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53853.6

(22)申请日 2019.04.29

(71)申请人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5135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太平桥

    申请人 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周耀华　黄强　李建刚　赵红彬　

廖学华　杨朝勇　杨泰胜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奥圣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26

代理人 谢潇

(51)Int.Cl.

C22C 9/04(2006.01)

C22C 1/02(2006.01)

C22F 1/08(2006.01)

H01B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该铜合

金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5.01～15 .0wt%的Zn，

0.1～2.0wt%的Sn，0.01～2.0wt%的Ni，0.01～

1.0wt%的Si，0.001～1.5wt%的Cr，余量为Cu和不

可避免的杂质。本发明以Cu-Zn-Sn为基体，添加

Ni、Si、Cr等元素，通过固溶强化与时效强化相结

合，获得一种屈服强度≥550MPa、导电率≥30%

IACS、弯曲加工性能优良且抗高温软化温度≥

450℃的铜合金材料，可满足不断发展的电子电

气行业对合金材料的需求。本发明可解决多种废

料利用问题，包括锡磷青铜、铜镍硅合金、黄铜等

镀锡废料，有利于减少环境负担，降低合金制备

成本，促进废料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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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5.01～15.0wt％

的Zn，0.1～2.0wt％的Sn，0.01～2.0wt％的Ni，0.01～1.0wt％的Si，0.001～1.5wt％的Cr，

余量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重量百分比组

成中，Ni、Cr、Si的重量百分比含量满足：3.5≤(Ni+Cr)/Si≤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将该铜合金的带材的轧制

面在0＜2θ＜90°范围内的{1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111}，{200}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

度记为I{200}，{220}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220}，{3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

I{311}，I{111}、I{200}、I{220}和I{311}满足：0.8≤(I{111}+2*I{220})/2*(I{200}+I{311})≤4.0。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平

均晶粒度为1～15μm。

5.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重

量百分比组成中还包括0.01～2.0wt％的Co。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重

量百分比组成中还包括总量不超过2.0wt％的Al、Ti、P、Zr、B、Ag、Mn、Mg、Fe、As和RE中的至

少一种元素。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抗

高温软化温度≥450℃。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屈

服强度≥550MPa，导电率≥30％IACS。

9.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其特征在于，该铜合金的带

材的90°弯曲加工性能为：GW方向的值R/T≤1，BW方向的值R/T≤2。

10.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铸造→热轧→一次冷轧→一级时效→二次冷轧→二级时效→精轧→低温退火。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

时效和所述的二级时效的升温速度分别为50～150℃/h，时效温度分别为350～600℃，到温

后保持时间分别为6～12h。

12.根据权利要求10或11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的二级时效的保温结束后，用风冷的方式进行冷却，冷却速度控制在5～15℃/min，当带材

温度降至150℃以下时，置于室温下进行自然冷却。

13.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在连接器、端子、电磁继电器簧

片或引线框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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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铜合金及其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各种电子设备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量化发展，而

重量减轻和其中所使用装置的高度集成促使了电子部件的小型化、轻量、高性能化。与此同

时，也对结构零件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制备零件所用材料满足强度、导电、折弯等

性能要求，更重要的是，随着电子部件的小型化和集中化，伴随的发热问题更是不能忽视，

因此抗软化性能的提高对于今后电子设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市场上在电气、电子等行业使用较多的铜合金材料有普通黄铜、磷青铜、

C42500、铍青铜、铜镍硅合金。其中普通黄铜强度＜500MPa，导电率≤25％IACS，抗软化温度

为300℃，其综合性能不足，难以适用于对材料各方面性能都有较高要求的领域。磷青铜在

弹性、可加工性、冲压性等性能上具有较多优势，但是磷青铜的导电率≤20％IACS，抗软化

温度为330℃，热加工性能差，同时磷青铜中添加的Sn含量较高，而Sn价格昂贵，提高了材料

成本，因此这些不足使磷青铜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定。C42500材料强度在500MPa左右，导电率

≤30％IACS，抗软化温度在350℃左右，该材料应用领域有限。铍青铜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

