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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及其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及其加

工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S1、原材料处理，S2、热

处理，S3、预成型，S4、二次热处理，S5、摆辗成型

本发明所提供的散热器的加工方法加工温度较

低，无需大量切削，节省材料，且加工出来的散热

器的散热柱子的散热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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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原材料处理

选取T2纯铜作为原材料，将所述T2纯铜用锯床切割，得圆柱毛坯；

S2、热处理

将所述圆柱毛坯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退火处理；

S3、预成型

将步骤S2中经过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放在第一下模上用T200摆动辗压机进行一次预

成型，且上模按照圆形轨迹转动，下模上移；

S4、二次热处理

将步骤S3中经过预成型的圆柱毛坯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第二次退火处理；

S5、摆辗成型

将步骤S3中经过二次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放在第二下模上，用T630摆动辗压机辗压成

型且上模按圆形轨迹转动，下模上移，得到半导体散热器，所述上模的轴线与竖直方向之间

的角度为0～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下步骤：去飞边，

将步骤S5中所述的半导体散热器用车床进行一次车削，得到最终的半导体散热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选T2纯铜为

直径为49mm的T2纯铜棒。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圆柱毛坯

的厚度为40～60m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井式真空

退火炉的温度为500～70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圆柱毛坯

在T200摆动辗压机上的工进量为8.4～20mm/s。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具体过程为，将所

述二次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装在T630摆动辗压机的下模上，上模在所述圆柱毛坯上按圆形

轨迹碾压，保压时间为1～3s，在所述圆柱毛坯上施加的压力为总压力的40～6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下模和所述第

二下模上由中心向边缘依次设置第一圆柱通槽(1)、若干第一通槽(2)、若干第二通槽(3)和

环形槽(4)，各所述第一通槽(2)绕所述下模的周向设置，各所述第二通槽(3)绕所述下模的

周向设置，所述第一通槽(2)和所述第二通槽(3)均包括中间的第二圆柱通槽和左右两边与

所述第二圆柱通槽连通的条形通槽。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模上的各所述

槽体长度小于所述第二下模上的各所述槽体。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加工得到的半导体散热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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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加工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及其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散热器是热水(或蒸汽)采暖系统中重要的、基本的组成部件。热水在散热器内降

温(或蒸汽在散热器内凝结)向室内供热，达到采暖的目的。散热器的金属耗量和造价在采

暖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散热器的正确选用涉及系统的经济指标和运行效果.

[0003] 现有技术中散热器的加工方法存在加工温度过高，且废材料，散热器的生产效率

低下，所加工出来的散热器柱子的散热面积太小等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及其加工方法，本发明所

提供的散热器的加工方法加工温度较低，无需大量切削，节省材料，且加工出来的散热器的

散热柱子的散热面积较大。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原材料处理

[0008] 选取T2纯铜作为原材料，将所述T2纯铜用锯床切割，得到圆柱毛坯；

[0009] S2、热处理

[0010] 将所述圆柱毛坯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退火处理；

[0011]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采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退火处理，可以降低硬度，改善切削

加工性，残余应力，稳定尺寸，减少变形与裂纹倾向，细化晶粒，调整组织，消除组织缺陷，均

匀材料组织和成分，改善材料性能或为以后热处理做组织准备。

[0012] S3、预成型

[0013] 将步骤S2中经过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放在第一下模上用T200摆动辗压机进行一

次预成型，且上模按照圆形轨迹转动，下模上移；

[0014]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采用预成型处理使得纯铜流动更加容易充满型腔，同时为二

次成形提供固定点。

[0015] S4、二次热处理

[0016] 将步骤S3中经过预成型的圆柱毛坯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第二次退火处理；

[0017]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进过摆动辗压是连续的局部成形加工，所以强度很高。降低硬

度，改善切削加工性.

[0018] S5、摆辗成型

[0019] 将步骤S4中经过二次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放在第二下模上，用T630摆动辗压机辗

压成型上模按圆形轨迹转动，下模上移，得到半导体散热器，所述上模的轴线与竖直方向之

间的角度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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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上模的摆头角度根据上模角度确定，上模角度在设计时就有

意考量摆角，因为散热器成形大部分型腔在下模中，所以金属流向应尽量往纵向流动，使其

更加容易充满型腔，保证金属内部的金属流线纤维不被破坏，提高散热器的内柱的机械强

度.

[0021] 进一步的：去飞边，将步骤S5中所述的半导体散热器用车床进行一次车削，得到最

终的半导体散热器。

[0022]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采用一次车削，减少材料的浪费和工作时间。

[0023] 进一步的，步骤S1中，所选T2纯铜为直径为49mm的T2纯铜棒。

[0024]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半导体散热器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圆柱

毛坯的厚度为40～60mm。

[0025] 进一步的，步骤S2中，所述井式真空退火炉的温度为500～700℃。

[0026] 进一步的，步骤S3中，所述圆柱毛坯在T200摆动辗压机上的工进量为8.4～20mm/

s。

[0027] 进一步的，步骤S5具体过程为，将所述二次退火处理的圆柱毛坯装在T630摆动辗

压机的下模上，上模在所述圆柱毛坯上按圆形轨迹碾压，所述上模的轴线与竖直方向之间

的角度为0～5°，保压时间为1～3s，在所述圆柱毛坯上施加的压力为总压力的40～60％。。

[0028]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圆形轨迹是摆辗机上模的一种运动方式；是上模与圆柱毛坯

