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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属于金属多孔材料制备领

域。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按孔径大小，

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中，有A孔径段的

孔隙存在，同时还有B孔径段和C孔径段中的至少

1个孔径段的孔隙存在；所述A孔径段的取值范围

为5-25微米，所述B孔径段的取值范围30-60微

米，所述C孔径段的取值范围为70-110微米。其制

备方法为：按设计比例配取混合铜源和混合造孔

剂，将配取的混合铜源和混合造孔剂混合均匀后

压制成型；接着分阶段烧结，最后用去离子水多

次水解浸出，烘干得到成品。所述复合孔径铜烧

结多孔材料的应用领域包括热交换领域、过滤领

域、分离领域、消音领域、屏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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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按孔径大小，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

材料中，有A孔径段的孔隙存在，同时还有B孔径段和C孔径段的孔隙存在；所述A孔径段的取

值范围为5-25微米，所述B孔径段的取值范围30-60微米，所述C孔径段的取值范围为70-110

微米；

其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一

按质量比，铜源：造孔剂=5:1～3，配取铜源和造孔剂，将配取的铜源和造孔剂混合均匀

后，压制成型，得到压坯；所述铜源由电解铜粉和雾化铜粉按质量比1～2：1组成，所述电解

铜粉的粒度为400～500目，所述雾化铜粉的粒度250～300目；所述造孔剂由碳酸氢铵和氯

化钠按质量比2:3～5组成，所述碳酸氢铵的粒度为150～250目，所述氯化钠的粒度为250目

～350目；

步骤二

在保护气氛下，将步骤一所得压坯加热至300℃～350℃，保温至少30min，然后升温至

800℃～880℃保温至少45min；冷却，得到烧结坯；

步骤三

将步骤二所得烧结坯置于水中浸泡，取出后干燥，得到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孔径铜

烧结多孔材料中，孔径位于A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10%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孔径铜

烧结多孔材料中，孔径位于B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20%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孔径铜

烧结多孔材料中，孔径位于C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8-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孔径铜

烧结多孔材料的孔隙率为50-7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

雾化铜粉为颗粒状；所述电解铜粉为树枝状；

步骤一中，将配取的铜源和造孔剂混合均匀是通过下述方案实现的：

按所配取铜源和造孔剂总质量的50-70%，配取酒精，按所配取铜源和造孔剂总质量的

300-600%，配取磨球；将配取的铜源、造孔剂、酒精、磨球加入球磨机中，以60～100r/min的

转速球磨8～12h；得到混合均匀的混合粉末。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压制

成型时，控制压制压力为70～100MPa。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在氢

气气氛中，将步骤一所得压坯以每分钟8-12℃均匀加热到300℃～350℃，保温0.8-1.5  小

时，然后以每分钟8-10℃均匀加热到800℃～880℃保温1-2小时，随炉冷却，得到烧结坯。

9.一种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

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应用领域包括热交换领域、分离领域、消音领域和屏蔽领域。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994512 B

2



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属于金属多孔材

料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多孔金属材料是在20世纪初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多功能复合材料,兼

具功能和结构双重属性的。其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规则排列、大小可调的孔道结构，其独有

的机械、吸附、渗透、光电及生物活性等特性，在结构及光电材料、吸附及分离介质、生物医

学、散热以及热交换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自问世以来，备受国际诸多学科领域学者重

视，迅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在众多金属多孔材料中，铜基多孔材料因其良好的

导热性,且具有密度小,表面积大等优点,是CPU及GPU、LED等高热流密度的电子元器件的理

想散热材料。同时，多孔铜的导电性和延展性好，并且比镍便宜，将其用于电池作电极的基

体材料，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又由于铜基多孔材料的结构特性及对人体基本无害的特性，

使其成为一种优良的医学过滤材料如血液透析及水净化过滤材料。

[0003] 孔隙率、孔隙结构及孔径分布是多孔材料优异性能的有效保证，市场需求促使多

孔材料不断发展，单一孔径结构已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应用需求，如热管毛细芯材料，减小

孔径可提高毛细压力，但过小的毛细孔径会阻碍蒸汽的及时排出，甚至影响整个热管的正

常启动。因此制备多孔径结构的多孔材料，实现各尺度孔径的合理匹配，能更充分的发挥多

孔材料的优势，实现材料整体性能的最优化。制备金属多孔材料的诸多方法之中，添加造孔

剂法在制备过程中更加灵活可控，可通过控制造孔剂的形貌、尺寸、含量等，灵活的改变多

孔材料孔隙特征及性能，有利于研究具有复杂结构的多孔材料。

[0004]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采用电解铜粉和雾化铜粉的混合料作为铜源、以碳酸氢盐和氯

化钠的混合物为造孔剂来制备具有3个孔径段的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复合孔径结构，且结构可控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

法，该制备方法工艺简单，成本低，孔隙可控。

[0006] 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按孔径大小，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

