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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焊接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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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芯铜基钎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药芯铜基钎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型号、钎剂、钎料/钎剂成分及配比、钎料形态、

钎剂填充系数、填充物压实系数、几何尺寸、钎料严实度、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包装、标记和产品质

量说明书等。 

本文件适用于药芯铜基钎料产品的设计、生产、贸易、储运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5121  铜及铜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6418  铜基钎料 

GB/T 13393  验收抽样检验导则 

GB/T 25778  焊接材料采购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芯铜基钎料  flux-cored copper brazing filler metal 

由外皮金属（铜基钎料带或铜基钎料管）包裹铜钎剂或铜钎剂与金属粉（金属丝）的混合物而构成。 

3.2  

钎剂填充系数  filling factor of flux 

药芯铜基钎料中单位长度钎剂质量与单位长度钎料总质量的比值定义为钎剂填充系数。 

3.3  

填充物压实系数 compaction degree of filler 

药芯铜基钎料中填充物的振实密度与松装密度之比定义为填充物压实系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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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实度 tight degree 

严实度用钎料在一定条件下（振动频率18 kHz、振动时间2 h）的钎剂漏粉率（mg/1000g）表示。 

4 分类及型号 

4.1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分类 

药芯铜基钎料分类及型号见表1。 

表1  药芯铜基钎料分类及型号 

分类 钎料型号 分类 钎料型号 

铜锌钎料 

BCu48Zn—XXXX 

铜锌锰钎料 

BCu57ZnMn—XXXX 

BCu54Zn—XXXX BCu58ZnMn—XXXX 

BCu62Zn—XXXX BCu62ZnMn—XXXX 

铜锌镍钎料 BCu48ZnNi—XXXX 铜锌锡钎料 BCu60ZnSn—XXXX 

注：****代表依据该批次钎料的复合状态标识。 

4.2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表示方法 

4.2.1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由七部分组成。钎料型号第三和第四部分间用横线“—”分开。 

4.2.2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一部分用“B”表示硬钎料。 

4.2.3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二部分用“Cu”表示钎料基本组分，其后标出其公称含量。 

4.2.4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三部分表示钎料其他组分。钎料其他组分按其质量百分数排列，当几种元

素具有相同质量百分数时，按其原子序数顺序排列；仅第一个化学元素符号后标出公称质量分数，公称

质量分数取整数误差±1%，若其元素公称质量分数仅规定最低值时应将其取整数；公称质量分数小于

1%的元素在型号中不必标出，但如某元素是钎料的关键组分一定要标出时，可在括号中列出其化学元

素符号。 

4.2.5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四部分用“C1、C2、C3”表示钎剂类型。 

4.2.6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五部分在括号内用“0”表示钎剂中不含金属粉、金属芯，用“1”表示钎剂中

含有金属粉，用“2”表示钎剂中含有金属芯，用“3”表示钎剂中含有金属粉、金属芯，用“4”表示钎剂中

含有其他形态合金。 

4.2.7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六部分用“Ⅰ、Ⅱ、Ⅲ、Ⅳ、Ⅴ、Ⅵ、Ⅶ”表示钎剂填充系数级别。 

4.2.8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第七部分用字母“L”表示螺旋药芯铜基钎料，“S”表示直缝药芯铜基钎料。 

4.3 药芯铜基钎料型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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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钎剂 

5.1.1 钎剂含水量要求 

钎剂含水量是指钎剂中所含水分质量与钎剂总质量(包括干钎剂与水分)之比，钎剂含水量应≤0.8 

wt.%。 

5.1.2 钎剂粒度要求 

钎剂筛分、研磨的粒度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钎剂粒度 

筛分 
粒度区间 允许粒度区间外的质量百分数 

50 目（270μm）~ 300 目（48μm） ＞270μm ≤5% 

注：钎剂研磨、筛分后应密封保存。 

5.2 钎料/钎剂成分及配比 

药芯铜基钎料合金成分按照GB/T 6418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表3 药芯铜基钎料合金成分 

型号 
化学成分/wt.% 

Zn Cu Mn Ni Sn 杂质含量 

BCu48Zn—XXXX 余量 47.0~49.0 — — — 

≤0.5 

BCu54Zn—XXXX 余量 53.0~55.0 — — — 

BCu62Zn—XXXX 余量 61.0-63.0 — — — 

BCu48ZnNi—XXXX 余量 56.0-58.0 1.5-2.5 — — 

BCu57ZnMn—XXXX 余量 57.0-59.0 3.7-4.3 — — 

BCu58ZnMn—XXXX 余量 61.0-63.0 0.1-0.3 — — 

BCu62ZnMn—XXXX 余量 47.0-49.0 — 9.0-11.0 — 

BCu60ZnSn—XXXX 余量 59.0-61.0 — —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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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所有型号钎料中，Cd元素的最大含量（质量分数）为0.01，Pb元素的最大含量（质量分数）为0.025。 