接触部分，在水平面的投影路径。

[0029] 进一步的，在所述第一下模和所述第二下模上由中心向边缘依次设置第一圆柱通

槽、若干第一通槽、若干第二通槽和突出的弧形槽，各所述第一通槽绕所述下模的周向设

置，各所述第二通槽绕所述下模的周向设置，所述第一通槽和所述第二通槽均包括中间的

第二圆柱通槽和左右两边与所述第二圆柱通槽连通的条形通槽。

[003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下模上的各所述槽体长度小于所述第二下模上的各所述槽

体。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半导体散热器。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3] 1.摆辗成形可以加工强度高表面粗糙度好的工件，而普通热锻无法满足。

[0034] 2.因为冷摆辗在加工过程中有对工件进行球化退火，为后续热处理准备好了相宜

条件。在辗压成形时没有破坏工件组织，工件表面硬化强度高，表面粗糙度最高可以达到

Ra0.4。

[0035] 3.冷摆辗可以加工表面截面变化大的工件，加工工效将大大提高，减少加工成本，

同时将很大程度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工件原材料成本。

[0036] 4.摆辗成形可以加工形状复杂，上下面都有形状的工件，摆辗成形可以准确定位，

能够保证形位工差，加工效率高。

[0037] 5.摆辗成形接触面积小(线接触)的力量大，可以加工较大工件

附图说明

[0038] 本发明的具体结构由以下实施例及其附图给出的。

[0039] 图1是本发明所提供的第一下模和第二下模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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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图1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41] 1、第一圆柱通槽，2、第一通槽，3、第二通槽，4、环形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施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

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43] 实施例1

[0044] 选取直径为49mm的T2纯铜作为原材料，将所述T2纯铜用锯床切割成厚度为40mm圆

柱毛坯；将圆柱毛坯在500℃的井式真空退火炉中进行退火处理；接着用T200摆动辗压机进

行一次预成型，且T200摆动辗压机的工进量为8.4mm/s，；接着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第二

次退火处理；接着将工件放入到T630摆动辗压机的下模中，上模采用圆形轨迹进行摆辗成

型，保压时间为1s，压力运用总压力的40％，然后采用车场进行一次车削，最终得到半导体

散热器。

[0045] 实施例2

[0046] 选取直径为49mm的T2纯铜作为原材料，将所述T2纯铜用锯床切割成厚度为50mm圆

柱毛坯；将圆柱毛坯在600℃的井式真空退火炉中进行退火处理；接着用T200摆动辗压机进

行一次预成型，且T200摆动辗压机的工进量为10mm/s，；接着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第二次

退火处理；接着将工件放入到T630摆动辗压机的下模中，上模采用圆形轨迹进行摆辗成型，

保压时间为1.2s，压力运用总压力的50％，然后采用车场进行一次车削，最终得到半导体散

热器。

[0047] 实施例3

[0048] 选取直径为49mm的T2纯铜作为原材料，将所述T2纯铜用锯床切割成厚度为60mm圆

柱毛坯；将圆柱毛坯在700℃的井式真空退火炉中进行退火处理；接着用T200摆动辗压机进

行一次预成型，且T200摆动辗压机的工进量为20mm/s，；接着用井式真空退火炉进行第二次

退火处理；接着将工件放入到T630摆动辗压机的下模中，上模采用圆形轨迹进行摆辗成型，

保压时间为3s，压力运用总压力的60％，然后采用车场进行一次车削，最终得到半导体散热

器。

[0049] 实施例4

[0050] T630摆动辗压机下模上由中心向边缘依次设置圆柱槽1、若干第一槽体2、若干第

二槽体3和环形槽4，各所述第一槽体2绕所述下模的周向设置，各所述第二槽体3绕所述下

模的周向设置。

[0051] 对比例

[0052] 1.要求工件强度高表面粗糙度好普通热锻无法满足要求时可以考虑摆辗成形。因

为摆辗在加工过程中有对工件进行球化退火，为后续热处理准备好了相宜条件。在辗压成

形时没有破坏工件组织，工件表面硬化强度高，表面粗糙度最高可以达到Ra0.4。

[0053] 2.当工件表面截面变化大，用普通加工方法加工困难时可以冷摆辗加工。这样在

加工工效将大大提高，减少加工成本，同时将很大程度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工件原材料成

本。

[0054] 3.当工件形状复杂，上下面都有型腔，普通机加工存在定位困难，不好保证形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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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加工效率低下，可以摆辗成形。

[0055] 4.当工件是以板料上面有形状要求的，如果用普通加工工存在加工量大，效率低

下，可以用摆辗成形

[0056] 5.当工件为铝铜材质，对强度有要求且后续加工要镀银或阳极氧化时，普通热锻

或铸造无法满足要求时可以用冷摆辗加工。

[0057] 6.摆辗成形可以实现一些普通机加工加工十分困难或者加工时间很长，加工过程

去处材料很多，原材料消耗多

[0058] 7.以前使用粉末冶金加工工艺无法满足工件使用强度要求，这种加工可以摆辗成

形。

[0059] 8.与冷挤压对比摆辗成形在同一功率输出下接触面积小(线接触)的力量大，所以

可以加工较大工件

[0060] 9.对比热锻，摆辗成形加工环境好，加工精度高(热锻会有氧化皮，而氧化皮是容

易脱落的，随之产生凹坑，影响尺寸精度)。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及保护范

围，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应当能够意识到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出的等同替

换和显而易见的变化所得到的方案，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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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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