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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半固态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
轮毂的制造方法，
主要包括高合金化材料制备、
半固态流变成型和铸件热处理。
高合金化材料制
备是按10:1比例将A356 .2合金锭和含铜量20％
的Al-Cu中间合金锭进行熔化，
然后倒入中转包
以Al-Zr-B-O和Al-Sr-RE中间合金进行变质细化
处理，
同时以专门的喷吹装置对熔体进行除气除
渣净化；
再在静止炉底部和升液管上端设计电磁
搅拌进行复合电磁搅拌。
半固态流变成型是将以
上材料在615-625℃半固态温度区间以增压充型
方式成形。铸件热处理是采用连续变温均匀化处
理、
固熔处理和分阶时效处理。经检测以上方法
制造的铝轮毂延伸率、抗拉强度、屈服强度达到
为大型车辆配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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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是：
主要包
括高合金化材料制备技术、半固态流变成型技术、铸件热处理技术 ；
高合金化材料是以
A356 .2铝合金为基础通过添加铜元素形成Al-Si-Cu-Mg材料体系、然后通过复合变质细化
和精炼净化处理、
复合电磁搅拌形成的高强韧合金材料；
半固态流变成型是将成型温度控
制在615-625℃半固态温度区间并以增压充型方式进行的成型；
铸件热处理是采用连续变
温均匀化处理、
固溶处理、
分阶时效处理。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
法，
其特征是：
高合金化Al-Si-Cu-Mg材料体系是按10:1的比例将A356 .2合金锭和含铜量
20％的Al-Cu中间合金锭投入熔炼炉熔化得到的，
其中熔炼炉熔化气氛温度控制在740-760
℃，
熔炼炉保温室温度控制在730-750℃，
Al-Si-Cu-Mg材料体系Si控制在6 .5％-7 .5％，
Cu
控制在1 .5％-2 .0％；
Mg控制在0 .30％-0 .45％。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
法，
其特征是：
其中复合变质细化处理是中转包中在铝液温度保持在液相线以上100-120℃
加入Al-Zr-B-O和Al-Sr-RE中间合金进行处理，
其顺序为先加入细化剂再加入变质剂，
二者
加入时间间隔2-3分钟；
精炼净化处理是以专门的喷吹装置以氮气为载体携带精炼剂进入
熔体进行除气除渣净化。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
法，
其特征是：
复合电磁搅拌是在保温炉底部和升液管上端都设计电磁搅拌器进行电磁搅
拌。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
法，
其特征是：
半固态流成型中增压充型将充型参数设计为:升液压力200-300mbar时间810s ；
充型压力450-550mbar ,时间28-32s ；
补缩压力1500-1800mbar ,时间10-12s ；
保压压
力1500-1800mbar ,时间280-320s 。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
法，
其特征是：
铸件热处理均匀化处理为第一段加热，
处理温度为350-490℃、
处理时间为23小时；
固溶处理为第二阶段加热保温，
固溶温度490-500℃、
固溶时间5-6小时；
分阶时效处
理温度为135-145℃、
保温时间3-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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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铝合金轮毂制造技术领域，
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
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铝合金轮毂具有重量轻、
舒适性好、
造型美观等优点，
