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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净尺寸成

形方法，步骤：选择铝合金作为基体合金，选择体

积分数40％～75％、尺寸10μm～500μm的SiC颗

粒制作预制件；根据基板外形尺寸设计成形模

腔，采用挤压铸造工艺将高温铝合金熔体在高压

作用下浸渗增强体预制件，制备出尺寸满足设计

要求的铝基复合材料基板。本发明工艺简单合

理，通过模腔的设计，依据模具尺寸可以有效控

制SiCp/Al复合材料基板的外形尺寸，克服了铝

基复合材料存在的机加工难度大、加工精度差等

缺点；挤压铸造增强颗粒与基体铝合金的复合，

解决增强颗粒和铝合金基体之间润湿性差、有害

界面反应等问题，提高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综合

性能；制备的基板尺寸精度高、热导率高，具有优

良的散热性能，同时强度和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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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净尺寸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基板的使用要求，进行铝基复合材料体系设计，选择铝合金作为基体合金，选择

体积分数40％～75％、尺寸10μm～500μm的SiC颗粒制作预制件；

2)成型模具包括模腔和浇注室，浇注室位于模腔的上方，在模腔下方设有顶料杆，浇注

室的上方设有加压杆，模腔和浇注室之间的中部设有浸渗通孔，根据基板的外形尺寸，设计

成型模具的模腔，浸渗通孔直径依据基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大小，按与基板水平投影面积相

同的圆的直径的1％～10％选取；

3)铝合金基体熔化  ，精炼后在710～750℃保温，预热模具至200℃～300℃，预制件预

热到200℃～700℃，将预制件放入模腔内，将铝液浇注到浇注室内，合模加压，压力为10MPa

～100MPa；

4)待铝基复合材料冷却凝固后，用顶料杆顶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

5)对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进行表面清理，供后续加工成为铝基复合材料基板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尺寸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铝合金选用导热

性能好的6061铝合金或者A356铝合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尺寸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的精炼后保温温度

为7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净尺寸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的后续加工是指成

品精加工和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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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净尺寸成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器件基板的制造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复合材料基板的制备方法，

尤其涉及一种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净尺寸成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应用电子器件不断微型化和高度集成化，电子器件单位体积内的发热量剧

增。电子器件的可靠性同单个元件状态紧密相关，而单个元件的失效率又与其工作温度呈

指数关系，因此，对电子器件的散热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0003] 电子器件的热量一般通过界面和基板散发，是电子器件中主要的热管理材料，因

此对基板的主要要求为：(1)热导率高，能够及时散发电子元件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减少

工作过程的温度升高幅度；(2)热膨胀系数适中，尽量与Si或GaAS等芯片相匹配，减少因热

失配产生的交变应力；(3)强度和刚度高，能够支承和保护半导体芯片；(4)密度小，便于实

现电子系统轻量化。

[0004] SiCp/Al复合材料综合了铝合金基体的比强度高、塑性加工性好，和SiC颗粒硬度

高、热膨胀系数低的优点，是综合性能优良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已成为主要商业用基板材

料。国外的TTC公司和CPS公司以无压浸渗工艺制备的SiCp/Al复合材料已成功应用到电源

模块和微处理散热器、打印配线板芯、气密封装、半导体组件等方面。SiCp/Al电子封装材料

在国内虽已研究多年，但是由于在制备工艺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该材料距离真正的应

用化还有较大距离，所以寻求稳定、可靠及具可行性的制备工艺已成当前首要任务。制备铝

基复合材料的方法主要有：搅拌法、挤压铸造法、浸渗法、喷射法、粉末冶金法和固液分离法

等，由于SiCp/Al复合材料存在机加工难度大、加工精度差等缺点，采用近净尺寸成形方法

制造是理想选择。

[0005] 挤压铸造制备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工艺过程为：将增强体制成的多孔预制件放入模

具，浇入金属液后加压，使基体合金渗入预制件，整个成形过程是压力下渗透压力下凝固。

[0006] 挤压铸造技术能够很好地克服SiCp/Al体系中SiC颗粒和Al基体之间润湿性差的

问题，并且由于浸渗时间短，只需几十秒或几分钟，可以避免有害界面反应的发生，因此挤

压铸造能得到综合性能优良的复合材料，这为SiCp/Al复合材料基板的商业化生产提供一

条高效、低成本、高精度生产技术途径。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工艺简单合理、加工精度高的高导热铝基

复合材料基板的净尺寸成形方法，制备的基板成本低、导热性能好。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导热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

净尺寸成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根据基板的使用要求，进行铝基复合材料体系设计，选择铝合金作为基体合金，

选择体积分数40％～75％、尺寸10μm～500μm的SiC颗粒制作预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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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2)根据基板的外形尺寸，设计成型模具的模腔，浸渗通孔直径依据基板的水平投

影面积大小，按与基板水平投影面积相同的圆的直径的1％～10％选取；

[0011] 3)铝合金基体融化，精炼后在710～750℃保温，预热模具至200℃～300℃，预制件

预热到200℃～700℃，将预制件放入模腔内，将铝液浇注到浇注室内，合模加压，压力为

10MPa～100MPa；

[0012] 4)待铝基复合材料冷却凝固后，用顶料杆顶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

[0013] 5)对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进行表面清理，供后续加工成为铝基复合材料基板产

