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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

的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氧化铝陶瓷低温连接的

方法，它为了解决现有钎焊连接氧化铝陶瓷的焊

接温度较高的问题。连接方法：一、将P2O5粉、SnO

粉、MgO或CaO粉混合均匀，加热至熔融，水淬后经

球磨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二、无铅磷酸盐玻

璃粉与粘结剂混合，得到玻璃焊膏；三、打磨、清

洗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四、采用丝网印刷涂

覆玻璃焊膏；五、组装待焊的连接件；六、连接件

放入马弗炉中，加热保温处理，完成氧化铝陶瓷

的低温连接。本发明实现了在低温280～450℃下

对氧化铝陶瓷的连接，热膨胀系数与氧化铝陶瓷

匹配性良好，接头的剪切强度也可达到30～

6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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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是按下列步骤实现：

一、将P2O5粉、SnO粉、MgO或CaO粉混合均匀，将均匀混合的粉料置于坩埚中，再将坩埚置

于马弗炉中，加热至1100～1300℃，保温处理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然后水淬得到玻璃颗

粒，经球磨破碎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粉；

二、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粘结剂混合，然后搅拌均匀，得到玻璃焊膏；

三、使用金刚石砂盘将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进行机械打磨，然后依次使用丙酮、无水

乙醇超声清洗，得到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

四、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玻璃焊膏，得到涂

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

五、将两块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接触对齐，用卡具固定，得到待焊的

连接件；

六、将待焊的连接件放入马弗炉中，对待焊的连接件施加0～3MPa压力，以1～20℃/min

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10～60min，随后以5～1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280～

450℃，保温处理，最后随炉冷却，完成氧化铝陶瓷的低温连接；

其中步骤一中混合的粉料按摩尔份数由35～40份P2O5、40～45份SnO和15～25份MgO组

成，或者按摩尔份数由35～40份P2O5、35～45份SnO和10～20份CaO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所述的玻璃颗粒的粒径为1～2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得到的无铅磷酸盐玻璃粉的粒径为10～2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所述的粘结剂为松油醇、乙酸丁酯或丙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二按照重量比为8～12:1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粘结剂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三依次使用400#、600#、800#、1000#、1500#和2000#的金刚石砂盘将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

面进行机械打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四在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厚度为100～500μm玻璃焊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六以1～2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25～40min，随后以5～10℃/min的加热

速率加热至300～400℃，保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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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氧化铝陶瓷低温连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氧化铝陶瓷是一种以氧化铝为主体的陶瓷材料，由于其具有较好的传导性、机械

强度和耐高温性等优异的性能，从而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化工、医学、航空航天等行业。

目前，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主要有扩散焊、钎焊等，其中钎焊法是研究最多应用最广的连

接方法。

[0003] 钎焊连接氧化铝陶瓷的传统方法是采用金属活性钎料来实现氧化铝的连接，然而

由于焊接温度较高，氧化铝的变形较大，从而导致钎焊接头中残余内应力较大，不利于可靠

接头的获得。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钎焊连接氧化铝陶瓷的焊接温度较高的问题，而提

供一种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

[0005] 本发明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按以下步骤实现：

[0006] 一、将P2O5粉、SnO粉、MgO或CaO粉混合均匀，将均匀混合的粉料置于坩埚中，再将坩

埚置于马弗炉中，加热至1100～1300℃，保温处理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然后水淬得到玻璃

颗粒，经球磨破碎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粉；

[0007] 二、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粘结剂混合，然后搅拌均匀，得到玻璃焊膏；

[0008] 三、使用金刚石砂盘将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进行机械打磨，然后依次使用丙酮、

无水乙醇超声清洗，得到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

[0009] 四、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玻璃焊膏，得

到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

[0010] 五、将两块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接触对齐，用卡具固定，得到待

焊的连接件；

[0011] 六、将待焊的连接件放入马弗炉中，对待焊的连接件施加0～3MPa压力，以1～20

℃/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10～60min，随后以5～1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

280～450℃，保温处理，最后随炉冷却，完成氧化铝陶瓷的低温连接；

[0012] 其中步骤一中混合的粉料按摩尔份数由30～50份P2O5、10份～60份SnO和10份～30

份MgO组成，或者按摩尔份数由20～50份P2O5、10份～50份SnO和10份～40份CaO组成。

[0013] 本发明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包含以下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实现了在低温(280～450℃)下对氧化铝陶瓷的连接，所采用的玻璃钎料

软化温度低(Tf＜300℃)，热膨胀系数(α＝8～12×10-6K-1)与氧化铝陶瓷匹配性良好，能够

有效的降低钎焊接头的残余内应力；

[0015] 2、采用本发明得到氧化铝陶瓷的焊接接头的剪切强度可达到30～60MPa，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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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强度，钎焊接头组织致密、残余应力小，保证了氧化铝连接的可靠性；

