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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

(57)摘要

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

在最底层的铜板和中间层的钼板或钼铜板的上

表面的边缘处开设通槽，在通槽内放置白铜丝，

然后按铜板‑钼板‑铜板或铜板‑钼铜板‑铜板叠

合固定锁紧，整体放入氢气炉内，通入氢气，然后

再烧结，冷却后得到结合面没有氧化的铜钼铜或

铜钼铜铜预复合材料，最后热轧后冷却修边，得

到复合界面无氧化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

料。本发明通过在边缘处设置白铜，将结合面与

外界隔离开来，因而在冷却以及后续的热轧过程

中空气不能到达结合面处，所以也不会对开始冷

却时依然高温的结合面氧化，以及在热轧过程中

结合面同样不会被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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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最底层的铜板和中间层

的钼板或钼铜板的上表面的边缘处开设通槽，在通槽内放置白铜丝，然后按铜板‑钼板‑铜

板或铜板‑钼铜板‑铜板叠合固定锁紧，整体放入氢气炉内，通入氢气，然后再烧结，冷却后

得到结合面没有氧化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预复合材料，最后热轧后冷却修边，得到复合界

面无氧化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通槽位于铜

板、钼板或钼铜板距离边缘处0.5‑1.5mm的位置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通槽位于铜

板、钼板或钼铜板距离边缘处1mm的位置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通槽的宽度

大于白铜丝的外径，通槽的深度小于白铜丝的外径。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通槽的宽度

大于白铜丝的外径0.05‑0.15mm，通槽的深度小于白铜丝的外径0.2‑0.4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氢气炉内的

烧结温度为850‑1050oC。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氢气炉内的

烧结温度为950oC。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氢气炉内的

烧结时间为0.5‑4h。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热轧温度

为750‑900  oC。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修边时，去

除铜钼铜或铜钼铜铜预复合材料边缘处1.5‑4mm的边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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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材料的生产工艺，具体涉及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

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铜钼铜(CMC）以及铜钼铜铜（CPC）由于具有较佳的性能而被广泛作为微电子封装

热沉材料使用，具体方式是将铜板‑钼板‑铜板或铜板‑钼铜板‑铜板轧制或高温合成整体的

复合材料板。然而，机械轧制有可能导致钼板开裂或分层，而在高温复合过程中，铜板和钼

板或铜板和钼铜板之间依然是物理贴合，还会有一定间隙，在冷却过程中，氧气会进入间隙

内，进而氧化依旧高温的界面处，使界面的结合强度变差，复合材料的Z向热导率变差，线膨

胀系数高。

[0003] 如申请号CN201210040115.4，名称为“一种铜钼铜层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公开

了一种铜钼铜层状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属异种金属连接技术领域。本发明的主要特征是

将粉末冶金制得的钼板和铜板材轧制成不同厚度，高温退火去除内应力，再将不同厚度比

的钼板和铜板材进行表面打磨清洗，烘干后层叠放入氢气隧道炉中，在高温和一定压力的

作用下复合成层状复合板材。

[0004] 又有申请号CN201710015526.0，名称为“一种铜钼铜多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的

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铜钼铜多层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钼板及铜坯的预处理步

骤、镶铸板材的排列组装步骤、加热镶铸步骤、打磨修整步骤、热轧及退火热处理步骤以及

冷轧及退火热处理步骤。本发明利用镶铸+轧制的方法，将铜钼铜板材复合在一起，形成了

多层复合结构，而且对坩埚进行了设计，提高了铜钼铜厚度比的准确性，这种方法不仅使铜

钼材料紧密复合在一起，而且显著增强了复合界面的结合强度，同时，对铜钼铜复合板材的

导热、导电和膨胀系数可控性能都有了显著提高。

[0005] 上述方案一是将复合后的材料在氢气炉中随炉冷却，且在冷却过程中还需要继续

通入氢气，这样的冷却速度慢，且长时间的氢气通入也不安全。方案二中是将加热后的复合

材料在真空加热炉中冷却，速度较慢，成本较高。因此，还是需要改进。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当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在制备过程中其接触界面容易氧化，

