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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中包括步骤：压力铸造包括8.5-12 .5重量％的

硅、最多0.15重量％的铁，0.25-0 .65重量％的

镁，最多0.5重量％的铜，最多0.80重量％的锰，

最多0.25重量％的锌，最多0.25重量％的铬，最

多0 .03重量％的钛，0 .01-0 .06重量％的锶，

0.01-0 .15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

质，其余为铝的铝合金；和在所述铝合金处于铸

态时，经过人工时效过程处理，其中借助所述铸

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造的所述铸造铝合金具

有在铸态条件下>135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

和同时>8％的断裂延伸率A，或在人工时效(T5)

热处理后>1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和同时

>8％的断裂延伸率A，或在固溶+人工时效(T6)热

处理后>2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和同时>

10％的断裂延伸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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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步

骤：压力铸造包括8.5-12.5重量％的硅、最多0.15重量％的铁，0.25-0.65重量％的镁，最多

0.5重量％的铜，最多0.80重量％的锰，最多0.25重量％的锌，最多0.25重量％的铬，最多

0.03重量％的钛，0.01-0.06重量％的锶，0.01-0.15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质，

其余为铝的铝合金；和在所述铝合金处于铸态时，经过人工时效过程(T5)，即：

Ta：(80-20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Tb：(40-80)℃温水淬火；以及

Tc：(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a中，高温固

溶的温度被实施为1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a中，高温固

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b中，淬火的

温度为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c中，人工时

效的温度为1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c中，人工时

效的时间为300分钟。

7.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步

骤：压力铸造包括8.5-12.5重量％的硅、最多0.15重量％的铁，0.25-0.65重量％的镁，最多

0.5重量％的铜，最多0.80重量％的锰，最多0.25重量％的锌，最多0.25重量％的铬，最多

0.03重量％的钛，0.01-0.06重量％的锶，0.01-0.15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质，

其余为铝的铝合金；和在所述铸造铝合金在铸态时，经过固溶+人工时效(T6)，即

T1：(460～55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T2：(40～80)℃温水淬火；

T3：(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该过程可大幅提高铸件的屈服强度，且

延伸率有所上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

温固溶的温度被实施为500℃。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

温固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2中，

淬火的温度为60℃。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

人工时效的温度为150℃。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人工时效的时间为20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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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合金制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铸造成型技术是金属材料零部件最为常用的成型方法之一，广泛的应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能源，消费电子等行业。铸造铝合金部件是最为常见的铸件类型，具有轻量化，结

构复杂，易回收等优点。

[0003] 随着各行业如汽车行业发展的需要，由铸造铝合金制成的汽车零部件要求具有高

应力、高塑性。在压力铸造成型工艺生产的铝合金部件中，特别是形状复杂，壁厚不均匀的

部件中，铝合金材料的流动性和凝固特性对产品的性能，价格等影响特别大。特别是汽车零

部件往往都具有集成度高，应力集中，碰撞安全要求苛刻等特点。如今，随着轻量化等需求

的日益提升，压力铸造成型薄壁复杂结构件对材料的强度和塑性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更高

的水平。为了满足高强度高塑性的铸造铝合金材料方面要求，以及流动性和凝固特性等工

艺方面的要求，需要对铸造铝合金材料进行重新设计，特别是真空压力铸造技术大规模应

用以后，可以对薄壁压力铸件进行热处理，因此，可以从材料设计和热处理工艺优化结合，

大幅度提到铸件产品的强度和耐疲劳性能。

[0004] 目前，为了实现高强度和高塑性部件的要求，特别是具有良好铸造流动性和延展

性，最为常用的AlSi10MnMg类型的铸造部件，铸态性能大约在120MPa左右的拉伸屈服极限

强度Rp0.2和4％-5％的断裂伸长率A。这类部件大都需要进行热处理，例如按照高温固溶+

淬火+人工时效(T6)或者高温固溶+淬火+稳定化过时效(T7)。通过T6热处理，AlSi10MnMg的

性能可达到大于190MPa左右的拉伸屈服极限强度Rp0.2和至少7％的断裂伸长率A。T6态的

强度提升主要来自于Mg2Si的沉淀析出相强化机理，此外，高温固溶过程中(450℃-510℃)，

铸态组织中的层片状共晶硅发生了明显的球化现象，对塑性的提升非常明显。因此，通过T6

热处理可大幅提高铝合金部件的强度和塑性。但是这种铸造上方法只适于硅含量较低(最

多5重量％的硅)的铝合金铸造部件，如果铝合金中硅的含量超过5重量％，并采用这种方式

制备铝合金，则反而使得铝合金的性能降低，使得形成的铝合金的晶粒粗大，进而影响铝合

金的稳定性和强度。

[0005] 此外，目前压力铸造工艺过程中，由于部件的不同部位冷却条件不一致，特别是靠

近浇注系统和原理浇注系统的模具温度和熔体问题都不一致，导致铸件不同部位的性能差

异很大。此外，由于压力铸造工艺过程都有分为浇注过程和模具型腔的填充过程，在浇注过

程中，金属液会与料筒(shot-sleeve)接触形成粗大的初生铝相，这些初生铝相在压力的作

用下进入模具型腔，导致铸件凝固过后内部组织的不均匀性，极大的影响了铸件性能的稳

定性。例如，K.Hoch等人，“Silafont-36,the  new  low-iron  high-pressure  die-casting 

alloy”，light  metals，1995，第1011-1018页中提到的AlSi10MnMg合金，在1012页的图2(a)

