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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ࢋ
高純度鋁箔(99.989%)經腐蝕或化成過程後，常被用來作為鋁電解電容器的電極材料，
而電容量主要是受到鋁箔有效表面積所影響。本研究針對低壓電容器中的陽極鋁箔作電化
學與化學腐蝕來擴大表面積增加電容量，並在鹽酸、磷酸、硝酸與硫酸混合液中探討採用
不同的電解參數，諸如電流密度、波型、頻率和化學溶液參數，諸如前處理、溶液的濃度
和溫度，對低壓化成後之電容量及表面蝕孔分佈的影響。
經研究發現，適當的前處理及電解方式，雖能提高鋁箔表面蝕孔密度，但對低電壓化
成後靜電容量的提升卻不明顯。而採取多段腐蝕處理，對鋁箔的表面做發孔、擴孔及衍孔
處理後，卻可提高在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的靜電容量到 60 µF/cm2 以上，並達到市場規格。
電解過程中，若前段採用高於市頻的 600 Hz 發孔處理，更能提升表面的蝕孔密度。
關鍵詞：鋁電解電容器；鋁陽極箔；交流電蝕；靜電容量。

ABSTRACT
High purity aluminum foil after proper etching and forming treatments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as the anode of electrolytic capacitor whose capacitance is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effective
surface area of aluminum foil. In this study, electrochemical and chemical etching treatments were
employed to enlarge the surface area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ance of aluminum foil. The
fabrication parameters included the pretreatment (the kind, com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of the
solution), the electrolyte for chemical and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single acid vs. mixture of
several acids), and the current waveform (current density, frequency and the type of wav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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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proper pretreatment followed by one-stage electrochemical
etching enhance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pits. However, the capacitance of the foil after lowvoltage forming treatments was still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mmercial foil. In contrast, the
foil fabricated by a multistage etching process consisting of the treatments for pit nucleation,
growth, and propagation, respectively, had a capacitance of 60µF/cm2, which is comparable to the
commercial foil. Finally, the AC current with frequency of 600 Hz was more effective for pit
nucleation.
Keywords: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Anodic aluminum foil; AC-etching; Capacitance.

構的影響，藉由發孔、擴孔、衍孔等三段腐蝕處理
的鋁箔，並依電容器檢測規範 EIAJ-RC2364[12] 做低
電壓 18.4 V 化成 10 分鐘，靜電容量能達到市售箔
的規格。

1. ݈֏
鋁質電解電容器為三大被動元件之一，且廣泛
地應用於電子儀器設備上。由基本構造及原理得知
[1]
，要得到較大的電容量需擴大電極材料的表面積。
把材料平滑的表面經由蝕刻(Etching)，使表面產生
凹凸不平的狀況，便可容納更多的電荷並增加其電
容量(Capacitance)，以 C 表示之，簡要定義式如下：
A
(1)
C (Capacitance) ＝ ε d

2. ၁រ͞ڱ
99.989%高純度鋁箔(以下稱實驗箔)的成分與組
織分析，如表 1 所示。鋁箔經前處理後，用自來水
沖洗表面以除去前處理液，避免影響後續電蝕處理，
隨後置於以鹽酸為主的腐蝕溶液中，通以交流電作
電化學腐蝕，使鋁箔表面產生蝕孔，以擴大表面積。
電蝕完成後，以自來水將鋁箔表面沖洗乾淨，並置

亦即 電容器電容量＝介電常數(ε)×電極對向面積
(A)/電極間距離(d)，簡單的電容器構造示意圖，如
圖 1 所示。其中陽極箔經過了腐蝕後，又需經過一
道化成(Forming)程序，使材料表面生成一層可耐電
壓的氧化膜。而陰極箔則僅經過腐蝕而不需經過化
成處理，但表面則需安定化處理以確保電容量的穩
定。
先前鋁箔電蝕研究中[2-8]，大部份皆以一段或二
段製程來研究鋁箔經不同的電解參數腐蝕後，表面
蝕孔微結構的變化 [9-11] ，對於須經低電壓化成處理
後，使表面生成一層耐電壓膜後之靜電容量變化，
則鮮少探討。
鋁箔在一段或二段電化學腐蝕處理後，對於低
電壓化成後的靜電容量提升，較為有限。故本研究
主要是探討在不同的電解參數及腐蝕液參數對電蝕
鋁箔低電壓化成後靜電容量的變化及表面蝕孔微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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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鋁電解電容器構造概念圖。
Figure 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apacitor.

