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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

系高强高弹铜合金及其制备方法，所述合金的成

分为Cu、Ni、Sn、Al、Zn、Si或Nb及不可避免杂质元

素，Ni、Sn、Al、Zn、Si或Nb元素的含量为：Ni：

12wt％‑18wt％；Sn：4 .5～8.5wt％；Al：0 .5～

2wt％；Zn：0.3～1.0wt％；Si：0.3～1.0wt％；Nb：

0～1 .0wt％。合金制备过程包括：熔炼、上引连

铸、均匀化及固溶处理、冷变形处理、时效处理步

骤。本发明采用的短流程上引连铸法所制备的多

组元Cu‑Ni‑Sn系铜合金枝晶间距细小，通过大变

形量冷加工和组合形变热处理工艺后，可析出高

熔点第二相颗粒占据不连续沉淀的形核位置，促

进再结晶反应的发生，显著抑制不连续沉淀的长

大，从而制备出抗高温软化性能优异，高强度、高

弹性、高耐磨性能的铜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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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u‑Ni‑Sn系统合金，所述合金的成分包括Cu、Ni、Sn、Al、Zn、Si或Nb及不可避免

杂质元素，其中，Cu是合金基体，Ni、Sn是主合金元素，Al、Zn、Si或Nb是合金化元素，其含量：

Ni含量：12‑18wt％；

Sn含量：4.5～8.5wt％；

Al含量：0.5～2wt％；

Zn含量：0.3～1.0wt％；

Si含量：0.3～1.0wt％；

Nb含量：0～1.0wt％；

此外，合金中还包含微量的Co、P、Fe、Ag、Cr、Zr、Ti、V等元素，其总含量不高于0.1wt％；

余量为Cu。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Cu‑Ni‑Sn系铜合金，优化的合金元素成分如下：

Ni含量：14.0‑16.0wt％；

Sn含量：4.5～6.5wt％；

Al含量：1.0～1.8wt％；

Zn含量：0.3～0.6wt％；

Si含量：0.3～0.6wt％；

Nb含量：0.3～0.6wt％。

此外，合金中还包含微量的Co、P、Fe、Ag、Cr、Zr、Ti、V等元素，其总含量不高于0.1wt％。

3.根据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Cu‑Ni‑Sn系铜合金，所述合金的强度达1200～1600MPa，弹

性模量达135‑150GPa，抗软化温度在580～650℃。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Cu‑Ni‑Sn系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熔

炼—上引连铸—均匀化及固溶处理—组合形变热处理的步骤，具体如下：

步骤一：向熔融的铜液中投入纯镍块，然后投入覆盖剂，所述熔炼炉中的熔炼温度控制

在1200‑1300℃，当纯镍块完全熔融后，保温5‑8分钟，并充入惰性气体进行精炼，然后依次

投主合金元素和合金化原始，待其在铜水中混合均匀；

步骤二：将上述混合熔液降温至1120‑1180℃，然后利用虹吸原理使得所述熔炼炉中的

合金液进入上引连铸结晶器中，在上引连铸结晶器中通过冷却水系统进行冷却结晶，为了

保证冷却效果，结晶器冷却水的压力为0.3‑0.5MPa；

步骤三：上述合金铸坯先进行均匀化处理后迅速水冷，以达到固溶处理的效果，所述水

淬的冷却水温度为20‑35℃。均匀化及固溶处理的工序温度和时间根据Sn含量进行选择，Sn

含量在4.5～5.5wt.％时，均匀化工艺为850℃‑880℃保温2‑6h；Sn含量为5.5～6.5wt.％

时，均匀化工艺为880℃‑910℃保温4‑8h；Sn含量为6.5～8wt.％时，均匀化工艺为910℃‑

950℃保温6‑12h；

步骤四：将步骤三均匀化及固溶处理后的样品进行形变和热处理，具体工艺为：一次冷

变形，70％≤总变形量≤90％→一次时效处理，400‑450℃，3‑8h→二次冷变形，50％≤总变

形量≤70％→二次时效处理，300‑400℃，1‑5h。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覆盖剂为木碳和石墨鳞片

的混合体，其中木碳和石墨鳞片的重量比例为1‑2：1‑2，覆盖剂的厚度为80‑100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充入的惰性精炼气体为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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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或者氮气，脱气精炼的时间为8‑15min。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依次投入Si、Nb、Al、Sn、Zn

合金元素中，Zn元素以Cu‑Zn中间合金的形式加入。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上引连铸前的熔体温度根据

