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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或涂覆超声换能器的方法

(57)摘要

根据一些实施例，将至少一个电极沉积于超

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的方法包括，使用第一腐

蚀剂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使用

第一催化剂催化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使用化学

电镀法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电镀铜，检查电

镀于所述基础构件表面上的铜，使用第二腐蚀剂

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使用第二催

化剂催化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使用化学电镀法在

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电镀镍，以及在所述镀有镍

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个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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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将至少一个电极沉积于超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使用清洁剂清洁基础构件，其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陶瓷；

使用第一腐蚀剂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所述第一腐蚀剂包含四氟硼酸

和乙酸盐的强酸溶液；

使用第一催化剂催化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

使用化学电镀法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电镀铜，使得铜相邻地沉积在所述基础构件

上；

检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电镀的铜；

使用第二腐蚀剂至少部分地腐蚀镀有铜的表面，所述第二腐蚀剂包含硫酸溶液；

使用第二催化剂催化所述镀有铜的表面；

使用化学电镀法在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电镀镍；以及

在所述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个金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清洁剂包括脱脂剂和醇中的至少一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催化剂和所述第二催化剂中的至少一种包

含钯。

4.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电镀铜包括将

所述基础构件放置于铜浴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检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电镀的铜包括确认在

所述基础构件上电镀的铜的厚度以及确认沿所述基础构件的镀层的均匀性中的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所述基础构件不满足所述检查的至少一个阈值

要求，则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化学电镀法在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上重新镀铜。

7.如权利要求1-3、5和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催化剂包括硫酸根阴离子

基溶液。

8.如权利要求1-3、5和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在镀有铜的表面上电镀锌包括将所

述超声换能器放置于包含高-磷镍的浴液中。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个金层包括沿所述镀

有镍的表面浸渍金的单层。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涂覆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介于0.1至10微英寸

之间。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涂覆有镍的表面的厚度为5微英寸。

12.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的铜

的厚度介于10至25微英寸之间。

13.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的铜

的厚度为15微英寸。

14.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沿镀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

介于100至200微英寸之间。

15.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沿镀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

为150微英寸。

16.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外表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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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表面沉积所述铜、镍和金。

17.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压电陶瓷

材料。

18.如权利要求1-3、5、6和9-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使用批方法在多个基础构件

上沉积至少一个电极。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基础构件布置于线支架上。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基础构件布置于桶系统中。

21.如权利要求1-3、5、6、9-11、19和2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从较大的块构件切取

所述基础构件。

22.一种超声换能器，其包括使用权利要求1-3、5、6、9-11、19和2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沉积于所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的电极。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超声换能器，其中所述换能器包括圆柱形换能器。

24.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超声换能器，其中所述超声换能器具有非圆柱形状。

25.如权利要求24所述的超声换能器，其中所述超声换能器具有平的、凹的或凸的形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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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或涂覆超声换能器的方法

[0001] 背景

技术领域

[0002] 本申请一般地涉及超声换能器，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电镀或以其方式涂覆陶瓷管

或其他管以生产换能器的电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超声换能器可包含具有内电极和/或外电极的陶瓷基材料，对所述电极通电以产

生声能。因此，本文公开了将电极布置于超声换能器表面上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一些实施例，将至少一个电极放置于超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的方法(例如，

制造换能器)包括，使用第一腐蚀剂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使用第一催化剂

催化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铜，使用第二腐蚀剂至少

部分地腐蚀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使用第二催化剂催化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以及使用化学电

镀方法在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镀镍。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不导电的材料。在

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陶瓷材料或其他不导电的材料。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方

法还包括在所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层金。

[0005]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方法还包括在使用第一腐蚀剂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基础构

件的表面之前使用清洁剂清洁基础构件。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清洁剂包括脱脂剂和醇中

的至少一种。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腐蚀剂和所述第二腐蚀剂中的至少一种包含酸。在

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催化剂和所述第二催化剂中的至少一种包含钯。在一个实施例中，