electrolytic

表 1.
Table 1

實驗鋁箔成分與優選方位。
Composition and texture of the aluminum foil used for this study.
合金元素含量重量比(wt%)
晶格方向(%)
Fe
Cu
Zn
Mg
Ti
[111]
[200]
[220]
[311]
0.006
0.002
<0.001
<0.002
<0.001
0.4
0.5
10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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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酸度為 0.6 N (mole/L)、60 °C 的硝酸後處理溶
液中 60 秒，以去除殘留於鋁箔表面之氯離子，最後
以純水清洗表面並烘乾，依檢測規範做低電壓 18.4 V
化成後再量測靜電容量，交流電蝕實驗流程，如表
2 所示。
靜電容量量測溶液為己二酸銨 150 g 溶於 1000
mL 之純水，在 30 °C 時藉由 LCR Meter 測量靜電容
量後，取實驗箔(1 cm × 1 cm)置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載物台，並於鍍
金機(Ion Sputter Coating System)內鍍金後，放入 SEM
觀察實驗箔表面蝕孔狀態。經低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完後，先量測電容量值，再切除試片底邊露出
新鮮鋁箔，放到溴水及甲醇以 1:9 之比例配置溶液
中，在室溫浸泡 20 分鐘，溶掉新鮮鋁箔，但不溶蝕
化成膜。取出試片以酒精清洗浸泡處，以吹風機吹
乾、鍍金後，再放入 SEM 觀察實驗箔截面蝕孔深度
形貌。

生氯化鋁，簡要反應式如下[13]：
2Al＋6HCl → 2Al＋6H+＋6Cl-

(2)

→ 2Al3+＋6Cl-＋3H2↑

(3)

→ 2AlCl3＋3H2↑

(4)

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此電蝕鋁箔的靜電容量
由 120 ~ 135 µF/cm2 降為 4 ~ 5 µF/cm2。
採用表 3 的條件，但在單一鹽酸溶液中添加 0.23
N 的磷酸及 0.12 N 的硝酸，使總酸度達到 3.85 N。
電蝕鋁箔後靜電容量增加到 492 ~ 500 µF/cm2，顯示
在複合酸中比單一鹽酸中電蝕效果較佳，同時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靜電容量約 10 ~ 12 µF/cm2。在複
合酸電蝕過程中，磷酸根與硝酸根離子擔任輔劑與
鋁反應，使實驗箔表面產生氧化膜，而改變腐蝕速
率。
單質子(H+ )酸的硝酸，在溶液中解離成 H+ 及
NO3-，在鋁表面的障壁層中卻不會產生質子空間[14]，
但為了使氧化膜成長，此質子空間又必須存在，故
採用稍高濃度的磷酸搭配硝酸，磷酸在溶液中先解
離成 H+及 H2PO4-，進入鋁表面的障壁層中，H2PO4會成為 H+及 HPO4-2，並更進一步成為 H+及 PO4-3，
產生兩層質子空間，使實驗箔表面產生氧化膜，改
變腐蝕速率，磷酸解離示意情形如圖 2 所示。
同時兩者適當比例的調整，並有助於表面微觀
結構的改變。圖 3(a)所示，以單一鹽酸為主的腐蝕
液，在電蝕實驗箔後，表面未能產生複雜性的蝕孔，
同時也較不深入鋁內，以致無法增加太多的表面積。
圖 3(b)所示，在複合酸液中，電蝕實驗箔後的
表面蝕孔形貌，比在單一鹽酸液中較複雜但表面仍

3. ඕڍᄃኢ
3.1 ಏ˘ᅕᄃኑЪᅕ̚ᄞ۞ܑࢬᄞ͋ԛ
ᄻͧྵ
未電蝕前，實驗箔的靜電容量約為 5 ~ 9
µF/cm2 。實驗箔未經前處理，僅在單一鹽酸溶液中
電蝕(相關參數設計如表 3 所示)，電蝕後的靜電容量
約 120 ~ 135 µF/cm2。在電蝕液中，單純的氯離子藉
由電解作用將鋁置換，只形成單一蝕孔型態，並產

表 2.
交流電蝕實驗流程表。
Table 2 Processes of AC etching.
步驟
項目
1
前處理 → 水洗
2
電蝕 → 水洗
3
後處理 → 純水洗
4
烘乾 → 化成
5
量測電容量

