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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相關申請案之前後參照

本專利申請案係主張關於下列美國專利申請案之優先 

權，其每一件均以其全文併於本文供參考··⑴2009年1月16 

曰提出申請之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號61/145,416，標題為"用 

於消費電子工業之鋁合金’’；⑵2009年3月16曰提出申請之 

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號61/160,631，標題為”用於消費電子工 

業之鋁合金”；⑶2009年6月15曰提出申請之美國臨時專利 

申請案號61/187,183，標題為π用於消費電子工業之鋁合金"； 

（4） 2009年6月26日提出申請之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號 

61/269,660 ＞標題為"用於消費電子產品之鋁合金以及製造彼 

等之方法、系統及裝置”；及（5） 2009年6月30曰提出申請之 

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號61/221,943，標題為”壓鑄方法’’。

【先前技術】

關於消費產品譬如消費電子產品之外殼必須符合多種標 

準，以具市場性。在此等標準中者為耐用性與目視外觀。 

視覺上吸引人之輕質、耐用性外殼可用於消費產品應用。

【發明內容】

概括言之，本發明揭示內容係關於供消費產品用之鋁合 

金，含有此種鋁合金之消費產品，及製造彼等之方法、系 

統及裝置。此等鋁合金可作為消費產品之外殼（例如可移動 

電子裝置覆蓋層）使用。消費產品可實現外觀、耐用性及/ 

或可攜帶性之獨特組合，此係至少部份由於本文中所揭示 

之獨特合金、鑄造方法及/或後處理方法所致。事實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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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述之Al-Ni與Al-Ni-Mn合金係至少部份有助於提供具 

有高亮度及/或低灰度之消費產品，且在陽極化狀態中，其 

係至少幫助製造視覺上引人注意之成型鑄造產品。此等合 

金亦具有在剛鑄造狀態（F回火）中之機械性質、可鑄造性及 

可陽極化能力之良好組合，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 

使得彼等極適合使用於消費產品應用。此鑄造方法可幫助 

製造具有少數或無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成型鑄造 

合金。後處理方法，在其他性質中，可製造具耐用性、UV 

抵抗性及耐磨性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詳細說明

現在參考附圖，其係至少部份有助於說明本發明揭示內 

容之各種相關特徵。關於製造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 

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係示於圖1中。在所示之具體實施例中， 

此方法包括製造合金（110），成型鑄造合金，以製造成型鑄 

造產品（120），及後處理成型鑄造產品（130），以形成裝飾用 

成型鑄造產品。

A.成型鑄造產品

成型鑄造產品係為在鋁合金鑄造方法後達成其最後或接 

近最後產品形式之產品。若成型鑄造產品於鑄造之後不需 

要機製，則其係呈最後形式。若成型鑄造產品於鑄造之後 

需要一部份機製，則其係呈接近最後形式。根據定義，成 

型鑄造產品係排除鍛鍊產品，其在鑄造之後通常需要熱及/ 

或冷加工，以達成其最後產品形式。成型鑄造產品可經由 

任何適當鑄造方法製造，其中尤其是譬如壓鑄與永久模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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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法，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為薄壁”成型鑄造

產品。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 

為不大於約1.0毫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 

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0.99毫米。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0.95毫米。在其 

