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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应力松弛

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有色金

属加工领域。该材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Ni 

3.0～4.0％，P  0.3～0.5％，Si  0.2～0.4％，Sn 

0.03～0.1％，Fe  0.5～1％，Co  0.05～0.2％，其

余为Cu。通过熔炼及铸造，热轧，粗轧，中间退火，

酸洗，中轧，固溶处理，酸洗，精轧，时效处理等加

工处理后得到。本发明的引线框架材料的抗拉强

度为700～850MPa，电导率为40～50％IACS，延伸

率为6～10％，抗应力松弛性能为88～92％，具有

高强度高导电、高抗应力松弛特性，可以满足大

规模集成电路对中高端引线框架材料的使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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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的重量百分

比组成为：Ni  3.7～4.0％，P  0.3～0.5％，Si  0.2～0.4％，Sn  0.03～0.1％，Fe  0.5～1％，

Co  0.05～0.2％，其余为Cu。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其特征在

于：该材料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Ni  4 .0％，P  0 .4～0.5％，Si  0 .2～0.3％，Sn  0 .05～

0.08％，Fe  0.8～1％，Co  0.1～0.15％，其余为Cu。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a.按照质量百分比进行配料、投料、熔炼及铸造，b.热轧，

c.粗轧，d.切边，e.中间退火，f.酸洗，g.中轧，h.固溶处理，i.精轧，j.时效处理，k.二次酸

洗，l.拉弯矫直，m.分剪入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工频感应炉进行熔铸，所述熔炼的温度为1250～1300℃，所述铸造的

温度为1200～125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850～950℃，保温1～3h，变形量为

80～90％。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60～80％。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550～

600℃，退火时间为4～6h。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00～850℃，退火时间为4～

6h。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轧的变形量为60～80％；所述精轧的变形量为30～60％。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为400

～500℃，退火时间为3～8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930026 B

2



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属于有色金属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核心部件是集成电路，其主要由芯片和引线框架经封装而成，

其中引线框架主要起着支撑芯片、保护内部元件、连接外部电路和向外散发元件热量的作

用，是集成电路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电子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产品向微、薄、轻、多功

能和智能化发展，促使集成电路向大规模、超大和极大规模方向发展。因此，引线框架材料

随之向着引线节距微细化、多脚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对引线框架材料的强度和导电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材料的加工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更为关注材料的抗软化温

度及抗应力松弛特性。

[0003] 目前国内市场上铜基引线框架主要有C19210、C19400和C70250等几种合金，由于

C19210和C19400合金强度和导电性能无法满足不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强度及多脚化的

发展需求，其主要应用于中低端引线框架材料。C70250合金是一种高端的集成电路用引线

框架材料，其导电率约为45％IACS、抗拉强度大于600MPa；但这种合金在生产过程中，需要

专门的淬火时效工序及装备，生产工艺较为复杂，生产成本较高，而且目前国内的产品只能

满足中低端客户使用要求，影响着合金的产业化和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弥补现有铜合金性能的不足，开发出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

抗应力松弛型铜合金材料及提供一种生产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的制备方法，满足超大规模

或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对引线框架材料的使用要求。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它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Ni  3.0～4.0％，P  0.3～0.5％，Si  0.2～0.4％，Sn  0.03～0.1％，Fe  0.5～1％，Co  0.05～

0.2％，其余为Cu。

[0007] 优选的，所述的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重量百分比

组成为：Ni  3.3～3.7％，P  0.4～0.5％，Si  0.2～0.3％，Sn  0.05～0.08％，Fe  0.8～1％，

Co  0.1～0.15％，其余为Cu。

[0008] 所添加合金元素的作用：

[0009] 镍：镍元素主要与磷、锡、硅元素形成镍磷析出相、镍硅析出相和镍锡析出相，显著

提高合金的强度、导电和抗应力松弛性能。

[0010] 锡：锡元素的添加可以与镍元素形成镍锡析出相。另外由于锡原子与铜原子半径

相差较大，在铜合金中添加少量锡元素，能引起较大的晶格畸变，有效的阻碍位错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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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合金应力松弛过程中，能有效地拖拽位错，提高合金抗应力松弛。

