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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

属于电接触材料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方法为将

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银镁

镍合金坯锭，将铸锭冷轧为薄片。银镁镍合金薄

片作为阴极，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氢化电解液

为酸性体系，溶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直流电解

氢化一段时间后，将银镁镍合金薄片取出清洗烘

干，取出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先在真空

低温下保温一段时间，随后通氧升温，在高温下

热内氧化，随炉冷却。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得到

的材料强度高、硬度高，塑性好，弹性好，导电性

能优良，具有很好的抗电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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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银镁镍合金坯锭，将铸锭冷轧为薄片，

其厚度为0.1-2mm；

（2）将步骤（1）得到的薄片置于乙醇或丙酮溶液中超声清洗，取出后用纯水洗涤晾干，

备用；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银镁镍合金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液中

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

（4）将步骤（3）得到的银镁镍合金薄片清洗、烘干后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先进

行真空低温煅烧，随后通入氧气并升温，在高温下热内氧化，随炉冷却得到银镁镍合金；

步骤（3）中直流电解氢化的条件为：银镁镍合金薄片带电入电解槽，槽电压为0.3-4V，

电流密度为0.05-0.3A.cm2，电解时间为1-48小时；

真空低温煅烧的条件为：真空度0.001-0.008Pa，以1-5℃/min升温至300-500℃，保温

1-4小时；

高温下热内氧化的条件为：通入纯度为99%以上的氧气，流量为0.1-1升/秒，至真空度

为10-50Pa，以5-10℃/分钟升温至650-800℃，保温10-40小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氢化电解液

为HCl、H2SO4、HNO3或CH3COOH，其浓度为0.5-3mol/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氢化抑制剂

为As2O3、Al2O3、Na2HAsO4、SnCl4或PdCl2，加入量为0.01-1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精轧矫形的变形量为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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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属于电接触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银镁镍合金是一种以银为基体，含有少量的镁和镍，经内氧化后该合金具有优良

的弹性和抗机械疲劳性能，以及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和高温下弹性不变的特点，具备优越的

抗电侵蚀能力及可靠的电接触性能，并有很小的蠕变速度，蠕变速度仅为纯银的十分之一，

硬度不受温度影响。常用作弹性电接触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等高技术和国

防领域，以及民用工业的各种交直流接触器、断路器、继电器和转换开关中微型继电器的弹

簧接点元件；尤其是承受应力的大型开关中作分流接点元件，高温下工作的仪表和继电器

的弹簧等。

[0003] 银镁镍合金中镁固溶于银基体中形成置换固溶体，部分形成第二相Mg54Ag17弥散

于银基体，呈现共格或者半共格关系，且镁易于在固溶体螺位错处偏聚，由于镁原子半径较

银原子半径大，镁固溶进入银基体后会产生晶格畸变。而元素镍不能固溶于银基体，其以颗

粒形态弥散于银镁固溶体中作为第二相，由于本身强度低，对银基体的晶粒细化和弥散强

化作用有限。部分镍与镁生成的MgNi2偏聚于晶界，增大晶界的扩展的阻力，虽能细化晶粒，

但也造成了晶界处较大的内应力，这是影响银镁镍合金塑性及导电性能的重要因素。

[0004] 近年来银镁镍合金材料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其热处理工艺，内氧化对合金的组

织性能的影响，以及改性元素对合金组织性能的影响均得到深入的研究。但现有加工技术

难以解决内氧化温度较高，氧化物颗粒较大，晶粒尺寸较大的问题，导致银镁镍合金内应力

增大，使塑性降低，脆性增大，导电率明显下降。稀土元素的添加虽然能细化晶粒，但增加了

制备工艺的难度，提高了银镁镍合金材料制造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银镁镍合金坯锭，将铸锭冷轧为

薄片，其厚度为0.1-2mm；

[0007] （2）将步骤（1）得到的薄片置于乙醇、丙酮溶液中超声清洗，取出后用纯水洗涤晾

干，备用；

[0008]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银镁镍合金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

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

[0009] （4）将步骤（3）得到的银镁镍合金薄片清洗、烘干后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

先进行真空低温煅烧，随后通入氧气并升温，在高温下热内氧化，随炉冷却得到银镁镍合

金。

[0010]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3）中氢化电解液为HCl、H2SO4、HNO3或CH3COOH，其浓度为0.5-

3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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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3）中氢化抑制剂为As2O3、Al2O3、Na2HAsO4、SnCl4或PdCl2，加入

量为0.01-1g/L。

[0012] 优选的，本发明步骤（3）中直流电解氢化的条件为：银镁镍合金薄片带电入电解

槽，槽电压为0.3-4V，电流密度为0.05-0.3A.cm2，电解时间为1-48小时。

[0013] 优选的，本发明精轧矫形的变形量为1-5%。

[0014] 优选的，本发明真空低温煅烧的条件为：真空度0.001-0.008Pa，以1-5℃/min升温

至300-500℃，保温1-4小时.