中，可明显的发现具有粗大的枝晶状组织与细小的晶粒混合存在的特征。

[0006] 此外，除了对高强度和高塑性的要求之外，压力铸造工艺生产的部件还需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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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可焊接性能和疲劳性能，另外，压力铸造铝合金产品还需要具有良好

的尺寸稳定性，以保证热处理之后具有可装配性能。

[0007] 尽管公开号为CN104471090B的专利中公开了一种铝合金，另外，这种铝合金的金

相组织有明显的枝晶组织，从而限制了这种铝合金的强度和和延展性，如图1所示。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一个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通过所述铸造铝合

金的制备方法制造的所述铸造铝合金具有高强度和韧性的同时，也具有组织均匀性，尤其

具有成分可控的均匀微观组织，以供生产出高应力和耐疲劳的高品质轻量化薄壁部件。

[0009] 本发明的一个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通过所述铸造铝合

金的制备方法制造的所述铸造铝合金具有在铸态条件下>135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和

同时>8％的断裂延伸率A，或在人工时效(T5)热处理后>1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和同

时>8％的断裂延伸率A，或在固溶+人工时效(T6)热处理后>2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Rp0.2，

和同时>10％的断裂延伸率A。

[0010] 本发明的一个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通过所述铸造铝合

金的制备方法制造的所述铸造铝合金具有成分可控的微观组织，进而能够确保良好的可铸

性和磨具填充性以及良好的凝固性。

[0011] 本发明的一个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通过所述铸造铝合

金的制备方法制造的所述铸造铝合金就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可焊接性的同时，还具有良好

的尺寸稳定性，进而保证了所述铸造铝合金的可装配性。

[0012] 为达到上述优势，本发明提供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铸造铝合金

的制备方法包括步骤：压力铸造包括8.5-12 .5重量％的硅、最多0.15重量％的铁，0.25-

0.65重量％的镁，最多0.5重量％的铜，最多0.80重量％的锰，最多0.25重量％的锌，最多

0.25重量％的铬，最多0.03重量％的钛，0.01-0.06重量％的锶，0.01-0.15重量％的硼，最

多为0.5重量％的杂质，其余为铝的铝合金；和在所述铝合金处于铸态时，经过人工时效过

程处理，

[0013] 优选地，其中所述铸造铝合金在铸态时，经过人工时效过程(T5)，即：

[0014] Ta：(80-20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0015] Tb：(40-80)℃温水淬火；以及

[0016] Tc：(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

[0017]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1中，高温固溶的温度被实施为100℃。

[0018]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1中，高温固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0019]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2中，淬火的温度为60℃。

[0020]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3中，人工时效的温度为150℃。

[0021]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3中，人工时效的时间为300分钟。

[0022] 优选地，其中所述铸造铝合金在铸态时，经过人工时效(T6)，即

[0023] T1：(460～55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0024] T2：(40～80)℃温水淬火；

[0025] T3：(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该过程可大幅提高铸件的屈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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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且延伸率有所上升。

[0026]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温固溶的温度被实施为500℃。

[0027]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温固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0028]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2中，淬火的温度为60℃。

[0029]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人工时效的温度为150℃。

[0030]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人工时效的时间为200分钟。

附图说明

[0031] 图1示出了一现有技术中的铝合金金相组织的示意图。

[0032] 图2示出了经过本发明一种铸造铝合金的制备方法制成的一铸造铝合金的金相组

织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述描述被揭露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制造和使用本发明。下述描述中提供的较

佳实施例仅作为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示例和修改，其并不构成对本发明范围的限

制。下述描述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和发明范围地应用于其它实施例、

可选替代、修改、等同实施和应用。

[0034] 根据本发明一较佳的实施例的一种铸造铝合金将在以下被详细阐述，其中所述铸

造铝合金包括：8.5-12.5重量％的硅、最多0.15重量％的铁，0.25-0.65重量％的镁，最多

0.5重量％的铜，最多0.80重量％的锰，最多0.25重量％的锌，最多0.25重量％的铬，最多

0.03重量％的钛，0.01-0.06重量％的锶，0.01-0.15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质，

其余为铝。优选地，所述铸造铝合金通过压力铸造的方式制成。

[0035] 在本发明的第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铸造铝合金包括：9.8重量％的硅、0.10重量％

的铁，0.35重量％的镁，0.02重量％的铜，0.58重量％的锰，0.01重量％的锌，0.01重量％的

铬，0.01重量％的钛，0.012重量％的锶，0.02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质，其余为

