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542969.4

(22)申请日 2019.06.21

(71)申请人 延安速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716000 陕西省延安市高新区创新科

技产业园

(72)发明人 郑相军　陈育通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杜娟

(51)Int.Cl.

C22C 9/04(2006.01)

C22C 9/00(2006.01)

C22C 1/03(2006.01)

C22F 1/08(2006.01)

C22F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

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 0 .2％～0 .8％，Ca 

0.05％～0.5％，B 0.005％～0.01％，其余为Cu

和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本

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以电解

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

料，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升温

待纯铜熔化后，加入纯锌待熔化后，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加入Cu-Ca中间合金熔化，最后再

加入冰晶石混合氟化钙，使其熔化均匀得到合金

熔体；然后，将合金熔体半连铸成板坯，再将板坯

进行双面铣面；再将板坯进行冷轧变形，并退火；

最后再次冷精轧退火，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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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锌记忆合金，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 .2％～

0.8％，Ca为0.05％～0.5％，B为0.005％～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

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2.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干，在

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00℃～1250℃使

得纯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00℃～112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20

℃～1060℃，再加入Cu-B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20℃～1060℃，加入Cu-Ca中间

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

CuZnCaB合金熔体；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再将板坯

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缺陷；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进行退

火；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得到冷精轧板材，最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

次在氨气气氛下进行退火，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半连铸的

条件：铸造温度为1100℃～1150℃，铸造速度为4.0m/h～6.5m/h，冷却水压力为0.04MPa～

0.08MPa。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每冷轧一

道次的变形量为20％～30％，总变形量为70％～85％。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退火条件：

温度为630℃～720℃，时间为0.5h～2h。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冷精轧的

变形量为10％～20％。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退火条件：

温度为720℃～750℃，时间为0.5h～2h。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得到的铜锌合金，

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2％～0.8％，Ca为0.05％～0.5％，B为0.005％～

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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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锌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新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铜锌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锌合金具有很好的机械性能以及良好的耐蚀性、导电和导热性能，而且具有比

较低的价格和漂亮的外观，因此，在电子电讯、家电、饮用水工程、航空航天、五金装饰、机

械、仪表等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0003] 目前铜锌合金的形状记忆效果差，防垢性能和防腐性能不好，不能完全满足市场

的需求。因此，提高铜锌合金的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铜锌记忆合金，解决了现有铜锌合金的性能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铜锌记忆合金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

Zn为0.2％～0.8％，Ca为0.05％～0.5％，B为0.005％～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

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07] 本发明的另一技术方案是，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

骤：

[0008]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00℃～1250

℃使得纯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00℃～112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

1020℃～1060℃，再加入Cu-B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20℃～1060℃，加入Cu-Ca

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

CuZnCaB合金熔体；

[0009]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再将

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缺陷；

[0010]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进

行退火；

[0011]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得到冷精轧板材，最后再将冷精轧板

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进行退火，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12] 本发明的其他特点还在于，

[0013] 步骤2中半连铸的条件：铸造温度为1100℃～1150℃，铸造速度为4.0m/h～6.5m/

h，冷却水压力为0.04MPa～0.08MPa。

[0014] 步骤3中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20％～30％，总变形量为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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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3中退火条件：温度为630℃～720℃，时间为0.5h～2h。

[0016] 步骤4中冷精轧的变形量为10％～20％。

[0017] 步骤4中退火条件：温度为720℃～750℃，时间为0.5h～2h。

[0018] 制备得到的铜锌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2％～0.8％，Ca为

0.05％～0.5％，B为0.005％～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

比总和是100％。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铜锌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铜锌合金通

过添加钙和微量硼元素，达到优于传统铜锌性能的目的，与现有的铜锌合金相比，其形状记

忆效果更好、防垢性能更高、防腐蚀效果更好，可应用于工业、民用、石油石化等领域。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的E-I曲线；

[0021] 图2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的S-|I-1|的拟合直线图；

[0022] 图3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的ln((R1+S)/2)对-|ΔE1|的拟合直线图；

[0023] 图4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的ln((R1-S)/2)对-|ΔE1|的拟合直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5] 本发明的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2％～0.8％，

Ca为0.05％～0.5％，B为0.005％～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

百分比总和是100％。

[0026] 本发明的一种铜锌合金的制备方法，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27]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00℃～1250

℃使得纯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00℃～112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

1020℃～1060℃，再加入Cu-B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20℃～1060℃，加入Cu-Ca

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

CuZnCaB合金熔体；

[0028]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再将

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缺陷；

[0029] 步骤2中半连铸的条件：铸造温度为1100℃～1150℃，铸造速度为4.0m/h～6.5m/

h，冷却水压力为0.04MPa～0.08MPa。

[0030]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进

行退火；

[0031] 步骤3中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20％～30％，总变形量为70％～85％。

[0032] 步骤3中退火条件：温度为630℃～720℃，时间为0.5h～2h。

[0033]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得到冷精轧板材，最后再将冷精轧板

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进行退火，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34] 步骤4中冷精轧的变形量为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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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步骤4中退火条件：温度为720℃～750℃，时间为0.5h～2h。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2％，Ca为0.1％，B为