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铜包括将所述基础构件放置于铜浴中。

[0006]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方法还包括检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所镀的铜。

在一个实施例中，检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所镀的铜包括确认在所述基础构件上

所镀的铜的厚度以及确认沿所述基础构件的镀层的均匀性中的至少一种。在一些实施例

中，如果所述基础构件不满足所述检查的至少一个阈值要求，则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化学

电镀法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重新镀铜。

[0007] 根据一些实施例，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铜包括使用化学电镀法和/或

另一电镀法。在一个实施例中，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镍包括使用化学电镀法和/

或另一电镀法。

[0008]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第二催化剂包括硫酸根阴离子基溶液。在一个实施例中，在

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镀锌包括将超声换能器放置于包含高-磷镍的浴液中。在一些实施例

中，在所述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层金包括沿所述镀有镍的表面浸渍单层的金。在一

些实施例中，沿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介于0.1至10微英寸之间(例如，0.1至0.2微英寸、

0.2至0.3微英寸、0.3至0.4微英寸、0.4至0.5微英寸、0.5至0.6微英寸、0.6至0.7微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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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至0.8微英寸、0.8至0.9微英寸、0.9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微英寸、3至4微英寸、4

至5微英寸、5至6微英寸、6至7微英寸、7至8微英寸、8至9微英寸、9至1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

间的厚度，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小于0.1微英寸或大于10微英

寸(例如，10至15微英寸、15至20微英寸、20至30微英寸，大于30微英寸，等)。在一个实施例

中，沿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为约5微英寸。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

面的铜的厚度介于10至25微英寸之间(例如，10至12、12至14微英寸、14至16微英寸、16至18

微英寸、18至2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在一个实施例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

述表面的铜的厚度为约15微英寸。在另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的铜的

厚度小于10微英寸(例如，0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微英寸、3至4微英寸、5至6微英寸、

6至7微英寸、7至8微英寸、8至9微英寸、9至1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或大于25微

英寸(例如，25至30微英寸、30至35微英寸、35至40微英寸、40至50微英寸、50至60微英寸、60

至70微英寸、70至80微英寸、80至90微英寸、909至100微英寸，大于100微英寸，等)。在一些

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介于100至200微英寸之间(例如，100至110微英

寸、110至120微英寸、120至130微英寸、130至140微英寸、140至150微英寸、150至160微英

寸、160至170微英寸、170至180微英寸、180至190微英寸、190至2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

厚度，等)。

[0009] 在一个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为约150微英寸。在另一些实施

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小于100微英寸(例如，0至10微英寸、10至20微英寸、

20至30微英寸、30至40微英寸、40至50微英寸、50至60微英寸、60至70微英寸、70至80微英

寸、80至90微英寸、90至1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或大于200微英寸(例如，200

至210微英寸、210至220微英寸、220至230微英寸、230至240微英寸、240至250微英寸、250至

300微英寸、300至400微英寸、400至5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大于500微英寸，等)。

[0010] 根据一些实施例，沿所述基础构件的外表面和内表面都沉积铜、镍和金。在一些实

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压电陶瓷材料。在一个实施例中，使用批方法在多个基础构件上

沉积至少一个电极。在一些实施例中，将所述基础构件布置于线支架上。在一些实施例中，

将所述基础构件布置于桶系统中。根据一些实施例，从较大的块构件切取所述基础构件。

[0011] 根据一些实施例，使用本文描述的方法制造的超声换能器包括圆柱形换能器。在

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超声换能器具有非圆柱形状(例如，所述换能器具有平的、凹的、凸

的、弯曲的、波浪的、不规则的、正弦曲线的和/或任何其他形状)。

[0012] 根据一些实施例，超声换能器包括基础构件、沿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布置的至少

一个铜层、沿所述至少一个铜层布置的至少一个镍层，其中将所述至少一个铜层布置于所

述基础构件与所述至少一个镍层之间，以及沿所述至少一个镍层布置的至少一个金层。

[0013] 根据一些实施例，将所述至少一个铜层镀于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在一些

