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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其包

括以下步骤：上引连铸、连续挤压、一道次轧制、

一道次拉制、退火；该方法制备的异型铜带的晶

粒尺寸为0 .007‑0 .015mm、导电率大于101％

IACS，氢脆试验反复弯曲次数不小于15次，抗拉

强度大于220MPa，延伸率大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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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上引连铸、连续挤压、一道次

轧制、一道次拉制、退火；所述生产方法的具体步骤是：

（1）上引连铸

采用工频熔炼装置进行上引连铸铜杆，所述的熔炼装置包括熔炼炉、保温炉、牵引装

置、卷取装置；所述的牵引装置包括结晶器、石墨模具、护套、牵引电机；石墨模具安装在结

晶器底部，在石墨模具与结晶器底部结合处用石棉线塞紧并涂上石墨乳胶以防止进气渗

铜；石墨模具插入铜液的深度为30-50mm，结晶器冷却水进出水温差在15℃，  熔炼炉温度为

1205℃，保温炉温度为1155℃，熔化炉电压380～420V，保温炉电压300～340V；上引连铸铜

杆的直径为Φ20mm  ，节距3～5mm，上引连铸铜杆速度600～700mm/min；铜液液面高度为400

～450mm；熔化炉用木炭覆盖，厚度100～150mm，保温炉用石墨磷片覆盖，厚度为30～40mm，

与护套上表面持平；

（2）连续挤压

连续挤压工装模具进行预热，温度460℃，保温5小时；将预热后的工装模具放进靴座

后，放入导板，盖好压紧板，拧紧螺丝，合上靴座，压紧压紧缸，套上防氧化管；压紧缸压力表

为22～25Mpa，主轴转速3.5转，添加热料；连续挤压工装模具与挤压轮的间隙为0.7mm；

连续挤压制备的异型铜带坯与成品的异型铜带横截面为同比例；连续挤压制备的异型

铜带坯T1的尺寸为6mm、H1的尺寸为4mm；

（3）一道次轧制

将连续挤压的异型铜带坯料进行一道次轧制，一道次轧制的加工率为20%-50%，一道次

轧制时采用两辊轧机，其中下辊为平辊，上辊为型辊，  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先经过对中

装置，然后进入轧辊进行轧制，轧制后再经过第二个对中装置，型辊与异型铜带的中心线一

致，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不同截面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大截面的加工率比小截面的

加工率大0.5%-2%；一道次轧制后异型铜带T2的尺寸为3.24mm、H2的尺寸为2.2mm；

（4）一道次拉制

将一道次轧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一道次拉制，一道次拉制的加工率为5%-15%，一道次

拉制为连续卷拉，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不同截面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大截面的加工

率比小截面的加工率大0.5%-2%，一道次拉制后，异型铜带的表面粗糙度小于0.1μm；一道次

拉制后，异型铜带坯T3的尺寸为3mm、H3的尺寸为2mm；

（5）退火

将一道次拉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退火，退火温度为300-500℃，保温时间为6-8小时；

上述方法制备的异型铜带的晶粒尺寸为0.007-0.015mm、导电率大于101%IACS，氢脆试

验反复弯曲次数不小于15次，抗拉强度大于220MPa，延伸率大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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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色金属加工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异型铜带主要用于制作高精度引线框架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根据其使用特性，

主要要求如下：具有高的导电和导热性能，同时应具有良好的强度、硬度、抗软化性、电镀性

能、钎焊和塑封性能。

[0003] 异型铜带传统的生产工艺主要有轧制法、铣削法、锻压法等。

[0004] 轧制法：以日本公司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轧辊轧制出相应异型铜带坯料，再利用型

辊轧制出成品。其缺点：铸造的带坯性能、表面质量难以满足后续加工的要求。产品尺寸精

度不高，易产生较大的内应力，板形难于控制。

[0005] 铣削法：以德国公司为代表，首先是以铣削得到异型铜带坯料，再利用型辊轧制出

成品。缺点：带材的利用率低、成材率较低、致密度较低、机械性能较差、表面质量较差。

[0006] 锻压法：以法国公司为代表，以高速锻压机锻造出异型铜带坯料，然后通过型辊轧

制出产品。优点：金属损耗少、精度高，产品内应力小。缺点：工艺流程长、生产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性能优异的异型铜带短流

程生产方法。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异型铜带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10] (1)上引连铸

[0011] 采用工频熔炼装置进行上引连铸铜杆，熔炼装置包括熔炼炉、保温炉、牵引装置、

卷取装置。

[0012] 牵引装置包括结晶器、石墨模具、护套、牵引电机。

[0013] 石墨模具安装在结晶器底部，在石墨模具与结晶器底部结合处用石棉线塞紧并涂

上石墨乳胶以防止进气渗铜。

[0014] 石墨模具插入铜液的深度为30-50mm，结晶器冷却水进出水温差在15℃。熔炼炉温

度为1205℃，保温炉温度为1155℃，熔化炉电压380～420V，保温炉电压300～340V。

[0015] 上引连铸铜杆的直径为Φ20mm，节距3～5mm，上引连铸铜杆速度600～700mm/min；

铜液液面高度为400～450mm；熔化炉用木炭覆盖，厚度100～150mm，保温炉用石墨磷片覆

盖，厚度为30～40mm，与护套上表面持平。

[0016] (2)连续挤压

[0017] 将上引连铸铜杆进行连续挤压制备异型铜带坯料。

[0018] 先将连续挤压工装模具进行预热，温度460℃，保温5小时；将预热后的工装模具放

进靴座后，放入导板，盖好压紧板，拧紧螺丝，合上靴座，压紧压紧缸，套上防氧化管；压紧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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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为22～25Mpa，主轴转速3.5转，添加热料。热料为10根直径为Φ30mm、长度为400㎜、