剧毒物质，且价格昂贵，因此一般仅应用于某些对弹性、强度要求较高的军工领域。铜镍硅

合金作为一种时效析出强化型合金，以替代铍青铜而开发，但其成本大幅度高于磷青铜，通

常应用于要求强度≥650MPa、导电率≥40％IACS的高端连接器领域。因此，这些现有的铜合

金材料都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趋于小型化、环保而具有经济性的电子电气部件的要求，

开发一款满足设计需求，同时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铜合金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以Cu-Zn-Sn为基

体，添加Ni、Si、Cr等元素，通过固溶强化与时效强化相结合，获得一种屈服强度≥550MPa、

导电率≥30％IACS、弯曲加工性能优良且抗软化性能优异的铜合金材料，可满足不断发展

的电子电气行业对合金材料的需求。本发明可解决多种废料利用问题，包括锡磷青铜、铜镍

硅合金、黄铜等镀锡废料，有利于减少环境负担，降低合金制备成本，促进废料的循环利用。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抗软化的铜合金，该铜合金

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为：5.01～15.0wt％的Zn，0.1～2.0wt％的Sn，0.01～2.0wt％的Ni，0.01

～1.0wt％的Si，0.001～1.5wt％的Cr，余量为Cu和不可避免的杂质。

[0006] 本发明铜合金中添加有5.01～15.0wt％的Zn。Zn在铜基体中有较大固溶度，固溶

于铜基体中时可以提高合金的强度，促进冷加工过程中的加工硬化效果，此外Zn还可以改

善合金的铸造性能、焊接性能及提高镀层的耐剥离性能。但是，当Zn含量大于15wt％时，其

对本发明铜合金导电性的不良影响大幅增强；而当Zn含量小于5.01wt％时，Zn对本发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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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加工硬化的促进效果不好。因此，本发明将Zn的含量控制在5.01～15.0wt％，进一步优

选为6.5～13.0wt％。

[0007] 本发明铜合金中添加有0.1～2.0wt％的Sn。Sn在铜合金中以固溶形式存在，引起

晶格畸变，从而对合金强度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Sn元素的加入使合金在后续加工过程中

有更好的加工硬化效果。Sn还可以增加合金的热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合金的耐应力松弛性

能，同时Sn还可以增加合金的耐腐蚀性能，提高后续制备的连接器等下游产品在潮湿、腐蚀

介质中性能的可靠性。但是当Sn的含量不足0.1wt％时，效果不充分；而Sn含量超过2.0wt％

时，合金的导电率恶化。因此本发明将Sn的含量控制在0.1～2.0wt％，进一步优选为0.15～

1.6wt％。

[0008] 本发明铜合金中添加有0.01～2.0wt％的Ni。Ni能与Cu无限固溶，固溶于铜基体中

时可以提高合金的强度。在本发明中，Ni与Si主要以Ni-Si析出相的形式存在，Ni-Si相的析

出能够在不显著影响合金导电性的同时提高合金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因此为了得到充分

的强化效果，应控制Ni的添加量应不小于0.01wt％，而当Ni含量高于2.0wt％，容易导致合

金导电率降低。因此本发明将Ni的含量控制在0 .01～2 .0wt％，进一步优选为0 .3～

1.8wt％。

[0009] 本发明铜合金中添加有0.01～1.0wt％的Si。Si元素有利于改善铸造流动性，同时

有利于减少铸造过程中铜液的氧化，提高成型性能。Si元素在黄铜中的锌当量系数为10，具

有较好的固溶强化、加工硬化效果。同时Si能与Ni、Cr在适当的热处理工艺下，以Ni-Si相、

Cr-Si相的形式析出，减少合金中游离的Ni、Si的存在，能够在尽可能降低对合金导电率损

害的条件下提高合金的强度，并且通过Ni-Si相、Cr-Si相的相互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合金

的抗高温软化性能，使合金能够满足于目前对合金材料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使Ni、Cr充

分以Ni-Si相、Cr-Si相的形式析出，本发明将Si的添加量控制在0.01wt％以上，但是当Si的

添加量超过1.0wt％时对合金导电性的不良影响增大，因此，本发明将Si的含量控制在0.01

～1.0wt％，进一步优选为0.10～0.9wt％。

[0010] 本发明铜合金中添加有0.001～1.5wt％的Cr。Cr能作为晶核细化晶粒，并在时效

过程中抑制铜合金晶粒长大，提高铜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同时Cr具有一定的析出强化