实施例中，使用化学电镀法将所述至少一个铜层镀于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在一些

实施例中，沿所述至少一个铜层电镀所述至少一个镍层。在一个实施例中，使用化学电镀法

沿所述至少一个铜层电镀所述至少一个镍层。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不导电

的材料。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陶瓷。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介于0.1至10微英寸之间(例

如，0.1至0.2微英寸、0.2至0.3微英寸、0.3至0.4微英寸、0.4至0.5微英寸、0.5至0.6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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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0.6至0.7微英寸、0.7至0.8微英寸、0.8至0.9微英寸、0.9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

微英寸、3至4微英寸、4至5微英寸、5至6微英寸、6至7微英寸、7至8微英寸、8至9微英寸、9至

1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小

于0.1微英寸或大于10微英寸(例如，10至15微英寸、15至20微英寸、20至30微英寸，大于30

微英寸，等)。在一个实施例中，沿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为约5微英寸。在一些实施例中，

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的铜的厚度介于10至25微英寸之间(例如，10至12微英寸、12至

14微英寸、14至16微英寸、16至18微英寸、18至2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在一个

实施例中，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的铜的厚度为约15微英寸。在另一些实施例中，沿所

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的铜的厚度小于10微英寸(例如，0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微

英寸、3至4微英寸、5至6微英寸、6至7微英寸、7至8微英寸、8至9微英寸、9至10微英寸，前述

范围之间的厚度，等)或大于25微英寸(例如，25至30微英寸、30至35微英寸、35至40微英寸、

40至50微英寸、50至60微英寸、60至70微英寸、70至80微英寸、80至90微英寸、909至100微英

寸，大于100微英寸，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介于100至200

微英寸之间(例如，100至110微英寸、110至120微英寸、120至130微英寸、130至140微英寸、

140至150微英寸、150至160微英寸、160至170微英寸、170至180微英寸、180至190微英寸、

190至2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在一个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

厚度为约150微英寸。在另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小于100微英寸

(例如，0至10、10至20微英寸、20至30微英寸、30至40微英寸、40至50微英寸、50至60微英寸、

60至70微英寸、70至80微英寸、80至90微英寸、90至1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或

大于200微英寸(例如，200至210微英寸、210至220微英寸、220至230微英寸、230至240微英

寸、240至250微英寸、250至300微英寸、300至400微英寸、400至50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

厚度，大于500微英寸，等)。

[0015]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至少一个铜层的厚度介于10至25微英寸之间，所述至少一

个镍层的厚度介于100至200微英寸之间，并且所述至少一个金层的厚度介于0.1至10微英

寸之间。

[0016]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基础构件包含压电陶瓷材料。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换能器

包括圆柱形换能器。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超声换能器具有非圆柱形状(例如，所述换能器

具有平的、凹的、凸的、弯曲的、波浪的、不规则的、正弦曲线的和/或任何其他形状)。根据一

个实施例，所述换能器的内表面和外表面均包括铜层、镍层和金层。

[0017] 根据一些实施例，在超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放置至少一个电极的方法包括，用

清洁剂清洁基础构件，其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陶瓷材料。所述方法还包含，使用第一腐蚀剂

(例如，酸)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基础构件的表面，使用第一催化剂(例如，包含钯的溶液)催

化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使用化学电镀法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铜，检查所

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所镀的铜，使用第二腐蚀剂(例如，酸)至少部分地腐蚀所述镀有

铜的表面，使用第二催化剂(例如，包含钯的溶液)催化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使用化学电镀法

在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镀镍，以及在所述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个金层。

[0018]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清洁剂包括脱脂剂、醇和/或诸如此类。在一些实施例中，所

述第一腐蚀剂和所述第二腐蚀剂包含酸(例如，Citranox、H2SO4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

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镀铜包括将所述基础构件放置于铜浴中。在一些实施例中，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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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所镀的铜包括确认在所述基础构件上所镀的铜的厚度，确认