料中，有A孔径段的孔隙存在，同时还有B孔径段和C孔径段中的至少1个孔径段的孔隙存在；

所述A孔径段的取值范围为5-25微米，所述B孔径段的取值范围30-60微米，所述C孔径段的

取值范围为70-110微米。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

材料中，孔径位于A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10％及以上、优选为25-45％、进一

步优选为30-40％；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

材料中，孔径位于B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20％及以上、优选为25-30％、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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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优选为26-30％；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

材料中，孔径位于C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8-15％。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

材料的孔隙率为50-70％。

[0011] 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2] 步骤一

[0013] 按质量比，铜源：造孔剂＝5:1～3、优选为5:1.5～2.5，配取铜源和造孔剂，将配取

的铜源和造孔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型，得到压坯；所述铜源由电解铜粉和雾化铜粉按质量

比1～2：1、优选为1～1.5：1组成，所述电解铜粉的粒度为400～500目，所述雾化铜粉的粒度

250～300目；所述造孔剂由碳酸氢铵和氯化钠按质量比2:3～5组成，所述碳酸氢铵的粒度

为150～250目，所述氯化钠的粒度为250目～350目；

[0014] 步骤二

[0015] 在保护气氛下，将步骤一所得压坯加热至300℃～350℃，保温至少30min，然后升

温至800℃～880℃保温至少45min；冷却，得到烧结坯；

[0016] 步骤三

[0017] 将步骤二所得烧结坯置于水中浸泡，取出后干燥，得到成品。优选为置于去离子水

中进行多次水解浸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成品。

[001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雾化铜粉为颗粒状；所述电解铜粉为树枝状。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中，将配

取的铜源和造孔剂混合均匀是通过下述方案实现的：

[0020] 按所配取铜源和造孔剂总质量的50-70％，配取酒精，按所配取铜源和造孔剂总质

量的300-600％、优选为350-450％，配取磨球；将配取的铜源、造孔剂、酒精、磨球加入球磨

机中，以60～100r/min的转速球磨8～12h；得到混合均匀的混合粉末。

[0021]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一中，压制

成型时，控制压制压力为70～100MPa。

[0022]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

一中，压制成型时，采用双向压制进行压制，并控制保压时间为2-4秒。

[0023] 作为更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湿

法球磨后，分离磨球和磨料；磨料于45℃以下烘干，破碎过30目筛；取筛下物压制成型。

[0024]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二中，在氢

气气氛中，将步骤一所得压坯以每分钟8-12℃均匀加热到300℃～350℃，保温0.8-1 .5小

时，然后以每分钟8-10℃均匀加热到800℃～880℃保温1-2小时，随炉冷却，得到烧结坯。

[0025] 在工业化应用时，控制铜源的组成、铜源与造孔剂的用量关系以及烧结阶段的保

温时间和温度可以很好的控制成品中各粒径段孔隙数目占总孔隙数目的比例。

[0026] 本发明一种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应用，所述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的应

用领域包括热交换、过滤、分离、消音、屏蔽等领域。

[0027] 原理和优势

[0028] 本发明将不同形貌金属和粒度的铜粉与复合造孔剂按比例，在球磨机上球磨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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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放入钢模中压制成型，在烧结炉中进行烧结，复合造孔剂一部分在高温烧结过程中分

解排出，另一部分水解排出，最终得到复合孔径结构的铜多孔材料。

[0029] 本发明严格控制铜源的组成，这为得到具有明显多孔径的铜基多孔材料提供了必

要条件，利用二者的不同形貌为得到通孔提供必要条件；在其他最优条件下，当电解铜粉和

雾化铜粉按质量比大于2：1时，会出现B孔径段含量过少等不利情况；当电解铜粉和雾化铜

粉按质量比小于1：1时会出现A孔径段含量过少或消失等不利情况。

[0030] 本发明严格控制造孔剂的组成，其目的是与铜源进行合理匹配，有效获得三个孔

径段分布的复合孔径分布的铜多孔材料；本发明选用碳酸氢盐作为造孔剂的一部分，其在

加热时发生热分解，控制加热前期300℃～350℃的保温平台是为了其充分分解和排出，为

得到B孔径段的孔隙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温度升至800℃～880℃时，单位时间碳酸氢盐分解