ዞՄ

H+

H+
-2
HPO 4

H2PO4－

-3
PO 4

表 3.
交流電蝕參數表。
Table 3 Parameters of the AC etching.
溶液 濃度 溫度 波形 頻率 電流密度 處理時間
鹽酸 3.5 N 35 °C 方波 30 Hz 0.6 A/cm2 120 sec

ᅪጨᆸ
圖 2 磷酸解離示意圖[14]。
Figure 2 Dissociation of phosphate io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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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µm

10 µm
(a)
(b)
圖3
交流電蝕後之表面蝕孔形貌：(a) 單一鹽酸溶液中，(b) 鹽酸、磷酸、硝酸之複合酸液中。
Figure 3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il after etching in (a) hydrochloric acid solution, and (b) a mixture of
hydrochloric, phosphoric and nitric acids.

3.2 ݈ந၆ᄞޢᄞ͋ԛᄻ۞ᇆᜩ
前處理溶液組成，如表 4 所示，在複合酸液中，
以表 3 參數條件交流電蝕後，可得到實驗箔的靜電
容量約 500 µF/cm2，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的靜電
容量降為 12.5 µF/cm2。由圖 6(a)所示，電蝕後鋁箔
的表面蝕孔生成形貌比未經前處理時較均勻。
鹵素酸(鹽酸)中浸蝕鋁箔，Cl-會從鋁箔表面氧
化膜缺陷部進行 [13] ，一段時間後，表面急速反應而

600

600

500

500

Capacitance (μF/cm^2)

Capacitance (μF/cm^2)

有未電蝕區域且鋁箔表面壓延型態明顯，表示在電
蝕過程中，鋁箔表面蝕孔的生成並不均勻。另外，
電流密度在 0.3 ~ 0.6 A/cm2，頻率在 30 Hz 可得較高
的電容量(圖 4)。圖 5 顯示在稍高濃度的腐蝕液下電
蝕，效果不若低濃度時佳，且過長的反應時間，反
而導致實驗箔在電蝕液中被蝕穿而破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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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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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電解參數與電容量關係圖。
Figure 4 Capacitance of the foil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and current density of the AC
current.

圖5
腐蝕液濃度與電容量關係圖。
Figure 5 Effect of solution concentration on the
capacitance of the f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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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前處理參數表。
Table 4 Parameters of the pretreatment.
溶液
濃度
溫度
處理時間
0.8 N
30 sec
磷酸
50 °C

蝕穿鋁箔，短時間內對去除鋁箔表面氧化膜，效益
有限。然而在氧化酸(硝酸、硫酸及磷酸)中浸蝕鋁箔，
金屬溶岀時，表面附近的離子濃度大，氫離子的消
耗就多，故 pH 上升而使表面形成氧化膜，氫氧根
離子會減少，往後則因氫離子的擴散 pH 復原，生
成的氧化膜會再被溶解，過程如此反覆進行，而比
溶解反應快[15]。
圖 6(b)、(c)、(d)，分別為鹽酸、硫酸、硝酸前
處理後，並經一段交流電蝕後，鋁箔的靜電容量均
在 500 µF/cm2 左右，實驗發現經磷酸前處理後，可
使實驗箔表面的蝕孔更加均勻。

面易產生蝕孔狀態，但可能只做平面式溶解，對於
要產生複雜性結構，助益有限。對高純度鋁箔而言，
卻不一定能加速蝕孔產生，通常需搭配電解參數，
以得到預期效果。

3.3.2 ྋણᇴ۞ᇆᜩ
以弦波電蝕鋁箔，所產生蝕孔普遍較小，且分
佈較均勻，但蝕孔不深入，採用方波，蝕孔會呈現
多重狀態，大蝕孔中有小蝕孔，蝕孔孔徑呈現比弦
波下大，兩者明顯不一樣，而三角波的電蝕性質同
弦波類似，蝕孔分佈較密且均勻。
電流密度的大小，決定鋁箔溶解的快慢。電流
大，溶解較快，反之，則較慢。交流電蝕，鋁箔在
正、負半週波的情形下，則需搭配適當電解參數以
促使鋁溶解。電蝕過程中，發現不同電流頻率，足
以左右鋁箔表面蝕孔大小。
實驗結果得到，採用高於市頻，即 600 Hz，電
蝕所產生的蝕孔較小且窄，蝕孔較不深入鋁內。低
頻(30Hz)電蝕，蝕孔與高於市頻時電蝕剛好相反，

