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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

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

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2)取铝板，在铝板

表面涂覆研磨液，所述研磨液中纳米氧化铈的质

量分数为5-15％，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

的研磨面上，在2-8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

发明所述的镜面铝。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

还含有5-20％的弱酸，15-35％的无机盐和余量

的水。本发明制备镜面铝的生产工艺过程简单，

无需镀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和简化生产过程，

克服镀银镜面铝的光衰和死灯问题；在相同光源

条件下，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的反射率为92-

93％，在LED的应用中，例如用作反射板，本发明

制备的镜面铝完全可以取代镀银的镜面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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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2)然后取铝板，在铝板表面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的研磨液，所述研磨液中纳米氧化铈

的质量分数为5-15％，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的研磨面上，在2-8Kg的压力下进行研

磨，制得本发明所述的镜面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所

述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0.1-250mm/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

为±0.002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

计，还含有5-20％的弱酸，15-35％的无机盐和余量的水；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10-

40n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弱酸为氢硫酸、草酸和醋酸中的

两种或两种以上；所述无机盐为钠、镁、钙或铝的氯化盐或硝酸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盐为氯化钠、氯化镁或氯化

铝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盐含有氯化铝，且按质量分

数计，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30-5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

1-16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8-11分钟。

9.一种镜面铝，其特征在于，所述镜面铝由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制备得到。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镜面铝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镜面铝应用于LE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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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铝的加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镜面铝板是指通过轧延、打磨等多种方法处理，使铝板材表面呈现镜面效果。镜面

铝板被广泛应用于照明灯具反射板及灯具装饰、太阳能集热反光材料、室内建筑装饰、外墙

装饰、家用电器面板、电子产品外壳、家具厨房、汽车内外装饰、标牌、标识、箱包、首饰盒等

领域。

[0003]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镜面铝仅由德国，意大利以及国内共三家工厂生产，其生产工

艺是：铝板经过抛光、电镀介质层和电镀银来实现。这种生产工艺因其复杂性和生产环境要

求苛刻，致使其生产成本很高。且由于工序多，过程长，在生产过程中无法避免生产的环境

因素给生产过程带来坏的影响，例如灰尘，划伤，碰伤等影响因素。因为镜面铝用来做线路

板基材主要是使用其反光面起到反光作用，目前的镜面铝反光是通过所镀银层实现，银层

很易出现受伤，在使用环境中很易受到环境中的硫侵蚀，造成银层进一步破坏，出现银层发

黑，产生光衰，最终死灯，无法达到反光的效果，至使产品失效。

[0004] 因此，为了避免银层破坏而出现光衰和死灯现象，也为了降低镜面铝的生产成本，

提供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十分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所述生产

工艺无电镀介质层和电镀银过程，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的产品无银层，因此使用过程也就不

会出现银层硫化发黑现象，避免了由于银层发黑而出现的光衰和死灯现象。且本发明所述

生产工艺生产的镜面铝在线路板中起到的反光效果与镀银的镜面铝的反光效果几乎相同。

[0006] 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由深圳市海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型号为HD-24XY)的

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0008] (2)取铝板放在研磨台面上(需研磨的面朝上)，在铝板表面(需要成镜面的面)使

用雾化自动喷液系统(研磨机本身自带雾化自动喷液系统)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的研磨液，

所述研磨液中纳米氧化铈的质量分数为5-15％(优选10％)，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

的研磨面上，在2-8Kg(优选3-5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发明所述的镜面铝。

[0009]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0.1-

250mm/分钟(0.1-250mm/分钟指刀具相对研磨面行进的速度)。

[0010] 优选的，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2mm，进一步优选的平面度

为±0.001mm。

[0011] 优选的，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10-40nm(优选20-30nm)。

[0012] 优选的，步骤(2)中涂覆的研磨液在铝板的表面的厚度为1-5mm(优选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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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5-20％(优选8-15％)的弱酸，15-

35％(20-25％)的无机盐和余量的水。

[0014] 优选的，所述研磨液中的弱酸为氢硫酸、草酸和醋酸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所述无

机盐为钠、镁、钙或铝的氯化盐或硝酸盐。优选的，所述无机盐为氯化钠、氯化镁或氯化铝中

的两种或两种以上。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无机盐含有氯化铝，且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

30-50％(质量分数)。

[0015] 步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1-16转/分钟(优选8-10转/分钟)，研磨的

时间为8-11分钟(优选9分10秒)。

[0016] 研磨时研磨机的研磨盘逆时针转动，研磨机的修正轮带动铝板自转。

[0017] 研磨机的研磨盘的修整机构采用油压悬浮导轨前后往复运动的方式对研磨面进

行修整。

[0018] 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应用于LED中，例如用作反射板，用来反光，提高LED的出光效

率，减少光损失。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还可用作其他反光领域。

[0019] 本发明通过研磨液的选择和研磨机以及研磨参数的合适选择使得制备得到的镜

面铝的反射率能达到镀银镜面铝的水平，在LED的使用中，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完全能取代

镀银镜面铝的使用。

[0020]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1] (1)本发明制备镜面铝的生产工艺过程简单，无需镀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和简化

生产过程，且在生产以及后期的使用过程中避免了银的硫化问题，不再有银层发黑产生光

衰至死灯问题；

[0022] (2)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完全可以取代目前的镀银的镜面铝，相同光源条件下，现

有技术中直接通过研磨得到的镜面铝的反射率为86-88％，镀银的镜面铝的反射率为93-

95％，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的反射率为92-93％。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进一步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清楚明白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现列举以下实

施例进行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0027] (2)取铝板，在铝板表面(与研磨面接触的面)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5％(质量分数)