效果，尤其是与Si元素共同作用下，析出强化效果提升明显，并且Cr-Si相热稳定性好，一定

量且均匀分布的Cr-Si相有利于提高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因此在本发明中，通过调整工

艺，使Cr与Si形成Cr-Si相析出，最大程度地提高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同时通过Ni-Si

相、Cr-Si相、Cr单质共同作用，进一步改善合金的强度、导电性及其抗高温软化性能。因此，

为了充分形成Cr-Si相，本发明将Cr的添加量控制在0.001wt％以上，由于Cr含量过高时会

造成富Cr相偏聚，不利于合金的性能，因此Cr的添加量不宜超过1.5wt％。本发明将Cr的含

量控制在0 .001～1 .5wt％，进一步优选为0 .05～1 .3wt％，再进一步优选为0 .05～

0.85wt％。

[0011] 作为优选，本发明铜合金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中，Ni、Cr、Si的重量百分比含量满足：

3.5≤(Ni+Cr)/Si≤20。Ni、Cr能与Si形成Ni-Si相、Cr-Si相。不过，通过时效处理，合金中的

Ni、Cr、Si不会全都形成为析出相。其中Ni、Si某些条件下在Cu基体中以固溶的状态存在，固

溶状态的Ni和Si使铜合金板材的强度提高少许，但是与析出状态相比其效果小，并且也成

为降低导电率主要原因。而Cr部分以Cr单质的形式析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合金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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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软化性能和强度，但是抗软化的效果弱于Cr-Si相的效果，因此为了提高合金强度同时

更好地提升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也进一步提升合金的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本发明对

Ni、Cr、Si的重量比进行了限定，使Ni、Cr和Si在合金中主要以Ni-Si相、Cr-Si相存在，降低

Ni、Cr、Si以单质形式存在的比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Ni-Si相、Cr-Si相的析出顺序不

同，由先析出的Cr-Si相占据具有高储能及空位的析出点，从而相较于单独生成Ni-Si相的

合金，本发明可抑制Ni-Si析出相的析出偏聚，提高Ni-Si析出相的分布均匀性，对于合金的

屈服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当Ni、Cr、Si形成Ni-Si相、Cr-Si

相后，不仅能够净化合金基体，在提高合金性能的同时减少导电率的损失，而且Ni-Si相、

Cr-Si相的析出具有位错钉扎作用，在变形过程中有利于位错密度的增加，从而增强加工硬

化效果，同时由于析出相在高温条件下稳定性好，有利于阻碍位错、亚晶的迁移，从而阻碍

再结晶形核以及晶界迁移，提升合金的抗高温软化能力，并且又Ni-Si相、Cr-Si相能抑制静

态和动态再结晶的进行，使合金具备较好的高温力学性能，同时Cr-Si具有优异的热稳定

性，通过控制时效条件可以进一步的调控Cr-Si相析出大小，使Cr-Si相也实现均匀分布，实

现抗高温软化性能的进一步提高，从而扩大合金应用范围，满足现代社会对合金的需求。同

时，Ni-Si相对合金强度的提升效果强于Cr-Si相，且Cr含量过多容易形成大颗粒Cr单质，影

响合金性能，因此为了充分提高合金强度，本发明对Ni、Cr、Si的重量百分比含量的比值进

行了进一步限定。为了充分析出Ni-Si相、Cr-Si相，同时使两者的作用达到最大，在最大程

度上提高合金性能，本发明使Ni、Si、Cr的重量比满足3.5≤(Ni+Cr)/Si≤20，在此条件下，

Cr单质的析出较少，能够最大程度地析出Ni-Si相、Cr-Si相，促进合金强度、导电性及抗高

温软化性能的提高。当(Ni+Cr)/Si低于3.5时，Si含量过高，合金中游离的Si过多，增大合金

导电率的损失，不符合合金需求，当(Ni+Cr)/Si超过20时，不能充分形成Ni-Si相、Cr-Si相，

Cr以Cr单质析出为主导，强化效果减弱，无法满足合金性能的要求。

[0012] 作为优选，将该铜合金的带材的轧制面在0＜2θ＜90°范围内的{111}晶面的X射线

衍射强度记为I{111}，{200}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200}，{220}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

