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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

韧铜钛合金，所述铜钛合金所含元素及各元素的

重量百分比为：钛2.9‑3.4％、铁0.17‑0.23％、铝

0.15‑0.20％、硼0.03‑0.10％，余量为铜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所述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配料；(2)真空熔炼，形

成铜钛合金熔体；(3)浇铸，形成铸锭；(4)冷轧，

获得板材；(5)时效处理。本发明合金具有强度

高、导电性好、韧性强的优势，主要用于集成电

路，特别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框架以及

各种电子产品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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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铜钛合金所含元素及各

元素的重量百分比为：钛2.9‑3.4%、铁0.17‑0.23%、铝  0.15‑0.20%、硼0.03‑0.10%，余量为

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所述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配料：称取原材料，所述原材料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比为：钛2.9‑3.4%、

铁0.17‑0.23%、铝0.15‑0.20%、硼0.03%‑0.10%，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真空熔炼：将步骤（1）中称取的原材料放入真空熔炼设备中，真空熔炼，形成铜钛合

金熔体；

（3）浇铸：将步骤（2）中获得的铜钛合金熔体浇注成扁锭，并快速水冷却至室温；

（4）冷轧：将步骤（3）中获得的扁锭冷轧成厚度为0.2‑0.4mm的板材；

（5）时效处理：将步骤（4）中获得的板材在350‑450˚C的温度下时效处理5‑15小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其特征在于，电解钛，其

提供Ti元素；电解铁，其提供Fe元素；电解铝，提供Al元素；单质硼，提供B元素；TU2无氧铜，

提供Cu元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真空熔炼设备为真空感应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真空熔炼的条件为：真空度为10‑10‑2Pa，温度为1200‑1500˚C下保温20‑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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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

金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外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的引线框架材料分为铁镍合金(Fe42Ni)和铜合金

两大类。铁镍合金的强度和软化温度较高，但电导率和热导率较低，主要用于陶瓷和玻璃封

装。铜合金由于优良的导电性和低廉的价格，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铜合金引线框架的消耗

已占总量的90％。

[0003] 对引线框架，电子设备的各种端子，连接件等所使用的铜合金除了要求具备高强

度和高导电性外，更由于各种端子，连接器上引线数量的增加，小节距化的进展较快，要求

电子部件具有高密度组装性和高可靠性。因此对电子部件所使用的材料也提出了加工性优

良的要求。

[0004] 在这些合金中，CuTi时效硬化型合金是典型的代表性合金，其中Ti添加量一般最

优选为3.0％～4.5wt％。例如：Cu‑3.5Ti合金，Cu‑3.5Ti‑0.2Cr合金，Cu‑6Ti‑1Al合金等。这

些合金典型的工艺一般为：铸锭‑热轧‑固溶处理‑冷轧‑时效处理，其加工工艺比较复杂，加

工工艺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的性能。

[0005] 为了提高产品的性能，不少专利提出添加不同微量元素的方法：如在CuTi合金基

体上加入0.35wt％以上Sn以强化合金，其中Cu‑1.6％wtTi‑2.5％wtSn合金析出强化效果最

好；在Cu‑4.0wt％Ti合金中加入0.5～0.7wt％Fe，可提高合金塑性和耐磨性能；在CuTi合金

基体上加入Ni元素，如Cu‑0.58wt％Ti‑2.06wt％Ni可实现明显的沉淀硬化效果；在CuTi合

金基体中加入至少下列元素中的一种元素：0.01～0.5wt％(Cr、V、Zr、B、P)，可延缓再结晶

退火过程中的晶粒长大；在CuTi合金基体中加入0.3～1.0wt％Zn，可改善合金的铸造性；在

CuTi合金基体中加入0.1～0.5wt％Mg，可提高合金耐应力松弛性作用。这些微量元素的加

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含金的性能，但由于没有改变合金的加工工艺，尚不足以使合

金的性能有质的飞跃，无法在强度、导电性和韧性三个方面都达到足够的程度。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申请人提供了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

韧铜钛合金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合金具有强度高、导电性好、韧性强的优势，主要用于集

成电路，特别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框架以及各种电子产品接插件。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集成电路用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所述铜钛合金所含元素及各元素的重量

百分比为：钛2.9‑3.4％、铁0.17‑0.23％、铝0.15‑0.20％、硼0.03‑0.10％，余量为铜和不可

避免的杂质。

[0009] 电解钛，其提供Ti元素；电解铁，其提供Fe元素；电解铝，提供Al元素；单质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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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元素；TU2无氧铜，提供Cu元素。

[0010] 一种所述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配料：称取原材料，所述原材料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比为：钛2.9‑

3.4％、铁0.17‑0.23％、铝0.15‑0.20％、硼0.03％‑0.10％，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12] (2)真空熔炼：将步骤(1)中称取的原材料放入真空熔炼设备中，真空熔炼，形成铜