注2：其他每个未定义元素的最大含量（质量分数）为0.05，未定义元素的总含量（质量分数）不应高于0.15。 

注3：XXXX代表依据该批次钎料的复合状态标识。 

常用的铜钎剂化学成分如表4所示，药芯铜基钎剂可以是其中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表4  钎剂类型 

类型代号 主成分 

C1 硼砂 

C2 硼砂+硼酸 

C3 硼砂+硼酸+氟化物 

5.3 钎料形态 

药芯铜基钎料产品形态为搭接有缝药芯钎料。药芯铜基钎料典型横截面如图1所示。“搭接缝”又

有“直线形搭接缝”和“螺旋形搭接缝”两种，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a）无金属芯                             b）有金属芯 

图1  药芯铜基钎料典型横截面 

           

a）直线形搭接缝          b）螺旋形搭接缝 

图2  药芯铜基钎料结构示意图 

药芯铜基钎料可制成条状、棒状、丝状、环状及其他特殊规格的形状，适用于硬钎焊工艺。 

5.4 钎剂填充系数 

药芯铜基钎料的钎剂填充系数应在5% ~ 25%之间，首选填充系数为8% ~ 18%之间，其钎剂填充系

数级别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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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钎剂填充系数级别 

填充系数级别 额定值/wt.% 最小值/wt.% 最大值/wt.% 

Ⅰ 5 3.5 6.5 

Ⅱ 8 6.5 9.5 

Ⅲ 10 8.5 11.5 

Ⅳ 12 10.5 13.6 

Ⅴ 15 13.5 17.5 

Ⅵ 18 15.5 20.5 

Ⅶ 21 18.5 23.5 

 

5.5 填充物压实系数 

填充物压实系数与钎剂填充系数呈正比关系，填充物压实系数Cf计算方法如公式（1）： 

Cf=

松

实




……………………………………………（1） 

 

式中： 

Cf——药芯铜基钎料填充物的压实系数； 

ρ实——药芯铜基钎料填充物的振实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ρ松——药芯铜基钎料填充物的松装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为使钎剂填充系数稳定和钎焊工艺性能不受影响，药芯铜基钎料填充物的压实系数应符合表6要求。 

表6  填充物压实系数 

钎剂类型

代号 
主成分 松装密度/(g/cm3) 振实密度/(g/cm3) 填充物压实系数 

C1 硼砂 0.58~0.82 1.20~1.25 1.46~1.55 

C2 硼砂+硼酸 0.53~0.80 1.20~1.28 1.60~2.26 

C3 硼砂+硼酸+氟化物 0.60~0.95 1.20~1.30 1.36~2.00 

 

5.6 钎料尺寸 

5.6.1 钎剂内芯偏心度 

药芯铜基钎料的钎剂内芯偏心度测量示意图如图3所示，计算方法由公式（2）确定： 

…………………………………………（2） 

式中： 

E——钎剂内芯偏心度； 

a——钎料断面金属层最大厚度，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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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一断面金属层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mm）。 

 
图3  偏心度测量示意图 

药芯铜基钎料的钎剂内芯偏心度要求如表7所示。 

表7  钎剂内芯偏心度要求 

钎料直径/mm 钎剂内芯偏心度 E / % 

≤2.0 ≤6% 

＞2.0 ≤4% 

 

5.6.2 棒状钎料的尺寸应符合表 8 的规定。棒状钎料首选的直径是 1.6 mm、2.0 mm、2.5 mm、3.0 mm

和 5.0 mm，首选的长度是 450 mm、500 mm 和 1 000 mm。 

表8  棒状钎料规格及尺寸公差 

焊条直径/mm 焊条长度/mm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1.0、1.25、1.6、2.0 ± 0.08 300、400、450、500 ± 2.5 

2.5、2.8、3.0、3.2、4.0、5.0 ± 0.15 800、1000 ± 5.0 

注：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应其他尺寸的棒状钎料。 

 

5.6.3 丝状钎料没有首选的直径，直径大于 1.0 mm 的钎料径向公差为± 3%。 

5.6.4 环状钎料的规格及公差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9  环状钎料规格及尺寸公差 

丝径/mm 环径/mm 环径极限偏差/mm 

＜1.0 

＜12 ±0.10 

≥12 ±0.15 

1.0～2.0 
＜12 ±0.10 

≥12 ±0.20 

＞2.0 
＜12 ±0.15 

≥12 ±0.25 

注：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应其他尺寸的环状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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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其他类型钎料的尺寸规格及公差由供需双方协商。 