[0015] 优选的，本发明高温下热内氧化的条件为：通入纯度为99%以上的氧气，流量为

0.1-1升/秒，至真空度为10-50Pa，  5-10℃/分钟升温至650-800℃，保温10-40小时。

[0016] 本发明的原理：

[0017] 银镁镍合金在电解氢化阶段，所产生的原子氢富集到银镁镍合金表面，氢原子半

径小，扩散能力强，原子氢沿着银镁镍合金的晶界扩散进入合金内部，并与镁元素氢化反应

生成MgH2:

[0018]

[0019] MgH2为离子型氢化物，类金红石结构，硬度较高，在银镁镍固溶体中形成后会造成

较大的晶格畸变，在后续精轧矫形工艺中，原来的银镁镍合金中的大晶粒在内外应力的作

用下裂解为小晶粒。

[0020] 在真空加热条件下，MgH2分解释放出氢原子，氢原子通过晶界逸出。随后在后续加

热加压纯氧气氛下，MgH2分解得到的镁原子一部分固溶进入银镁镍固溶体，一部分发生如

下反应：

[0021]

[0022] 所生成的氧化镁纳米颗粒作为强化第二相粒子弥散于银镁镍合金中。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4] （1）在电解氢化阶段，氢原子扩散能力强，易于与银镁镍合金中处于固溶体螺位错

处镁原子、处于晶界处的第二相MgNi2、以及弥散于银基体中的第二相Mg54Ag17发生氢化反应

生成MgH2，同时也可与处于银晶胞各位的置换镁原子发生氢化反应，由于MgH2生成进一步加

大了固溶体中的晶格畸变，内应力增大，且在银基体中分布更加均匀。

[0025] （2）在后续精轧整形中，大晶粒在内外应力作用下碎化，裂解为小晶粒。在真空加

热过程中，MgH2分解释放出氢原子，而镁原子一部分固溶进入银基体，一部分作为单质留在

原位，但不会形成第二相Mg54Ag17和第二相MgNi2，在后续内氧化工艺中，MgH2分解所遗留的

镁原子具有较大的化学活性，能与氧快速反应生成氧化镁细小颗粒，粒径在1-10nm，并与银

基体有着良好的界面相容性，也很好地阻碍了小晶粒的长大。同时偏聚于晶界处的部分镍

也能与氧发生反应，生成细小的氧化镍颗粒，阻碍了晶界的移动，进一步细化晶粒。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银镁镍合金中晶粒细小，第二相氧化镁颗

粒在纳米尺度范围、弥散均匀，合金材料强度高、硬度高，塑性好，弹性好，导电性能优良，具

有很好的抗电弧能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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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内容。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AgMg0.24Ni0.29合金坯锭，将铸锭冷

轧为薄片，其厚度为0.1mm。

[0031] （2）将步骤（1）得到的AgMg0.24Ni0.29薄片置于乙醇溶液中超声清洗1分钟，取出后用

纯水洗涤晾干，备用。

[0032]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AgMg0.24Ni0.29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

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电解液为0.5mol/L的HCl，加入0.01g/L氢化抑制

剂As2O3，搅拌10分钟，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以AgMg0.24Ni0.29薄片作为阴极带电入槽，槽电

压为0.3V，电流密度为0.05A.cm2，电解时间为48小时。

[0033] （4）将氢化后AgMg0.24Ni0.29薄片从电解槽取出，纯水洗涤至洗涤液为中性、烘干后

在四辊轧机上经5%变形量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抽真空至真空度为0.001Pa，以5

℃/分钟升温至300℃，保温1小时。随后通入纯度为99.9%的氧气，流量为0.1升/秒，至真空

度为10Pa，以5℃/分钟升温至650℃，保温10小时，停止通氧气，停止加热，随炉冷却至室温

将AgMg0.24Ni0.29薄片取出。

[0034]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AgMg0.24Ni0.29平均晶粒度为5.7μm，弥散氧化镁颗粒平均粒径

为8nm，硬度为188kgf/mm2，抗拉强度为512MPa，延伸率为14%，电阻率为2.43μΩ.cm。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AgMg0.17Ni0.15合金坯锭，将铸锭冷