3.3 ჺᄞ୵ྋણᇴ၆ᄞ͋ԛᄻᇆᜩ
3.3.1 ჺᄞ୵ણᇴ۞ᇆᜩ
氯離子在腐蝕液裡，主要扮演主劑的角色，使
鋁箔表面產生蝕孔並抑制鈍化膜的形成。添加少量
硫酸根，在電蝕過程中會抑制初期蝕孔的產生，但
適當比例的添加，直方形蝕孔會隨之增加且加速底
部蝕孔衍生 [6] 。而磷酸根的加入，卻可能會使鋁箔
表面產生鈍化膜且改變腐蝕速率。硝酸根離子，通
常使用在後處理過程中去除 Cl-[16]，實驗中發現和磷
酸根適當比例的搭配，有助於鋁箔表面微觀結構的
改變。
腐蝕液濃度、溫度高，對低純度鋁箔而言，表

10 µm
10 µm
10 µm
10 µm
(a)
(b)
(c)
(d)
圖6
不同前處理液之電蝕後表面蝕孔形貌：(a) 磷酸，(b) 鹽酸，(c) 硫酸，(d) 硝酸。
Figure 6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il after pretreatment in (a) phosphoric acid, (b) hydrochloric acid, (c) sulfuric
acid, and (d) nitric acid followed by single-stage e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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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µm
10 µm
10 µm
10 µm
(a)
(b)
(c)
(d)
圖7
多段腐蝕鋁箔表面蝕孔形貌：(a) 二段，(b) 三段，(c) 五段，(d) 七段。
Figure 7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il after (a) two-stage, (b) three-stage, (c) five-stage, and (d) seven-stage etching.

表面產生更複雜性蝕孔以提高單位表面積。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鋁箔靜電容量約在 22 ~ 23 µF/cm2
左右。
圖 7(d) 為採取七段式處理，分別為四次交流
電蝕，三次中間化學處理，最後作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其靜電容量約在 25 µF/cm2 左右。由多段電
蝕實驗發現，採取多段式處理，可使電蝕後鋁箔表
面產生多重蝕孔形貌以提高單位表面積。理論上再
增加處理次數可繼續改善鋁箔靜電容量，但是九段
式處理因處理的時間過長，導致鋁箔在腐蝕液中被
蝕穿破裂，多段腐蝕處理實驗過程結果，如表 5 所
示。

蝕孔產生普遍較大，且深入鋁材。就靜電容量而論，
低頻大於高於市頻下電蝕。

3.4 к߱ჺᄞந၆Ҳᑅ̼јޢᐖटณ
۞ᇆᜩ
圖 7(a)為二段式處理後之鋁箔表面蝕孔形貌，
在總酸度 3.85 N 之腐蝕液中做第一次電蝕與第二次
電蝕，其兩次電蝕處理條件相同，皆如表 3 所示。
二 段 電 蝕 後 的 鋁 箔 靜 電 容 量 增 加 至 600 ~ 700
µF/cm2，但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其靜電容量約在
15 ~ 17 µF/cm2。
圖 7(b)為兩次電蝕加上一次中間化學浸泡處理
之鋁箔表面蝕孔形貌，鋁箔採取三段式處理並以化
學和電化學腐蝕交互搭配使用，中間化學浸泡處理
條件，同表 4 所示。鋁箔經前處理後，在第一次交
流電蝕後，於磷酸溶液中進行化學浸泡處理，使鋁
箔表面再次產生一層鈍化膜，以利第二次電蝕處理
時產生多重蝕孔形貌以提高單位表面積。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其靜電容量約在 19 ~ 20 µF/cm2 左右，
顯示多段腐蝕製程中的磷酸化學浸泡處理，有助於
提升實驗箔蝕孔數量及有效表面積。
圖 7(c) 為採取五段式腐蝕，分別為三次電蝕，
二次中間化學處理，三次電蝕處理條件同表 3 所示，
也就是鋁箔每次先作交流電蝕後再化學浸泡處理，
處理條件同表 4 所示，並希望藉由磷酸處理效應使

