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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

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成分及质量百分比：镍14~
16%，锡7~9%，铌0~0.2%，锰0~0.8%余量为铜和不

可避免的杂质，本发明还公布了其制备方法：经

过配料、熔炼、铸造、修磨、锻造、固溶处理、机加

工、冷轧、定尺检测、条幅处理等步骤获得优质的

铜镍锡合金管材。优点在于：采用高频感应加热

可以快速将铸锭加热到工艺需要的温度，防止加

热速度过慢而导致偏析的缺陷产生；控制加热速

度、终锻温度和冷却速度，从而遏止管坯中偏析

的缺陷产生；提供了完整的铜镍锡管材的加工方

法，同时该方法适用于小批量多规格的铜镍锡管

材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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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铜合金管材质量百分比的

成分：镍14~16%，锡7~9%，铌0~0.2%，锰0~0.8%，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其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1）配料：按各原料的质量百分比称取相应的原料；

（2）熔炼：采用真空感应炉进行熔炼，待合金全部熔化后，精炼10~20分钟，降低功率，待

合金液表面结膜后，充氩气至0.8~0.95×105Pa，在上位料仓加入锰合金，调节功率控制金

属液温度；

（3）铸造：金属液浇铸温度为T1，采用铸铁模具；

（4）修磨：将冷却后的铸锭经过车削、打磨，去掉表面结疤、裂纹缺陷；

（5）锻造：采用高频感应加热迅速加热到T2，保温H1，根据所需管坯尺寸将铸锭锻造成

棒材，保证终锻温度大于800℃，锻造完成后快速冷却；

（6）固溶处理：将棒材加热到T3，保温H2，出炉后水冷；

（7）机加工：将固溶后的棒材采用钻削或车削的方式加工成合格尺寸的管坯；

（8）冷轧：将机加工后的管坯进行冷轧变形；

（9）定尺检验：按照客户要求对管材定尺，定尺后的管材进行尺寸、探伤、压力测试、导

电性项目的检测；

（10）条幅分解：将管材加热到T4，保温时间为H3完成分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T1为1250～12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

T2为800~1000℃，H1为5~2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

T3为800~1000℃，H2为0.5~8小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8）中

变形量控制在10~8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0）中

T4为：300~500℃，H3为0.5~8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0）中

所采用加热炉为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炉，采用气体冷却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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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镍锡系合金具有很高的强度、弹性、一定的导电性、优良的耐腐蚀和磨擦性能、

高温抗应力能力强、无毒、成本较低等特点，其中Cu‑15Ni‑8Sn系合金经较大形变热处理后，

由于相的分解在合金内形成周期性的调幅组织结构，可以获得抗拉强度达1400MPa的超高

强铜合金，从而取代Cu‑Be合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而受到极大的重视。

[0003] 目前关于铜镍锡系合金的专利大多涉及成分的设计和棒材的生产，没有专利介绍

关于大铸锭的生产方法，申请公布号为03151047.7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含钛的铜镍锡调幅分

解型耐磨轴承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在三元Cu‑Ni‑Sn合金中采用镍钛或铜钛中间合金方式加

入适量的第四组元钛，采用真空感应电炉熔炼或非真空熔炼后浇铸化‑淬火‑时效后机加工

成元件使用，但整个专利中并未具体浇铸工艺。申请号为201110073305.1的专利公开一种

铜镍锡合金带材的配方及生产工艺，该工艺采用转炉倒入保温炉后水平连铸的工艺生产了

合金带坯，和本发明的工艺路线完全不同。申请号201110376997.7的专利公开了一种铜镍

锡合金及其线材的制备方法，采用水平连铸的工艺获得线坯。申请号201310751407.3的专

利提供了一种开关插座用铜镍锡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在氮气保护气氛下，将原料合金熔液

