H38高强铝合金半成品，再经过回

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8高强铝合金。

[0039] 实施例四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强铝合金，重量百分比计算，包括以下成分：硅0 .10％，铁

0.13％，铜0.10％，锰0.40％，镁5.85％，镉0.06％，锌0.15％，钛0.05％，其他杂质成分≤

0.15％，其中每种杂质≤0.05％，余量为铝。

[0041] 通过以下步骤制备：

[0042] 1、熔铸，将原料按上述配比投入炼熔炉中熔铸成金属锭，加热温度650℃～750℃；

[0043] 2、铣面，将金属锭表面进行铣面加工，使金属锭表面均匀化、光洁，制成坯料；

[0044] 3、热轧，将坯料经过400～500℃高温均匀化自然退火，轧制，350～400℃均匀化自

然退火，消除残余应力，轧制成厚度5mm的热轧铝卷；

[0045] 4、冷轧，将5mm热轧铝卷经过轧制成1mm厚度铝卷，中间经过400℃、24小时以上完

全退火，轧制压延比小于10％、厚度0.25mm铝卷，清洗矫直工序，得到H32高强铝合金半成

品；

[0046] 5、精整，半成品再次经过回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2高强铝合金产品。

[0047] 实施例五

[0048] 与实施例四区别在于，生产步骤(4)中退火温度为360℃、20小时以上完全退火，经

过清洗矫直工序，轧制至压延比小于20％、0.25mm厚度的铝卷，最后清洗矫直得到H34状态

半成品，再经过回火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4高强铝合金。

[0049] 实施例六

[0050] 与实施例四区别在于，生产步骤(4)中退火温度为360℃、20小时以上完全退火，轧

制至压延比小于40％、0.25mm厚度的铝卷，最后清洗矫直得到H38状态半成品，再经过回火

和矫直工序，最后得到H38高强铝合金。

[0051] 该发明分别对实施例中制备的H32、H34、H38高强铝合金与同设备生产的A5052型

铝合金H32、H34、H38机械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见表1。

[0052] 测试条件：常温常压。

[0053] 测试标准：JIS  Z2241-2002。

[0054] 通过表1可见，H32、H34、H38高强铝合金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延伸率均优于

H32、H34、H38  A5052铝合金，也就是说改进的高强铝合金在延展性、强度上具有极大的改

善。

[0055] 表1  A5052型铝合金和高强铝合金机械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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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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