沿所述基础构件的镀层的均匀性和/或铜镀层的品质和范围的任何其他方面。根据一些实

施例，如果所述基础构件不满足所述检查的至少一个阈值要求，则所述方法还包括使用化

学电镀法来在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上重新镀铜。

[0019]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第二催化剂包括硫酸根阴离子基溶液。在一些实施例中，在

所述镀有铜的表面上镀锌包括将所述超声换能器放置于包含高-磷镍的浴液中。在一些实

施例中，在所述镀有镍的表面上沉积至少一个金层包括沿所述镀有镍的表面浸渍单层的

金。

[0020] 根据一些实施例，沿所述基础构件的所述表面的铜的厚度为约10至20微英寸(例

如，15微英寸、10至12微英寸、12至14微英寸、14至16微英寸、16至18微英寸、18至20微英寸，

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铜的表面的镍的厚度为约100至200微英寸(例如，150微

英寸，100至120微英寸、120至140微英寸、140至160微英寸、160至180微英寸、180至200微英

寸，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涂有镍的表面的金的厚度为约0.1至10微英寸(例如，5微

英寸，0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微英寸、4至5微英寸，等)。

[0021]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述基础构件具有圆柱形状。在一些实施例中，沿所述基础构件

的外表面和内表面沉积有铜、镍和金。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基础构件包含压电陶瓷材料

(例如，PZT)。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批方法(例如，使用线支架、桶系统等)在多个基础构件

上沉积至少一个电极。在一些实施例中，从较大的块构件(例如，长的陶瓷筒)切取所述基础

构件。

[0022] 上文概述的以及下文更详细记载的方法描述了某些由实施者(例如，制造者)采取

的行为；但是，应理解，它们还可包括由另一方对这些行为的指导。因此，例如“沉积至少一

个层”等动作包括“指导沉积至少一个层”。

附图说明

[0023] 图1以图示的方式描述了根据一个实施例在超声换能器的基础构件上沉积电极的

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超声换能器具有包含基础材料的圆柱形状。这样的基础材料可

包括陶瓷，例如，锆钛酸铅(PZT)、其他压电陶瓷材料和/或诸如此类。在一些实施例中，将长

圆柱形的陶瓷基础材料切割和/或以其他方式加工成较小的部段，以制造具有期望长度的

单个换能器。在产生基础管部分后，可使用一种或多种金属电镀方法来选择性地在其上沉

积一个或多个电极。如本文所述，所述电极可包含一种或多种金属、合金和/或其他导电材

料。图1的流程图中以图示的方式示出了电镀换能器的方法10的一个实施例。在本文公开的

任何实施例中，可制备多个圆柱管，并同时对其进行涂覆，例如，在批系统中涂覆。例如，在

一些实施例中，将多个换能器管放置于支架系统(例如，线支架)、桶系统和/或诸如此类中。

因此，在制备、电镀和/或其他制造步骤期间，可同时将多个管浸没或至少部分地浸没于一

种或多种浴液或溶液中。

[0025]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文公开的多种涂覆方法和技术可用于不是圆柱形的表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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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平表面、波浪表面、凸面、凹面或其他圆表面、不规则形状的表面、其他非圆柱形表面和/

或诸如此类。因此，本文公开的多种涂覆方法可用于制造不是圆柱形的超声换能器和/或不

具有圆柱形状的换能器的电极，所述换能器例如，平换能器、凹或凸换能器、不规则形状的

换能器等。

[0026] 清洁与初始准备

[0027] 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机械加工油、其他油、润滑脂、天然涂层或层和/或其他材料

来生产单个的管长度。因此，在开始涂覆方法之前，可期望或要求清洁和以其他方式准备20

所述管。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方法包括使用超声脱脂器、醇基清洁剂和/或任何其他