浇入铸铁模中，冷却至室温即可，只能适用于开关插座和小型零件。申请号201510439403.0

的专利提供了一种铜镍锡合金带的生产方法，采用了高速双辊连铸工艺能够使熔融金属快

速凝固，有效抑制了锡元素的偏析，使产品组织结构更加均匀，与本发明的技术路线完全不

同。申请号201510723849.6的专利公开了一种铜镍锡合金棒材的制备方法：采用气雾化法

按照上述成分及质量百分比制备合金粉末，然后经冷等静压成型、真空烧结和锭坯包套的

方法制备合金锭坯，再用水封热挤压、冷旋锻及时效处理等工艺获得优质的铜镍锡合金棒

材，与本发明的技术路线完全不同。申请号  201610280996.5的专利公开了一种调幅分解型

高强铜镍锡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是：先配料，然后采用非真空电炉进行熔炼，再

进行热挤压，最后进行热处理成型，与本发明的技术路线存在明显差异。

[0004] 上述专利中均未涉及铜镍锡管材的加工工艺，管材加工中一般必须先将坯料做成

管坯，因此流程更长，复杂程度更大，变成过程更复杂。Cu‑15Ni‑8Sn一般采用固溶处理后对

合金进行一定的冷变形，可使合金同时得到形变强化与时效强化的双重功效。因Cu‑15Ni‑

8Sn合金的α相和γ相均为易发生多系滑移的面心立方结构，因此合金具有较好的冷加工硬

化性能。时效初期冷变形对调幅组织的出现影响不大，但合金在冷变形过程中位错不断增

加，形成位错网络，为下一步的时效强化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故时效前加以一定的冷变形，

能大幅提高合金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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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提

供一种高强耐磨铜合金管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铜镍锡合金管材质量百分比的

成分：镍14~16%，锡7~9%，铌0~0.2%，锰0~0.8%余量为铜和不可避免的杂质，其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06] （1）配料：按各原料的质量百分比称取相应的原料；

[0007] （2）熔炼：采用真空感应炉进行熔炼，待合金全部熔化后，精炼10~20分钟，降低功

率，待合金液表面结膜后，充氩气至0.8~0.95×105Pa，在上位料仓加入锰合金，调节功率控

制金属液温度；

[0008] （3）铸造：金属液浇铸温度为T1，采用铸铁模具；

[0009] （4）修磨：将冷却后的铸锭经过车削、打磨，去掉表面结疤、裂纹等缺陷；

[0010] （5）锻造：采用高频感应加热迅速加热到T2，保温H1，根据所需管坯尺寸将铸锭锻

造成棒材，保证终锻温度大于800℃，锻造完成后快速冷却；

[0011] （6）固溶处理：将棒材加热到T3，保温H2，出炉后水冷；

[0012] （7）机加工：将固溶后的棒材采用钻削或车削的方式加工成合格尺寸的管坯；

[0013] （8）冷轧：将机加工后的管坯进行冷轧变形；

[0014] （9）定尺检验：按照客户要求对管材定尺，定尺后的管材进行尺寸、探伤、压力测

试、导电性等项目的检测；

[0015] （10）条幅分解：将管材加热到T4，保温时间为H3。

[0016] 进一步地，步骤（3）中T1为1250～1280℃。

[0017] 进一步地，步骤（5）中T2为800~1000℃，H1为5~20min。

[0018] 进一步地，步骤（6）中T3为800~1000℃，H2为0.5~8小时

[0019] 进一步地，步骤（8）中变形量控制在10~80%。

[0020] 进一步地，步骤（10）中T4为：300~500℃，H3为0.5~8小时。

[0021] 进一步地，步骤（10）中所采用加热炉为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炉，采用气体冷却

至室温。

[0022] 本发明主要的工作在于：

[0023] 1 .锻造加热控制。采用高频感应加热可以快速将铸锭加热到工艺需要的温度，防

止加热速度过慢而导致偏析的缺陷产生。

[0024] 2.终锻温度和冷却的控制。终锻温度必须高，采用迅速水冷对高温管坯冷却，防止

冷速过慢产生微观偏析。

[0025] 3.条幅分解。采用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协调合理的变形量、温度和时间参数获

得最优的性能。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7] （1）本发明在铜镍锡合金基础上添加了铌和锰元素，增加了合金的弥散强化效果，

有利于提高合金的强度。

[0028] （2）本发明在锻造阶段控制加热速度、终锻温度和冷却速度，从而遏止管坯中偏析

的缺陷产生。

[0029] （3）本发明提供了完整的铜镍锡管材的加工方法，同时该方法适用于小批量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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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铜镍锡管材的生产。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一种采用半连续铸造生产高强铜合金的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2] 实施例1

[0033] 本实施例一种真空熔炼生产高强铜合金大规格铸锭的方法，通过以下方法制得：

[0034] （1）配料：所采用的原料及其配比如表1所示，

[0035] 表1

[0036]

