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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对 A356 铝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王正军

淮阴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淮安 223003

优化 A356 铝合金的组织和性能成为实现汽车轻量化、节能化、舒适化和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之一。 为进一步挖掘 A356 铝合金的性能潜力,本研

究采用能量密度高、清洁和可控性好的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技术对其进行细化变质处理,并与常规复合细化变质处理进行对比。 试验结果表明,
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复合细化变质处理可使铝合金中的共晶硅相由粗大的板片状转变为细密的球形颗粒状,并在晶界均匀析出;琢鄄Al 相明显细

化,呈规则圆整的等轴晶状。 在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工艺条件下,形核功 驻G*的贡献远大于扩散激活能 驻GA;过冷度不会出现极大值;形核率 I
随过冷度 驻T 的增加而急剧增大,实现熔体爆发生核。 同时, 晶粒之间强烈的互相碰撞、对流运动致使枝晶臂被剪切而折断、破碎与增殖,导致形核

率 I 更大,并最终遗传到凝固组织中。 因此,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技术对 A356 铝合金的细化变质效果较常规工艺有显著提升,且所得合金具有更

好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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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A356 Alloy
WANG Zhengjun
Faculty of Mechanical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爷an 223003

I t is generally one of the critical demands for developing light鄄weight, energy鄄saving, comfortable and diversified automobiles to optimize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356 aluminum alloy. For further tapping the property potential of A356 aluminum alloy, the re鄄

finement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alloy was conducted by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a clean and well controllable techno鄄
logy with high energy density, and the comparison in treatment efficiency between the adopted approach and the conventional one was carried out
as well. In light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would facilitate the convert of the eutectic silicon
phase from coarse and needle鄄like to fine spherical particles, and the particles were uniformly precipitated at the grain boundaries. 琢鄄Al phas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fined, presenting the regular rounded equiaxed crystal. During the process of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technology, nucleation work 驻G* made far more contribution than diffusion activation energy 驻GA . There was no peak value for super鄄
cooling degree. The nucleation rate I skyrocketed as the supercooling degree 驻T went up, giving rise to the burst nucleation of the melt. Mean鄄
while, the sheared, broken, crushed and proliferated dendrite arms induced by violent collision and convective motion between the grains en鄄
larged the nucleation rate I, which eventually inherited into the solidified structure. Consequently,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exhibited superior refining and modification effect to conventional technique, and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356 aluminum alloy can
be obtained as well.
Key words摇 摇 A356 alloy, refinement and modification,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melting, nucleation rate

0摇 引言

近年来汽车核心部件如发动机等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

快,在越来越重视环保、节能减排的今天,要求发动机具有更

轻的质量且能适应更苛刻的使用环境,具有更好的抗疲劳性

能和耐磨损性能等。 由于铝及铝合金具有一系列优点,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业中,而性能杰出的 A356 系列铝合金是

亚共晶 Al鄄Si 系合金中应用最广的合金之一,正可满足当前

汽车向轻量化、节能化、舒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需求[1鄄5] 。 近

年来,A356 系列铝合金在汽车制造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与
日俱增,尤其是在力学性能要求较高的复杂铸件上[6鄄8] 。 但

未经强化工艺处理的铸态 A356 铝合金的力学性能,尤其是

塑性很低,这是因为 A356 铝合金在常规熔炼工艺和浇注过

程中易产生气孔、疏松和 Si 偏析等缺陷,对合金的使用性能

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9鄄10] 。
随着新工艺、新设备不断地推陈出新,近年来,材料的真

空感应电磁悬浮(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VIEML)熔炼技术备受关注,所谓材料的真空感应电磁悬浮

技术是指利用通入线圈的交变电流以及金属熔体的感应电

流在空间产生电磁力将金属悬浮起来,可在与周围无任何接

触和真空的条件下对物料进行感应加热熔化和熔炼,从而实

现对材料合成过程及组织和性能的改善[11] 。 其本质是将电

磁能以“场冶的形式转换为材料制备过程中的热能和动能,且
该技术具有能量密度高、清洁、可精确设计和可控性等优点,
对材料的制备工艺、组织和性能会产生质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在材料电磁悬浮加工技

术方面的研究,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 本工作以铸态 A356 铝合金为原料,对其进行真空感

应电磁悬浮熔炼复合细化变质处理,为进一步提升合金性

能、挖掘合金潜力,满足铝合金在汽车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

上的应用及提高汽车制造的铝化率提供重要的实际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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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实验

1. 1摇 试验材料

主要试验材料:A356 铝合金(w(Si) = 7郾 02% ,w(Mg)=
0郾 30% ,w(Fe) = 0郾 17% ,Al 为余量,质量分数,下同),自制