0.005％，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38] 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39]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00℃使得纯

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0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20℃，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20℃，加入Cu-Ca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

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CuZnCaB合金熔体；

[0040]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铸造

温度为1100℃，铸造速度为4.0m/h，冷却水压力为0.04MPa，再将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

面缺陷；

[0041]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20％，总变形

量为70％，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630℃进行退火1h；

[0042]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变形量为10％，得到冷精轧板材，最

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20℃进行退火1h，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43] 将实施例1制备得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进行电化学测试，并计算其表面的腐蚀速

率，电化学测试的E-I曲线如图1所示，采用腐蚀电流(Icorr)，腐蚀电流越小，材料的耐蚀性

能越好，这是因为腐蚀电流是由材料的溶解所造成的；

[0044] 根据E-I曲线计算S，并将S对|I-1|作图，如图2所示，拟合的直线方程为I-1＝

0.04758*S+0.0049。因此，可知Icorr＝0.04758mA，R2＝0.98979；

[0045] 将ln((R1+S)/2)对|ΔE1|作图，如图3所示，所得直线斜率为1/βc，拟合的直线方程

为ln((R1+S)/2)＝0.01612*ΔE1-0.03755，R2＝0.98877，所以1/βc＝0.01612；

[0046] 将ln((R1-S)/2)对-|ΔE1|作图，如图4所示，所得直线斜率为1/βa，拟合的直线方

程为ln((R1-S)/2)＝-0.03361|ΔE1|+0.05458，R2＝0.99635，所以1/βa＝0.03361；

[0047] 根据上述实验数据，计算实施例1制备得得到的铜锌记忆合金的腐蚀速率，腐蚀电

流密度Icorr＝0.04758mA/2.66cm2＝17.89uA/cm2则腐蚀速度Ke＝0.0117*Icorr＝0.209mm/

year。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8％，Ca为0.05％，B为

0.008％，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50] 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51]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50℃使得纯

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2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60℃，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60℃，加入Cu-Ca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

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CuZnCaB合金熔体；

[0052]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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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1150℃，铸造速度为6.5m/h，冷却水压力为0.08MPa，再将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

面缺陷；

[0053]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30％，总变形

量为85％，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630℃进行退火1h；

[0054]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变形量为20％，得到冷精轧板材，最

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630℃进行退火1h，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5％，Ca为0.3％，B为

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57] 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58]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20℃使得纯

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10℃，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40℃，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40℃，加入Cu-Ca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

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CuZnCaB合金熔体；

[0059]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铸造

温度为1120℃，铸造速度为5m/h，冷却水压力为0.06MPa，再将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

缺陷；

[0060]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25％，总变形

量为80％，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00℃进行退火2h；

[0061]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变形量为15％，得到冷精轧板材，最

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00℃进行退火2h，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62] 实施例4

[0063]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7％，Ca为0.1％，B为

0.007％，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64] 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65]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40℃使得纯

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15℃，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50℃，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50℃，加入Cu-Ca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

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CuZnCaB合金熔体；

[0066]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铸造

温度为1130℃，铸造速度为6m/h，冷却水压力为0.07MPa，再将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

缺陷；

[0067]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30％，总变形

量为75％，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00℃进行退火1h；

[0068]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变形量为12％，得到冷精轧板材，最

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40℃进行退火1h，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0069]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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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一种铜锌记忆合金，按照质量百分比包括如下组分：Zn为0.3％，Ca为0.4％，B为

0.01％，其余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以上组分的质量百分比总和是100％。

[0071] 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72] 步骤1，以电解纯铜、纯锌、Cu-Ca中间合金和Cu-B中间合金为原料，将所有原料烘

干，在非真空感应熔炼炉中加入电解纯铜，加入煅烧木炭作为覆盖剂，升温至1230℃使得纯

铜熔化，然后控制炉温在1105℃，加入纯锌，使得纯锌熔化，控制炉温在1050℃，再加入Cu-B

中间合金熔化，继续控制炉温在1050℃，加入Cu-Ca中间合金，将其熔化，最后再加入冰晶石

混合氟化钙，搅拌使其熔化均匀后，捞出残渣得到CuZnCaB合金熔体；

[0073] 步骤2，将步骤1得到的CuZnCaB合金熔体在半连续铸造机组上半连铸成板坯，铸造

温度为1130℃，铸造速度为6m/h，冷却水压力为0.07MPa，再将板坯进行双面铣面，去除表面

缺陷；

[0074]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板坯进行冷轧变形，每冷轧一道次的变形量为30％，总变形

量为75％，然后将冷轧后的板坯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00℃进行退火1h；

[0075] 步骤4，将步骤3得到的板坯再次进行冷精轧，变形量为12％，得到冷精轧板材，最

后再将冷精轧板材再次在氨气气氛下，温度为740℃进行退火1h，得到铜锌记忆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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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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