5.7 钎料表面状态 

5.7.1 钎料表面应光滑、无色差，不应有毛刺、锐弯、打结等现象，不允许存在对钎焊性能或钎焊设

备操作性能有不良影响的油污、脱皮、裂纹以及气泡等缺陷。 

5.7.2 钎料允许有不超出极限偏差规定的擦伤、划痕、凹凸和边缘微裂纹等微小缺陷存在。 

5.8 钎料严实度 

药芯铜基钎料要求严实度＜5 mg/1000g。  

6 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 

6.1 钎剂 

钎剂含水量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测定结果符合5.1的规定；钎剂经筛分后粒度符合5.1的规定。 

6.2 钎料 

钎料的化学分析方法应按GB/T 5121的规定或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分析方法执行，检验结果应符合

5.2的规定。在化学分析中，如果发现其他元素存在时，需做进一步分析，以便确定杂质总量符合5.2的

规定。钎料的化学分析应进行批检验，钎料的批量划分按GB/T 25778的规定执行，每批钎料重量不超过

1吨，至少在5个区域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检验。 

6.3 钎剂填充系数 

采用减重法测定药芯铜基钎料的填充系数，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测定，测定结果符合5.4中的规定。 

6.4 填充物压实系数 

按公式（1）计算药芯铜基钎料的填充物压实系数，并符合5.5中的规定。 

6.5 钎料尺寸 

钎料应按照5.6规定进行尺寸规格测量，抽样方案参照GB/T 13393中的规定进行。 

6.6 外观检查 

钎料应按照5.7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抽样方案参照GB/T 13393中的规定进行。 

6.7 钎料严实度 

测量钎料严实度具体方法为：将1 000 g钎料置于振动平台上，振动频率18 kHz、振动时间2 h，测

算钎料漏粉量，即为钎料严实度。钎料严实度应符合5.8中的规定。 

6.8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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钎料按6.1、6.2、6.3、6.4、6.5、6.6进行检验，任一项如不合格应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

验，如复验结果仍不合格，则该批钎料不能作为符合本标准的成品交货。 

7 包装、标记、产品质量证明书 

7.1 包装 

7.1.1 药芯铜基钎料应装入合适的包装袋或容器中，容器应耐钎剂腐蚀，并保证在正常条件下运输和

贮存过程中不损坏。 

7.1.2 应保证钎料从生产之日起贮存 12 个月不变质。 

7.1.3 若需方对钎料的包装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2 标记 

在每个钎料包装上应清楚地标示出以下信息： 

a）钎料的商品名称； 

b）符合本标准的钎料型号； 

c）钎料重量和尺寸； 

d）生产日期及批号； 

e）钎料制造商名称； 

f）适用的钎焊温度范围； 

g）健康和安全警告（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标签应由不被钎料内钎剂腐蚀的材料制造。 

7.3 产品质量证明书 

钎料制造商对每一批钎料，应根据实际检验结果出具产品质量证明书。当用户提出要求时，制造商

应提供检验结果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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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钎剂含水量试验方法 

 

A.1 试样 

称取 100 g 的钎剂。 

A.2 试验步骤 

（1）称取一干燥坩埚，质量记为 m0（精确至 0.01g）； 

（2）将钎剂置于坩埚中，称量总质量，记为初始质量 m1（精确至 0.01g），敞口置于 110 ℃～130 ℃

干燥箱中 4 h； 

（3）取出坩埚，称量坩埚与钎剂的总质量，记为终止质量 m2（精确至 0.01 g）； 

为提高测量准确性，同时测量 5 组，取其平均值。 

A.3 试验结果的表述按下式计算钎剂含水量 X，数值以百分数（%）计： 

 

 

 

式中：  

X——钎剂含水量； 

m0——坩埚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1——干燥前坩埚与钎剂试样初始质量，单位为克（g）； 

m2——干燥后坩埚与钎剂试样终止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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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钎剂填充系数试验方法 

 

B.1 试样 

称取表面洁净的药芯钎料 30 g。 

B.2 清洗 

将试样表面用丙酮擦干净、干燥。 

B.3 试验步骤 

测定 B.2 中的试样质量 m1（精确到 0.01 g）。将试样置于氧化锆陶瓷坩锅中，在氩气保护下加热试

样至熔化，待试样熔化后的合金凝固后先用水清洗去除钎剂，然后用无水乙醇冲洗钎料并快速烘干，并

称量钎料质量为 m2（精确到 0.01 g）。为提高测量准确性。同时测量 5 组，取其平均值。 

B.4 试验结果的表述 

按下式计算钎剂填充系数 f ，数值以百分数（%）计： 

%100
1

21 
−

=
m

mm
f  

式中： 

f——钎剂填充系数； 

m1——试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m2——试样去除钎剂干燥后剩余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