Al鄄5Ti鄄1B鄄1RE 中间合金(RE 为富铈稀土)、铸态 Al鄄10Sr 中

间合金,铝及铝合金专用覆盖剂、除气剂、精炼剂,高纯石墨

棒、KSL鄄12鄄JY 型井式电阻炉、ZGXF鄄0郾 0005 型真空感应电磁

悬浮熔炼炉设备等。
1. 2摇 试验方法

1郾 2郾 1摇 常规细化变质处理试验

将一定量铸态的 A356 铝合金、Al鄄5Ti鄄1B鄄1RE 中间合金

和 Al鄄10Sr 中间合金锭进行打磨,去除表面的氧化皮,然后在

超声波震荡器中进行清洗、烘干,配料称量。 同时将盛有等

质量的 A356 铝合金的石墨坩埚分别置于两个条件完全相同

的 KSL鄄12鄄JY 型井式电阻炉中加热,升温至 750 益,待第一个

石墨坩埚中的 A356 铝合金熔体完全熔化后,进行保温、精
炼、除气、扒渣、浇注,制备试样 a。 同时在第二个 A356 铝合

金熔体中分别加入为熔体质量 0郾 80%的自制新型 Al鄄5Ti鄄1B鄄
1RE 中间合金晶粒细化剂与铸态的 0郾 30% Al鄄10Sr 中间合金

变质剂,用高纯石墨棒进行搅拌,然后保温、精炼、除气、静
置、扒渣、浇注,制备试样 b。
1郾 2郾 2摇 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处理试验

用丙酮将 ZGXF鄄0郾 0005 型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炉和

石英玻璃罩清洗干净,避免杂质混入。 打开水阀门,接通冷

却水,确保水压不超过 0郾 3 MPa,水温不超过 60 益。 接通电

源,启动升降机构,下降物架台,将处理好的 A356 铝合金、为
合金质量 0郾 80%的自制 Al鄄5Ti鄄1B鄄1RE 和 0郾 30%的铸态 Al鄄
10Sr 中间合金分别装入熔炼炉内,然后盖上石英玻璃罩密

封,拧紧固定螺帽,上升物架台,使感应线固定在合适的熔炼

炉位置上。 打开机械泵,抽真空,使指针指在真空表盘红色

区域内并保持稳定,按加热按钮,缓慢调节功率旋钮,输出电

流为 80 A,工作频率为 17郾 3 kHz,熔炼时间为 3 min,待合金

熔炼结束后,旋回功率旋钮,使合金自然冷却至室温。 然后

关掉机械泵和抽真空旋钮,打开放气阀,使真空表盘指针回

到初始位置,下降物架台,取下石英玻璃罩,取出复合细化变

质处理后的合金并清理熔炼炉和石英玻璃罩,关掉电源和冷

却水,制备试样 c。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细化变质效果

由细化变质处理试验可知,未经细化变质处理的 A356
铝合金试样 a,其基体 琢鄄Al 相呈无规则分布,共晶 Si 相形态

差异较大,呈现细长的板片状或长针片状,分布没有方向性,
也不规则,边缘带有锋利的尖角,长度大多在 40 ~ 60 滋m,宽
度为 4 ~ 6 滋m,长径比达到 10 以上,具有明显的小平面生长

特征,如图 1a 所示。 这样的组织形态易造成应力集中,显著

影响基体的连续性,并割裂基体,故力学性能较低。 将 a 加

工成标准试样并测试得到其抗拉强度、伸长率、布氏硬度分

别为 177郾 56 MPa、1郾 17% 、68郾 70HB,如图 2 中的 a 所示。
常规复合细化变质的 A356 铝合金试样 b,其基体 琢鄄Al 相

形状和尺寸变得较均匀细小,排列紧密,形状较规则,晶界清

晰可见,二次枝晶大幅减少,主要为细小、致密的等轴晶组织。
共晶硅相的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片层状共晶硅几乎完

全消失,转变为均匀弥散、球化充分的颗粒。 共晶硅尺寸大多

在 5 ~10 滋m 之间,且轮廓清晰,主要集中分布在晶界处,起到

晶界强化作用(如图 1b 所示),使合金的力学性能显著提高,
将 b 加工成标准试样并测试得到其抗拉强度、伸长率、布氏硬

度分别为 242郾 06 MPa、6郾 54%、76郾 61HB,如图 2 中的 b 所示。
经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处理的 A356 铝合金