为I{220}，{3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311}，I{111}、I{200}、I{220}和I{311}满足：0.8≤(I{111}

+2*I{220})/2*(I{200}+I{311})≤4.0。合金的屈服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在合金应用中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验中往往发现合金屈服强度的提升伴随着弯曲加工性能的显著下

降，因此平衡合金的屈服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显得尤为重要。本发明主要通过时效、轧制等

工艺，对合金的晶面取向进行了控制。本发明铜合金带材在0＜2θ＜90°范围内的，X射线衍

射晶面的{111}、{200}、{220}、{311}晶面对合金的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具有较大影响。带

材经冷轧变形后，随冷轧变形量增大，{111}、{220}晶面的衍射强度将逐渐增强，而{200}和

{311}晶面的衍射强度将逐渐减弱。带材经热处理后，{200}和{311}晶面的衍射强度将逐渐

增强，而{111}、{220}晶面的衍射强度将逐渐减弱。{111}、{220}晶面衍射强度的增加，有利

于带材强度的增加，但其对带材的弯曲加工性不利；{200}和{311}晶面衍射强度的增加，有

利于弯曲加工性的改善，但晶面衍射强度较大时，合金带材的强度较低。因此控制{111}、

{200}、{220}和{311}的晶面取向对于获得理想的弯曲加工性能和屈服强度(即GW方向的值

R/T≤1，BW方向的值R/T≤2和屈服强度≥550MPa)具有重要的作用，将该铜合金的带材的轧

制面在0＜2θ＜90°范围内的{1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111}，{200}晶面的X射线衍射

强度记为I{200}，{220}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I{220}，{3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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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11}，本发明铜合金的晶面取向满足0.8≤(I{111}+2*I{220})/2*(I{200}+I{311})≤4.0时，合金

的屈服强度在550MPa以上，90°折弯试验中GW方向的值R/T≤1，BW方向的值R/T≤2，满足对

合金性能的需求。当(I{111}+2*I{220})/2*(I{200}+I{311})＜0.8时，合金的屈服强度在550MPa以

下，90°折弯试验中GW方向的值R/T≤1，BW方向的值R/T≤1，强度过低不符合要求；当(I{111}+

2*I{220})/2*(I{200}+I{311})＞4时，虽然合金的屈服强度在550MPa以上，但90°折弯试验中BW

方向的值R/T＞2，弯曲加工性达不到要求，因此，为了兼顾屈服强度和弯曲加工性能，本发

明将I{111}、I{200}、I{220}和I{311}限定为0.8≤(I{111}+2*I{220})/2*(I{200}+I{311})≤4.0。

[0013] 作为优选，本发明铜合金的平均晶粒度为1～15μm。对于电气电子部件用铜合金板

所要求的弯曲加工性而言，通常平均晶粒度越小，则弯曲加工性越好。这是由于，平均晶粒

度越大，晶界面积越小，在晶界越容易产生固溶元素的偏析及应力集中。而且，如果应力集

中的程度超过一定量，则从铜合金的晶界产生裂纹，以至产生晶界裂纹。另一方面，铜合金

板所要求的耐应力松弛特性随着平均晶粒度的增大而得到改善。为了得到作为电气电子部

件用铜合金应具有的良好的耐应力松弛特性，考虑到平均晶粒度对这样的铜合金板的弯曲

加工性及耐应力松弛特性的影响，本发明将铜合金的平均晶粒度控制在1～15μm的范围。

[0014] 作为优选，本发明铜合金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中还包括0.01～2.0wt％的Co。Co能固