导致复合材料性能下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避免接

触面在冷却过程中被氧化。

[0007]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为：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

产工艺，在最底层的铜板和中间层的钼板或钼铜板的上表面的边缘处开设通槽，在通槽内

放置白铜丝，然后按铜板‑钼板‑铜板或铜板‑钼铜板‑铜板叠合固定锁紧，整体放入氢气炉

内，通入氢气，然后再烧结，冷却后得到结合面没有氧化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预复合材料，

最后热轧后冷却修边，得到复合界面无氧化的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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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通槽位于铜板、钼板或钼铜板距离边缘处0.5‑1.5mm的位置处。

[0009] 进一步地，通槽位于铜板、钼板或钼铜板距离边缘处1mm的位置处。

[0010] 进一步地。通槽的宽度大于白铜丝的外径，通槽的深度小于白铜丝的外径。

[0011] 进一步地，通槽的宽度大于白铜丝的外径0.05‑0.15mm，通槽的深度小于白铜丝的

外径0.2‑0.4mm。

[0012] 进一步地，通槽的宽度大于白铜丝的外径0.1mm，通槽的深度小于白铜丝的外径

0.3mm。

[0013] 进一步地，氢气炉内的烧结温度为850‑1050oC。

[0014] 进一步地，氢气炉内的烧结温度为950oC。

[0015] 进一步地，氢气炉内的烧结时间为0.5‑4h。

[0016] 进一步地，氢气炉内的烧结时间为1h。

[0017] 进一步地，热轧温度为750‑900  oC。

[0018] 进一步地，热轧温度为850  oC。

[0019] 进一步地，修边时，去除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边缘处1.5‑4mm的边缘部分。

[0020] 进一步地，铜板、钼板或钼铜板叠合前进行表面处理以去除污物。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在最底层的铜板以及中间的钼板或钼铜板的边缘处放置白铜，在加热

复合的过程中白铜会被融化，均匀分布在结合面的四周，将结合面与外界隔离开，使得在冷

却的过程中，白铜将两种材料焊接起来，使得氧气不能进入结合面处，因而不会对开始冷却

时依然高温的结合面氧化。且在冷却后，再经过热轧，提高复合界面强度，最后再对复合材

料进行的修边操作避免白铜混入铜与钼或钼铜之间的复合界面处，保证了复合材料的性

能。这样制备出的复合材料结合面完全没有被氧化，大大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性能。而修边产

生的余料由于熔点不同而能够很容易进行分离，以回收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在铜板或钼板或钼铜板上开设通槽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通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

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

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

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24] 实施例一

一种铜钼铜或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生产工艺，本实施例中，以铜钼铜复合材料为例

进行说明，铜钼铜铜复合材料的生产方式只需将本实施例中的钼板替换为钼铜板即可。如

图1所示，在最底层的铜板和钼板的上表面开设通槽1，开通槽1后的铜板和钼板以及最上层

铜板的接触面需要进行去除氧化层和污染物等表面处理。在通槽1内放置白铜，按铜板、钼

板、铜板叠合锁紧固定，将多块叠合后的材料板堆放到石墨板上，并在最顶上也放置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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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然后将两端的石墨板锁紧，以进一步将叠合后的材料板锁紧。将整体放入氢气炉中，先