试样 c,其基体 琢鄄Al 相呈现规则的圆整等轴晶状,尺寸大多

在 10 ~ 20 滋m,长径比在 1 ~ 2 之间,如图 1c 所示。 共晶硅形

貌呈现细密的纤维状,共晶硅尺寸大多在 1 ~ 2 滋m 之间。 无

论是在 琢鄄Al 晶粒细化方面,还是在共晶硅相变质方面均比

常规复合细化变质的试样 b 更胜一筹。 再由图 1d 的电镜显

微组织图片可以看到,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处理

后的共晶硅相呈现更清晰的形貌,尤其是绿色椭圆区域中的

图像,尺寸更均匀、细小。 将其放大后,如图 1e 所示,可以明显

看到,共晶硅相很圆整,接近于球形,共晶硅相对基体的切割

作用将明显变小,其变质级别变高。 根据美国铸造学会(AFS)
提供的亚共晶 Al鄄Si 合金变质级别图表作为评定标准[12] ,经
评定共晶硅细化变质效果为 5 级,达到完全变质。 将试样 c
加工成标准试样并测试得到其抗拉强度、伸长率、布氏硬度

分别为 253郾 72 MPa、7郾 16% 、78郾 10HB,如图 2 中的 c 所示。

图 1摇 A356 铝合金不同试样的光学显微组织:(a)铸态,(b)常规复合细
化变质态,(c)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态. 真空感应电磁悬浮
熔炼细化变质态试样的扫描电镜显微组织:(d)低倍,(e)高倍
Fig郾 1摇 Optical microstructures of A356 alloys of ( a) as鄄cast sample, ( b)
sample refined and modified by conventional technique, (c) sample refined
and modified by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technique. SEM
images of sample refined and modified by vacuum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technique: (d) low magnification, (e) high ma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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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经不同工艺处理的 A356 铝合金的拉伸性能
Fig郾 2摇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356 aluminum alloys treated by diffe鄄
rent process

2郾 2摇 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机理分析

在常规复合细化变质工艺过程中,自制的 Al鄄5Ti鄄1B鄄1RE
中间合金对 A356 铝合金中的 琢鄄Al 相有明显的细化效果,使
其呈现规则的圆整性,如图 1 所示。 共晶硅形态的改变主要

是由于 Al鄄10Sr 中间合金的变质元素 Sr 吸附并聚集在 Si 的
生长界面前沿,不断地诱发大量新的凹角孪晶,孪晶密度的

增加使共晶 Si 的生长特性由原先的各向异性转变为各向同

性[13] 。 共晶 Si 由变质前分枝有限且粗片状的发展模式锐变

为大量频繁分枝的纤维状生长模式,最终导致共晶 Si 的形貌

及尺寸均发生质的变化[14] 。 又由于稀土元素的引入对 Sr 变
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稀土元素被吸附在硅的表面上抑

制硅相的生长,降低了硅的表面能,增加了熔体对硅相的润

湿性,使得共晶硅相进一步细化变质。
而对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工艺而言,一方面

细化变质剂显著促进了 琢鄄Al 等轴晶区的形成、细化及纤维

状共晶硅组织的形成、变质;另一方面利用真空感应电磁悬

浮熔炼技术可以进一步实现改善中间合金细化变质剂中第

二相粒子的显微组织特征,当 ZGXF鄄0郾 0005 型真空感应电磁

悬浮熔炼炉线圈通以交变输出电流 80 A,频率 17郾 3 kHz 时,
线圈周围空间产生的高频交变磁场在合金内产生的感应涡

流与外界交变磁场的相互作用使合金产生悬浮力,恰与合金

的自重平衡从而使之悬浮,涡流回路产生大量的热,使合金

快速加热和熔化。 熔体内部借助于电磁力的作用产生剧烈

的对流、传热、传质,明显改善了铸态 Al鄄5Ti鄄1B鄄1RE 与 Al鄄
10Sr 中间合金细化变质剂中第二相粒子的形态、大小及分

布。 在熔炼和凝固过程中熔体都不接触坩埚内壁,避免了来

自坩埚的污染,且加热、熔炼和凝固过程都是在真空条件下

进行的,可以极大减少空气对熔体的不利影响,显著降低吸

气倾向,尤其是降低常规复合细化变质工艺 Al鄄10Sr 中间合

金在细化变质过程中的严重吸气倾向[15] 。 因此在合适的磁

场强度下,旋转的磁场对固液界面具有清洗作用,既能减少

金属熔体中气体和夹杂物的含量,又能对熔体起净化作用,
从而可获得成分纯净、组织细小均匀的合金(如图 1 所示),
进而提升合金的力学性能(如图 2 所示)。 这主要是由于电