温度为700～800℃无氧铜杆。

[0019] 连续挤压工装模具与挤压轮的间隙为0.7mm。

[0020] 连续挤压制备的异型铜带坯与成品的异型铜带横截面为同比例。

[0021] (3)一道次轧制

[0022] 将连续挤压的异型铜带坯料进行一道次轧制。

[0023] 一道次轧制的加工率为20％-50％。

[0024] 一道次轧制时采用两辊轧机，其中下辊为平辊，上辊为型辊。

[0025] 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先经过对中装置，然后进入轧辊进行轧制，轧制后再经过

第二个对中装置，型辊与异型铜带的中心线一致。

[0026] 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不同截面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大截面的加工率比小

截面的加工率大0.5％-2％。

[0027] (4)一道次拉制

[0028] 将一道次轧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一道次拉制。

[0029] 一道次拉制的加工率为5％-15％。

[0030] 一道次拉制为连续卷拉。

[0031] 一道次拉制时，异型铜带不同厚度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大截面的加工率比小

截面的加工率小0.5％-2％。

[0032] 一道次拉制后，异型铜带的表面粗糙度小于0.1μm。

[0033] (5)退火

[0034] 将一道次拉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退火，退火温度为300-500℃，保温时间为6-8小

时，制备的异型铜带的晶粒尺寸为0.007-0.015mm、导电率大于101％IACS，氢脆试验反复弯

曲次数不小于15次，抗拉强度大于220MPa，延伸率大于55％。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6] 1.采用上引连铸、连续挤压、一道次轧制、一道次拉制、退火的生产方法，实现了异

型铜带的短流程生产，本发明提供的生产方法，不仅高效节能，而且性能优异。

[0037] 2.一道次轧制、一道次拉制变形时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变形方法，制备的异型铜

带尺寸精度高。

[0038] 3.一道次轧制时采用两套对中装置，保证异型铜带尺寸精度。

[0039] 4.一道次轧制时，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可以消除由于轧辊弹塑性变形导致的板

形差的问题。

[0040] 5.一道次拉制时，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可以消除卷拉时导致的板形差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异型铜带在生产过程中的尺寸变化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43] (1)上引连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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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采用工频熔炼装置进行上引连铸铜杆，熔炼装置包括熔炼炉、保温炉、牵引装置、

卷取装置。

[0045] 牵引装置包括结晶器、石墨模具、护套、牵引电机。

[0046] 石墨模具安装在结晶器底部，在石墨模具与结晶器底部结合处用石棉线塞紧并涂

上石墨乳胶以防止进气渗铜。

[0047] 石墨模具插入铜液的深度为50mm，结晶器冷却水进出水温差在15℃。熔炼炉温度

为1205℃，保温炉温度为1155℃，熔化炉电压420V，保温炉电压300V。

[0048] 上引连铸铜杆的直径为Φ20mm，节距5mm，上引连铸铜杆速度700mm/min；铜液液面

高度为450mm；熔化炉用木炭覆盖，厚度150mm，保温炉用石墨磷片覆盖，厚度为30mm，与护套

上表面持平。

[0049] (2)连续挤压

[0050] 将上引连铸铜杆进行连续挤压制备异型铜带坯料。

[0051] 先将连续挤压工装模具进行预热，温度460℃，保温5小时；将预热后的工装模具放

进靴座后，放入导板，盖好压紧板，拧紧螺丝，合上靴座，压紧压紧缸，套上防氧化管；压紧缸

压力表为25Mpa，主轴转速3.5转，添加热料。热料为10根直径为Φ30mm、长度为400㎜、温度

为750℃无氧铜杆。

[0052] 连续挤压工装模具与挤压轮的间隙为0.7mm。

[0053] 连续挤压制备的异型铜带坯T1的尺寸为6mm、H1的尺寸为4mm。

[0054] (3)一道次轧制

[0055] 将连续挤压的异型铜带坯料进行一道次轧制。

[0056] 一道次轧制时采用两辊轧机，其中下辊为平辊，上辊为型辊。

[0057] 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先经过对中装置，然后进入轧辊进行轧制，轧制后再经过

第二个对中装置，型辊与异型铜带的中心线一致。

[0058] 一道次轧制时，异型铜带不同厚度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

[0059] 一道次轧制后异型铜带T2的尺寸为3.24mm、H2的尺寸为2.2mm。

[0060] (4)一道次拉制

[0061] 将一道次轧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一道次拉制。

[0062] 一道次拉制为连续卷拉。

[0063] 一道次拉制时，异型铜带不同厚度采用非同比例的加工率。

[0064] 一道次拉制后，异型铜带坯T3的尺寸为3mm、H3的尺寸为2mm。

[0065] (5)退火

[0066] 将一道次拉制后的异型铜带进行退火，退火温度为350℃，保温时间为8小时。

[0067] 上述方法制备的异型铜带的晶粒尺寸为0.007-0.015mm、导电率大于101％IACS，

氢脆试验反复弯曲次数18次，抗拉强度250MPa，延伸率60％，表面粗糙度小于0.1μm。

[0068] 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解释说明本发明的发明构思，而非对本发明权利保护的限定，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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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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