他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 

0.9毫米，或不大於約0.85毫米，或不大於約0.8毫米，或不 

大於約0.75毫米，或不大於約0.7毫米，或不大於約0.65毫米， 

或不大於約0.6毫米，或不大於約0.55毫米，或不大於約0.5 

毫米，或甚至更小。

成型鑄造產品之額定壁厚為成型鑄造產品之主要壁厚 

度，不包含任何裝飾用或承載特徵，譬如凸出部、肋骨、 

網層或所應用以允許零件自模頭釋出之氣流孔。例如，如 

圖2a-2c中所示，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200具有本體202， 

其具有所意欲之觀看表面204與內部表面206。所意欲之觀 

看表面，譬如圖2a-2c中所示之表面204，係為在正常使用該 

產品期間消費者所意欲觀看之表面。內部表面206，譬如圖 

2a-2c中所示之表面206，一般並不意欲在正常使用該產品期 

間被看到。例如，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200之內部表面206 

通常在正常使用該產品期間（例如當使珀以傳送文字信息 

時，及/或當使用以通過電話交談時）不會被看到，但偶爾 

可在非正常使用期間（譬如當更換電池組時）被看到。於所 

示之具體實施例中，本體202具有額定壁厚（NWT） 208為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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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約1.0毫米(例如約0.7毫米)。此額定壁厚(NWT)不包含其 

中尤其是裝飾用特徵212、裝載特徵214、螺旋凸出部216或 

補強肋骨218之任何厚度。

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中等壁厚。 

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 

於2毫米，但至少約1.01毫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 

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1.95毫米。在其他具體實 

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1.9毫 

米，或不大於約1.85毫米，或不大於約1.8毫米，或不大於 

約1.75毫米，或不大於約1.7毫米，或不大於約1.65毫米，或 

不大於約1.6毫米，或不大於約1.55毫米，或不大於約1.5毫 

米，或不大於約1.5毫米，或不大於約1.45毫米，或不大於 

約1.4毫米，或不大於約1.35毫米，或不大於約1.3毫米，或 

不大於約1.25毫米，或不大於約1.2毫米，或不大於約1.15毫 

米，或不大於約1.1毫米。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 

產品可具有額定壁厚為大於約1.0毫米。

在又其他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相對較厚 

之壁厚。於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額定 

壁厚為不大於約6毫米，但至少約2.01毫米。於一項具體實 

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約5毫米。在 

其他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額定壁厚為不大於 

約4毫米，或不大於約3毫米。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 

鑄造產品可具有額定壁厚為大於2毫米。

B.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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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鑄造之後，成型鑄造產品可經後處理，以製造裝飾用 

成型鑄造產品。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為接受一或多個如 

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後處理步驟之成型鑄造產品，且其 

會造成在其他特徵中具有預定顏色、光澤及/或紋理之成型 

鑄造產品，位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之至少一 

部份上。經常此等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在其他特徵中， 

係達成符合消費者接受標準之預定顏色、光澤及/或紋理。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預定顏色。預定顏色係意謂 

事先選取之顏色，譬如最終用途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 

意欲顏色。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預定顏色係與基材之天 

然顏色不同。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預定顏色一般係經由將著色劑塗 

敷至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氧化物層而達成。此等著色劑 

通常係至少部份佔據該氧化物層之孔隙。於一項具體實施 

例中，在著色劑塗敷之後，氧化物層之孔隙可被密封（例如 

當使用染料型著色劑時）。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無需密封 

氧化物層之孔隙，因著色劑已經如此進行（例如當使用具有 

以Si為基礎之聚合體主鏈之著色劑時，譬如並利用聚矽氮 

烷與聚矽氧烷）。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在一或多 

個其所意欲之觀看表面上達成顏色均勻性。此顏色均勻性 

可歸因於例如經選擇之合金組合物、經選擇之鑄造方法及/ 

或經選擇之後處理方法，其可造成成型鑄造產品實質上沒 

有視覺上外觀表面缺陷。”顏色均勻性"等係意謂最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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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鑄造產品之顏色係實質上為相同橫越成型鑄造產品之 