磁力的作用大幅增加了金属熔体内的结构起伏和能量起伏,
可以促使更小的晶胚成为晶核,从而使晶核数显著增多,形
核率 I 显著增加,并且把这一变化遗传至固态组织中。 根据

热力学非均质形核临界形核半径 r*及临界形核功 驻G*的计

算公式:

r* =
2滓CLTm

驻Hm驻T
(1)

驻G* =-163 仔滓CL
3 Tm

驻Hm驻
æ
è
ç

ö
ø
÷

T

2

(2)

式中:滓CL为固相核心与液体间的界面能;Tm 为合金的熔点;
驻Hm 为结晶潜热;驻T 为过冷度。

由式(1)、式(2)可知,当熔体过冷度 驻T 增加时,非均质

形核临界形核半径 r*变小,临界形核功 驻G*变小,再根据形

核率 I 的计算公式[15] :

I= kexp -
驻GAæ

è
ç

ö
ø
÷

KT
exp -驻G

*

( )KT (3)

式中:I 为形核率;驻GA 为扩散激活能,基本与温度无关;驻G*

为临界形核功;k 为比例常数;K 为玻尔兹曼常数;T 为温度。
由式(2)、式(3)可知,形核功 驻G*随过冷度 驻T 的增大

而减小, 它反比于 驻T2, 故随着过冷度 驻T 的增大, exp

-驻G
*

( )KT 迅速增大,即形核率 I 相应增大,但 驻T 增大到一定

数值后原子热运动减弱,exp -
驻GAæ

è
ç

ö
ø
÷

KT
很快减小,形核率 I 相应

减小,这两项矛盾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形核率随过冷度 驻T 变

化的曲线上出现一个极大值。 这主要是由于过冷度较小时,
形核功 驻G*的贡献大于扩散激活能 驻GA,此时形核率 I 随过

冷度 驻T 的增加而急剧增大,但当过冷度较大时,熔体粘度迅

速增大,原子活动能力迅速降低,扩散激活能 驻GA 的影响大

于形核功 驻G*,故形核速率下降。 在常规未细化变质熔炼工

艺条件下,既没有造成较大过冷度,也没有出现极大值, 因此

合金没有明显的细化变质效果。 在常规复合细化变质工艺

条件下,在熔体中添加细化变质剂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较大的

过冷度,易出现极大值,形核速率下降并遗传到凝固组织中,
因此其细化变质效果明显不及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

变质效果。

图 3摇 曲线的曲率[17]

Fig郾 3摇 Curvature of a curve[17]

而在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工艺条件下,Al鄄
5Ti鄄1B鄄1RE 与 Al鄄10Sr 中间合金细化变质剂中的第二相粒子

不仅在形核所涉及的微观区域内提供数量巨大的外来界面,
不同程度地对形核过程起着“催化冶作用,而且在电磁力的作

用下产生剧烈的对流、传热、传质,促进液态金属在更小的过

冷度下进行形核。 此时形核功 驻G*的贡献远大于扩散激活

能 驻GA,过冷度不会出现极大值,形核率 I 随过冷度 驻T 的增

加而急剧增大,即增加了液态金属中的初生凝固核心数量,
实现了熔体的爆发生核,并且这些初生凝固核心能被保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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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散到整个熔体中,并最终遗传到凝固组织中。 因此其细

化变质效果较常规工艺有显著提升,如图 1 所示。
又由于合金在凝固条件下按枝状晶方式生长,枝状晶各

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表面曲率,表面曲率可以看成引入固相

的压力,表面曲率的不同可使合金具有不同的熔点。 对于曲

率有:
设曲线 C 是光滑的,曲线 C 上点 M 和点 M忆之间的弧为

驻s,切线的转角为 驻琢,如图 3 所示。
则 M 点的曲率:

K= lim
驻s寅0

驻琢
驻s = d琢

ds (4)

设曲线的直角坐标方程是 y = f(x),且 f(x)具有二阶导

数。
因为 tan琢= y忆,所以:

sec2琢 d琢
dx = y义,

d琢
dx =

y义
1+tan2琢

= y义
1+y忆2

于是:d琢= y义
1+y忆2

dx,又知 ds= 1+y忆2 dx

从而有:

K= y义
(1+y忆2) 3 / 2或 K= y义

(1+y忆2) 3 / 2 (5)

式(5)就是 M 点的曲率计算公式,s 的绝对值等于这弧

段的长度,当有向弧段的正向与曲线的正向一致时 s>0,相反

时 s<0。 利用热力学可以求出由曲率引起的平衡熔点的改变

量 驻Tr
[18] :

驻Tr =-
2滓TmVsK

驻H (6)