清洁产品或试剂来对管进行脱脂。如上文所述，可将管浸没或以其他方式放置于浴液(例

如，脱脂溶液)内。在暴露于脱脂剂或其他清洁剂特定时间(例如，～1分钟)后，可移出该管

并将其放置于去离子水溶液或浴液中(例如，保持～1分钟)，以去除余量的脱脂剂和/或其

他清洁溶液。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对将超声电极布置于其上的表面的初始清洁或脱脂可通

过使用任何其他方法或设备来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化学清洁、机械清洁(例如，沙化、再表

面化等)和/或诸如此类。此外，初始脱脂或其他初始清洁阶段的时间可为小于1分钟(例如，

0至20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等)或大于1分钟

(例如，1至1.5分钟、1.5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5至10分钟，大于10分钟，

等)。

[0028] 然后，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使用酸清洁剂和/或其他腐蚀材料进一步清洁该管的表

面。例如，可将该管放置于 溶液或其他相对弱的酸溶液中，保持约1分钟。在另一

些实施例中，所述酸清洁或腐蚀步骤或类似的准备步骤的时间可为小于1分钟(例如，0至20

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等)或大于1分钟(例

如，1至1.5分钟、1.5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5至10分钟，大于10分钟，等)。

这可帮助将额外的不想要的层、涂层或材料从该管的暴露在外的表面(例如，内表面和外表

面)去除。在一些实施例中，酸清洁步骤(例如，使用相对弱的酸)至少部分地腐蚀或再表面

化该管的外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使用水冲洗(例如，使用去离子水)或另一种流体冲洗

以将余量的酸清洁剂从该管去除。

[0029] 铜电镀的准备

[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首先对管或其他换能器基础构件进行镀铜。在一些实施例中，可

在电镀铜方法前采取一个或多个准备性步骤24。例如，可将该管放置于强酸溶液中，例如，

10％的HBF4(例如，四氟硼酸、其他氟硼酸等)和乙酸盐溶液中。可使用一种或多种其他酸，

例如，盐酸、硫酸、硝酸、任何其他酸等，其可在HBF4和乙酸盐之外或替代HBF4和乙酸盐来使

用。在一个实施例中，将该管暴露于这种溶液中，保持约90秒(例如，60至120秒、60至70秒、

70至80秒、80至90秒、90至100秒、100至110秒、110至120秒，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等)。但是，

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如特定方法(例如，基于所要求的腐蚀的量、所使用的酸的类型和强度

等)所期望或要求的，在该步骤的暴露时间可少于或多于90秒(例如，60至90秒、90至120秒、

30至60秒、小于30秒、多于120秒等)。无论确切方案是什么，这样的暴露的结果是，可至少部

分地腐蚀该管的外表面。这可帮助去除铅和/或其他不期望的物质，这些物质可能干扰后续

电镀铜的步骤。在一些实施例中，在腐蚀步骤期间必须要注意防止损坏该管的几何结构。换

言之，如果进行了过量腐蚀，则改变管的圆柱形状，从而不利地影响该换能器的声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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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该管不是在特定的容许程度中的圆柱形，则由该换能器发射的声能在径向上会

不均匀的传递(例如，产生热点、较低能量强度点等)。

[0031] 一旦对该该管已经充分地腐蚀了，即可对其进行冲洗以去除任何余量的腐蚀溶液

或材料。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该管可经历一次、两次或更多次去离子水冲洗和/或其他液

体基冲洗。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该管经历了两个分离的去离子水冲洗循环，每个循环可

持续约30秒。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冲洗时间可少于或多于30秒(例如，0至10秒、10至20

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

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

[0032] 在一些实施例中，使该换能器随后经历清洁的铜试镀(copper  dummy)负载溶液，

例如，10％的HBF4溶液(和/或具有不同酸、不同强度和/或其他性质的另一溶液)，保持约1

分钟。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该步骤可少于或多于1分钟(例如，0至10秒、10至20秒、20至