3.5 ̼ጯᄃ̼ጯჺᄞϹ̢੨Ъֹϡ
電化學與化學交互配合腐蝕實驗流程及參數條
件，如表 6 所示，分述如下：

3.5.1 ௐ˘ѨϹ߹ᄞ۞Αϡ
根據鋁箔經前處理後所留下先期的表面蝕孔進
行電蝕，使表面發孔且有利後續電蝕處理，並使表
面產生較均勻性且密集度高之蝕孔。
第一次交流電蝕，採取溫度為 40 °C、濃度為
6 ~ 7 N，在鹽酸為主劑的腐蝕液中，分別以 600 Hz
正弦波與 30 Hz 方波在電流密度為 0.8 A/cm2，電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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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段交流電蝕鋁箔結果表。
Table 5 Processes of multistage AC etching and their resulting capacitances.
製程
流程說明
前處理 → 水洗 → 電蝕(1) → 水洗 → 後處理 → 純水洗 → 烘乾 → 化成 →
一段
量測電容量。
前處理 → 水洗 → 電蝕(1) → 水洗 → 電蝕(2) → 水洗 → 後處理 → 純水洗
二段
→ 烘乾 → 化成 → 量測電容量。
前處理 → 水洗 → 電蝕(1) → 水洗 → 中間處理(2) → 水洗 → 電蝕(3) → 水洗
三段
→ 後處理 → 純水洗 → 烘乾 → 化成 → 量測電容量。
前處理 → 水洗 → 電蝕(1) → 水洗 → 中間處理(2) → 水洗 → 電蝕(3) → 水洗
五段 → 中間處理(4) → 水洗 → 電蝕(5) → 水洗 → 後處理 → 純水洗 → 烘乾
→ 化成 → 量測電容量。
前處理 → 水洗 → 電蝕(1) → 水洗 → 中間處理(2) → 水洗 → 電蝕(3) → 水洗
七段 → 中間處理(4) → 水洗 → 電蝕(5) → 水洗 → 中間處理(6) → 水洗 → 電蝕(7)
→ 水洗 → 後處理 → 純水洗 → 烘乾 → 化成 → 量測電容量。

化成後電容量
10 ~ 13 µF/cm2
15 ~ 17 µF/cm2
19 ~ 20 µF/cm2
22 ~ 23 µF/cm2

25 µF/cm2

3.5.3 ௐ˟ѨϹ߹ᄞ۞Αϡ

表 6.
Table 6

電化學與化學交互配合實驗流程表。
Processes of alternating electrochemical and
chemical treatments.
步驟
項目
備註
1
前處理
去除氧化膜
2
水洗
自來水洗
3
第一次電蝕
發孔處理
4
中間化學腐蝕
擴孔處理
5
第二次電蝕
衍孔處理
6
水洗
自來水洗
7
後處理
除殘氯離子
8
純水洗
清洗表面
9
烘乾、化成處理、量測電容量

在相同的腐蝕液中，以 50 ~ 60 Hz 正弦波、電
流密度為 0.2 ~ 0.3A/cm2，電蝕鋁箔 8 ~ 10 分。主要
根據第一次交流電蝕及中間化學腐蝕處理後之表面
蝕孔再電蝕，使鋁箔表面衍生多重蝕孔形貌，並深
入 鋁 箔 以 擴 大 鋁 箔 有 效 表 面 積 ， 稱 為 衍 孔 (Pit
propagation)處理。

3.5.4 ޢந۞Αϡ
最後將電蝕後鋁箔用溫度 50 ~ 60 °C、濃度為
0.6 N 的硝酸溶液，化學浸泡處理 60 秒，以去除殘
留於表面上的氯離子，再以純水清洗鋁箔表面後，
放入溫度為 300 °C 之烘箱內 60 秒，以烘乾鋁箔。

鋁箔 15 ~ 20 秒。按照原本前處理後所留下之先期蝕
孔，使其表面發孔以利後續電蝕處理，促進更複雜
化的表面蝕孔形貌，稱為發孔(Pit nucleation)處理。

3.5.5 ඕڍ
依照 EIAJ-RC2364 對實驗箔測試，得到實驗箔
經 18.4 V 化 成 10 分 鐘 後 的 靜 電 容 量 約 60 ~
63µF/cm2 。比較第一次交流電蝕時，採用不同電流
波形及電流頻率對後續電蝕後表面蝕孔生成的影
響，可得到以 600 Hz 正弦波電蝕所得到的表面蝕孔
均勻度較佳(圖 8 與圖 9)。分別電蝕不同批號的高純
度鋁箔(成分與組織如表 7 所示)，得到經低壓 18.4 V
化成 10 分鐘後的靜電容量也在 60 µF/cm2 以上，如
圖 10 和圖 11 所示。