的研磨液，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的研磨面上，在8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发明

所述的镜面铝。

[0028] 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50mm/分钟。

[0029] 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2mm。

[0030] 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10nm。

[0031] 步骤(2)中涂覆的研磨液在铝板的表面的厚度为1mm。

[0032]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5％的弱酸，15％的无机盐和余量的

水；所述研磨液中的弱酸为草酸2％(质量分数)和醋酸3％(质量分数)；所述无机盐为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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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和氯化钠，且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30％(质量分数)。

[0033] 步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8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8分钟。

[0034] 铝板的尺寸为Φ300mm。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0038] (2)取铝板，在铝板表面(与研磨面接触的面)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10％(质量分

数)的研磨液，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的研磨面上，在4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

发明所述的镜面铝。

[0039] 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100mm/分钟。

[0040] 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2mm。

[0041] 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40nm。

[0042] 步骤(2)中涂覆的研磨液在铝板的表面的厚度为3mm。

[0043]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10％的弱酸，20％的无机盐和余量

的水。

[0044] 所述研磨液中的弱酸为氢硫酸5％(质量分数)和草酸5％(质量分数)；所述无机盐

为氯化铝和氯化钙，且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45％(质量分数)。

[0045] 步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11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9分10秒。

[0046] 铝板的尺寸为Φ250mm。

[0047] 实施例3

[0048] 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0050] (2)取铝板，在铝板表面(与研磨面接触的面)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12％(质量分

数)的研磨液，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的研磨面上，在3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

发明所述的镜面铝。

[0051] 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90mm/分钟。

[0052] 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1mm。

[0053] 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20nm。

[0054] 步骤(2)中涂覆的研磨液在铝板的表面的厚度为4mm。

[0055]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15％的弱酸，25％的无机盐和余量

的水。

[0056] 所述研磨液中的弱酸为氢硫酸5％(质量分数)、草酸5％(质量分数)和醋酸5％(质

量分数)；所述无机盐为氯化铝和硝酸钙，且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40％(质量分数)。

[0057] 步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15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9分钟。

[0058] 铝板的尺寸为Φ280mm。

[0059] 实施例4

[0060] 一种新的低成本镜面铝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先用刀具对研磨机的研磨盘中的研磨面进行修整；

[0062] (2)取铝板，在铝板表面(与研磨面接触的面)涂覆含有纳米氧化铈15％(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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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研磨液，然后将铝板置于步骤(1)所述的研磨面上，在4Kg的压力下进行研磨，制得本

发明所述的镜面铝。

[0063] 步骤(1)中所述刀具为金刚石刀具，刀具对研磨面进行修整的速度为120mm/分钟。

[0064] 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2mm。

[0065] 所述纳米氧化铈的尺寸为30nm。

[0066] 步骤(2)中涂覆的研磨液在铝板的表面的厚度为5mm。

[0067]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20％的弱酸，15％的无机盐和余量

的水。

[0068] 步骤(2)中所述研磨液，按质量分数计，还含有15％的弱酸，25％的无机盐和余量

的水。

[0069] 所述研磨液中的弱酸为氢硫酸10％(质量分数)、草酸5％(质量分数)和醋酸5％

(质量分数)；所述无机盐为氯化铝和硝酸镁，且氯化铝的含量占无机盐的42％(质量分数)。

[0070] 步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12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11分钟。

[0071] 铝板的尺寸为Φ290mm。

[0072] 对比例1

[0073] 与实施例2相比，对比例1中不含有纳米氧化铈和氯化铝，其余组分和制备过程相

同。

[0074] 对比例2

[0075] 与实施例3相比，对比例2中所述弱酸为氢硫酸，其余组分和制备过程相同。

[0076] 对比例3

[0077] 与实施例4相比，对比例3中步骤(1)中修整后的研磨面的平面度为±0.003mm，步

骤(2)中的研磨时的研磨盘的转速为20转/分钟，研磨的时间为5分钟。

[0078] 产品效果测试

[0079] 将实施例1-4和对比例1-3制备的产品、市售的直接研磨得到的镜面铝以及市售的

镀银镜面铝产品在相同光源下测试反射率，然后用砂纸在1Kg压力下打磨镜面铝20次，再次

测试反射率，结果如表1所示。

[0080] 表1：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9877700 A

6



[0081]

[0082] 从表1可以看出，打磨前，本发明实施例1-4制备的产品的反射率明显高于对比例

1-3和市售的直接研磨得到的镜面铝的反射率，且本发明实施例1-4制备的产品的反射率接

近市售的镀银镜面铝的反射率。由实施例1-4和对比例1的结果可以看出可见研磨液中的纳

米氧化铈以及氯化铝无机盐对产品的反射率有重要影响。另外由实施例1-4和对比例2的结

果可以看出，弱酸如果只含有一种的话，对制备的产品的反射率也有不良影响。另外由实施

例1-4和对比例3的结果可以看出，研磨面的平面度和研磨盘的转速以及研磨这些工艺参数

的选取对本发明所述产品的反射率也有重要影响。特别的，从表1中所述打磨后的数据可以

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4制备的产品抗打磨因素的能力强于对比例1-3和市售的直接研磨得

到的镜面铝以及市售的镀银镜面铝的抗打磨因素的能力，进一步的，市售的镀银镜面铝经

打磨后会出现光衰和死灯现象，但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可完全克服由于镀银层破坏而出现

的光衰和死灯现象。因此，将本发明制备的镜面铝应用于LED中起到的反光效果可替代镀银

的镜面铝的反光效果，但不会出现由于镀银层破坏而出现的光衰和死灯现象，因此而大大

延长LED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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