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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
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将预热后的干燥覆
盖剂装入熔炼炉，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550～600
℃ ,依次加入锌、紫铜，
再二次升温至750～800
℃，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再依次加入锡、铅，
升温
至1180～1240℃，
然后静置5～10min，
然后采用
高电压低电流电磁震荡辅助铸造，
交流磁场频率
为5～10MHz，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
接触，
最后采用热风循环强对流退火，
保温。
本发
明有效降低了高Sn青铜带坯表面偏析、气孔、裂
纹等缺陷层厚度，
减少表面机械铣削量，
提高了
成品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实现了节能降耗和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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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特征是：
其包括以下步
骤：
S1、熔炼：
将覆盖剂木炭或米糠在800～900℃的温度下预热干燥4～6h，
预热后的干燥
覆盖剂装入熔炼炉，
覆盖剂厚度为20～30mm、
块度为10～30mm，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550～600
℃ ,依次加入锌、
紫铜，
锌、
紫铜为含量99 .9%以上的纯锌锭与纯T2紫铜锭，
再二次升温至750
～800℃，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中间合金磷铜中磷的含量10%，
再依次加入锡、
铅，
锡、
铅为含
量99 .9%以上的纯锡、
铅，
升温至1180～1240℃，
然后静置5～10min，
准备开始浇铸；
S2、浇铸：
采用电压220～480V、
电流为10～40A的高电压低电流电磁震荡辅助铸造，
交
流磁场频率为5～10MHz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接触 ，铸造速度控制在9～
13m·h-1 ；
S3、
均匀化退火：
采用640～690℃热风循环强对流退火，
保温3～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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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压力加工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
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在铜板带生产技术领域，
青铜带坯在进行冷粗轧前需要对水平连铸带坯进行上下
表面的机械铣削，
以去除带坯表面在水平连铸过程中产生的偏析、气孔、裂纹等缺陷层。偏
析层的形成主要是Sn在铜中的最大溶解度只有6%左右，
扩散速度慢，
还受到密度较大的Pb
元素影响，
容易在凝固的过程中形成Sn的密度偏析；
气孔的形成主要是在熔炼过程中铜液
覆盖不严，
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气体，
凝固后形成气孔缺陷；
裂纹的形成与锡青铜的凝固方式
有关，
青铜结晶温度区间较宽，
凝固过程中收缩率较大，
收缩过程中表面受到物理阻碍容易
产生裂纹缺陷。
[0003] 青铜带坯表面形成的缺陷层一般需单面铣削0 .5～1 .0mm厚度，
但会造成6～12%的
成品损失率；
部分高Sn青铜表面需要铣削的厚度更高，
甚至需要进行二次铣削才能满足生
产要求，
这也是铜板带生产过程中的最大损失源。
由此带来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
能源消耗
和铣削设备的磨损，
以及越来越低的产品成品率、
表面质量、
尺寸厚度精度等。
[0004] 随着市场对青铜带，
尤其是QSn8、QSn10等高Sn青铜带的需求不断增大，
铜带生产
企业相续增大在该产品的研发投入，
但由于Sn青铜合金本身存在的特性，
如何有效减少带
坯表面铣削量已成为困扰生产企业的技术难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
量的生产工艺，
其通过对高Sn青铜熔炼工艺、
电磁辅助铸造和均匀化退火方面的控制来有
效降低高Sn青铜带坯表面的偏析、
气孔、
裂纹等缺陷层厚度，
进而实现减少带坯在冷粗轧前
上下表面的机械铣削量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
熔炼：
将覆盖剂在800～900℃的温度下预热干燥4～6h，
预热后的干燥覆盖剂
装入熔炼炉，
覆盖剂厚度为20～30mm、
块度为10～30mm，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550～600℃ ,依
次加入锌、紫铜，
再二次升温至750～800℃，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再依次加入锡、
铅，
升温至
1180～1240℃，
然后静置5～10min，
准备开始浇铸；
[0009] S2、
浇铸：
采用电压220～480V、
电流为10～40A的高电压低电流电磁震荡辅助铸
造，
交流磁场频率为5～10MHz，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接触，
铸造速度控制在9
～13m·h-1 ；
[0010] S3、
均匀化退火：
采用640～690℃热风循环强对流退火，
保温3～4h。
[0011] 进一步地，
上述的覆盖剂为木炭或米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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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
上述的锌、
紫铜为含量99 .9%以上的纯锌锭与纯T2紫铜锭。
[0013] 进一步地，
上述的中间合金磷铜中磷的含量10%。
[0014] 进一步地，
上述的锡、
铅为含量99 .9%以上的纯锡、
铅。
[0015]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越性：