溶于合金基体中，通过固溶强化的作用提高合金的强度，同时Co与Si形成CoSi相，通过析出

强化相提升合金强度的同时降低了对合金导电率的影响，但是添加Co元素过多时，基体中

残留的Co元素也增多，从而影响合金的导电率，且对折弯性能不利。所以本发明将Co含量控

制在0.001～2.0wt％的Co，进一步优选为0.05～1.8wt％。再进一步优选0.05～0.85wt％。

[0015] 作为优选，本发明铜合金的重量百分比组成中还包括总量不超过2.0wt％的Al、

Ti、P、Zr、B、Ag、Mn、Mg、Fe、As和RE中的至少一种元素。其中Al、Ti、Zr、RE具有提高合金强度

的作用，B的添加有利于细化晶粒，此类元素的添加，能够在熔体凝固的过程中，形成大量细

小弥散分布的结晶形核，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Mn在熔炼过程中可以起到脱氧作用，提高合

金的纯度，还可以改善合金的热加工性能，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降低合金的弹性模量。P具

有脱氧作用，提升合金强度，改善耐腐蚀性和铸造时的流动性。添加Ag，在对导电率影响较

低的情况下，可实现固溶强化效果的提升。Mg具有脱氧、脱硫以及提高合金耐应力松弛性能

的效果，Fe能阻止再结晶晶粒长大，显著细化晶粒，从而提高铜合金屈服强度和硬度。As具

有抗脱锌腐蚀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元素添加过量，不利于合金综合性能的提升。

[0016] 本发明铜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温度≥450℃。抗高温软化性能，即在高温环境下，抵

抗材料硬度(强度)降低的能力。在电子元件的某些应用领域中，电子元件工作环境能够在

瞬间达到几百摄氏度，这就要求所使用的铜合金具有优异的抗高温软化性能，否则在高温

条件下，铜及铜合金的硬度(强度)将会永久性地大幅减少，进而降低电子元件的可靠性和

使用寿命。本申请发明人对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进行研究，通过试验发现，在同等条件

下，与未添加Cr的合金进行抗高温软化对比试验，发现未添加Cr的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温度

只能维持在400℃及以下，而针对同状态的C42500及磷铜或者普通黄铜，其抗高温软化温度

都只能维持在330℃左右，本发明铜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温度可达450℃以上。因此本发明铜

合金对比同类型应用，其抗高温软化性能优势明显。在本发明中，通过在Cu-Zn-Sn合金中添

加Ni、Si、Cr等元素，Cr对于合金抗高温软化性能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单独利

用Cr单质提升效果较弱，而Cr-Si相的热稳定性能优异，在高温条件下，一定量且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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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r-Si相有利于提高高温软化，因此本发明通过进一步调整元素重量比，控制产品工艺，

使Ni、Cr与Si形成Ni-Si相和Cr-Si相，减少Cr单质的析出，在高温条件下，Ni-Si相和Cr-Si

相有利于阻碍位错、亚晶的迁移，从而阻碍再结晶形核以及晶界迁移，能较大的提升合金抗

高温软化能力，并且又能抑制静态和动态再结晶的进行，使合金具备较好的高温力学性能。

[0017] 上述抗软化的铜合金在连接器、端子、电磁继电器簧片或引线框架中的应用。

[0018] 综上，本发明以Cu-Zn-Sn为基体，通过添加Ni、Si、Cr等元素，一方面通过调整Ni、

Si、Cr的含量，提高Cr-Si相、Ni-Si相的析出，减少合金中游离单质的存在，同时使Ni-Si相、

Cr-Si相、Cr单质共同作用，在提升合金强度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合金的抗高温软化性能，另

一方面对合金加工工艺进行控制，通过工艺的改进，促使析出相的形成并加强析出相之间

的共同作用，同时，通过改进工艺，也对合金宏观织构进行控制，提升合金的弯曲加工性能，

获得一种屈服强度≥550MPa、导电率≥30％IACS、弯曲加工性能优良且抗软化性能优异的

铜合金材料。此外本发明添加有Sn、Ni、Si、Cr等元素，能够解决锡磷青铜、铜镍硅合金、黄铜

等电镀角料回收问题，有利于减少环境负担，降低合金制备成本，促进废料的循环利用。

[0019] 本发明铜合金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加工成板带材、棒材、线材等。以板带材为