所意欲觀看表面。例如，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經由在 

陽極化期間產生均勻氧化物層之能力幫助顏色均勻性，其 

可造成可信賴地產生均勻顏色之能力橫越成型鑄造產品之 

所意欲觀看表面。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顏色均勻性係經 

由Delta-E （CIELAB）度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採用 

CIELAB之比色計（例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 

度量時，成型鑄造產品顏色之變化性係不大於+/- 5.0 Delta 

E。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採用CIELAB之比色計（例 

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成型鑄造產 

品顏色之變化性係不大於+/- 4.5 Delta E，或+/- 4.0 Delta E，或 

+/-3.5 Delta E，或 +/- 3.0 Delta E，或 +/- 2.5 Delta E，或 +/- 2.0 Delta 

E，或 +/- 1.5 Delta E，或 +/- 1.0 Delta E，或 +/- 0.9 Delta E，或不 

大於 +/- 0.8 Delta E，或不大於 +/- 0.7 Delta E，或不大於 +/- 0.6 

Delta E，或不大於 +/- 0.5 Delta E 5 或不大於 +/- 0.4 Delta E，或 

不大於+/- 0.2 Delta E，或不大於+/- 0.1 Delta E，或不大於+/- 0.05 

Delta E，或較小。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預定光澤。預定光澤為事先 

選取之光澤，譬如最終用途產品之所意欲光澤。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預定光澤係與基材之天然光澤不同。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預定光澤係藉由塗敷具有預定光澤之著色 

劑達成。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光澤均 

勻性。”光澤均勻性係意謂最後完成之成型鑄造產品之光 

澤係實質上為相同橫越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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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光澤均勻性係根據ASTM D 523度 

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光澤之變化性係 

不大於約+/- 20單位（例如％光澤單位）橫越成型鑄造產品之 

所意欲觀看表面。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光澤之變化性係 

不超過約+/- 15單位，或不超過約+/- 13單位，或不超過約+/- 

10單位，或不超過約+/- 9單位，或不超過約+/- 8單位，或 

不超過約+/- 7單位，或不超過約+/- 6單位，或不超過約+/- 5 

單位，或不超過約+/- 4單位，或不超過約+/- 3單位，或不 

超過約+/- 2單位，或不超過約+/- 1單位，橫越成型鑄造產 

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一種用於度量光澤之儀器為 

BYK-GARDNER AG-4430 微-TRI-光澤之光澤計。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顏色均勻性及/或光澤均勻性可 

歸因於成型鑄造產品之陽極化期間所形成之相對較均勻氧 

化物層。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可經由利用本文中 

所述之Al-Ni與Al-Ni-Mn合金幫助均勻氧化物層。此等均勻氧 

化物層可幫助著色劑之均勻吸收，因此促進裝飾用成型鑄 

造產品中之顏色及/或光澤均勻性。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訂製紋理。訂製紋理為具有 

預先界定之形狀及/或取向之紋理，其係經由化學、機械及 

/或其他方法（例如雷射蝕刻、壓花、刻紋及微影技術）產 

生。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訂製紋理可於鑄造之後產生， 

譬如經由訂製機械方法，譬如機製、塗刷、噴砂等。於另 

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訂製紋理可在鑄造期間產生，譬如經 

由利用鑄造模頭內之預先界定圖樣。在其他具體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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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大致上平滑表面，意即非 

結構化之外部表面。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至少兩個所 

意欲之觀看表面，一個具有第一種顏色、光澤及/或紋理， 

而第二個具有第二種顏色、光澤及/或紋理。例如，且現在 

參考圖2d，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200具有第一個所意欲之 

觀看表面204a，具有第一種預定顏色，及第二個所意欲之 

觀看表面204b，具有與第一種預定顏色204a不同之第二種預 

定顏色。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第一個所意欲觀看表面204a 

之顏色均勻性係僅在藉由第一個所意欲觀看表面所界定之 

區域內被測定，而第二個所意欲觀看表面204b之顏色均勻 

性係僅在藉由第二個所意欲觀看表面所界定之區域內被測 

定。彼等係適用於光澤均勻性與紋理。再者，裝飾用成型 

鑄造產品可具有任何數目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且其中相同 

原理係適用。上文提供之實例係僅供說明目的用。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實質上沒 

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 

見之表面缺陷”係意謂當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位於遠離 

觀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人類眼睛至少18英吋時，裝飾 

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當被具有20/20視力之人 

類視力觀看時，係實質上沒有表面缺陷。視覺上顯而易見 

之表面缺陷之實例包括其中尤其是可由於鑄造方法（例如 

冷紋、搭接線、流動線及雜色污點、空隙）所見及之美觀缺 

陷，及/或合金微結構（例如隨機地定位之（2鋁相之存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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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近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由於後處 

