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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由以

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1 .0-9 .0%的Zn，0 .5-

10.0%的Bi，0.3-3.5%的Sb，0.15-0.9%的Cr，0.1-

0 .5%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本

发明的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

电极电位0.0531-0.3017V，熔点203.3-219.5℃，

抗拉强度50.1-98.6MPa，延伸率18.3-35.7%；本

发明的锡合金制备成本低、熔化温度低于纯锡，

热镀层IMC厚度薄且厚度长大趋势小，使用中不

易产生空洞和晶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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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Ni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其特征在于，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8.0-9 .0%的

Zn，6.5-10.0%的Bi，0.3-3.5%的Sb，0.15-0.9%的Cr，0.1-0.5%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

杂质元素；

所述的锡合金由纯Sn、纯Sb、纯Bi、纯Zn、中间合金SnCu7和中间合金SnCr1.5制成；

所述的纯Sn、纯Sb、纯Bi和纯Zn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99.95%以上；

所述的中间合金SnCu7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u≥6.9%，余量为Sn；

所述的中间合金SnCr1.5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r≥1.49%，余量为Sn；

所的锡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所述各元素质量分数称取纯Sn、纯Sb、纯

Bi、纯Zn、中间合金SnCu7和中间合金SnCr1.5，将纯Sn放入中频真空熔炼炉内进行熔炼，抽

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5-0.010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升温至550-650℃，保温至

纯Sn完全熔化；加入纯Sb和纯Bi，保温至纯Sb和纯Bi完全熔化；加入纯Zn，保温至纯Zn完全

熔化；加入中间合金SnCu7，保温至中间合金SnCu7完全熔化；加入中间合金SnCr1.5，保温至

中间合金SnCr1.5完全熔化；降温至400℃浇注成锭，即制得一种含Ni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Ni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频真空熔炼炉

内的炉衬材料为镁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Ni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合金SnCu7

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质量比93:7称取纯Sn和纯Cu，放入水冷铜套真空非自耗熔

炼炉，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5-0.010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配料

完全熔化，关闭电弧使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将凝固后熔体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步骤

2-4次，即制得中间合金SnCu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Ni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合金

SnCr1.5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质量比98.5:1.5称取纯Sn和纯Cr，放入水冷铜套真

空非自耗熔炼炉，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7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

配料完全熔化，关闭电弧使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将凝固后熔体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

步骤2-4次，即制得中间合金SnC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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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镀层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镀锡的铜合金板带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汽车、通讯及电子等高端领域，尽

管我国铜板带产业不断发展，但目前镀锡的铜合金板带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关于

铜合金板带镀锡层的组织结构、性能及生产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镀锡的研究，电镀锡

主要优点是镀层金属厚度均匀并可随意控制，但其生产工艺繁琐、操作要求严格、电镀设备

价格高、电镀液成分复杂。

[0003] 热浸镀是将经过处理的金属工件浸入熔融金属中获得金属镀层的一种方法，简称

热镀。与电镀相比，热浸镀的优点是可焊接性好、镀层致密牢固、生产简单、流程简单、交货

期短、设备简单价格低等，缺点是锡渣多、锡层厚度不均匀、锡液易氧化、存放周期短等。目

前我国关于热浸镀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钢铁表面的热浸镀锡，即大多数热浸镀锡的基体金

属为钢铁材料，而以铜或铜合金为基体材料的热浸镀锡则较为少见。

[0004] 纯锡不宜直接用于热浸镀工艺，主要原因在于，室温停留时间较长或高温工作容

易使热镀锡材料表面形成导电性的晶须，造成电子连接器或集成电路板短路，因此对铜及

铜合金材料热镀专用的锡基合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

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1.0-9.0%的Zn，0.5-10.0%的Bi，0.3-3.5%的Sb，0.15-0.9%的Cr，0.1-

0.5%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锡合金由纯Sn、纯Sb、纯Bi、纯Zn、中间合金SnCu7（指该中间合金

