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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粉末冶金技术领域。本发

明中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通过均匀分布在

基体内的5-50nm的钨弥散相颗粒强化铜基体，所

述材料中钨弥散强化颗粒的质量分数为3％-

10％，其余为铜。以可溶性铜盐与可溶性钨酸盐

为原料，与柠檬酸共同溶于去离子水中混合均匀

后蒸干得到凝胶，经煅烧、还原获得钨弥散强化

铜粉末，随后经成型、烧结制备出钨弥散强化铜

基复合材料。本发明提供的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

材料在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具有比ODS

铜更优异的导热导电性能，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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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1）铜-钨共氧化物粉末制备：以可溶性铜盐和可溶性钨酸盐原料，按照铜与络合剂柠檬

酸摩尔数比2:1-5:1共同溶于去离子水形成溶胶，蒸干破碎获得铜-钨复合干凝胶前驱体粉

末，随后在空气环境下350-500℃煅烧1-5  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

2）钨弥散强化铜粉末制备：将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置于氢气气氛中在650-

900  ℃温度下还原0.5-4  h，获得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3）固结致密化；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过压制成型后烧结，获得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

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所述可溶性铜盐为硫酸铜、硝酸铜、氯化铜中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所述可溶性钨酸盐为仲钨酸铵、偏钨酸铵、钨酸铵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的压制成型采用冷等静压或模压中一种  或两种，压制压力为100-500  MPa；烧结

方式为放电等离子烧结、真空烧结、气氛保护烧结中的一种或多种，烧结温度为800-1000 

℃，保温时间为5  min-5  h。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

钨弥散强化颗粒的质量分数为3%-10%，其余为铜；钨弥散强化颗粒尺寸为15-50nm，均匀分

布在铜基体中；

所述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需要经过铜-钨共氧化物粉末制备、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制备以及固结致密化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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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铜基复合材料制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合金具有导电性好、导热性好、耐磨损、机械性能好等优异的物理性能，因此广

泛应用于各个等领域。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铜合金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铜和

铜合金很难兼顾力学性能和热电学性能。弥散强化铜以少量纳米级颗粒分布在铜基体中，

可以有效阻碍位错运动与晶界滑移，从而有效提升了铜材料的力学性能，并保持优异的导

热导电性能，因此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成为研究热点。

[0003] 钨铜复合材料兼具有钨的高熔点、高硬度和铜的导电、导热性好的特点，广泛应用

于各类耐高温材料、高压电工材料、电子封装材料等领域。由于钨与铜之间润湿性很差，钨

在铜中没有固溶度，因此钨铜复合材料是一种钨铜“假合金”。这一特点与氧化铝弥散强化

(ODS)铜组织特征极其相似，如果能够将钨的尺寸控制到ODS铜中氧化铝颗粒的纳米级尺

寸，即可获得钨弥散强化铜。钨的导热导电性能优于氧化铝，因此钨弥散强化铜具有比ODS

铜更优异的导热导电性能，应用范围更为广阔。

[0004] 目前，国内外已经开发出机械合金化法、共还原法、内氧化法等方法制备弥散强化

铜材料。中国发明专利授权号CN  102041421  B报道了溶胶-干燥法制备钨铜复合粉末的方

法，证明了通过溶胶体系完成钨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是可行的，但均为高钨含量的钨基复合

材料，由于其基体为钨骨架，导致其延展性差，导电性、导热性较低。中国专利申请号为

94112582.3公开一种机械球磨合金化的方法制备弥散强化铜电阻焊电极材料，这种方法简

单有效，但长时间球磨可能导致杂质进入基体中造成性能下降。中国专利申请号

201610360623.9公开了一种内氧化制备氧化铝弥散强化铜的方法，但内氧化法仅适用于氧

化物弥散强化材料，不适用于钨弥散强化铜的制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

以可溶性铜盐与可溶性钨酸盐为原料，通过溶胶凝胶结合粉末冶金方法制备具有良好力学

性能和导热导电性能的钨弥散强化铜材料。

[0006] 为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体工艺步骤包括以下内容：

[0007] 一种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钨弥散强化颗粒的质量分数为  3％-

10％，其余为铜；钨弥散强化颗粒尺寸为5-50nm，均匀分布在铜基体中。

[0008] 上述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09] 1)铜-钨氧化物共氧化物粉末制备：以可溶性铜盐和可溶性钨酸盐原料，按照铜与

络合剂柠檬酸摩尔数比2:1-5:1共同溶于去离子水形成溶胶，蒸干破碎获得铜-钨复合干凝

胶前驱体粉末，随后在空气环境下350-500℃煅烧1-5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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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0010] 2)钨弥散强化铜粉末制备：将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置于氢气气氛中在

