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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

造方法，属于手机部件制作技术领域。手机摄像

头边框包括边框本体，所述边框本体内设有摄像

头窗口，所述边框本体的一端面上设有倒角，所

述边框本体的另一端面上设有若干卡扣；手机摄

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通过车削

机床将金属棒材加工成若干个环形件；2)在步骤

1中的所述环形件内加工出内腔；3)加工步骤2中

的所述环形件的外型，得到初步成型的边框件；

4)对步骤3中初步成型的边框件依次进行抛光和

电镀处理。本发明通过采用适宜规格的棒材进行

加工，加工出来的边框彼此之间互为单个个体，

不存在彼此连接，代替传统的板材，减少了边角

料的浪费，降低了成本且大大提高了材料的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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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所述手机摄像头边框包括边框本体，所述边框本

体内设有摄像头窗口，所述边框本体包括两个端面，所述边框本体的一端面上设有倒角，所

述边框本体的另一端面上设有若干卡扣，所述边框本体和所述摄像头窗口均为矩形结构，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选用适宜规格的金属棒材，通过车削机床将所述金属棒材加工成若干个环形件；

2)通过CNC加工中心在步骤1中的所述环形件内加工出与手机摄像头的形状相适应的

内腔；

3)通过CNC加工中心加工步骤2中的所述环形件的外型，使得环形件的外型与所述内腔

相适应，得到初步成型的边框件；

4)对步骤3中初步成型的边框件依次进行抛光和电镀处理，得到最终成品边框；

所述步骤1中的环形件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环体和第二环体，所述第一环体的直径小

于所述第二环体的直径，所述第一环体和所述第二环体之间形成台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腔为矩形状，

内腔包括第一内腔和第二内腔，第一内腔位于第一环体内，第二内腔位于第二环体内，

且第一内腔的长宽尺寸大于第二内腔的长宽尺寸。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棒材采用304不

锈钢制作，其直径为16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抛光处理为将初

步成型的边框件放入平磨盘中，加入抛光液进行抛光15分钟，后取出边框件放入超声波清

洗池中进行清洗1分钟。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步成型的

边框件在抛光处理后还要进行电镀的前处理，所述前处理包括去除应力、碱洗除油、酸洗、

粗化、中和处理、化学活化和电镀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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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手机部件制作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

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手机的普及使用，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上都设置有摄

像头，为了更好的固定并保护摄像头，一般会在手机外壳摄像头设置处设置一摄像头框架。

进一步的，该摄像头框架除了基本的固定功能外，一般还需要对摄像头框架的表面涂覆一

定的颜色和设置一定图案，以此起到标识、美观等作用。

[0003] 现有的摄像头框架，如图1所示，一般由矩形的板材2经CNC车床一次加工成型多个

边，1，然后冲压落料进行后续的高光切削、抛光及电镀处理，这种制造方法在CNC加工过程

中，边框1之间会产生大量边角料及连皮，原材料浪费严重，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且加工

时间也较长。

[0004]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可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废料且加工时间短的摄像头框架制

造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及

其制造方法，其是一种可提高产量且可节省原材料的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所述手机摄像头边框包括边框本体，所述边框本体内设有

摄像头窗口，所述边框本体包括两个端面，所述边框本体的一端面上设有倒角，所述边框本

体的另一端面上设有若干卡扣。

[0008] 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选用标准规格的金属棒材，通过车削机床将所述金属棒材加工成若干个环形

件；

[0010] 2)

[0011] 通过CNC加工中心在步骤1中的所述环形件内加工出与手机摄像头的形状相适应

的内腔；

[0012] 3)通过CNC加工中心加工步骤2中的所述环形件的外型，使得环形件的外型与所述

内腔相适应，得到初步成型的边框件；

[0013] 4)对步骤3中初步成型的边框件依次进行抛光和电镀处理，得到最终成品边框。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的环形件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环体和第二环体，所述第一

环体的直径小于所述第二环体的直径，所述第一环体和所述第二环体之间形成台阶。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内腔为矩形状，