[0016] 该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有效降低了高Sn青铜带
坯表面偏析、气孔、裂纹等缺陷层厚度，
减少表面机械铣削量至单面0 .2～0 .4mm，
提高了产
品成品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
实现了节能降耗和环保；
优化了生产工艺，
提高了生产效率，
保
证了带坯的表面质量及尺寸精度；
降低了铸造设备和铣削设备的磨损，
延长了结晶器石墨
以及铣削刀具的使用寿命，
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不仅能够应用于高Sn青铜带，
而且对其他铜
带产品，
如锌白铜、
C19400、
C70250等引线框架铜带的生产工艺设计和生产组织管理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以铜合金品种QSn8-0 .3、
带坯规格为15 .5×650×70000mm、
目标产品规格为14 .8
×650×70000mm的带卷为例进行说明。
[0020] 本发明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包括以下具体步
骤：
[0021] 步骤1、
将覆盖剂木炭在800℃的温度下预热干燥6h，
预热后的干燥覆盖剂装入熔
炼炉，
覆盖剂厚度为20mm、
块度为10mm，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550℃ ,依次加入含量99 .92%的纯
锌锭、
回炉料、含量99 .95%的纯T2紫铜锭，
再二次升温至750℃，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再依次
加入含量99 .93%的纯锡、
含量99 .92%的铅，
升温至1180℃，
然后静置5min，
准备开始浇铸；
[0022] 步骤2、
铜液含氧量至0 .003%以下时铜液加覆盖剂木炭量出炉，
出炉温度1190℃，
浇铸温度为1290℃；
出炉铸造中采用外置式旋转磁场，
频率5～10MHz交流磁场辅助铸造，
电
压为220～480V，
电流为10～40A，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接触，
减少铜液粘附及
结晶液穴线处的裂纹缺陷，
铸造过程采用“拉-停-退-拉”工艺，
铸造速度9m·h-1 ，
拉0 .7s，
停
2 .5s，
退0 .2s，
带坯规格15 .5×650×Lmm，
卷重6000kg，
长70000mm；
[0023] 步骤3、
采用热风循环强对流罩式电阻炉均匀化退火，
加热至温640℃，
保温4h，
风
压2kPa；
[0024] 步骤4、
QSn8-0 .3带坯上下表面铣削，
单面0 .35mm，
铣削速度5m·min-1。
[0025] 实施例2
[0026] 以铜合金品种QSn7 .0-0 .2、
带坯规格为18 .5×650×80000mm、目标产品规格为
14 .9×650×80000mm的带卷为例进行说明。
[0027] 本发明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包括以下具体步
骤：
[0028] 步骤1、
将覆盖剂木炭在850℃的温度下预热干燥5h，
预热后的干燥覆盖剂装入熔
炼炉，
覆盖剂厚度为25mm、
块度为20mm，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580℃ ,依次加入含量99 .93%的纯
锌锭、
回炉料、含量99 .96%的纯T2紫铜锭，
再二次升温至780℃，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再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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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含量99 .92%的纯锡、
含量99 .95%的铅，
升温至1210℃，
然后静置7 .5min，
准备开始浇铸；
[0029] 步骤2、
铜液含氧量至0 .003%以下时铜液加覆盖剂木炭量出炉，
出炉温度1200℃，
浇铸温度为1300℃；
出炉铸造中采用外置式旋转磁场，
频率5～10MHz交流磁场辅助铸造，
电
压为220～480V，
电流为10～40A，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接触，
减少铜液粘附及
结晶液穴线处的裂纹缺陷，
铸造过程采用“拉-停-退-拉”工艺，
铸造速度11m·h-1 ，
拉0 .6s，
停2 .3s，
退0 .3s，
带坯规格18 .5×650×Lmm，
卷重7000kg，
长80000mm；
[0030] 步骤3、
采用热风循环强对流罩式电阻炉均匀化退火，
加热至温660℃，
保温3 .5h，
风压2 .2kPa；
[0031] 步骤4、
QSn7 .0-0 .2带坯上下表面铣削，
单面0 .3mm，
铣削速度6m·min-1。
[0032] 实施例3
[0033] 以铜合金品种QSn6 .5-0 .1、
带坯规格为16 .5×700×70000mm、目标产品规格为
15 .7×700×70000mm的带卷为例进行说明。
[0034] 本发明减少水平连铸高Sn青铜带坯表面铣削量的生产工艺，
其包括以下具体步
骤：
[0035] 步骤1、
将覆盖剂木炭在900℃的温度下预热干燥4h，
预热后的干燥覆盖剂装入熔
炼炉，
覆盖剂厚度为30mm、
块度为30mm，
然后熔炼炉加热至600℃ ,依次加入含量99 .96%的纯
锌锭、
回炉料、含量99 .92%的纯T2紫铜锭，
再二次升温至800℃，
加入中间合金磷铜，
再依次
加入含量99 .97%的纯锡、
含量99 .96%的铅，
升温至1240℃，
然后静置10min，
准备开始浇铸；
[0036] 步骤2、
铜液含氧量至0 .003%以下时铜液加覆盖剂木炭量出炉，
出炉温度1210℃，
浇铸温度为1310℃；
出炉铸造中采用外置式旋转磁场，
频率5～10MHz交流磁场辅助铸造，
电
压为220～480V，
电流为10～40A，
使带坯凝壳与结晶器石墨模壁脱离接触，
减少铜液粘附及
结晶液穴线处的裂纹缺陷，
铸造过程采用“拉-停-退-拉”工艺，
铸造速度13m·h-1 ，
拉0 .5s，
停2 .6s，
退0 .3s，
带坯规格15 .5×700×Lmm，
卷重65000kg，
长70000mm；
[0037] 步骤3、
采用热风循环强对流罩式电阻炉均匀化退火，
加热至温690℃，
保温3h，
风
压2 .5kPa；
[0038] 步骤4、
QSn6 .5-0 .1带坯上下表面铣削，
单面0 .4mm，
铣削速度8m·min-1。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
皆应属本发明的专
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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