650-900℃温度下还原0.5-4h，获得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0011] 3)固结致密化；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过压制成型后烧结，获得钨弥散强化铜基

复合材料。

[0012]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可溶性铜盐为硫酸铜、硝酸铜、氯化铜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可溶性钨酸盐为仲钨酸铵、偏钨酸铵、钨酸铵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压制成型采用冷等静压或模压中一种或两种，压制压力

为100-500MPa；烧结方式为放电等离子烧结、真空烧结、气氛保护烧结中的一种或多种，烧

结温度为800-1000℃，保温时间为5min-5h。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 .本发明涉及的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在保证优异力学性能的前提下，比ODS

铜具有更优异的导热导电性能，应用范围更为广阔。

[0016] 2.通过溶胶凝胶工艺制备钨酸铜共氧化物，经氢气还原后能够生成钨金属单质，

均匀分布在铜基体中，并可通过调整还原工艺原位形成纳米级钨颗粒来弥散强化铜基体，

强化效果是外加钨颗粒无法达到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

[0018] 1)将硝酸铜、钨酸铵按照铜与钨质量比97：3称量，加入与硝酸铜摩尔比  2:1的柠

檬酸共同溶解于去离子水中，蒸干后获得钨-铜复合干凝胶前驱体。将前驱体破碎后于炉中

煅烧，煅烧温度350℃，煅烧时间4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

[0019] 2)将共氧化物粉末在900℃下在氢气保护气氛中还原0.5h，得到钨弥散强化铜粉

末。

[0020] 3)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100MPa冷等静压后于950℃下氢气保护还原烧结5h，获

得W质量分数为3％的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

[0021] 本实施例中，钨弥散相颗粒平均尺寸为15nm，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经挤压后

抗拉强度为540MPa，导热系数为384W·m-1·k-1。

[0022] 实施例2

[0023] 1)将硫酸铜、仲钨酸铵按照铜与钨质量比95：5称量，加入与硫酸铜摩尔比3:1的柠

檬酸共同溶解于去离子水中，蒸干后获得钨-铜复合干凝胶前驱体。将前驱体破碎后于炉中

煅烧，煅烧温度400℃，煅烧时间3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复合共氧化物粉末。

[0024] 2)将共氧化物粉末在800℃下在氢气保护气氛中还原1h，得到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0025] 3)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500MPa模压后还原烧结，980℃下氢气保护还原烧结2h，

获得W质量分数为5％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

[0026] 本实施例中，钨弥散相颗粒平均尺寸为21nm，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经挤压后

抗拉强度为578MPa，导热系数为368W·m-1·k-1。

[0027] 实施例3

[0028] 1)将氯化铜、偏钨酸铵按照铜与钨质量比93：7称量，加入与氯化铜摩尔比4:1的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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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酸共同溶解于去离子水中，蒸干后获得钨-铜复合干凝胶前驱体。将前驱体破碎后于炉中

煅烧，煅烧温度450℃，煅烧时间2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

[0029] 2)将共氧化物粉末在700℃下在氢气保护气氛中还原2h，得到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0030] 3)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200MPa冷等静压后于1000℃下真空烧结2h，获得W质量

分数为7％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

[0031] 本实施例中，钨弥散相颗粒平均尺寸为28nm，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经挤压后

抗拉强度为602MPa，导热系数为356W·m-1·k-1。

[0032] 实施例4

[0033] 1)将硝酸铜、钨酸铵按照铜与钨质量比90：10称量，加入与硝酸铜摩尔比  5:1的柠

檬酸共同溶解于去离子水中，蒸干后获得钨-铜复合干凝胶前驱体。将前驱体破碎后于炉中

煅烧，煅烧温度500℃，煅烧时间1h。获得铜氧化物与钨酸铜共氧化物粉末。

[0034] 2)将共氧化物粉末在650℃下在氢气保护气氛中还原5h，得到钨弥散强化铜粉末。

[0035] 3)将钨弥散强化铜粉末经350MPa模压后于800℃下放电等离子烧结5min，获得W质

量分数为10％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

[0036] 本实施例中，钨弥散相颗粒平均尺寸为37nm，钨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经挤压后

抗拉强度为613MPa，导热系数为343W·m-1·k-1。

[0037] 根据当前报道，Al质量分数为0.25wt .％的弥散强化铜在冷加工后抗拉强度为

430MPa时，热导率为364W·m-1·k-1；在抗拉强度为601MPa时，热导率为  339W·m-1·k-1。本

发明提供的制备工艺，在抗拉强度不低于氧化铝弥散强化铜的前提下，热导率显著高于氧

化铝弥散强化铜，具有显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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