产生的气体量明显增加，其会拓宽一部分通孔的孔径，有效促进C孔径段孔隙的形成；由于

通过加热分解，营造出了合适的溶出通道，当浸出时，水解型造孔剂氯化钠能够顺利水解溶

出，是C孔径段孔隙的必要形成条件；其中最小的孔径段A孔径段为烧结过程中混合铜源铜

颗粒间所形成的烧结微孔。

[0031] 优点和积极效果

[0032] 1.工艺简单，设备要求低，适用于大批量工业生产。

[0033] 2.采用本工艺制备的铜多孔材料为复合孔径三维通孔结构，大(70um～110um)、中

(30-60um)、小(5um～25um)孔径有效匹配，孔隙率可控。

[0034] 3.本发明适宜制备各种尺寸和孔隙率要求的块状铜基多孔材料，可用于热交换、

过滤、分离、消音、屏蔽等领域。

附图说明

[0035] 附图1为实施例1所得成品的孔径分布图；

[0036] 附图2为实施例1所得成品的微观形貌图；

[0037] 附图3为实施例2所得成品的孔径分布图；

[0038] 附图4为实施例2所得成品的微观形貌图；

[0039] 从附图1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有三个孔径段的空隙存在；图1中横坐标的单位为微

米。同时通过图1可以计算出，孔径位于A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比例、孔径位

于B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比例、孔径位于C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

目的比例。

[0040] 从附图2中可以看出所得成品的微观形貌；尤其可以看出其表面明显具有空隙存

在。

[0041] 从附图3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有三个孔径段的空隙存在；图3中横坐标的单位为微

米。同时通过图3可以计算出，孔径位于A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比例、孔径位

于B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目的比例、孔径位于C孔径段的孔隙数目占所有孔隙数

目的比例。

[0042] 从附图4中可以看出所得成品的微观形貌；尤其可以看出其表面明显具有空隙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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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孔径分布是利用PSDA-20型孔径分析仪测量的，其原理是气泡法：当气体压力达到

一定值时，第一个气泡出现，对应该材料的最大孔径；此时气体压力对应一个气体流量值。

当压力继续增大，较小孔径中的液体也被挤出，气体流量逐渐增加。

[0044] 实施例1：

[0045] (1)将铜粉和造孔剂按质量比5:1 .5称取，其中电解铜粉(纯度为99.9％，粒度为

400目)与雾化铜粉(纯度为99.9％，粒度250目)质量比为1:1；其中碳酸氢铵(粒度为150～

250目)和氯化钠(粒度为300目)质量比2:3

[0046] (2)将(1)得到称取的铜粉与复合造孔剂放入不锈钢球磨罐中，采用行星式球磨机

进行球磨混料，磨球为不锈钢球，球料比3:1，分散介质为酒精，球磨机转速60r/min，混料时

间9h。球磨结束后45℃烘干混合料，过30目筛。

[0047] (3)称取(2)得到的混合料，倒入钢模中，压制压力70MPa，双向压制，保压时间3秒，

随后脱模得到压制毛坯。

[0048] (4)在氢气气氛环境中，将(3)得到的压制毛坯以每分钟10℃均匀加热到300，保温

1小时，然后以每分钟8-10℃均匀加热到800℃保温1小时，随炉冷却至250℃以下出炉，得到

铜多孔材料。

[0049] (5)用去离子浸出3次，每次浸出1小时，最后烘干，其孔隙率为58％。所得成品的孔

径分布见图1；形貌见图2.

[0050] 对比例1

[0051] 对比例1中，其它条件均匀实施例1一致，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单一的电解铜粉作

为铜源、采用氯化钠作为造孔剂；其所得产品中B孔径段孔径峰不明显；其主要为A和C孔径

段的孔。也就是说对比例1没有得到具有3个孔径段的复合孔径铜烧结多孔材料。

[0052] 实施例2：

[0053] (1)将铜粉和造孔剂按质量比5:2.5称取，其中电解铜粉(纯度为99.9％，粒度为

400目)与雾化铜粉(纯度为99.9％，粒度250目)质量比为1.5:1；其中碳酸氢铵(粒度为150

～250目)和氯化钠(粒度为300目)质量比1:2

[0054] (2)将(1)得到称取的铜粉与复合造孔剂放入不锈钢球磨罐中，采用行星式球磨机

进行球磨混料，磨球为不锈钢球，球料比3:1，分散介质为酒精，球磨机转速60r/min，混料时

间9h。球磨结束后45℃烘干混合料，过30目筛。

[0055] (3)称取(2)得到的混合料，倒入钢模中，压制压力75MPa，双向压制，保压时间4秒，

随后脱模得到压制毛坯。

[0056] (4)在氢气气氛环境中，将(3)得到的压制毛坯以每分钟8℃均匀加热到300，保温1

小时，然后以每分钟8-10℃均匀加热到850℃保温1小时，随炉冷却至250℃以下出炉，得到

铜多孔材料。

[0057] (5)用去离子浸出3次，每次浸出1小时，最后烘干，得到成品，其孔隙率为70％。所

得成品的孔径分布见图3；形貌见图4.

[0058] 对比例2

[0059] 对比例2中，其它条件均匀实施例2一致，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单一的雾化铜粉作

为铜源、采用一次升温至850℃保温2小时的烧结制度；其所得产品存中A、B孔径段峰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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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其主要为C孔径段的孔。也就是说对比例2没有得到具有3个孔径段的复合孔径铜烧结多

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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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8

CN 106994512 B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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