目前在轿车和运动车上的使
用率已超过90％；
但以Al-Si-Mg为主要材料制造的铝轮毂力学性能不能达到大型车辆(主
要指大型客车、
卡车、房车、
越野车等)轮毂高性能的要求，
因此除部分高端大型车轮采用昂
贵的锻造或旋压铝轮毂外，
许多大型车轮仍然使用重量重、
散热差、
排放高、
尺寸精度低、
造
型单一的钢制轮毂。
[0003]
和普通的13-18英寸轿车和运动车轮毂相比 ，
大型汽车轮毂具有直径大、
轮辋宽等
特点，
其一般直径在18英寸以上、
轮辋宽度在10英寸以上，
因此其不仅要求有更高的力学性
能，
同时制造难度更大。近年来，
随着新材料和轮毂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
国际上对大直径
高强度铝轮毂制造技术也不断取得突破，
美国、
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采用锻压或旋压工艺
成功研制出强度超过普通铝轮毂50％的铝轮毂，
目前已开始配置在高端大型车辆上；
但锻
压和旋压不仅投资大、产品合格率低，
而且仅能生产造型简单的轮型，
并且轮毂尺寸受限
(不能生产22英寸以上轮毂) ；
美国公司采用新的合金材料体系和半固态成型方式成功研制
了20-28英寸的铝轮毂，
其抗拉强度已达350MPa，屈服强度达到260MPa，
超过Al-Si-Mg系
50％以上，
达到为大型汽车轮毂配套的要求，
目前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
但技
术处于保密状态。
国内虽有机构研制Al-Zn-Mg-Cu高合金化材料，
但其铸造流动性差，
合金
成分偏析等问题未能解决；
另有一些企业在试制铝基复合材料轮毂，
但在材料的强韧性和
产品的制造技术上未能取得根本突破，
因此国内行业迫切希望在大型车轮铝轮毂的材料制
备和研制技术上获得突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根据大型汽车轮毂的需要，
通过研制新的合金材料和制造技术生产20英寸
以上高强韧铝轮毂，
具体地说提供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的制
造方法。
[0005] 实现以上技术的具体方案是：
一种半固态流变成形大型汽车用高强韧铝合金轮毂
的制造方法，
主要包括高合金化材料制备技术，
半固态流变成型技术和铸件热处理技术，
具
体过程为：
[0006] 1、
高合金化、
组织均匀细小的合金材料制备技术。
[0007]
(1)高合金化Al-Si-Cu-Mg材料体系的选择。
[0008] 目前以A356 .2为基础制造的铝轮毂为Al-Si-Mg系合金，
该合金铸造具有良好的流
动性，
但因热处理强化相为Mg2Si，
其时效硬化后强度提升有限；
Al-Si-Cu-Mg在铝合金热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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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析出相除了Mg 2Si之外还有Al2Cu，
而Al2Cu时效硬化效果十分明显，
因此在保持A356 .2
铝合金良好的铸造性前提下通过添加铜元素形成Al-Si-Cu-Mg体系将使材料的强度获得极
大的提升。按10:1的比例将A356 .2合金锭和含铜量20％的Al-Cu中间合金锭投入熔炼炉熔
化，
熔炼炉熔化气氛温度保持在740-760℃，
熔炼炉保温室温度控制在730-750℃，
得到AlSi-Cu-Mg合金体系，
其中Si控制在6 .5％-7 .5％，
Cu控制在1 .5％-2 .0％；
Mg控制在0 .30％0 .45％。
[0009]
(2)高合金化材料的复合变质细化和精炼净化处理。
[0010] 将以上铝液倒入中转包并在其中进行变质细化和精炼净化处理，
采用Al-Zr-B-O
和Al-Sr-RE进行变质细化。
目前铝轮毂行业一般采用Al-Ti-B中间合金进行晶粒细化，
AlSr中间合金对共晶硅进行变质处理，
但在使用中发现对a枝晶的细化效果不能够取得更进
一步的突破；
采用Al-Sr中间合金进行变质时存在吸气和有效变质时间短的问题。经反复试
验我公司发现采用Al-Zr-B-O和AL-Sr-RE可以更好的细化a枝晶和共晶硅。在铝液温度保持
在液相线以上100-120℃加入Al-Zr-B-O和Al-Sr-RE中间合金，
其顺序为先加入细化剂再加
入变质剂，
二者加入时间间隔2-3分钟，
再以专门的喷吹装置以氮气为载体携带精炼剂进入