式中:滓 为枝晶单位面积的表面能,J / m2;Vs 为合金固相摩尔

体积,m3 / mol;K 为表面曲率,m-1;Tm 为合金的熔点,K;驻H
为熔化热,J / mol。

由式(6)可以看出,由于 驻H<0,Vs>0,Tm>0 及 滓>0,使得

当表面曲率 K 增大为正(或减小为负)时,熔点的改变 驻Tr 为

正(负),此时平衡熔点升高(下降)。 由于在枝晶的端部、根
部等处具有较大的曲率变化,因而熔点变化较大,而在枝晶

的平直部位,曲率为零,故熔点基本不变,如图 4 所示。 在枝

晶端部,K 增大,驻Tr>0,熔点升高;在枝晶根部,K 减小,驻Tr<
0,熔点下降。 当枝晶根部的表面半径减小时,表面能的作用

增大,即表面原子的能量比内部原子高,表面原子摆脱键能

的束缚就比较容易,合金液强烈的对流运动使枝晶根部熔

断。 当较高温度的合金液流过枝晶时,由于枝晶各部分熔点

不同,使熔点较低的枝晶根部发生熔解,造成枝晶熔断,发生

晶粒增殖。 这种热紊流不仅会将已熔断的枝晶臂带到能够

形成新晶粒的地方,而且也会使温度梯度减小,过冷度减小,
这与在真空感应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工艺条件下,过冷度不会

出现极大值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由于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

炼细化变质工艺熔体的对流运动程度要比常规熔炼细化变

质工艺大很多,晶粒之间的互相碰撞、相对运动更强烈,致使

枝晶臂被剪切而折断、破碎与增殖(尤其是在液体和正在长

大的枝晶之间更明显),形成了更多的细小晶核,形核率 I 更
大,因此其细化变质效果较常规工艺有显著提升。

再由细晶强化理论可知,在 A356 铝合金中,共晶硅属于

脆性相,当外加应力时,在共晶硅处首先形成微裂纹,如所受

的外加应力 滓 达到共晶硅发生断裂的临界应力 滓c,将产生裂

纹失稳扩展。 设硅相为厚板状,在平面应变状态下,由格里

菲斯的裂纹扩展方程可知,共晶硅颗粒发生断裂的临界应力

滓c 与共晶硅的直径 d 存在以下关系[20] :

滓c =
2仔E酌s

(1-淄2){ }d
1 / 2

(7)

式中:E 为弹性模量;酌s 为单位面积的表面自由能;淄 为泊松

比;d 为硅颗粒直径。
由式(7)可知,随着硅颗粒的减小,其断裂所需的外加应

力会明显增大,发生断裂的临界应力 滓c 与共晶硅的直径 d
的平方根成反比。 较常规工艺处理,采用真空感应电磁悬浮

熔炼复合细化变质处理可使铝合金中的共晶硅相直径更小,
所需的断裂临界应力更大,更不容易发生断裂。 因此,采用

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技术处理后,A356 铝合金的抗拉强

度更高,伸长率也更大,细化晶粒裂纹不易形成,即使形成后

也不易扩展,因为裂纹扩展时要多次改变方向,将消耗更多

能量,细小的共晶硅在 A356 铝合金产生塑性变形时,会增大

合金的位错密度,从而增加合金的屈服强度。 因此,具有细

晶粒组织的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将明显优于具有粗晶粒组

织的金属材料。

图 4摇 A356 铝合金枝晶臂发生(a)熔断前和(b)熔断后的示意图[19]

Fig郾 4摇 Schematic diagrams of dendrite arm (a) before and ( b) after mel鄄
ting and rupturing of A356 aluminium alloy[19]

3摇 结论

(1)与常规复合细化变质 A356 铝合金相比,在真空感应

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工艺条件下,A356 铝合金的抗拉强

度、伸长率及布氏硬度分别提高了 4郾 82% 、9郾 48% 、1郾 94% ,
可见其力学性能明显提高,尤其是塑性。

(2)当 ZGXF鄄0郾 0005 型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炉线圈通

以交变输出电流 80 A,频率为 17郾 3 kHz 时,线圈周围空间产

生的悬浮力恰与合金的自重平衡,使合金悬浮。
(3)在真空感应电磁悬浮熔炼细化变质处理过程中,熔

体的对流运动比常规熔炼细化变质工艺剧烈得多,晶粒之间

的互相碰撞、相对运动更强烈,致使枝晶臂被剪切而折断、破
碎与增殖的现象更明显,形核率 I 更大,并遗传到凝固组织

中,因此其细化变质效果及力学性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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