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

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这样的步骤可帮助该管的外表面和内表面对后续的铜电镀步

骤更具反应性。在一些实施例中，将包含铜的一种或多种片或其他构件布置于该管所放置

的浴液或溶液中。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开始实际的镀铜方法之前，将包含铜的一个或

多个组件(例如，板、其他构件等)的约1/2平方英尺的表面积放置于浴液中，保持约1至5分

钟。

[0033] 在将其暴露于铜试镀负载溶液中后，可在水冲洗阶段对该换能器管进行冲洗。在

一些实施例中，例如可使用去离子水冲洗该管约30秒。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冲洗时间

可少于或多于30秒(例如，0至10秒、10至20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

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

[0034] 电镀铜

[0035] 继续参照图1，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电镀铜准备步骤后，该换能器管或其他换能器

基构件(例如，板)可进行电镀铜工艺28。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为一种或多种电镀用催化剂的

后续应用来处理该管的表面。例如，可将该管或其他构件暴露于敏化剂(例如，Enthone 

432)，保持约1分钟。在一些布置中，使Enthone或其他准备性溶液进行一个或多个冲洗步

骤。例如，该管可经历两次使用去离子水冲洗的步骤，每个步骤可持续约20秒。但是，在另一

些实施例中，暴露于敏化剂或任何后续冲洗步骤的时间可比上文所述的时间更短或更长。

例如，可将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暴露于敏化剂，保持少于或多于1分钟(例如，0至10秒、10至

20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

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同样地，随后的冲洗可采用单一步骤或多步骤(例

如，2、3、4、多于4个步骤等)，并且可持续少于或多于20秒(例如，0至5秒、5至10秒、10至15

秒、15至20秒、20至25秒、25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

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

[0036] 然后，在一些实施例中，可用钯至少部分地催化换能器管或其他换能器基础构件

的表面。例如，可将该管或其他构件放置于催化剂溶液(例如，Enthone  440)浴中，保持约3

分钟。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将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与催化剂溶液接触放置少于或多于3分钟

(例如，0至10秒、10至20秒、20至30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

3至4分钟、4至5分钟、5至6分钟、6至7分钟、7至8分钟、8至9分钟、9至10分钟，前述范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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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多于10分钟，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钯是辅助在管表面上进行后续电镀铜的催

化剂。可使用一种或多种其他催化剂替代钯，或除钯以外还使用一种或多种其他催化剂。然

后，可使用速蘸法和/或任何其他方法或步骤来去除过量的包含钯的溶液和/或其他催化

剂。

[0037] 一旦准备好了换能器管或其他换能器基础构件的表面，即可将该管或其他基础构

件放置于浴液中(例如，Enthone  406、其他包含铜的溶液等中)，以能够将铜电镀至该管或

其他基础构件上。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将该管在这样的浴液中保持约10分钟。在一些实

施例中，这样的电镀方法可在该管上形成约10至20微英寸(例如，10微英寸、11微英寸、12微

英寸、13微英寸、14微英寸、15微英寸、16微英寸、17微英寸、18微英寸、19微英寸、20微英寸，

前述范围之间的厚度，等)的铜涂层。但是，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将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放置

于浴液中来进行该步骤，保持少于或多于10分钟(例如，0至10秒、10至20秒、20至30秒、30至

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5至6分钟、6至7分钟、

7至8分钟、8至9分钟、9至10分钟、11至12分钟、12至13分钟、13至14分钟、14至15分钟、15至

20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20分钟，等)。此外，按期望或要求，所得的铜涂层可小于

10微英寸(例如，0至1微英寸、1至2微英寸、2至3微英寸、3至4微英寸、5至6微英寸、6至7微英

寸、7至8微英寸、8至9微英寸、9至10微英寸，等)或大于20微英寸(例如，20至25微英寸、25至

30微英寸、30至40微英寸、40至50微英寸，前述范围之间的尺寸，大于50微英寸，等)。

[0038] 铜镀层检查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检测阶段32后，如果确定铜的镀层不足(例如，镀层厚度不足、