[0016] 3、本发明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工艺简单，无需真空设备和

表面处理，能够在大气环境下实现对氧化铝陶瓷的有效连接，从而降低了成本，适合产业化

生产，具有极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一得到的氧化铝陶瓷/磷酸盐玻璃/氧化铝陶瓷钎焊接头的SEM形貌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按以下

步骤实施：

[0019] 一、将P2O5粉、SnO粉、MgO或CaO粉混合均匀，将均匀混合的粉料置于坩埚中，再将坩

埚置于马弗炉中，加热至1100～1300℃，保温处理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然后水淬得到玻璃

颗粒，经球磨破碎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粉；

[0020] 二、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粘结剂混合，然后搅拌均匀，得到玻璃焊膏；

[0021] 三、使用金刚石砂盘将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进行机械打磨，然后依次使用丙酮、

无水乙醇超声清洗，得到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

[0022] 四、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玻璃焊膏，得

到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

[0023] 五、将两块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接触对齐，用卡具固定，得到待

焊的连接件；

[0024] 六、将待焊的连接件放入马弗炉中，对待焊的连接件施加0～3MPa压力，以1～20

℃/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10～60min，随后以5～1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

280～450℃，保温处理，最后随炉冷却，完成氧化铝陶瓷的低温连接；

[0025] 其中步骤一中混合的粉料按摩尔份数由30～50份P2O5、10份～60份SnO和10份～30

份MgO组成，或者按摩尔份数由20～50份P2O5、10份～50份SnO和10份～40份CaO组成。

[0026] 本实施方式步骤三使用丙酮超声清洗以去除待焊氧化铝陶瓷表面的油污。

[0027]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氧化铝陶瓷连接方法，通过科学设计玻璃钎料成分并优化其相

应的焊接工艺，能够形成无气孔、组织致密、具有一定强度的焊接接头。经过测试表明，本实

施方式中利用低温玻璃钎料在空气中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接头室温剪切强度达到30～

60MPa。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将35～40份P2O5

粉、40～45份SnO粉和15～25份MgO粉混合均匀。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一将35～40份

P2O5粉、35～45份SnO粉和10～20份CaO粉混合均匀。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

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

的玻璃颗粒的粒径为1～2m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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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得到的

无铅磷酸盐玻璃粉的粒径为10～20μm。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32]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所述的

粘结剂为松油醇、乙酸丁酯或丙酮。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不同的是步骤二按照重量比为8

～12:1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粘结剂混合。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六相同。

[0034]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三依次使

用400#、600#、800#、1000#、1500#和2000#的金刚石砂盘将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进行机械

打磨。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同。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四在清洗

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厚度为100～500μm玻璃焊膏。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

施方式一至八之一相同。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步骤六以1～

2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25～40min，随后以5～1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

至300～400℃，保温处理。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相同。

[0037] 实施例一：本实施例磷酸盐玻璃钎料低温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方法按以下步骤实

施：

[0038] 一、按摩尔份数将40份P2O5粉、40份SnO粉、20份MgO粉混合均匀，将均匀混合的粉料

置于坩埚中，再将坩埚置于马弗炉中，加热至1200℃保温1h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然后水淬

得到尺寸为1～2mm的玻璃颗粒，将水淬得到的玻璃颗粒球磨破碎后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

粉；

[0039] 二、按重量比为10:1的比例将无铅磷酸盐玻璃粉与松油醇混合，然后搅拌均匀，得

到玻璃焊膏；

[0040] 三、依次使用400#、600#、800#、1000#、1500#和2000#的金刚石砂盘将尺寸为10mm

(长)×10mm(宽)×3mm(厚)的氧化铝陶瓷块的待焊接面进行机械打磨，然后依次使用丙酮、

无水乙醇超声清洗，得到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

[0041] 四、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清洗后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上涂覆玻璃焊膏，得

到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

[0042] 五、将两块涂有玻璃焊膏的氧化铝陶瓷的待焊接面接触对齐，用卡具固定，得到待

焊的连接件；

[0043] 六、将待焊的连接件放入马弗炉中，对待焊的连接件施加1MPa压力，以3℃/min的

加热速率加热至300℃时保温30min，随后以10℃/min的加热速率加热至350℃，保温处理

30min，最后随炉冷却，完成氧化铝陶瓷的低温连接。

[0044] 本实施例利用低温玻璃钎料在大气环境下形成无气孔、组织致密的氧化铝陶瓷焊

接接头，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接头的室温剪切强度达到40MPa。

[0045]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步骤一按摩尔份数将45份P2O5粉、35份

SnO粉和20份CaO粉混合均匀，将均匀混合的粉料置于坩埚中，再将坩埚置于马弗炉中，加热

至1200℃保温1h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然后水淬得到尺寸为1～2mm的玻璃颗粒，将水淬得

到的玻璃颗粒球磨破碎后得到无铅磷酸盐玻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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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实施例利用低温玻璃钎料在大气环境下形成无气孔、组织致密的氧化铝陶瓷焊

接接头，连接氧化铝陶瓷的接头的室温剪切强度达到4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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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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