3.5.2 ̚ม̼ጯჺᄞ۞Αϡ
第一次短暫時間大電流電蝕鋁箔，可能無法使
蝕孔均勻的分佈在鋁箔表面上，且其效益有限，遂
利用在相同的腐蝕液中，在溫度為 55 ~ 60 °C，化學
腐蝕處理 5 ~ 6 分，使第一次交流電蝕留下的表面蝕
孔再擴大，讓第二次交流電蝕能使蝕孔衍生更深入
鋁箔，稱為擴孔(Pit growth)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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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µm
10µm
10µm
(a)
(b)
(c)
圖8
電蝕過程中表面蝕孔形貌：(a) 第一次方波 30 Hz 電蝕，(b) 中間化學腐蝕處理，(c) 第二次弦波 50 Hz
電蝕。
Figure 8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il after (a) etching using 30 Hz square current waveform, (b) etching using
30Hz square current waveform followed by chemical treatment, and (c) etching using 30 Hz square current
waveform followed by chemical treatment, and final etching using 50Hz sinusoidal current waveform.

10µm
10µm
10µm
(a)
(b)
(c)
圖9
電蝕過程中表面蝕孔形貌：(a) 第一次弦波 600 Hz 電蝕，(b) 中間化學腐蝕處理，(c) 第二次弦波 50 Hz
電蝕。
Figure 9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foil after (a) etching using 600 Hz sinusoidal current waveform, (b) etching using
600 Hz sinusoidal current waveform followed by chemical treatment, and (c) etching using 600 Hz
sinusoidal current waveform followed by chemical treatment, and final etching using 50 Hz sinusoidal
current waveform.

50 µm
10 µm
(a)
(b)
圖 10
批號 07414-10 經交流電蝕後之表面及截面蝕孔形貌：(a) 表面蝕孔形貌(×3000)，(b) 截面蝕孔形貌
(×500)。
Figure 10 (a) Surface morphology and (b) cross section of No. 07414-10 foil after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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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µm

10 µm

(a)
(b)
批號 6205-049-95 經交流電蝕後之表面及截面蝕孔形貌：(a) 表面蝕孔形貌(×3000)，(b) 截面蝕孔形
貌(×500)。
Figure 11 (a) Surface morphology and (b) cross section of No. 6205-049-95 foil after treatments.

圖 11

表 7.
不同批號之高純度鋁箔成分與優選方位。
Table 7 Composition and texture of the various aluminum foils.
批號
合金元素含量重量比(%)
Fe
Cu
Zn
Mg
Ti
07414-10
0.002
0.004
<0.001 <0.003 <0.001
6205-049-95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111]
2.9
1.1

[200]
5.9
1.2

晶格方向(%)
[220]
[311]
100
35.9
100
22.6

[422]
6.3
4.0

4. ඕኢ

ણ҂͛ᚥ

1. 前處理可以除去鋁箔表面油脂及不均勻之氧化
膜，提供良好的腐蝕開始點，使電蝕後表面產生
較高密集度的蝕孔。
2. 比較鹽酸、硫酸、磷酸及硝酸在相同條件下作為
前處理溶液使用，實驗發現採用磷酸當前處理，
交流電蝕後，可使鋁箔表面蝕孔產生較均勻狀
態。
3. 多段腐蝕處理過程中，以電化學及化學腐蝕交互
搭配使用為最佳。
4. 最佳化的腐蝕過程為第一段電蝕先使鋁箔表面發
孔，中間化學腐蝕，使原本發孔處的蝕孔擴大，
第二段電蝕再使擴孔處衍生多重蝕孔形貌。
5. 經由多段腐蝕實驗製程研究可得到，在第一段交
流電蝕過程中，採用 600 Hz 正弦波比採用 30 Hz
方波電蝕後的表面蝕孔均勻度較佳，且按照
EIAJ-RC2364 規範，在低壓 18.4 V 化成 10 分鐘
可得到靜電容量在 60 ~ 63 µF/cm2 左右，同時也
適用於不同批號的低壓用陽極鋁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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