[0016] 内腔包括第一内腔和第二内腔，第一内腔位于第一环体内，第二内腔位于第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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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且第一内腔的长宽尺寸大于第二内腔的长宽尺寸。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棒材采用304不锈钢制作。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抛光处理为将初步成型的边框件放入平磨盘中，加入抛光液进行

抛光15分钟，后取出边框件放入超声波清洗池中进行清洗1分钟。

[0019] 更进一步的，所述初步成型的边框件在抛光处理后还要进行电镀的前处理，所述

前处理包括去除应力、碱洗除油、酸洗、粗化、中和处理、化学活化和电镀镍。

[0020]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发明通过采用适宜规格的棒材进行加工，加工出来的边框彼此之间互为单个个

体，不存在彼此连接，代替传统的板材，减少了边角料的浪费，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且

大大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同时，本发明可形成流水线生产，毛坯件依次经过粗加工、编程

加工、抛光和电镀处理，加工过程可控、速度可控、产量可控，比传统的冲压模具制造增大了

灵活性和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现有技术中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板材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棒材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环形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初步成型的边框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手机摄像头边框及其制造方法的成品边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描述。

[0028]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包括矩形的边框本体1，边框本体1内开有

矩形的摄像头窗口103，边框本体1有两个端面，边框本体1的上端面的外侧设有倒角102，边

框本体1的下端面设有若干卡扣101。

[0029] 一种手机摄像头边框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粗加工毛坯料：选用直径为16mm的棒材3，如图2所示，长度可根据生产要求进行

任意设定，棒材3的材质为304不锈钢，由立式自动车削机床将棒材3切削成若干个环形件，

环形件包括一体成型的第一环体302和第二环体301，第一环体302的直径小于第二环体301

的直径，第一环体302和第二环体301之间形成台阶；切削时，将棒材3安装在卧式自动车削

机床的卡盘上并找正，启动机床，其中主轴转速为800r/min，刀具进给速度为300mm/min，先

由外径车刀将棒材3加工为Φ15.8±0.01mm，形成第二环体301的外轮廓，后连续从棒材3前

端将外径再次车削至Φ14mm、长度为1.85mm后退刀，形成第一环体302的外轮廓，换Φ8.0mm

的钻头打中心孔303后退刀，换切断刀将总长为2.85±0.02mm的半成品切断，被切除的部分

即为环形件，如图3所示，后续的多个环形件的制造只需重复步骤。

[0031] 2)编程加工：此段加工分为内腔加工和外型加工两部分，为了保证内腔和外型的

同心度，首先加工内腔再用内腔定位加工外型。将步骤1中的环形件由送料设备送至CNC加

工中心进行内腔加工，内腔的形状为矩形且与手机摄像头的外轮廓形状相适应，内腔包括

第一内腔3021和第二内腔3011，第一内腔3021位于第一环体302内，第二内腔3011位于第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4836946 B