理方法（描述於下文）一般係允許少許量之可見光穿透數十 

或數百或數微米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其可被反射及/ 

或被吸收，故其可用以產生均勻微結構，及/或限制或消除 

隨機地分佈之金屬間材料及/或α鋁相，而造成實質上沒有 

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且可被消費者所接受之裝飾 

用成型鑄造產品。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存在通常 

係於陽極化之後，譬如於著色劑之塗敷至成型鑄造產品之 

後測定。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裝飾用成 

型鑄造產品之實例係示於圖36、37、41Β、42Β及43Β中。含 

有一或多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 

品之實例係示於圖20Α、20Β、21Α、41Α、42Α及43Α中。

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譬如具有大理石狀飾面，裝飾用 

成型鑄造產品可包含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此等視 

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可幫助將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 

觀看表面之訂製差別著色，因此可幫助大理石花紋之外觀。 

大理石狀飾面為一或多種著色劑之塗敷後具有類似靜脈之 

圖樣或類似大理石狀飾面。

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可具有低灰度及/或具 

有高亮度。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 

觀看表面係實現顯然地低於製自鑄造合金380之可比較成 

型鑄造產品之灰色程度。例如，當經由採用CIELAB之比色 

計（例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成型 

鑄造產品可具有CIELAB ”L-值”，其係至少約1單位大於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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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380產品之CIELAB "L-值”。可比較380產品為一種產品， 

其係經由與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相同之鑄造方法與後處理 

方法（若適當時）製成，但係製自鑄造合金380而非本文中所 

述之合金組合物。CIELAB L-值表示白色-黑色之程度（例如 

100 =純白色，0 =純黑色）。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 

採用CIELAB之比色計（例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CIELAB "L值”為至少約2 

單位，或至少約3單位，或至少約4單位，或至少約5單位， 

或至少約6單位，或至少約7單位，或至少約8單位，或至 

少約9單位，或至少約10單位，或至少約11單位，或至少約 

12單位，至少約13單位，至少約14單位，至少約15單位， 

至少約16單位，至少約17單位，或至少約18單位，或至少 

約19單位，或至少約20單位，或更多，大於可比較380產品 

之CIELAB nL值”。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採用CIELAB 

之比色計（例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 

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CIELAB "L值”為至少約5%優於可比較 

380產品之CIELAB ”L值”。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採 

用CIELAB之比色計（例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CIELAB ”L-值”為至少約 

10%，或至少約15%，或至少約20%，或至少約25%，或至 

少約30%，或至少約35%，或至少約40%，或至少約45%， 

或更多，優於可比較380產品之CIELAB "L-值”。於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CIELAB nL-值"為至少約 

55。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採用CIELAB之比色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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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時，成型鑄造產 

品可具有CIELAB "L-值π為至少約56，或至少約57，或至少 

約58，或至少約59，或至少約60，或至少約61，或至少約 

62，或至少約63，或至少約64，或至少約65，或至少約66， 

或至少約67，或至少約68，或更多=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L-值係相對於”剛鑄造π產品（意即在鑄造120之後）經測定。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L-值係於後處理（130）之後經測定。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L-值係在中間後處理步驟期間經測 

定，譬如於陽極化之後但在顏色塗敷之前。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 

係實現可知覺地大於製自鑄造合金380之可比較成型鑄造 

產品之亮度層次。例如，當根據ISO 2469與2470測定時，成 

型鑄造產品可具有ISO亮度層次，其係至少約1單位大於可 

比較380產品之亮度。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ISO 2469 

與2470測定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ISO亮度層次，其係至 

少約2單位，或至少約3單位，或至少約4單位，或至少約5 

單位，或至少約6單位，或至少約7單位，或至少約8單位， 

或至少約9單位，或至少約10單位，或至少約11單位，或至 

少約12單位，或至少約13單位，或至少約14單位，或至少 

約15單位，或至少約16單位，或至少約17單位，或至少約 

18單位，或至少約19單位，或至少約20單位或更多，大於 

可比較380產品。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ISO 2469與 

2470測定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至少約5%大於可比較380 

產品之ISO亮度層次。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ISO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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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470測定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ISO亮度層次，其係至 