Ni元素的含量确定，Ni含量在12～15wt.％时，上引连铸前的熔体温度介于1120‑1150℃之

间，Ni含量在15～18wt.％时，上引连铸前的熔体温度介于1150‑1180℃之间，牵引过程中熔

体的液面高度变化不超过±20mm，上引结晶器的冷却水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50℃。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上引连铸采用的结晶器为高

耐热低超声衰减的氮化硼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所述上引连铸过程中，铸坯的

尺寸需要根据Sn元素含量进行选择，Sn含量在4.5～5 .5wt .％时，圆形铸杆直径不超过

30mm；Sn含量为5.5～6.5wt.％时，圆形铸杆直径不超过25mm；Sn含量为6.5～8wt.％时，圆

形铸杆直径最大不超过20mm，用以避免制备的合金铸坯发生反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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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加工领域，涉及到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金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信息产业和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铜及铜合金应用范围日益广泛，需求量持

续攀升，铜及铜合金材料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高强度高

弹铜合金材料作为目前先进的铜合金材料之一，是我国科技重大专项和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广泛应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

[0003] 目前在我国的高强高弹铜合金市场，铍铜以其成型性好、弹性性能优异等特点仍

然占据着较大的市场规模。但其制备过程易产生毒粉尘会对工人健康产生危害，且对环境

会造成严重污染，另外，铍青铜在高于150℃环境下工作时稳定性差，抗应力松弛能力低，加

上时效之后元件的变形度大，导致其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能耗高。随着国家常态化严苛的环

保政策和能耗双控政策的落地，制备出安全无毒、工艺简单、性价比高且具有更高性能的高

强高弹铜合金具有重要意义。铜镍锡系高强高弹铜合金性能与铍铜相当，且具有更优的抗

热应力松弛性能，近年来，在耐磨轴承、轴瓦、轴套和大功率电子元件、精密插入式端子、光

学仪器和传感器等的弹性元件具有广泛的应用。

[0004] Cu‑Ni‑Sn系合金因Sn元素含量较高，采用普通的感应熔炼浇铸的方法制备合金极

易产生严重的枝晶偏析，后续需要高温长时间均匀化处理才能得以改善，不利于工业化生

产和节能减耗的要求。此外，时效后期合金发生不连续沉淀反应，形成的胞状不连续沉淀组

织会对严重恶化合金的性能，且随着温度的升高，不连续沉淀反应加剧，这就要求合金在具

备高强高弹导电性能的同时，具备良好的抗高温软化能力。本发明采用微合金化处理和改

进的制备工艺，可以调控Cu‑Ni‑Sn系合金的微观组织和显微结构，达到改善合金性能，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

金及其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能够有效改善合金的枝晶偏析，提高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

强度、弹性和耐磨性，且具有制备工艺简单，效率高，成本低等一些列优点。

[0006]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拟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一方面涉及一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金，所述合金的成

分包括Cu、Ni、Sn、Al、Zn、Si或Nb及不可避免杂质元素，其中，Cu是合金基体，Ni、Sn、Al、Zn、

Si或Nb是主合金元素，其含量：

[0008] Ni含量：12‑18wt％；

[0009] Sn含量：4.5～8.5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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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Al含量：0.5～2wt％；

[0011] Zn含量：0.3～1.0wt％；

[0012] Si含量：0.3～1.0wt％；

[0013] Nb含量：0～1.0wt％。

[0014] 此外，合金中还包含微量的Co、P、Fe、Ag、Cr、Zr、Ti、V等元素，其总含量不高于

0.1wt％。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的一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

铜合金，优化的成分如下：

[0016] Ni含量：14.0‑16.0wt％；

[0017] Sn含量：4.5～6.5wt％；

[0018] Al含量：1.0～1.8wt％；

[0019] Zn含量：0.3～0.6wt％；

[0020] Si含量：0.3～0.6wt％；

[0021] Nb含量：0.3～0.6wt％。

[0022] 此外，合金中还包含微量的Co、P、Fe、Ag、Cr、Zr、Ti、V等元素，其总含量不高于

0.1wt％。

[0023] 通过上述成分优化，本发明可以进一步提高合金的综合性能。

[002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种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

金，经上引连铸、多道次形变热处理，其强度达1200～1600MPa，弹性模量达135‑150GPa，抗

软化温度在580～650℃。

[0025] 本发明另一方面涉及抗高温软化的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金的制备工艺，所述