例，本发明铜合金的制备过程为：

[0020] (1)熔铸：利用与通常的铜合金的熔炼方法相同的方法，在熔解铜合金原料，然后

通过连续铸造或半连续铸造等来制造铸锭，铸造温度控制在1050～1300℃。

[0021] (2)热轧：为了获得均匀的晶体组织，同时保证铸锭中存在的粗大析出相再次固溶

到基体，对铸锭进行热轧，其热轧开坯温度控制在750～900℃，保温时间3～6h，并控制终轧

温度在650℃以上，轧制率总加工率保持在80％以上。热轧后在线进行水急冷，达到冷却速

度50℃/s以上，20s内降至室温，使热轧完成后的{111}晶面的衍射峰强度最高，{220}晶面

的衍射峰强度最低。

[0022] (3)一次冷轧：在本次冷轧过程中，要求总轧制率≥70％，以利于后期时效过程，形

成理想的再结晶组织。通过本次冷轧，{111}、{200}、{311}晶面的衍射峰强度显著下降，其

中{111}、{200}晶面的衍射峰强度下降超过50％，{220}晶面的衍射峰强度增长则超过

300％。

[0023] (4)一级时效：为了促进Ni-Si相和Cr-Si相的析出，进一步改善材料的晶面比例，

对冷轧后的合金进行时效处理，与冷轧态对比，时效后合金{111}和{220}晶面的衍射峰强

度增长较小，{200}和{311}晶面的衍射峰强度增长超过20％，合金的塑性提高，实现析出相

析出。该时效温度控制在350～600℃，升温速度50～150℃/h，到温后保持时间6～12h，更优

选是，时效温度控制在400℃～500℃，升温速度50～100℃/h，到温后保持时间7～10h。这样

析出物在铜母相中以微小形状弥散析出，可以兼具高的强度和优异的弯曲加工性，如果时

效温度过高、时间长，析出物粗大化，析出物粒径不能有效控制，弯曲加工性能恶化；反之，

如果温度低、时间短，析出过程进行不充分，弯曲加工性能、材料强度无法达到预期值。

[0024] (5)二次冷轧：接着可以进行轧制率60％以上的冷轧。通过本次冷轧，{111}和

{200}、{311}晶面的衍射峰强度减小，{220}晶面的衍射峰强度增大，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

同时也使材料的储能和利于析出物的继续析出的晶格缺陷增多，从而在后续的时效处理中

可以促进析出物的继续脱溶及均匀微细的分布，提高材料的导电率、屈服强度和弯曲加工

性及其抗高温软化性能。因此，二次冷轧的变形量控制在60％以上，变形量过小，析出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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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分散度较差、析出量较小，同时不利于后期时效组织完全再结晶的完成，对最终带材的

