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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

其主要于操作环境下设有转架，该转架内对应放

置欲镀膜的金属杯体，且该转架一侧对应设有欲

镀金属靶材，并于靶材与转架之间设有气道治

具，该气道治具上设有气嘴对应喷导惰性气体于

金属杯体，经由环境升温至一定值后起弧放电，

电弧撞击靶材而使其流离化，并配合靶材对应角

度及气道治具所导出的惰性气体反应，而让靶材

金属化合物沉积于杯体表面；通过上述步骤，达

到均匀镀膜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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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其步骤如下：

S1)在真空炉内，将数个欲镀膜金属杯体置设于转架上，位于转架一侧固设有欲镀金属

靶材，且在靶材与转架之间设有气道治具，该气道治具设有数个对应欲镀膜的金属杯体的

气嘴，所述气道治具可导入惰性气体，能经气嘴喷散出来；

S2)将真空炉抽取真空，并加热40分钟，升温至140℃，让炉内真空度达到8.5×10-3Pa的

状态；

S3)当真空炉内的真空度达到8.5×10-3Pa时，进行开弧加入惰性气体持续60分钟，并加

热让炉内温度提升至250℃，此时炉内真空度落在1.0×10-1Pa，于此进行离子溅镀，经启弧

放电让靶材离子化，带负电的靶材原子往带正电的转架上的金属杯体强制驱动，并与气道

治具导入吹散在炉内的惰性气体反应而沉积溅镀于金属杯体表面，再让所述气道治具可旋

转且相对转架呈反向转动，经设定让所述气道治具的气嘴对应每一金属杯体的杯口往内喷

气停留3-5秒钟；

S4)离子溅镀过程让炉内温度维持250℃，40分钟后关弧、关气；

S5)关弧、关气后，炉内真空度再度提升至8.5×10-3Pa。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其中，所述靶材选用铝、不锈钢、钨、金、

铟、钛、钛硅、镍、铬或钛铝中的一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其中，欲镀膜金属杯体为选用已加工成形

后的金属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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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尤指一种选择利用物理气相沉积技术

进行表面加工的离子镀膜设备和镀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弧离子镀是物理气相沉积技术的一种，其是将真空弧光放电用于蒸发源的一种

真空离子镀膜技术，此方法利用电弧撞击靶材，使靶材原子被激发出来，与惰性气体反应，

形成化合物沉积于工件表面的一种技术。在电弧离子镀技术中，靶材既是阴极材料的蒸发

源，又是发射电浆的离子源。由于电弧离子镀具有离化率高、均匀的披覆性以及最佳的密着

性、所制备的薄膜与基材的结合力好等优点，大多被应用在金属的硬质镀膜上，特别是要求

耐磨耗的对象上。

[0003] 在金属材料中可被使用于杯、瓶制作的除了不锈钢之外，亦有其他高强度、低质

量、耐高温、耐低温、抗强酸、抗强碱等优质特性的金属材质；然而，传统金属钢杯镀膜时，大

致上均为在未整体成型前进行镀膜，以利用镀膜技术将优质金属材质溅镀于钢杯表面，而

于镀膜完成后再经由成型加工如旋伸压或焊接杯底及内外杯结合等等工艺来完成杯子成

品；而上述的工艺会导致加工过程破坏镀膜，而使镀膜的表面受损产生不良品。然后，杯子

于镀膜之后，基本上会呈现覆膜金属的原色，因此，杯子表面的变化不多，或需再另外覆膜

图样，增加工艺步骤与成本花费，而上述问题与缺失，为急需研究突破的课题之一。

[0004] 本发明乃秉持多年该相关行业的丰富设计开发及实际制作经验，针对现有的结构

再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以期达到更佳实用的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尤其是指一种利用物理气

相沉积技术进行表面均匀镀膜的离子镀膜设备和镀膜方法。

[0006]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主要目的与功效，是由以下具体技术手段所达成：

[0007] 其主要于操作环境下设有转架，该转架内对应放置欲镀膜的金属杯体，且该转架

一侧对应设有欲镀金属靶材，并于靶材与转架之间设有气道治具，该气道治具上设有气嘴

对应喷导惰性气体于金属杯体，以经由环境升温至一定值后起弧放电，电弧撞击靶材而使

其流离化，并配合靶材对应角度及气道治具所导出的惰性气体反应，而让靶材金属化合物

沉积于杯体表面；通过上述步骤，以达均匀镀膜的工艺。

[0008]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的较佳实施例，其中，该靶材选用铝、不锈钢、钨、金、

铟、钛、钛硅、镍、铬或钛铝中的一种。

[0009]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的较佳实施例，其中，该金属杯体为选用已加工成形

后的金属杯体。

[0010]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的较佳实施例，其中，该转架与气道治具均会转动，且

可经由可程控设定该气道治具的气嘴对应每一金属杯体的杯口喷气停留3-5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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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的较佳实施例，其中，该真空炉内抽取的真空度维持

在8.5×10-3Pa，而于离子反应时以致发生镀膜，其炉内真空度为1.0×10-1Pa。

[0012] 由上述的组件组成与实施说明可知，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较之下，本发明具有以

下的优点：

[0013] 1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利用已加工成形后的金属杯体来进行离子镀膜，

使其能保持镀膜后亮丽的膜层，达到保持产品美观的功效。

[0014] 2.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利用增加不同惰性气体而能改变离子镀膜后的金

属杯体表面金属镀膜的色泽，达到让产品多色变化，符合大众需求，且也具有节省工艺成本

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架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真空抽取、升温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真空抽取温度时间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镀膜时的真空度与温度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镀膜时的温度与时间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示意图。