工艺包括熔炼—上引连铸—均匀化及固溶处理—组合形变热处理的步骤，具体如下：

[0026] 步骤一：向熔融的铜液中投入纯镍块，然后投入覆盖剂，所述熔炼炉中的熔炼温度

控制在1200‑1300℃，当纯镍块完全熔融后，保温5‑8分钟，并充入惰性气体进行精炼，然后

依次投入Si、Nb、Al、Sn、Zn等合金元素，待其在铜水中混合均匀。

[0027] 步骤二：将上述混合熔液降温至1120‑1180℃，然后利用虹吸原理使得所述熔炼炉

中的合金液进入上引连铸结晶器中，在上引连铸结晶器中通过冷却水系统进行冷却结晶，

为了保证冷却效果，结晶器冷却水的压力为0.3‑0.5MPa。

[0028] 步骤三：上述合金铸坯先进行均匀化处理后迅速水冷，以达到固溶处理的效果，所

述水淬的冷却水温度为20‑35℃。均匀化及固溶处理的工序温度和时间根据Sn含量进行选

择，Sn含量在4.5～5 .5wt .％时，均匀化工艺为850℃‑880℃保温2‑6h；Sn含量为5.5～

6.5wt.％时，均匀化工艺为880℃‑910℃保温4‑8h；Sn含量为6.5～8wt.％时，均匀化工艺为

910℃‑950℃保温6‑12h；

[0029] 步骤四：将步骤三均匀化及固溶处理后的样品进行形变和热处理，具体工艺为：一

次冷变形(70％≤总变形量≤90％)—一次时效处理(400‑450℃，3‑8h)—二次冷变形(50％

≤总变形量≤70％)—二次时效处理(300‑400℃，1‑5h)。

[0030] 所述覆盖剂为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的混合体，其中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各占

50％，覆盖剂的厚度为80‑100mm。在铜液中加入Ni，会增大氢在合金中的溶解度，从而导致

制备的合金吸氢严重而恶化合金加工性能，采用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的混合体作为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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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可以隔绝合金液与空气的接触，减少合金液的吸气。

[0031] 所述充入的惰性精炼气体为氩气或者氮气，脱气精炼的时间为8‑15min。为保证脱

气精炼效果，在除气精炼前对气体进行脱水处理，确保充入的精炼气体氧含量小于0.03％，

水分含量小于3.0g/L。

[0032] 所述依次投入Si、Nb、Al、Sn、Zn等合金元素中，Zn元素以Cu‑Zn中间合金的形式加

入，以减少Zn元素的挥发，Si、Nb、Al、Sn等金属元素可以以纯金属或中间合金的形式加入。

[0033] 所述上引连铸前的熔体温度根据Ni元素的含量确定，Ni含量在12～15wt.％时，上

引连铸前的熔体温度介于1120‑1150℃之间，Ni含量在15～18wt.％时，上引连铸前的熔体

温度介于1150‑1180℃之间，牵引过程中熔体的液面高度变化不超过±20mm，上引结晶器的

冷却水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50℃。

[0034] 所述上引连铸采用的结晶器为高耐热低超声衰减的氮化硼材料，其特点是与合金

主要成分均无化学反应，此外，为提高牵引效率，实际生产中可采用多头连续牵引的方式，

且上引连铸过程中节矩为1‑3mm，连续牵引速率不低于100cm/min。

[0035] 所述上引连铸过程中，铸坯的尺寸需要根据Sn元素含量进行选择，Sn含量在4.5～

5.5wt.％时，圆形铸杆直径不超过30mm；Sn含量为5.5～6.5wt.％时，圆形铸杆直径不超过

25mm；Sn含量为6.5～8wt.％时，圆形铸杆直径最大不超过20mm，用以避免制备的合金铸坯

发生反偏析。

[0036] 所述第二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第一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第二次冷加工的道次

变形量≤第一次冷加工的道次变形量。

[0037] 所述时效处理温度在300℃‑450℃之间，时效时间在1‑8h之间，且一次时效的温度

要高于二次时效的温度，以确保合金获得优异的组织，保障合金获得高的抗软化温度。

[0038] 本发明通过采用Cu、Ni、Sn、Al、Zn、Si或Nb作为原材料，通过熔炼，上引连铸，均匀

化和固溶处理，形变热处理等多种强化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制备合金，显著提高了合金性能，