镀层不均匀等)，可将该管经历一个或多个电镀铜循环28。因此，如由图1中的步骤36所示，

不需要由头(例如，图1中的步骤20或24)开始电镀方法。步骤10中的这种短循环步骤36可缩

短制造时间，简化制造方案并提供一种或多种益处和优点。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弃掉换能管

前，可重复短循环步骤36不超过约4次。

[0040] 镍电镀的准备

[0041]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电镀铜令人满意，则随后可使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经历一

个或多个电镀镍步骤。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电镀铜步骤28和检查步骤32后，该管可进行电镀

镍准备工艺40。例如，可在进行腐蚀步骤之前，用去离子水和/或其他溶液冲洗该管约20秒。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在10％H2SO4溶液和/或任何其他酸溶液中至少部分地腐蚀镀有铜的管，

保持约30秒。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冲洗步骤和/或腐蚀步骤可与上文所述不同。例如，可冲

洗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少于或多于20秒(例如，0至5秒、5至10秒、10至15秒、15至20秒、20至

25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

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此外，所述腐蚀步骤可按期望或要求持续少于或多于30秒(例

如，0至5秒、5至10秒、10至15秒、15至20秒、20至25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

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在一些实施例

中，H2SO4和/或其他酸性溶液的使用可提供先前电镀铜步骤中使用的硫酸根阴离子的更佳

匹配，从而促进电镀镍工艺。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旦已经腐蚀了镀有铜的管，即可使其经历钯催化剂溶液(例

如，TechniCatalyst  AT  4000)和/或另一催化剂溶液或混合物。例如，可将该管放置于钯催

化剂溶液中，保持约2分钟。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按期望或要求将该管于催化剂中保持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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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于2分钟(例如，0至5秒、5至10秒、10至15秒、15至20秒、20至25秒、30至40秒、40至50秒、

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至5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

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钯催化剂溶液包含硫酸根离子活化剂。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钯

催化剂溶液不包含氯离子活化剂。在暴露于所述钯催化剂后，可终止铜试镀负载，并冲洗该

管以去除任何过量的钯催化剂溶液(例如，通过使用去离子水速蘸法)。

[0043] 电镀镍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换能器管随后可进行镀镍方法44。例如，可将该管或其他基础

构件放置于镍溶液中，保持约15分钟。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按要求将该管或其他基础构件放

置于镍溶液中，保持少于或多于15分钟(例如，0至5分钟、5至10分钟、10至15分钟、15至20分

钟、20至25分钟、30至40分钟、40至50分钟、50至60分钟、1至2小时、2至3小时、3至4分钟、4至

5小时，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小时，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镍溶液包括高-磷镍溶

液(例如，NICHEM  5100)。在一些实施例中，由于暴露于这样的镍溶液，可将约100至200微英

寸(例如，150微英寸)的镍电镀于该换能器管或其他基础构件的外表面上(例如，处于电镀

的铜层上面)。在已经充分地将镍电镀于该换能器管的外表面上后，可用去离子水冲洗该管

或其他构件(例如，保持约20秒)来去除过量的镍溶液。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如所期望或要求

的，该冲洗步骤可或其他基础构件可持续少于或多于20秒(例如，0至5秒、5至10秒、10至15

秒、15至20秒、20至25秒、30至40秒、40至50秒、50至60秒、1至2分钟、2至3分钟、3至4分钟、4

至5分钟，前述范围之间的时间，多于5分钟，等)。

[0045] 金浸渍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沿着换能器管上已经镀有的铜层和镍层的外侧来布置48金层

(和/或另一金属或合金涂层)。例如，可在该管外侧上将金浸渍为单层。在另一些实施例中，

按期望或要求使用多于一个(例如，2个、3个、多于3个，等)金层。在一些实施例中，使该管经

历金(例如，OMG  Fidelity  9027+钾金)的浸渍，保持约2分钟。这种浸渍层的使用可消除或

降低因在圆筒的表面上，尤其是在相对较小的圆筒的内表面内进行电镀金而导致的复杂化

(complications)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些实施例中，在不使用电解法的情况下，将所述金放