少約10%，或至少約20%，或至少約30%，或至少約40%，

或至少約50%，或至少約60%，或至少約70%，或至少約80%， 

或至少約90%，或至少約100%，或至少約110%，或至少約 

120%，或至少約130%，或至少約140%，或至少約150%，或 

至少約160%或更多，大於可比較380產品之亮度層次。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ISO 2469與2470測定時，成型鑄造 

產品可具有ISO亮度層次為至少約20。在其他具體實施例 

中，當根據ISO 2469與2470測定時，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ISO 

亮度層次為至少約21，或至少約22，或至少約23，或至少 

約24，或至少約25，或至少約26，或至少約27，或至少約 

28，或至少約29，或至少約30，或至少約31，或至少約32， 

或至少約33，或至少約34，或至少約35，或至少約36，或 

至少約37，或至少約38，或至少約39，或更多。於一項具 

體實施例中，ISO亮度係藉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度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ISO亮度值係相對於”剛鑄 

造”產品(意即於鑄造120之後)度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ISO亮度值係於後處理(130)之後度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ISO亮度值係在中間後處理步驟期間之後度量，譬如在 

陽極化之後，但在顏色塗敷之前。

可達成任何上述顏色均勻性、灰度及/或亮度值，而在任 

何組合中，經由適當合金選擇、鑄造方法選擇及/或後處理 

方法選擇，以製造本文中所述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C.成型鑄造產品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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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此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 

實現視覺上吸引力與耐用性之獨特組合。例如，成型鑄造 

產品可實現視覺吸引力、強度、韌度、腐蝕抵抗性、塗層 

黏著性、硬度、uv抵抗性及/或抗化學藥品性之獨特組合， 

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此等性質組合可使得能夠利 

用目前所揭示之產品於各種消費應用上，如更詳細地於下 

文中所述者。可實現成型鑄造產品之一或多種此等性質， 

此係至少部份由於適當Al-Ni及/或Al-Ni-Mn合金及/或其微 

結構之選擇所致，以提供下文所討論之成型鑄造產品。

D.成型鑄造產品應用

本發明揭示內容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被利用於多種 

應用上。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係為消費電 

子零件。消費電子零件一般係被用以增強消費電子產品之 

外觀、耐用性及/或可攜帶性，及可作為消費電子零件之至 

少部份外殼使用。可與本發明揭示內容一起使用之消費電 

子零件之實例，包括外部片塊（例如外殼，譬如表面與覆蓋 

層）或內部片塊，用於行動電話、可攜帶與不可攜帶聲音及 

/或影像裝置（例如iPod或iPhone或可攜帶類似聲音/影像裝 

置，譬如MP3播放器）、照像機、攝像機、電腦（例如膝上 

型、桌上型）、個人數位輔助器、電視、顯示器（例如LCD、 

電漿顯示器）、家用器具（例如微波爐、炊具、洗衣機、烘 

乾機）、影像回錄與記錄裝置（例如DVD播放器、數位影像 

記錄器）、其他手握式裝置（例如計算機、GPS裝置）等。在 

其他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為供其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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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產品，譬如其中尤其是供任何醫療裝置、運動用品、 

汽車或太空工業用之產品。

E.成型鑄造產品微結構與合金組合物之選擇 

成型鑄造產品之微結構可影響最終產品之一或多種性

質，其中尤其是譬如表面缺陷、強度、顏色均勻性、亮度、 

灰度及腐蝕抵抗性。因此，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其可用 

以決定產品應用（例如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及相應性質 

（例如強度、亮度）、額定壁厚、鑄造方法及/或後處理型式， 

以幫助決定適當合金組合物與微結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且參考圖3a，一種方法可包括選擇成型鑄造產品應用 