品。

[0014] 优选，所述步骤1)的铝合金选用导热性能好的6061铝合金或者A356铝合金。

[0015] 进一步，所述步骤2)的成型模具包括模腔和浇注室，浇注室位于模腔的上方，在模

腔下方设有顶料杆，浇注室的上方设有加压杆，模腔和浇注室之间的中部设有浸渗通孔。

[0016] 优选，所述步骤3)的精炼后保温温度为730℃。

[0017] 最后，所述步骤5)的后续加工是指成品精加工和表面处理。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9] 1、通过模腔的设计，依据模具尺寸可以有效控制SiCp/Al复合材料基板的外形尺

寸，克服了铝基复合材料存在的机加工难度大、加工精度差等缺点；由于模腔形状尺寸与基

板一致，可以有效控制SiCp/Al复合材料基板的外形尺寸，从而达到净尺寸成形的目的；

[0020] 2、挤压铸造实现了增强颗粒与基体铝合金的复合，解决了增强颗粒和铝合金基体

之间润湿性差、有害界面反应等问题，提高了铝基复合材料基板的综合性能；

[0021] 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合理、高效、低成本特点，制备的基板尺寸精度高、热导率高，

具有优良的散热性能，同时强度和刚度高，本发明的成型方法还可推广应用于Al2O3p/Al、金

刚石/Al、碳纤维/Al等其它高体积分数铝基复合材料产品的净尺寸制造，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基板净尺寸成形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基板产品的金相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基板产品的金相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基板产品的金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7] 实施例1

[0028] 第一步：选择导热性能良好铝合金6061作为基体合金，选择尺寸为10μm、体积分数

75％的SiC颗粒制作预制件；

[0029] 第二步：功率电子散热基板的外形尺寸为187(长)×137(宽)×5±0.2(厚)mm，设

计成形模具，成形模具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模腔4和浇注室2，浇注室2位于模腔的上方，

在模腔4下方设有顶料杆5，浇注室2的上方设有加压杆1，模腔和浇注室之间的中部设有浸

渗通孔3；浸渗通孔3直径依据基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大小，按与基板水平投影面积相同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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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的1％-10％选取，本实施例的浸渗通孔直径选为6mm；

[0030] 第三步：铝合金基体融化，精炼后在730℃保温，预热模具至300℃，预制件预热到

600℃，将预制件放入模腔内，将铝液浇注到浇注室内，合模加压，压力为100MPa；

[0031] 第四步：待铝基复合材料冷却凝固后，用顶料杆顶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

[0032] 第五步：清理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的表面，供后续加工成为铝基复合材料基板

产品。

[0033]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进行取样测试：

[0034]

[0035] 产品的组织金相图如图2所示，测试结果表明，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外形尺寸精

度满足基板设计要求，内部组织致密，无气孔等缺陷，实测SiCp/Al复合材料的100℃时热导

率为164.49(W·m-1·K-1)。

[0036] 实施例2

[0037] 第一步：选择导热性能良好铝合金6061作为基体合金，选择尺寸为100μm、体积分

数40％的SiC颗粒制作预制件。

[0038] 第二步：功率电子散热基板的外形尺寸为187(长)×137(宽)×5±0.2(厚)mm，设

计成形模具，成形模具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模腔和浇注室，浇注室位于模腔的上方，在模

腔下方设有顶料杆，浇注室的上方设有加压杆，模腔和浇注室之间的中部设有浸渗通孔；浸

渗通孔直径依据基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大小，按与基板水平投影面积相同的圆的直径的1％-

10％选取，本实施例的浸渗通孔直径选为6mm；

[0039] 第三步：铝合金基体融化，精炼后在730℃保温，预热模具至200℃，预制件预热到

200℃，将预制件放入模腔内，将铝液浇注到浇注室内，合模加压，压力为10MPa；

[0040] 第四步：待铝基复合材料冷却凝固后，用顶料杆顶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

[0041] 第五步：清理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的表面，供后续加工成为铝基复合材料基板

产品。

[0042]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进行取样测试：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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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产品的组织金相图如图3所示，测试结果表明，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外形尺寸精

度满足基板设计要求，内部组织致密，无气孔等缺陷，实测SiCp/Al复合材料的100℃时热导

率为166.32(W·m-1·K-1)。

[0045] 实施例3

[0046] 第一步：选择导热性能良好铝合金A356作为基体合金，选择尺寸为40μm、体积分数

60％的SiC颗粒制作预制件。

[0047] 第二步：功率电子散热基板的外形尺寸为187(长)×137(宽)×5±0.2(厚)cm，设

计成形模具，成形模具的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模腔和浇注室，浇注室位于模腔的上方，在模

腔下方设有顶料杆，浇注室的上方设有加压杆，模腔和浇注室之间的中部设有浸渗通孔；浸

渗通孔直径依据基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大小，按与基板水平投影面积相同的圆的直径的1％-

10％选取，本实施例的浸渗通孔直径选为6mm；

[0048] 第三步：铝合金基体融化，精炼后在730℃保温，预热模具至200℃，预制件预热到

600℃，将预制件放入模腔内，将铝液浇注到浇注室内，合模加压，压力为60MPa；

[0049] 第四步：待铝基复合材料冷却凝固后，用顶料杆顶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

[0050] 第五步：清理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的表面，供后续加工成为铝基复合材料基板

产品。

[0051]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进行取样测试：

[0052]

[0053] 产品的组织金相图如图4所示，测试结果表明，铝基复合材料基板铸件外形尺寸精

度满足基板设计要求，内部组织致密，无气孔等缺陷，实测SiCp/Al复合材料的100℃时热导

率为168.94(W·m-1·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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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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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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