置于换能器管上。在一些实施例中，沉积于该管上(例如，沿铜和镍层外侧)的金单层的厚度

为约2至10微英寸(例如，5微英寸)。在金浸渍工艺后，可使用去离子水冲洗(例如，保持约20

秒)从管外去除任何过量的金。

[0047] 干燥和结束

[0048] 根据一些实施例，在沿着换能器管外侧已经布置期望的铜层、镍层、金层和/或任

何其他材料层后，该管可经历一个或多个饰面(finishing)步骤52。例如，可使用醇冲洗(包

含例如，异丙醇)来去除任何过量的水，以及促进该管外表面的干燥。最后，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将该管放置于烘箱或其他热环境中，以去除醇并干燥该管。

[0049] 根据本文公开的多个实施例的电镀和/或以其他方式涂覆的换能器管可包含三种

金属，例如，铜基层、镍中间层和金外层。在一些实施例中，布置于该管上的多种金属的厚度

可为约150至200微英寸。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换能器可包括分别具有约15微英寸的铜基

层、150微英寸的镍中间层和5微英寸的金外层。在另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层的厚度可

按期望或要求而变化。

[0050] 在以下文献中提供了与可能的超声换能器设计和实施例有关的额外细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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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的和操作上的)：2001年7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11/267,123，并于2002年6月

6日公开，公开号为2002/0068885；2001年7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09/905,227，并于

2003年10月21日授权为美国专利6,635,054；2001年7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09/904,

620，并且于2004年7月20日授权为美国专利6,763,722；2004年2月20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

请10/783,310，并于2010年11月23日授权为美国专利7,837,676；2010年2月3日提交的美国

专利申请12/227,508，并于2010年5月27日公开，公开号为2010/0130892；2003年6月30日提

交的美国专利申请10/611 ,838，并于2004年4月29日公开，公开号为2004/0082859；以及

2011年2月18日提交的PCT申请PCT/US2011/025543，并于2012年8月23日公开，公开号为WO 

2012/112165。所有前述申请的整体都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并形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0051] 为了辅助描述所公开的实施例，上文使用以下词语来描述不同的实施例和/或附

图：向上、上、底、向下、下、后、正、垂直、水平、上游、下游。但是，应领会，无论是否进行了描

述，不同的实施例可位于和朝向多种期望的位置。

[0052] 虽然本文公开了一些实施例和实施例，但是本申请可超过具体公开的实施例延伸

至其他的替代实施例，和/或本发明的用途以及它们的变型和等同物。还理解的是，可对这

些实施例的具体特征和方面进行组合或亚组合，并仍然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因此，应理

解，可将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多个特征和方面进行彼此组合或替代，以形成本发明的多样的

模式。因此，本文公开的本发明的范围不应被上文具体公开的实施例所限制，而应当仅由通

过直接阅读后面的权利要求书来确定。

[0053] 虽然本发明允许有各种变型和替代形式，但其具体实施例已经在附图中示出并在

本文中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是，应理解，本发明不限制于所公开的特定形式，恰好相反，本发

明意在覆盖落入所描述的多种实施例和所附的权利要求书的精神与范围内的所有变型、等

同物以及替代方案。本文公开的任何方法不必以所列举的顺序来进行。本文公开的方法包

括由实施者采取的某些行为；但是它们还可包括任何第三方对这些行为的指导，无论是以

明示的方式还是以暗示的方式。例如，例如“沉积至少一个层”等动作包括“指导沉积至少一

个层”。本文公开的范围还涵盖任何和所有重叠区、子范围及其组合。例如“不超过”、“至

少”、“大于”、“小于”、“之间”等用语包括所列举的数字。前面加有术语“约”的数字包括所列

举的数字。例如，“约10mm”包括“10mm”。前面加有术语例如“基本”的术语或短语包括所列举

的术语或短语。例如，“基本平行”包括“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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