弯曲加工不利，也不利于于抗高温软化性能的提高。

[0025] (6)二级时效：合金实现析出强化的关键工艺，通过时效析出，可以进一步促进Ni-

Si相和Cr-Si相的均匀析出。通过控制析出相的均匀分布，可充分提高材料强度、导电和抗

高温软化性能。同时通过调整时效过程，促进{220}晶面衍射强度的降低，增加{111}和

{200}、{311}晶面的衍射峰强度有利于改善成品材料的弯曲加工性能。因此在本发明铜合

金的制备过程中，将时效温度控制在350～600℃，保温时间6～12h，升温速度50～150℃/h，

优选时效温度控制在400～550℃，保温时间7～10h，升温速度60～130℃/h。温度高有利于

组织的完全再结晶和相的充分析出，但过高易出现析出物聚集及过度增加{110}晶面衍射

强度，影响材料强度及弯曲加工性能，而低温时效，既不利于带材的再结晶也不利于第二相

的析出，对带材的弯曲加工影响较大。保温结束后，为了保证冷却均匀，又能提高冷却速度，

选择用风冷的方式进行冷却，冷却速度控制在5～15℃/min，当带材温度降至150℃以下时，

置于室温下进行自然冷却。

[0026] (7)精轧：对时效后的合金施加冷变形有利于提高{220}晶面衍射强度，促进带材

强度的进一步提高。但变形量不宜过大，过大易形成明显的各向异性，而且会降低{200}、

{311}晶面衍射强度，不利于BW方向带材的弯曲加工能。随着加工率的增加，位错堆积在析

出物附近，晶体的变形协调性变差，弯曲变形时析出物易诱变成裂纹源，合金的折弯性能恶

化。其中BW方向恶化更加明显。因此，优选的加量变形量控制在60％以下。

[0027] (8)低温退火：最终冷轧后，通过低温退火可以减小材料中可动的空位和位错的密

度，提高耐应力松弛性。同时可以减小和消除板材中的残留应力，而不显著降低强度。另外

控制退火温度也可以使导电性有所提高。低温退火中的保温温度优选设定在150～300℃

内。如果温度设定得太高，容易导致板材的软化。反之，如果温度设定得太低，达不到预期的

效果。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9] (1)本发明在Cu-Zn-Sn基体上添加Ni、Si、Cr等元素，并控制Ni、Si、Cr的重量比满

足：4≤(Ni+Cr)/Si≤20，使合金生成Ni-Si相和Cr-Si相，在提升材料导电和强度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材料的抗高温软化性能；

[0030] (2)为了改善和平衡材料的弯曲加工性能和屈服强度，本发明对I{111}、I{200}、I{220}

和I{311}晶体取向进行了限定，该晶体取向是由X射线衍射强度确定的。本发明铜合金晶面的

X射线衍射强度满足：0.8≤(I{111}+2*I{220})/2*(I{200}+I{311})≤4.0，使材料实现了包括屈服

强度、导电性、弯曲加工性、抗高温软化性能在内的优异的综合性能；

[0031] (3)为了平衡电子电气铜合金部件所需的弯曲加工性能和抗应力松弛性能，本发

明平均晶粒度优选为1～15μm；

[0032] (4)本发明的抗高温软化温度为450℃以上，在同类材料中抗高温软化性能优势突

出；

[0033] (5)本发明铜合金可以实现屈服强度≥550MPa，导电率≥30％IACS；制成的带材的

90°弯曲加工性为：GW方向的值R/T≤1，BW方向的值R/T≤2；

[0034] (6)本发明可解决锡磷青铜、铜镍硅合金、黄铜等电镀角料的回收问题，提高材料

利用率，节省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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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7)本发明合金可以加工成棒线、板带等产品，广泛应用于连接器、端子或者电磁

继电器的可动导电片或引线框架等电子电气设备用导电元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7] 按照表1成分，将表1所示的成分组合的铜合金在1150℃下进行熔制，制造规格为

170mm×320mm的铸锭。将上述铸锭800℃下保温5小时之后，进行热轧使其板厚达到16.5mm，

热轧完毕后，在线水冷却；然后，实施铣面使其厚度达到15mm，再通过冷轧为厚度2mm的板；

接着将冷轧后的板加热至440℃，保温8h，进行第一次时效；将时效后的材料进行第二次冷

轧，冷轧至0.4mm，然后进行在400℃中保温8h的第二次时效处理；最后进行精冷轧，轧制目

标板厚0.3mm；精冷轧后，在210℃中保温4h进行低温退火，得到带材样品。

[0038] 对于制备得到的20个实施例合金和4个对比例合金，分别测试力学性能、导电率、

抗高温软化温度、折弯性能、晶体取向。

[0039] 室温拉伸试验按照《GB/T  228.1-2010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在电子万能力学性能试验机上进行，采用宽度为12.5mm的带头试样，拉伸速度为5mm/min。

[0040] 导电率测试按照《GB/T  3048.2-2007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第2部分：金属材料

电阻率试验》，本检测仪器为ZFD微电脑电桥直流电阻测试仪，样品宽度为20mm，长度为

500mm。

[0041] 折弯性能测试按照《GBT  232-2010金属材料弯曲试验方法》在折弯测试机上进行，

好、坏方向90°折弯。样品宽度为10mm，长度50mm。

[0042] 抗软化性能测试按照《GB/T  33370-2016铜及铜合金软化温度的测试方法》，样品

宽度为40mm，长度40mm。

[0043] 分别测定各样品表面的{111}、{200}、{220}、{311}晶面的X射线衍射强度I{111}、

I{200}、I{220}、I{311}，求出(I{111}+2*I{220})/2*(I{200}+I{311})的值。

[0044] 各实施例及对比例的成分及性能结果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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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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