熔体进行除气除渣净化。该方式处理过的熔体结晶凝固后晶粒度可达到7-8级，
共晶硅颗粒
3
尺寸在1 .0-5 .0um ,经测氢试样密度达到2 .65g/cm 。
[0011]
(3)复合电磁搅拌。
[0012] 高合金化铝合金容易产生沉淀和成分偏析问题，
为此在保温炉炉底和升液管上端
设计电磁搅拌装置以保证其成分组织的细小均匀。其中保温炉炉底部设计的电磁搅拌装置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始终对熔体进行搅拌，
并且每隔3-5分钟改变一次搅拌的方向，
以保证炉
内成分和温度的均匀；
在升液管上端设计的电磁搅拌每做一件产品即搅拌一次，
目的是进
一步控制浆料的细化和均匀化。
[0013] 2、
合金浆料的半固态流变成形。
[0014] 半固态流变成形是一种近净成形方式，
在制备了以上组织细小、成分均匀的材料
后采用半固态流变方式进行成形，
即将成形前的温度设计在615-625℃的温度区间，
同时为
保持在模具型腔良好的流动性，
采用增压方式进行充型，
充型参数设计如下：
[0015] 半固态流变充型参数
[0016]

充型过程
压力(mbar)
所需时间(S)
升液
200-300
8-10
充型
450-550
28-32
补缩
1500-1800
10-12
保压
1500-1800
350-420
[0017] 3、
铸件热处理
[0018] 根据Al-Si-Cu-Mg强化相为Mg2Si和Al2Cu的特点进行热处理工艺的选择。
使用连续
式热处理炉，
先对铸件进行连续变温均匀化处理与固熔处理，
再进行分阶时效处理。其中均
匀化处理为第一段加热，
处理温度为350-490℃，
处理时间为2-3小时；
固熔处理为第二阶段
加热保温，
固熔温度490-500℃，
固熔时间5-6小时；
然后在淬火后进行分阶时效处理，
分阶
时效即根据产品表面处理中烘烤工艺对时效强度的提高程度将热处理过程中时效温度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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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135-145℃，
保温时间3-4小时。
[0019]
制备以上组织细小均匀的高合金材料并采用半固态流变成形和连续变温均匀化
处理、
固熔处理和分阶时效热处理工艺生产的铝合金轮毂，
经检测其延伸率超过10％，
抗拉
强度超过350Mpa，
屈服强度超过260Mpa，
达到为大型车辆配套轮毂的高强韧要求；
和现有技
术相比，
本制造方法具有成本低、
合格率高并不受轮毂尺寸和产品造型限制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制备的材料金相组织图。
[0021] 图2本发明制备的大型汽车用铝轮毂。
[0022] 具体的实施方式
[0023] 以802-2295轮型为例，
采用以上方法制造的主要过程为：
[0024] 首先制备组织细小、
成分均匀的Al-Si-Cu-Mg合金体系。按10:1比例将A356 .2铝合
金锭和20％Al-Cu中间合金进行熔化，
得到以上材料；
其中Si含量为6 .7％，
Cu含量1 .8％，
Mg
含量0 .40％。将配好的合金转入中转包进行变质细化和除气除渣精炼，
二者加入时间间隔2
分钟，
再以专门的喷吹装置以氮气为载体携带精炼剂进入熔体进行除气除渣净化。该方式
处理的熔体结晶凝固后晶粒度8级，
共晶硅颗粒尺寸在2 .0um，
经测氢试样密度达到2 .64g/
3
cm .
[0025] 其次将精炼合格后转入铸造机下的保温炉中进行电磁搅拌，
在产品充型时开启升
液管上部环缝式搅拌器进行搅拌，
设定升液压力250mbar，
时间为9s；
充型压力500mbar，
时
间30S；
补缩压力1700mbar，
时间11s；
保压压力1700mbar，
保压时间360S，
得到802-2295铝轮
毂铸件。
[0026] 再次进行铸件热处理，
选择均匀化处理温度380℃，
处理时间2 .5小时 ；
固熔温度
500℃，
时间5小时；
热处理时效温度140℃，
时间3小时。
[0027] 对以上802-2295毛坯进行机械性能检测，
结果为延伸率11 .2％，
抗拉强度361Mpa，
屈服强度272Mpa，
达到为客车和卡车、
房车、
越野车等大型车辆轮毂强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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