钛合金熔体；

[0013] (3)浇铸：将步骤(2)中获得的铜钛合金熔体浇注成扁锭，并快速水冷却至室温，以

达到固溶处理的目的；

[0014] (4)冷轧：将步骤(3)中获得的扁锭冷轧成厚度为0.2‑0.4mm的板材；

[0015] (5)时效处理：将步骤(4)中获得的板材在350‑450℃的温度下时效处理5‑15小时。

[0016] 步骤(2)中，真空熔炼设备为真空感应炉。

[0017] 步骤(3)中，真空熔炼的条件为：真空度为10‑10‑2Pa，温度为1200‑1500℃条件下保

温20‑30min。

[0018]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0019] 本发明在CuTi合金基体上加入微量的Fe、Al、B元素。Fe在合金中作用是：Fe元素易

于与Ti形成金属间化合物，并以极细小的高熔点化合物颗粒悬浮于熔体之中，形成弥散的

结晶核心，使晶粒变多、变小，从而细化晶粒，并提高合金耐磨性；由于铁原子半径比铜原子

小，比较容易填补铜或铜合金生长过程中晶粒新相的表面缺陷，生成能阻碍晶粒继续生长

的膜，从而起细化晶粒的作用。同时Fe能使Cu‑Ti合金固溶处理后的硬度降低，塑性提高，显

著阻止加热时晶粒长大，抑制时效过程中的晶界反应；Al在合金中作用是：在时效过程中，

Al元素会与基体形成AlCu2Ti相，从而减少了基体中Ti原子含量，大大地提高了合金的导电

率；B在合金中作用是：位于晶界处的B元素抑制晶界处β‑Cu4Ti的不连续析出，从而减少合

金晶间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可能性，在不影响导电性的前提下，提高合金的延展性和硬度。上

述微量元素的加入可以大大改善铜钛合金的整体性能，使其具有高的强度、良好的导电性

和韧性。

[0020] 本发明合金组分合理，制备获得的铜合金具有强度高、导电性好、韧性强等优点，

铜合金可用于集成电路，特别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框架以及各种电子产品接插

件。本发明铜合金的制备方法排除了热轧工序，使加工工序更为简单。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配料：称取原材料，所述原材料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比为：钛

3.0％、铁0.18％、铝0.16％、硼0.05％，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电解钛，其提供Ti元

素；电解铁，其提供Fe元素；电解铝，提供Al元素；单质硼，提供B元素；TU2无氧铜，提供Cu元

素；

[0025] (2)真空熔炼：将步骤(1)中称取的原材料放入真空熔炼设备中真空熔炼，真空度

为0.5Pa，温度为1250℃条件下保温25min，形成铜钛合金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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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浇铸：将步骤(2)中获得的铜钛合金熔体浇注成扁锭，并快速水冷却至室温，以

达到固溶处理的目的；获得厚度为40mm，宽度为105mm铸锭；

[0027] (4)冷轧：将步骤(3)中获得的铸锭冷轧成厚度为0.3mm的板材；

[0028] (5)时效处理：将步骤(4)中获得的板材在400℃的温度下时效处理10小时，获得所

述铜钛合金。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1)配料：称取原材料，所述原材料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比为：钛

3.2％、铁0.2％、铝0.18％、硼0.07％，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电解钛，其提供Ti元素；

电解铁，其提供Fe元素；电解铝，提供Al元素；单质硼，提供B元素；TU2无氧铜，提供Cu元素；

[0032] (2)真空熔炼：将步骤(1)中称取的原材料放入真空熔炼设备中真空熔炼，真空度

为10Pa，温度为1250℃条件下保温30min，形成铜钛合金熔体；

[0033] (3)浇铸：将步骤(2)中获得的铜钛合金熔体浇注成扁锭，并快速水冷却至室温，以

达到固溶处理的目的；获得厚度为40mm，宽度为105mm铸锭；

[0034] (4)冷轧：将步骤(3)中获得的铸锭冷轧成厚度为0.3mm的板材；

[0035] (5)时效处理：将步骤(4)中获得的板材在420℃的温度下时效处理8小时，获得所

述铜钛合金。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36] 实施例3

[0037] 一种高强高导高韧铜钛合金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配料：称取原材料，所述原材料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及其重量百分比为：钛

3.4％、铁0.22％、铝0.20％、硼0.09％，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电解钛，其提供Ti元

素；电解铁，其提供Fe元素；电解铝，提供Al元素；单质硼，提供B元素；TU2无氧铜，提供Cu元

素；

[0039] (2)真空熔炼：将步骤(1)中称取的原材料放入真空熔炼设备中真空熔炼，真空度

为0.01Pa，温度为1350℃条件下保温20min，形成铜钛合金熔体；

[0040] (3)浇铸：将步骤(2)中获得的铜钛合金熔体浇注成扁锭，并快速水冷却至室温，以

达到固溶处理的目的；获得厚度为40mm，宽度为105mm铸锭；

[0041] (4)冷轧：将步骤(3)中获得的铸锭冷轧成厚度为0.2mm的板材；

[0042] (5)时效处理：将步骤(4)中获得的板材在450℃的温度下时效处理8小时，获得所

述铜钛合金。性能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43] 表1

[0044]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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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由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3所得铜钛合金的性能与现有C70250铜合金相比，已达

到C70250铜合金的强度和导电性能，在加工工艺过程方面，取消了热轧和固溶处理，使加工

工艺更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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