[0021] 主要附图符号说明：

[0022] 1转架       2金属杯体

[0023] 3靶材       4气道治具

[0024] 41气嘴      5转架

[0025] 6靶材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令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发明目的及其达到的技术效果有更完整且清楚的体现，

于下详细说明，并请参阅所公开的图式及图号：

[0027] 首先，本发明实际运用技术与手段，请参阅图1-图5所示，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

方法的制作示意图，其步骤如下：

[0028] S1)在真空炉内，将数个欲镀膜金属杯体2置设于转架1上，位于转架1一侧固设有

欲镀金属靶材3，且在靶材3与转架1之间设有气道治具4，该气道治具4可导入惰性气体；

[0029] S2)将真空炉抽取真空，并加热40分钟，升温至140℃，让炉内真空度达到8.5×10-

3Pa状态下；

[0030] S3)当真空炉内的真空度达到8.5×10-3Pa时，进行开弧加入惰性气体持续60分钟，

并加热让炉内温度提升至250℃，此时炉内真空度落在1.0×10-1Pa，于此进行离子溅镀，经

启弧放电让靶材3离子化，带负电的靶材3原子往带正电的转架上的金属杯体2强制驱动，并

与气道治具4导入吹散在炉内的惰性气体反应而沉积溅镀于金属杯体2表面；

[0031] S4)离子溅镀过程让炉内温度维持250℃，40分钟后关弧、关气；

[0032] S5)关弧、关气后，炉内真空度再度提升至8.5×10-3Pa。

[0033] 当于实际制作时，请参阅图1-图5所示，首先执行(S1)步骤，在真空炉内架设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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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的转架1，在转架1环设有可容置金属杯体2的定位设计，将这些欲镀膜的金属杯体2置

设于转架1上，而相对转架1的一侧固定有靶材3，而此靶材3进一步选用铝、不锈钢、钨、金、

铟、钛、钛硅、镍、铬、钛铝等的其中一种欲镀金属材质，接着，在该靶材3与转架1之间设有气

道治具4，而该气道治具4可为不动体而配合转架1转动，或为可旋转体且与转架1呈反向转

动机制(如图1所示)；进一步该气道治具4设有数个对应欲镀膜的金属杯体2的气嘴41，由气

道治具4导入惰性气体，而能经气嘴41喷散出来；而导送惰性气体的过程，可经由可程控设

定该气道治具4的气嘴41对应每一金属杯体2的杯口喷气停留3-5秒钟。

[0034] 请参阅图2-图5所示，当真空炉内设备完成后，进行(S2)步骤抽取真空及升温动

作，主要让真空炉内呈现真空状态，同时为离子镀膜程序进行预热；因此，将真空炉进行真

空抽气动作，并由室温开始加热40分钟，炉内温度升温至140℃，同时，炉内真空度达到8.5

×10-3Pa状态；接着，执行(S3)步骤，当真空炉内的真空度达到8.5×10-3Pa时，进行开弧同

时加入惰性气体持续60分钟，并加热让真空炉内温度提升至250℃，此时，因炉内加入惰性

气体故会让真空度落在1.0×10-1Pa，再于此状态下进行离子溅镀。

[0035] 于真空炉内经启弧放电，该转架1为带正电端，而靶材3为带负电端，让电弧撞击金

属靶材3，使金属靶材3原子被激发出来而形成离子化，带负电的靶材3原子往带正电的转架

1上的金属杯体2强制驱动，并与气道治具4导入吹散在炉内的惰性气体反应，而导送惰性气

体的过程，可由下列两种状态实施：其一，该气道治具4为不动体，于转架1转动时，让金属杯

体2可与气道治具4的气嘴41相对，而喷出惰性气体进行反应；其二，该气道治具4为可旋转

体，并与转架1呈反向转动机制，可经由可程控设定该气道治具4与转架1相对旋转的时间，

及设定该气道治具4的气嘴对应每一金属杯体2的杯口喷气停留3-5秒钟。之后，(S4)步骤为

执行上述的离子溅镀过程，而此时让真空炉内温度维持250℃，溅镀40分钟，如此，让离化的

靶材3原子沉积溅镀于金属杯体2表面，达到全面性无死角且均匀的溅镀功效。

[0036] 之后，于上述步骤中离子镀膜40分钟后关弧、关气；当关弧及将惰性气体关毕后，

因炉内真空持续抽引，故真空度再度提升至8.5×10-3Pa[完成(S5)步骤]。

[0037] 本发明另一实施状态，如图6所示，是于真空炉内设有转架5，该转架5上环设有数

个欲镀膜金属杯体2，而于转架5外部设有固定式的靶材座6，且靶材座6数量为欲镀膜金属

杯体2一半，利用可程控设定转架5旋转时间，以让每一金属杯体2均能与靶材座6相对反应；

进一步该转架5上的金属杯体2由上往下层叠排列，该靶材座6也层叠设置，以能对应金属杯

体2。

[0038] 然而，前述的实施例或图式并非限定本发明的产品结构或使用方式，任何所属技

术领域中的技术人员的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发明的专利范畴。

[0039] 由上述的组件组成与实施说明可知，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较之下，本发明具有以

下的优点：

[0040] 1 .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利用已加工成形后的金属杯体来进行离子镀膜，

使其能保持镀膜后亮丽的膜层，达到保持产品美观的功效。

[0041] 2.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利用增加不同惰性气体而能改变离子镀膜后的金

属杯体表面金属镀膜的色泽，达到让产品多色变化，符合大众需求，且也能达到节省工艺成

本等目的。

[0042] 3.本发明金属制杯的镀膜方法，利用气道治具导入吹散在炉内的惰性气体，让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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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靶材原子沉积溅镀于金属杯体表面，达到全面性无死角且均匀的溅镀功效，尤见于因

法拉第电磁感应所未能控制色度的状况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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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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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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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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