[0011] 磷：磷与镍元素相结合，形成镍磷化合物，能有效地阻碍位错的运动，提高合金的

抗应力松弛性能。同时可以与氧发生反应，起到除氧的作用

[0012] 硅：硅元素添加可以促进合金元素的析出，同时可以抑制析出相的长大，提高合金

的强度和抗应力松弛性能。

[0013] 铁：铁元素能与磷形成铁磷析出相，提高合金的强度和导电率，同时能促进其他析

出相的析出，并改善合金的耐应力腐蚀敏感性。

[0014] 钴：钴元素的添加可以促进镍元素在铜基体中脱溶，能有效协同控制析出相的析

出和长大。

[001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上述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

的制备加工方法。

[0016] 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材料的制备加工方法，包括以下工

艺流程：a.按照质量百分比进行配料、投料、熔炼及铸造，b.热轧，c.粗轧，d.切边，e.中间退

火，f.酸洗，g.中轧，h.固溶处理，i.精轧，j.时效处理，k.二次酸洗，l.拉弯矫直，m.分剪入

库。

[0017] 步骤a中，采用工频感应炉在非真空环境下进行熔铸，所述熔炼的温度为1250～

1300℃，所述铸造的温度控制在1200～1250℃。

[0018] 熔炼前，在感应炉中加入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铁中间合

金和铜硅中间合金，将温度升至1250～1300℃，待电解铜熔化后，添加灼烧的木炭进行覆

盖，充分搅拌后，静置15min，铸造温度为1200～1250℃，进行半连续铸造。

[0019] 步骤b中，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850～950℃，保温1～3h，变形量

为80～90％。

[0020] 步骤c中，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60～80％。

[0021] 步骤e中，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550

～600℃，退火时间为4～6h。

[0022] 步骤g中，将酸洗后的板材进行中轧，变形量为60～80％。

[0023] 步骤h中，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00～850℃，退火时间为4

～6h。

[0024] 步骤i中，将酸洗后的带材进行精轧，变形量为30～60％，优选为40～50％。

[0025] 步骤j中，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为

400～500℃，退火时间为3～8h。

[0026] 本发明的优点：本发明通过对铜合金进行成分设计和优化，相对于高端C7025引线

框架材料而言，是一种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其化学成分为：

镍含量为3.0～4.0％，磷含量为0.3～0.5％，硅含量为0.2～0.4％，铁含量为0.5～1％，钴

含量为0.05～0.2％，其余为铜。另外，本发明开发出了一种适用于上述铜合金的制备加工

方法，经加工热处理后的高强度高导电、耐应力松弛型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抗拉强度为700

～850MPa，电导率为40～50％IACS，延伸率为6～10％，抗应力松弛性能(在120℃下工作

1000h)为88～92％，相对于高端引线框架C7025合金而言，具有高强度高导电、高抗应力松

弛特性，完全可以满足大规模集成电路对中高端引线框架材料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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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并不意味着对本发明保护范围

的限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的高强度高导电、耐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它含有如下重量百分

数的化学成分：Ni  3.0～4.0％，P  0.3～0.5％，Si  0.2～0.4％，Sn  0.03～0.1％，Fe  0.5～

1％，Co  0.05～0.2％，其余为Cu。

[0029] 上述高强度高导电、耐抗应力松弛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制备及加工方法，包括

以下工艺流程：包括以下工艺流程：

[0030] a.按照质量百分比进行配料、投料、熔炼及铸造，熔炼前，在感应炉中加入电解铜、

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铁和铜硅中间合金，将温度升至1250～1300℃，待电

解铜熔化后，添加灼烧的木炭进行覆盖，充分搅拌后，静置15min，进行半连续铸造；

[0031] b.热轧，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850～950℃，保温1～3h，变形量为

80～90％；

[0032] c.粗轧，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60～80％；

[0033] d.切边；

[0034] e.中间退火，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

550～600℃，退火时间为4～6h；

[0035] f.酸洗；

[0036] g.中轧，将酸洗后的板材进行中轧，变形量为60～80％；

[0037] h.固溶处理，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00～850℃，退火时间

为4～6h；

[0038] i.精轧，将酸洗后的带材进行精轧，变形量为30～50％；

[0039] j.时效处理，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为

400～500℃，退火时间为3～8h；

[0040] k.酸洗；

[0041] l.拉弯矫直；

[0042] m.分剪入库。

[0043] 实施例1

[0044] 本发明的合金采用以下原料熔炼：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

铁和铜硅中间合金，合金的成分见表1的实施例1。

[0045] 1 .熔炼：在感应炉中加入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铁和铜硅

中间合金，将温度升至1250℃，待电解铜熔化后，添加灼烧的木炭进行覆盖，充分搅拌后，静

置15min，铸造温度为1250℃，进行半连续铸造。

[0046] 2.热轧：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900℃，保温2h，变形量为85％。