通氢气，利用氢气将铜板和钼板结合面处的氧气赶跑，然后再加热，这样就能避免结合面在

加热过程中被氧化，且在加热的过程中，加热的温度需要高于白铜的熔点但低于铜的熔点，

保证白铜能够熔化而铜不会熔化。加热完成后，将材料板取出冷却，得到预复合材料板，由

于加热中的温度高于白铜熔点，加上物质热胀冷缩的原理，因此白铜会熔化在通槽1处且填

满通槽1处的结合面，这样将围在通槽1内的结合面与外部完全隔离开来，外部空气不能进

入结合面处，彻底避免了冷却过程中结合面的氧化。且此预复合材料板可以直接放在空气

中冷却，不需要特殊的冷却场所，既降低了生产成本，也加快了冷却速度。最后对冷却后的

预复合材料板进行热轧，进一步提高复合界面的强度，再次冷却后修边，即得到满足要求的

复合材料板。

[0025] 通槽1距离边缘处0.5‑1 .5mm的位置，优选为1mm，既要保证通槽1在整个上表面处

连续闭合，不会由于离边缘太近而形成缺口，也不至于离边缘太远而使能够有效利用的面

积过小。通槽1的宽度和深度根据选用的白铜丝的大小来确定，其宽度略大于白铜丝外径，

优选比外径大0.05‑0 .15mm，如当选用的白铜丝外径为0.5mm时，通槽1宽度可以优选为

0.55mm‑0.6mm之间；当选用的白铜丝外径为1mm时，通槽1宽度可以为1.1mm左右。考虑到通

槽1的宽度大于白铜的外径，白铜放置到通槽1后会在通槽1内留有间隙，因此，通槽1的深度

与小于白铜的外径，如小于0.2‑0.4mm，具体根据通槽1与白铜间的间隙大小来选择，避免过

大时熔化后的白铜不能填满通槽1处铜板与钼板之间的结合面、或过小时白铜溢出通槽1处

的结合面流入铜板或钼板中间，影响复合材料板的质量。

[0026] 放入通槽1内的白铜选择市购的白铜丝即可，通常使用外径0.5mm或1mm的规格，具

体根据所制作的复合材料的尺寸选取，当复合材料的尺寸较大时，通槽1的长度较长，最好

选取1mm的白铜丝，此时可以使通槽1离边缘距离稍大一些，通槽1的宽度和深度也稍大，以

方便加工；反之，当复合材料尺寸较小时，可以选取0.5mm的白铜丝。

[0027] 氢气炉内的烧结温度控制在850‑1050  oC之间，使白铜能够熔化而铜板不会熔化，

也可以进一步限定在900‑1000  oC之间，优选为950  oC，此时，白铜彻底熔化，但温度也不至

于太高而导致能耗过高。烧结的时间为0.5‑4h，优选为1h，具体根据氢气炉内的温度参考选

择。当温度低时，烧结时间可相对延长；而当温度高时，可相对缩减烧结时间。

[0028] 热轧时的温度控制在750‑900  oC之间，既要保证温度足够高以达到提高结合界面

强度的效果，但又需低于白铜的熔点保证在热轧时白铜焊接的部位不会变化，这样，氧气才

不会进入到预复合材料的内部去，从而保证在热轧的过程中，复合界面不会被氧化，这对复

合材料的质量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热轧温度优选为850oC，此温度下，白铜性能较稳

定，热轧效果也较好。通过热轧，进一步提高了复合界面的强度，得到复合界面良好的铜钼

铜复合材料。

[0029] 热轧后需要对预复合材料板进行修边操作，以去除混有白铜的部分。可将预复合

材料板边缘处包括通槽1在内的1.5‑4mm的边缘去除，具体根据通槽1离边缘处的距离以及

通槽1的宽度选取，需保证最后的复合材料上不会混有白铜。当通槽1离边缘近、且通槽1的

宽度较小时，需要切除的边缘部分则会较小；反之，当通槽1离边缘较远、且通槽1的宽度较

大时，可能需要去除较大的边缘部分，这样才能将结合面处的白铜全部去除。

[0030] 本实施例所采用的复合材料生产方法，可以将多个待加热的材料板同时放入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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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中加热，适合批量生产，冷却时也无需特殊场所的要求，冷却速度快。而修边后的铜、钼和

白铜由于熔点不同，能够较容易就分离回收再利用，不会存在材料上的浪费。由此方法得当

的复合材料，其结合面处完全不会被氧化，性能优越，同时此种方法能够生产出宽度在

300mm以上的大件的CMC和CPC，能够适应不同的尺寸要求。

[0031]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或变换，因此所有等同的

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由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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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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