轧为薄片，其厚度为2mm。

[0038] （2）将步骤（1）得到的AgMg0.17Ni0.15薄片置于纯丙酮溶液中超声清洗5分钟，取出后

用纯水洗涤晾干，备用。

[0039]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银镁镍合金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

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电解液为3mol/L的HNO3，加入1g/L氢化抑制剂

Na2HAsO4，搅拌10分钟，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以AgMg0.17Ni0.15薄片作为阴极带电入槽，槽电

压为4V，电流密度为3A.cm2，电解时间为24小时。

[0040] （4）将氢化后AgMg0.17Ni0.15薄片带电从电解槽取出，纯水洗涤至洗涤液为中性、烘

干后在四辊轧机上经1%变形量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抽真空至真空度0.008Pa，以1

℃/分钟升温至500℃，保温4小时。随后通入纯度为99.9%的氧气，流量为1升/秒，至真空度

为50Pa，停止抽真空，以10℃/分钟升温至800℃，保温40小时，停止通氧气，停止加热，随炉

冷却至室温将AgMg0.17Ni0.15薄片取出。

[0041]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AgMg0.17Ni0.15平均晶粒度为8.2μm，弥散氧化镁颗粒平均粒径

为9nm，硬度为162kgf/mm2，抗拉强度为483MPa，延伸率为21%，电阻率为2.21μΩ.cm。

[0042] 实施例3

[0043] 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AgMg0.21Ni0.19合金坯锭，将铸锭冷

轧为薄片，其厚度为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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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2）将步骤（1）得到的薄片置于乙醇溶液中超声清洗3分钟，取出后用纯水洗涤晾

干，备用。

[0046]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银镁镍合金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

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电解液为2mol/L的CH3COOH，加入0.2g/L氢化抑

制剂Al2O3，搅拌10分钟，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以AgMg0.21Ni0.19薄片作为阴极带电入槽，槽

电压为2,3V，电流密度为0.2A.cm2，电解时间为36小时。

[0047] （4）将氢化后AgMg0.21Ni0.19薄片带电从电解槽取出，纯水洗涤至洗涤液为中性、烘

干后在四辊轧机上经5%变形量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抽真空至真空度0.008Pa，以5

℃/分钟升温至480℃，保温2小时；随后通入纯度为99.9%的氧气，流量为0.8升/秒，至真空

度为30Pa， 以5℃/分钟升温至700℃，保温10小时，停止通氧气，停止加热，随炉冷却至室温

将AgMg0.21Ni0.19薄片取出。

[0048]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AgMg0.21Ni0.19平均晶粒度为4.2μm，弥散氧化镁颗粒平均粒径

为4nm，硬度为172kgf/mm2，抗拉强度为498MPa，延伸率为13%，电阻率为2.57μΩ.cm。

[0049] 实施例4

[0050] 一种银镁镍合金细晶强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将原材料按配比放入真空感应炉熔炼后得到AgMg0.21Ni0.19合金坯锭，将铸锭冷

轧为薄片，其厚度为1mm。

[0052] （2）将步骤（1）得到的薄片置于乙醇溶液中超声清洗3分钟，取出后用纯水洗涤晾

干，备用。

[0053] （3）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银镁镍合金薄片作为阴极，氢化电解液为酸性体系，溶

液中加入氢化抑制剂，进行直流电解氢化；电解液为1mol/L的H2SO4，加入0.1g/L氢化抑制剂

SnCl4，搅拌10分钟，以金属铂片作为阳极，以AgMg0.21Ni0.19薄片作为阴极带电入槽，槽电压

为1.2V，电流密度为0.15A.cm2，电解时间为36小时。

[0054] （4）将氢化后AgMg0.21Ni0.19薄片带电从电解槽取出，纯水洗涤至洗涤液为中性、烘

干后在四辊轧机上经3%变形量精轧矫形，置于气氛烧结炉中，抽真空至真空度0.005Pa，以2

℃/分钟升温至450℃，保温2小时；随后通入纯度为99.9%的氧气，流量为0.5升/秒，至真空

度为20Pa，停止抽真空，以5℃/分钟升温至750℃，保温30小时，停止通氧气，停止加热，随炉

冷却至室温将AgMg0.21Ni0.19薄片取出。

[0055]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AgMg0.21Ni0.19平均晶粒度为6.3μm，弥散氧化镁颗粒平均粒径

为6nm，硬度为177kgf/mm2，抗拉强度为502MPa，延伸率为13%，电阻率为2.33μΩ.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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