[0037] （2）熔炼：采用真空感应炉进行熔炼，待合金全部熔化后，精炼10分钟，降低功率，

待合金液表面结膜后，充氩气至0.8×105Pa，在上位料仓加入锰合金，调节功率控制金属液

温度；

[0038] （3）铸造：金属液浇铸温度为1250℃，采用铸铁模具；

[0039] （4）修磨：将冷却后的铸锭经过车削、打磨，去掉表面结疤、裂纹等缺陷；

[0040] （5）锻造：采用高频感应加热迅速加热到850℃，保温20min，根据所需管坯尺寸将

铸锭锻造成棒材，保证终锻温度大于810℃，锻造完成后快速冷却；

[0041] （6）固溶处理：将棒材加热到800℃，保温8小时，出炉后水冷；

[0042] （7）机加工：将固溶后的棒材采用钻削或车削的方式加工成合格尺寸的管坯；

[0043] （8）冷轧：将机加工后的管坯进行冷轧变形，变形量控制在10%；

[0044] （9）定尺检验：按照客户要求对管材定尺，定尺后的管材进行尺寸、探伤、压力测

试、导电性等项目的检测；

[0045] （10）条幅分解：将管材加热到300℃，保温时间为8小时完成分解。

[0046] 步骤（10）中所采用加热炉为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炉，采用气体冷却至室温。

[0047] 实施例2

[0048] 本实施例一种真空熔炼生产高强铜合金大规格铸锭的方法，通过以下方法制得：

[0049] （1）配料：所采用的原料及其配比如表2所示，

[0050]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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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2）熔炼：采用真空感应炉进行熔炼，待合金全部熔化后，精炼15分钟，降低功率，

待合金液表面结膜后，充氩气至0.85×105Pa，在上位料仓加入锰合金，调节功率控制金属

液温度；

[0053] （3）铸造：金属液浇铸温度为1270℃，采用铸铁模具；

[0054] （4）修磨：将冷却后的铸锭经过车削、打磨，去掉表面结疤、裂纹等缺陷；

[0055] （5）锻造：采用高频感应加热迅速加热到900℃，保温10min，根据所需管坯尺寸将

铸锭锻造成棒材，保证终锻温度830℃，锻造完成后快速冷却；

[0056] （6）固溶处理：将棒材加热到900℃，保温4小时，出炉后水冷；

[0057] （7）机加工：将固溶后的棒材采用钻削或车削的方式加工成合格尺寸的管坯；

[0058] （8）冷轧：将机加工后的管坯进行冷轧变形，变形量控制在40%；

[0059] （9）定尺检验：按照客户要求对管材定尺，定尺后的管材进行尺寸、探伤、压力测

试、导电性等项目的检测；

[0060] （10）条幅分解：将管材加热到400℃，保温时间为4小时完成分解。

[0061] 步骤（10）中所采用加热炉为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炉，采用气体冷却至室温。

[0062] 实施例3

[0063] 本实施例一种真空熔炼生产高强铜合金大规格铸锭的方法，通过以下方法制得：

[0064] （1）配料：所采用的原料及其配比如表3所示，

[0065] 表3

[0066]

[0067] （2）熔炼：采用真空感应炉进行熔炼，待合金全部熔化后，精炼20分钟，降低功率，

待合金液表面结膜后，充氩气至0.95×105Pa，在上位料仓加入锰合金，调节功率控制金属

液温度；

[0068] （3）铸造：金属液浇铸温度为1280℃，采用铸铁模具；

[0069] （4）修磨：将冷却后的铸锭经过车削、打磨，去掉表面结疤、裂纹等缺陷；

[0070] （5）锻造：采用高频感应加热迅速加热到1000℃，保温5min，根据所需管坯尺寸将

铸锭锻造成棒材，保证终锻温度为850℃，锻造完成后快速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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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6）固溶处理：将棒材加热到1000℃，保温0.5小时，出炉后水冷；

[0072] （7）机加工：将固溶后的棒材采用钻削或车削的方式加工成合格尺寸的管坯；

[0073] （8）冷轧：将机加工后的管坯进行冷轧变形，变形量控制在80%；

[0074] （9）定尺检验：按照客户要求对管材定尺，定尺后的管材进行尺寸、探伤、压力测

试、导电性等项目的检测；

[0075] （10）条幅分解：将管材加热到500℃，保温时间为0.5小时完成分解。

[0076] 步骤（10）中所采用加热炉为惰性气体保护气氛加热炉，采用气体冷却至室温。

[0077] 将各实施例制成测试试样后，对该试样的时效态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其测试结果

分别如表4所示。

[0078] 表4

[0079]

[0080]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

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进行参数范围内的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

应涵盖在本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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