中Cu的质量分数为7%，Sn的质量分数为93%）和中间合金SnCr1.5（指该中间合金中Cr的质量

分数为1.5%，Sn的质量分数为98.5%）制成。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纯Sn、纯Sb、纯Bi和纯Zn中至少有一种金属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

为99.95%以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中间合金SnCu7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u≥6.9%，余量为Sn。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中间合金SnCr1 .5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r≥1.49%，余量为

Sn。

[0011] 一种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以上所述锡合金中各

元素质量分数称取纯Sn、纯Sb、纯Bi、纯Zn、中间合金SnCu7和中间合金SnCr1.5，将纯Sn放入

中频真空熔炼炉内进行熔炼，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5-0.010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

0.3MPa，升温至550-650℃，保温至纯Sn完全熔化；加入纯Sb和纯Bi，保温至纯Sb和纯Bi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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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加入纯Zn，保温至纯Zn完全熔化；加入中间合金SnCu7，保温至中间合金SnCu7完全熔

化；加入中间合金SnCr1.5，保温至中间合金SnCr1.5完全熔化；降温至400℃浇注成锭，即制

得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中频真空熔炼炉内的炉衬材料为镁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合金SnCu7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质量比93:7称取纯

Sn和纯Cu，放入水冷铜套真空非自耗熔炼炉，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7Pa，然后充入氩气

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配料完全熔化，关闭电弧使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将凝固后熔体

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步骤2-4次，即制得中间合金SnCu7。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合金SnCr1.5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按照质量比98.5:1.5

称取纯Sn和纯Cr，放入水冷铜套真空非自耗熔炼炉，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5-0.010Pa，

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配料完全熔化，关闭电弧使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

将凝固后熔体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步骤2-4次，即制得中间合金SnCr1.5。

[0015] 本发明中各合金元素的作用及有益效果：

[0016] 1、Cu主要作用：热镀时，提高锡合金与铜基体之间的润湿性，改善液态合金在铜基

体上的铺展能力，尤其是以含Ni的铜合金作为基体材料时，有助于在铜合金基体表面形成

合金中间化合物（CuNi）6Sn5，进而提高锡合金与铜基体之间的润湿性，同时具有固溶强化提

高合金硬度、改善合金耐磨性的作用；

[0017] 2、Zn的作用：主要是降低锡合金的熔点；在保持合金塑性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

提高合金的抗拉强度和蠕变性能；在潮湿环境下形成SnZn混合氧化膜，并且由于混合氧化

膜体积膨胀易开裂，从而可提高电子连接器热镀锡层的可靠性；

[0018] 3、Bi的作用：可以使针状的Cu6Sn5化合物转变为扇贝状的化合物，阻止穿透性

Cu6Sn5化合物的形成；降低锡合金的熔液的表面张力，提高合金液的铺展能力；降低锡合金

的熔点；提高热浸镀Sn合金层的强度与硬度；少量Bi质点的存在，可以提高合金的电接触特

性，促进合金表面氧化膜的剥落；

[0019] 4、Sb的作用：主要抑制金属间化合物的生长趋势和降低长大速率；降低锡合金成

本；提高锡合金的硬度，从而提高热镀锡合金的微动磨损抗力；

[0020] 5、Cr的作用：与Zn联合添加，可以提高锡合金的抗氧化性能；与Bi协同添加，可以

改善锡合金的润湿性能，抑制表面氧化膜的生长；细化合金组织，改善合金的塑性；在长期

使用过程中，可在电流热效应的作用下发生时效形成SnZnCr中间相，具有人工时效强化效

应；

[0021] 6、本发明铜合金热镀用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0531-0.3017V，熔