使得合金的强度达1200～1600MPa，弹性模量达135‑150GPa，抗软化温度在580～650℃，改

善了现有Cu‑Ni‑Sn系高强高弹铜合金抗高温软化能力不足的问题，满足现航天、航空以及

微电子工业高性能导电弹性器件等发展的要求。

[0039]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成果为：

[0040] 1)本发明通过上引连铸的方法，能够改善Cu‑Ni‑Sn系合金铸态组织的偏析问题，

同时该方法具有安全环保、高效节能的优点，符合我国环保政策和能耗双控政策的要求。具

体来讲，通过控制Sn元素含量、铸锭尺寸和上引连铸工艺，达到减小枝晶间距，消除合金的

微观和宏观偏析，降低生产流程，简化生产工艺的目的。

[0041] 2)通过合金化法调控Cu‑Ni‑Sn系铜合金的显微组织和微观结构，抑制合金时效后

期的不连续沉淀，显著提高Cu‑Ni‑Sn系铜合金的强度和硬度，同时使得其抗高温软化能力

大幅度提升。Al、Zn、Si或Nb元素的单独添加或复合添加，均可有效的抑制不连续沉淀的形

核和长大。其中，Si或Nb元素的添加，可以与Ni形成粗大的Ni31Si11相或Ni3Nb相，一方面占据

不连续沉淀的形核位置，另一方面促进再结晶反应的发生，综合作用显著抑制不连续沉淀

相的形成和长大，从而提高合金的耐高温时效能力和高温抗软化能力；Al元素替代Sn可保

持合金原有的性能，降低Sn的偏析；Zn元素主要以固溶原子的方式存在于合金内部，对合金

的力学性能和高温抗软化性能有较大的贡献。Al、Zn、Si或Nb元素的复合添加，一方面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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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合金的显微组织和结构，另一方面可显著提高合金的性能，最终制备出抗高温软化性能

优异的高强高弹Cu‑Ni‑Sn系铜合金。

[0042] 3)Cu‑Ni‑Sn‑Al‑Zn‑Si、Cu‑Ni‑Sn‑Al‑Zn‑Nb和Cu‑Ni‑Sn‑Al‑Zn‑Si‑Nb合金具有较

好的综合性能，抗拉强度、弹性模量、软化温度分别可达到1200～1600MPa、135‑150GPa、580

～650℃。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实施例1的铸态组织图。

[0044] 图2为对比例1的铸态组织图。

[0045] 从图1和图2可知，采用普通感应熔炼浇铸的方式制备的Cu‑Ni‑Sn系铜合金铸态组

织枝晶粗大，成分偏严重，采用上引连铸的方法制备的合金，可以显著减小铸态组织的枝晶

间距，并使其分布的更加均匀。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47] 实施例1：

[0048] 步骤一、按照合金组分：15wt.％的Ni，6wt.％的Sn、1.4wt.％的Al、0.5wt.％的Zn、

0.5wt.％的Si，余量为纯铜。其中，Ni、Sn、Al、Zn、Si的纯度为99.95wt.％。将配好的铜放入

熔炼坩埚内，将Ni、Sn、Al、市售Cu‑5Zn中间合金和Si元素分别放至加料托盘上；开始熔炼，

当纯铜完全熔化后，投入纯镍块，并加入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的覆盖剂混合体，此时温度控

制在1200～1300℃，当纯镍块完全熔融后，保温5‑8分钟，充入氩气或者氮气对熔体进行搅

拌除气；然后依次加入Si、Al、Sn、和Cu‑Zn中间合金，保温3～5min之后，将熔体温度降温至

1150℃准备上引连铸。

[0049] 步骤二、采用氮化硼材料作为结晶器材料，利用虹吸原理使得所述熔炼炉中的合

金液进入上引连铸结晶器中，在上引连铸结晶器中通过冷却水系统进行冷却结晶，结晶器

冷却水的压力为0.3‑0.5MPa，上引结晶器的冷却水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50℃，牵引

过程中熔体的液面高度变化不超过±20mm，且上引连铸过程中节矩为3mm，连续牵引速率为

120cm/min，最终牵引出的圆形铸杆直径为22mm。

[0050] 步骤三、将上述合金铸杆在890℃均匀化处理7h，然后迅速水冷，获得过饱和固溶

体合金。

[0051] 步骤四、将步骤三的合金杆料进行形变和热处理，首先将合金杆料进行第一次冷

加工处理，第一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80％，然后在400℃时效处理4h，再进行第二次冷加

工处理，第二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60％，然后在350℃时效处理3h，其铸态组织如图1所

示。

[0052] 对比例1：

[0053] 其他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合金成分为Cu‑15Ni‑8Sn合金，而无其他