4



环体301内，且第一内腔3021的长宽尺寸大于第二内腔3011的长宽尺寸；首先用加工治具将

环形件固定在治具上，治具会压紧Φ15.8×1mm的外围裙边起到固定作用，此时第一环体

302在前端被加工，首先用Φ4.0mm铣刀粗加工中心孔303，刀具进给速度1000mm/min，主轴

转速4500r/min，加工完成后换刀，用Φ3.0mm铣刀精加工内腔，参数如下：刀具转速8500r/

min，下刀量每刀0.15mm，进给速度1500mm/min，形成矩形的内腔。内腔加工完毕后，用专用

治具使用内腔仿形定位，加工环形件的外型和高光部分，用直径为6mm的端铣刀，用走刀方

式WCUT(环绕等高)粗加工外型，刀具转速4500r/min，下刀量每刀1mm，进给速度1000mm/

min，使得环形件整体呈矩形并与内腔的形状相一致，加工完成后换刀，用Φ3.0mm的铣刀精

加工外型，其中进给速度1500mm/min，主轴转速8500r/min；加工完成后换45°高光倒角刀对

环形件进行倒角处理，进给速度1000mm/min，刀具转速16000r/min，得到初步成型的边框

件，如图4所示。

[0032] 3)平面抛光；将步骤2中的初步成型的边框件放入平磨盘中，加入抛光液进行抛光

15分钟，后取出边框件放入超声波清洗池中进行清洗1分钟，吹干产品表面水分后流转到下

一道工序。

[0033] 4)真空电镀：先对经过步骤3处理的边框件进行前处理，包括：a、去除应力：以4∶1

丙酮溶液在25℃下浸泡边框件40～60min，然后再70～75℃下烘干1～3小时并自然冷却；b、

碱洗除油：碱洗条件为15g/L碳酸钠，30g/L磷酸钠，65g/L氢氧化钠，温度45℃，时间25min；

c、酸洗：酸洗在碱洗并清洗后进行，主要是对基体表面的残余碱液进行中和，采用在100mL/

L硫酸溶液中常温下进行，时间30s；d、粗化：粗化采用铬酸体系，其目的是增大边框件表面

的微观粗糙度、接触面积以及亲水能力，以此保证镀层良好的附着力，是决定镀层附着力大

小的关键工序，粗化的方法有多种，应用较广的是铬酸体系，该体系粗化速度快，镀层附着

力好，工艺条件为400g/L  CrO3，350mL/L  H2SO4，温度65℃，时间50min；e、中和处理：经化学

粗化处理后边框件表面微孔结构中含有一些六价铬及其他杂质，如清洗不彻底会影响塑料

与镀层的结合力，并污染镀液，为此，采用以下工艺进行中和处理：100g/L  NaOH溶液，温度

为室温，时间3min；f、化学活化：活化溶液配方有硫酸镍浓度为10g/L，次磷酸钠浓度为20g/

L，稳定剂柠檬酸钠浓度为5g/L，pH＝9，温度为70℃，将硫酸镍溶解于柠檬酸钠溶液中，再加

入次磷酸钠溶液，然后用体积分数20％的稀氨水调节pH值，活化时，将边框件放入溶液，用

恒温水浴升温到70℃后，在该温度下进行恒温处理30min；g、电镀镍配方及工艺条件：配方

主要由硫酸镍，氯化镍，硼酸，糖精，2-丁炔-1，4-二醇，硫酸钠。硫酸镍250g/L，氯化镍30g/

L，硼酸35g/L，糖精1.0g/L，2-丁炔-1，4-二醇0.5g/L，十二烷基硫酸钠0.15g/L，pH4-6，温度

40-50℃，电流密度1.5-3A/dm2。后对前处理后的边框件进行塑料电镀，包括冲击镍电镀和

半光亮镍，进行冲击镍电镀，采用公知的冲击镍配方进行电镀，冲击镍的厚度控制为3μm，然

后再进行半光镍电镀，采用公知的半光镍配方进行电镀，半光镍的厚度控制在3μm。以满足

拉丝厚度要求。再对电镀处理后的边框件进行拉丝处理，可采用自动或者人工拉丝方式进

行拉丝，拉丝机的转速为600r/min。将经过拉丝处理后的边框件直接挂进PVD炉中进行PVD

镀耐蚀合金层及颜色层(菁色)，具体步骤如下：抽真空，当真空度到达2×10-2Pa时进行等离

子辉光处理，其工艺为离子源电流0.7A，偏压200V，占空比38％，氩气流速300SCCM，时间

10min，以达到进一步清洗洁净之目的；进行抽真空，当真空度到达9×10-3Pa时，进行镀PVD

溅射合金耐蚀层，溅射沉积金属层的工艺条件可为采用直流电源，电源电流20A，沉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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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n，偏压80V，占空比38％，氩气流速200SCCM，PVD

[0034] 合金耐蚀层的靶材可采用锆硅合金靶材；镀膜完PVD

[0035] 合金耐蚀层后，继续抽真空3min，然后进行镀PVD颜色层，镀PVD

[0036] 颜色层其工艺为，多弧电源电流120A，沉积时间5min，偏压80V，占空比80％，氩气

流速20SCCM，氮气气流速200SCCM，PVD

[0037] 颜色层的金属靶材可采用纯锆99.99％，最终完成成品的边框1，如图5所示。

[0038]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

示的也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

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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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4836946 B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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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04836946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