铝。

[0036] 在本发明的第二个实施例中，所述铸造铝合金包括：10.4重量％的硅、0.12重量％

的铁，0.48重量％的镁，0.03重量％的铜，0.52重量％的锰，0.01重量％的锌，0.01重量％的

铬，0.02重量％的钛，0.014重量％的锶，0.03重量％的硼，最多为0.5重量％的杂质，其余为

铝。

[0037]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当硅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的份额为8.5-

12.5重量％时，所述铸造铝合金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凝固收缩率低，铸件热裂倾向极小。

[0038] 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当镁在铸造铝合金中的份额为0.25-0 .65重量％，优选地

0.25-0.45重量％或0.35-0.55重量％时，可有效提高热处理后的铸件产品强度，同时可对

断裂伸长率进行调控。

[0039] 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通过添加锶，可对共晶硅的形态进行变质处理，避免了粗大

的片状硅相产生，形成细小的棒状共晶硅组织。变质过后的共晶硅对铸件产品的机械性能

影响很大，特别是能大幅提升断裂延伸率。尤其是当所述铸造铝合金包括0.012-0 .014重

量％的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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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铁和锰的组合，可在不牺牲延伸率的前提下，大幅改善压力

铸造过程中铸件的粘膜倾向。通过添加最多0.2重量％的铁和最多0.80重量％的锰，可避免

形成粗大的片状AlFeSi相(对产品的塑性影响很大)，所形成的四元AlSiMnFe相具有规则的

多边形状，粒度细小分布均匀，对塑性影响较小。如图2所示。

[0041] 在所述铸造铝合金中，钛和硼的组合，可大幅减小初生铝相的尺寸，提高铸造铝合

金的延伸率和抗拉极限强度。通过添加最多0.03重量％的钛和0.01-0.05重量％的硼，可避

免铝合金熔体在压力铸造设备的料筒中的粗大初生铝相的形成，大幅改善压力铸造产品的

组织均匀性。而且，还能提高所述铸造铝合金的流动性能，和热处理后的尺寸稳定性。

[0042] 值得一提的上，在本发明中，由于在制备所述铸造铝合金时，所述铸造铝合金采用

了微量元素锶，且采用相对较高含量的硼元素(0.01-0.05重量％的硼)和较低含量的钛元

素(最多0.03重量％的钛)，进而使得最终形成的所述铸造铝合金晶粒均匀，如图2。

[0043] 特别地，在通过压力铸造的方式制作所述铸造铝合金时，在所述铸造铝合金处于

铸态时，通过热处理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所述铸造铝合金的品质。

[0044] 具体地，进一步经过多段可控的人工时效过程(T5)，具体包括：

[0045] Ta：(80-20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0046] Tb：(40-80)℃温水淬火；以及

[0047] Tc：(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

[0048]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a中，高温固溶的温度被实施为100℃。

[0049]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a中，高温固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0050]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b中，淬火的温度为60℃。

[0051]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c中，人工时效的温度为150℃。

[0052]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5)的Tc中，人工时效的时间为300分钟。

[0053]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上述方式可在显著提高铸件的屈服强度的同时，依旧保持较

高的延伸率。具体可见表1和表2。

[0054] 除此之外，在通过压力铸造的方式支撑所述铸造铝合金时，还可以经过多段可控

的高温固溶+恒温水淬+人工时效过程(T6)，具体包括；

[0055] T1：(460～550)℃和(120～600)分钟高温固溶；

[0056] T2：(40～80)℃温水淬火；

[0057] T3：(140～220)℃×(60～240)分钟人工时效，该过程可大幅提高铸件的屈服强

度，且延伸率有所上升。

[0058]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温固溶的温度被实施为500℃。

[0059]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1中，高温固溶的时间被实施为300分钟。

[0060]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2中，淬火的温度为60℃。

[0061]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人工时效的温度为150℃。

[0062] 优选地，在人工时效过程(T6)的T3中，人工时效的时间为200分钟。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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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表1，对比例和实施例的铸造铝合金成分

[0066]

[0067] 表2，在经过压力铸造后，经过T6热处理的铸造试棒性能通过拉力测试机得到的机

械性能

[0068] 从表1和表2可知，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试样在铸态条件下，拉伸屈服极限强度都

在145MPa以上，延伸率超过10％，均超过对比例的130MPa和9％(拉伸屈服极限和延伸率)。

在T5热处理后，屈服强度大幅提升，可达到>1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而且延伸率几乎不变，

能维持在10％左右。在T6热处理后，屈服强度大幅提升，可达到>280MPa的拉伸屈服极限，而

且延伸率均有提升。由此表明，根据本发明的铝合金在铸态和热处理态均可获得高强高韧

的铸造铝合金部件。特别是采用本发明铸造铝合金的压铸部件具有组织均匀，机械性能稳

定，残余应力和变形量小的特点。

[0069] 此外，研究表明本发明的铸造铝合金产品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可焊接性能，

而且通过热处理工艺过后，该铝合金产品的耐腐蚀性能也有所提升。

[0070] 根据本发明的铸造铝合金特别适用于制造高强度高韧性的结构件，特别是需要通

过热处理的车身用压铸薄壁复杂零件。

[0071]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据上

述说明对本发明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

发明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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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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