[0047] 3.粗轧：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80％。

[0048] 4.中间退火：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

600℃，退火时间为4h。

[0049] 5.中轧：将酸洗后的板材进行中轧，变形量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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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6.固溶处理：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50℃，退火时间为4h。

[0051] 7.精轧：将酸洗后的带材进行精轧，变形量为50％。

[0052] 8.时效处理：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

为500℃，退火时间为3h。

[0053] 经过以上熔炼与铸造、热轧、初轧、中间退火、中轧、固溶处理、精轧、时效处理等加

工处理后，其性能见表2中的实施例1。

[0054] 实施例2

[0055] 本发明的合金采用以下原料熔炼：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

铁和铜硅中间合金，合金的成分见表1的实施例2。

[0056] 1 .熔炼：在感应炉中加入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铁和铜硅

中间合金，将温度升至1300℃，待电解铜熔化后，添加灼烧的木炭进行覆盖，充分搅拌后，静

置15min，铸造温度为1200℃，进行半连续铸造。

[0057] 2.热轧：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850℃，保温1h，变形量为80％。

[0058] 3.粗轧：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60％。

[0059] 4.中间退火：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

550℃，退火时间为6h。

[0060] 5.中轧：将酸洗后的板材进行中轧，变形量为80％。

[0061] 6.固溶处理：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00℃，退火时间为6h。

[0062] 7.精轧：将酸洗后的带材进行精轧，变形量为30％。

[0063] 8.时效处理：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

为400℃，退火时间为8h。

[0064] 经过以上熔炼与铸造、热轧、初轧、中间退火、中轧、固溶处理、精轧、时效处理等加

工处理后，其性能见表2中的实施例2。

[0065] 实施例3

[0066] 本发明的合金采用以下原料熔炼：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

铁和铜硅中间合金，合金的成分见表1的实施例3。

[0067] 1 .熔炼：在感应炉中加入电解铜、电解镍、纯锡、铜磷中间合金、纯钴、铜铁和铜硅

中间合金，将温度升至1275℃，待电解铜熔化后，添加灼烧的木炭进行覆盖，充分搅拌后，静

置15min，铸造温度为1225℃，进行半连续铸造。

[0068] 2.热轧：将半连续铸造铸锭进行热轧，热轧温度950℃，保温3h，变形量为90％。

[0069] 3.粗轧：将热轧后的锭坯进行粗轧，变形量为70％。

[0070] 4.中间退火：将切边后的冷轧板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中间退火，退火温度为

570℃，退火时间为5h。

[0071] 5.中轧：将酸洗后的板材进行中轧，变形量为70％。

[0072] 6.固溶处理：将中轧后的板带材进行固溶处理，固溶温度为825℃，退火时间为5h。

[0073] 7.精轧：将酸洗后的带材进行精轧，变形量为40％。

[0074] 8.时效处理：将精轧后的带材放置钟罩式退火炉中进行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温度

为450℃，退火时间为5h。

[0075] 经过以上熔炼与铸造、热轧、初轧、中间退火、中轧、固溶处理、精轧、时效处理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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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处理后，其性能见表2中的实施例3。

[0076] 表1实施例1-3的合金性能表

[0077] 合金 Ni P Si Sn Fe Co Cu

实施例1 3 0.5 0.2 0.03 0.5 0.2 余量

实施例2 3.5 0.4 0.3 0.07 0.7 0.14 余量

实施例3 4 0.3 0.4 0.1 1 0.05 余量

[0078] 表2实施例1-3的合金性能表

[0079]

[0080] 本发明的引线框架材料的抗拉强度为700～850MPa，电导率为40～50％IACS，延伸

率为6～10％，抗应力松弛性能(在120℃下工作1000h)为88～92％，相对于高端引线框架

C7025合金而言，具有高强度高导电、高抗应力松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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