点203.3-219.5℃，抗拉强度50.1-98.6MPa，延伸率18.3-35.7%；本发明的锡合金制备成本

低、熔化温度低于纯锡，热镀层IMC厚度薄且厚度长大趋势小，使用中不易产生空洞和晶须

等优点，可用于加工铜合金板带进行热浸镀深加工，经本发明的合金进行热浸镀的铜合金

板带产品主要用于集成电路、电子电器、智能装备、汽车工业等领域各类电子连接器和电子

接插件等的制造。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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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7.0%的Zn，3.0%的

Bi，0.5%的Sb，0.15%的Cr，0.2%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25] 所述锡合金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中间合金的制备：

[0027] 按照93:7的质量比称取纯Sn和纯Cu，放入水冷铜套真空非自耗熔炼炉，抽真空至

炉内压强为0.007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配料完全熔化，关闭电弧使

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将凝固后熔体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步骤3次，即制得中间合金

SnCu7；所述的中间合金SnCu7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u≥6.9%，余量为Sn；

[0028] 按照98.5:1.5的质量比称取纯Sn和纯Cr，放入水冷铜套真空非自耗熔炼炉，抽真

空至炉内压强为0.007Pa，然后充入氩气至0.2-0.3MPa，电弧熔炼至配料完全熔化，关闭电

弧使熔体冷却至完全凝固，将凝固后熔体翻面，重复熔化、冷却、翻面步骤3次，即制得中间

合金SnCr1.5；所述的中间合金SnCr1.5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为：Cr≥1.49%，余量为Sn；

[0029] （2）按照所述各元素质量分数称取纯Sn、纯Sb、纯Bi、纯Zn、中间合金SnCu7和中间

合金SnCr1.5，所述的纯Sn、纯Sb、纯Bi和纯Zn中的纯度以质量分数计均为99.95%以上；将纯

Sn放入中频真空熔炼炉内进行熔炼，炉衬材料为镁砂，抽真空至炉内压强为0.008Pa，然后

充入氩气至0.2-0.3MPa，升温至600℃，保温至纯Sn完全熔化（约30-60min）；加入纯Sb和纯

Bi，600℃保温至纯Sb和纯Bi完全熔化（约30-60min）；加入纯Zn，600℃保温至纯Zn完全熔化

（约30-60min）；加入中间合金SnCu7，600℃保温至待中间合金SnCu7完全熔化（约30-

60min）；加入中间合金SnCr1.5，600℃保温至中间合金SnCr1.5完全熔化（约30-60min）；降

温至400℃，选用钢模作为模具浇注成锭，即制得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

[0030] 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1673V，熔点202 .4℃，抗拉强度

57.3MPa，延伸率32.7%。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8.0%的Zn，6.5%的

Bi，2.0%的Sb，0.30%的Cr，0.25%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33]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0878V，熔点

214.5℃，抗拉强度81.73MPa，延伸率25.9%。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9.0%的Zn，10.0%的

Bi，3.5%的Sb，0.5%的Cr，0.3%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36]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0775V，熔点

227.4℃，抗拉强度98.6MPa，延伸率18.3%。

[0037] 实施例4

[0038]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1.0%的Zn，0.5%的

Bi，0.3%的Sb，0.9%的Cr，0.4%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39]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3017V，熔点

203.3℃，抗拉强度50.1MPa，延伸率35.7%。

[0040]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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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3.0%的Zn，4.5%的

Bi，1.25%的Sb，0.65%的Cr，0.5%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42]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2138V，熔点

209.2℃，抗拉强度70.7MPa，延伸率28.4%。

[0043] 实施例6

[0044] 一种铜合金板带热镀用锡合金，由以下质量分数的元素组成：5.0%的Zn，8.0%的

Bi，2.8%的Sb，0.8%的Cr，0.1%的Cu，余量为Sn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元素；

[0045]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制得的锡合金的性能指标为：标准电极电位0.1153V，熔点

219.5℃，抗拉强度74.6MPa，延伸率26.9%。

[0046]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具体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基本构思的情况下，

任何替换和改进均应纳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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