元素的添加，且采用的是真空熔炼‑浇铸的方式制备合金杆坯，其铸态组织如图2所示。

[0054] 实施例2：

[0055] 步骤一、按照合金组分：15wt.％的Ni，6wt.％的Sn、1.6wt.％的Al、0.8wt.％的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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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wt.％的Nb，余量为纯铜。其中，Ni、Sn、Al、Zn、Nb的纯度为99.95wt.％。将配好的铜放入

熔炼坩埚内，将Ni、Sn、Al、Cu‑5Zn中间合金和Nb元素分别放至加料托盘上；开始熔炼，当纯

铜完全熔化后，投入纯镍块，并加入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的覆盖剂混合体，此时温度控制在

1200～1300℃，当纯镍块完全熔融后，保温5‑8分钟，充入氮气或氩气对熔体进行搅拌除气；

然后依次加入Nb、Al、Sn、和Cu‑Zn中间合金，保温3～5min之后，将熔体温度降温至1160℃准

备上引连铸。

[0056] 步骤二、采用氮化硼材料作为结晶器材料，利用虹吸原理使得所述熔炼炉中的合

金液进入上引连铸结晶器中，在上引连铸结晶器中通过冷却水系统进行冷却结晶，结晶器

冷却水的压力为0.3‑0.5MPa，上引结晶器的冷却水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50℃，牵引

过程中熔体的液面高度变化不超过±20mm，且上引连铸过程中节矩为3mm，连续牵引速率为

120cm/min，最终牵引出的圆形铸杆直径为22mm。

[0057] 步骤三、将上述合金铸杆在900℃均匀化处理4h，然后迅速水冷，获得过饱和固溶

态。

[0058] 步骤四、将步骤三的合金杆料进行形变和热处理，首先将合金杆料进行第一次冷

加工处理，第一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85％，然后在400℃时效处理3h，再进行第二次冷加

工处理，第二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65％，然后在350℃时效处理4h。

[0059] 其他条件与实施例3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合金成分为Cu‑15Ni‑6Sn合金，而无其他

元素的添加。

[0060] 实施例3：

[0061] 步骤一、按照合金组分：15wt.％的Ni，4.8wt.％的Sn、1.2wt.％的Al、0.5wt.％的

Zn、0 .5wt .％的Si，0 .5wt .％的Nb，余量为纯铜。其中，Ni、Sn、Al、Zn、Si和Nb的纯度为

99.95wt.％。将配好的铜放入熔炼坩埚内，将Ni、Sn、Al、Cu‑Zn中间合金、Si和Nb元素分别放

至加料托盘上；开始熔炼，当纯铜完全熔化后，投入纯镍块，并加入优质木碳和石墨鳞片的

覆盖剂混合体，此时温度控制在1200～1300℃，当纯镍块完全熔融后，保温5‑8分钟，充入氩

气气体对熔体进行搅拌除气；然后依次加入Nb、Si、Al、Sn、和Cu‑10Zn中间合金，保温3～

5min之后，将熔体温度降温至1150℃准备上引连铸。

[0062] 步骤二、采用氮化硼材料作为结晶器材料，利用虹吸原理使得所述熔炼炉中的合

金液进入上引连铸结晶器中，在上引连铸结晶器中通过冷却水系统进行冷却结晶，结晶器

冷却水的压力为0.3‑0.5MPa，上引结晶器的冷却水进水温度≤30℃，出水温度≤50℃，牵引

过程中熔体的液面高度变化不超过±20mm，且上引连铸过程中节矩为3mm，连续牵引速率为

110cm/min，最终牵引出的圆形铸杆直径为26mm。

[0063] 步骤三、将上述合金铸杆在870℃均匀化处理6h，然后迅速水冷，获得过饱和固溶

态。

[0064] 步骤四、将步骤三的合金杆料进行形变和热处理，首先将合金杆料进行第一次冷

加工处理，第一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90％，然后在400℃时效处理5h，再进行第二次冷加

工处理，第二次冷加工的总变形量为70％，然后在350℃时效处理4h。

[0065] 对比例3：

[0066] 其他条件与实施例3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合金成分为Cu‑15Ni‑4.8Sn合金，而无其

他元素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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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合金最终的力学性能、弹性模量和耐温性测试结果

[0068]

[0069]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采用上引连铸和合金化的方法制备的Cu‑Ni‑Sn系铜合

金，可以显著减小枝晶间距，消除合金的微观和宏观偏析，降低生产流程，简化生产工艺，同

时可以显著提高合金的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和抗软化温度，特别适用于航天、航空以及微电

子工业高性能导电弹性器件等的应用。

[0070] 以上描述了本发明优选实施方式，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

在此公开的实施方案可进行并不偏离本发明范畴和精神的改进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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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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