與性質（3000）、選擇供產品應用之額定壁厚（3100）、選擇成 

型鑄造方法（3200）及選擇供產品應用之後處理型式（3300）。 

回應及以至少一個此等步驟為基礎，可選擇適當合金組合 

物及/或微結構（3400）。此等步驟可以任何適當順序完成。 

例如，在一種情況中，後處理型式（3300），然後是產品應用 

與性質（3000）可經選擇，接著額定壁厚（3100）及/或鑄造方法 

（3200）可經選擇。可接著選擇預定微結構及/或合金組合物 

（3400），以達成所要之後處理型式（3300）與性質（3000），及在 

經選擇鑄造（3200）與額定壁厚（3100）要求條件之範圍內。回 

應一或多種此等選擇，該方法可包括製造合金（110）、將合 

金成型鑄造成為成型鑄造產品（120）及將成型鑄造產品後處 

理（130）成為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 

達成經選擇之性質，及達成經選擇之後處理型式，此係至 

少部份由於經選擇之合金組合物及相應微結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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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成型鑄造產品之性質有助於成型鑄造產品之 

微結構及/或用以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合金之選擇。吾人感 

興趣之一些性質包括其中尤其是強度（3010）、韌度（3020）、 

腐蝕抵抗性（3030）及密度（3040），如圖3b中所示。在一項實 

例中，一旦產品應用與所需要之性質（3000）及/或後處理型 

式（3300）係經選擇，額定壁厚，譬如薄壁（3120）、中等壁（3140） 

或厚壁（3160）之任一種，如上文所述，即可經選擇（3100）， 

如圖3c中所示。鑄造方法可經選擇（3200），至少部份以經選 

擇之額定壁厚（3100）、產品應用及性質（3000）及/或後處理型 

式（3300）之至少一種為基礎。對一些產品應用，如圖3d中所 

示，鑄造方法係為壓鑄方法（3220），譬如高壓壓鑄，其通常 

在製造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上係為經濟的。但是，其他鑄 

造方法，譬如其中尤其是永久模製（3240）、燒石膏（3260）、 

包膜鑄造（3280）（例如半固體鑄造、觸變成型），可用以製造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後處理型式（3300）之選擇可由顧客完 

成，且一般包括其中尤其是顏色之選擇（例如由CIELAB值所 

定義之預定顏色，及有關聯之容許度）、光澤（例如預定光 

澤）及/或表面缺陷視圖（例如關於大理石狀產品），如圖3e 

中所示。

一旦成型鑄造產品應用與性質（3000）、額定壁厚（3100）、 

成型鑄造方法（3200）及/或關於產品應用之後處理型式（3300） 

之一或多種係經選擇，適當微結構及/或合金組合物即可經 

選擇。例如且參考圖3f，層狀微結構（3420）或均勻微結構 

（3430）可按微結構（3410）經選擇，依要求條件而定。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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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成型鑄造合金之所要微結構(3410)係在合金選擇之前經 

選擇，因後處理要求條件一般採取先例，因為此等成型鑄 

造產品之微結構可以見及，此係由於所使用之後處理(130) 

方法所致。對一些產品，合金(3440)-(3460)可首先經選擇， 

以訂製成型鑄造產品之強度及其他性質。依要求條件而定， 

Al-Ni (3460)、Al-Ni-Mn (3480)或其他鑄造合金(3490)可經選擇。 

關於適當合金選擇之考量係包括合金之可鑄造性(3470)、合 

金符合性質要求條件之能力(3480)及合金符合後處理要求 

條件之能力(3490)。

ί.層狀微結構

現在參考圖3g，層狀微結構(3420)可用於一些後處理應 

用。層狀微結構可用於其中需要少量(或無)表面缺陷之產 

品應用。為達成層狀微結構(3420)，可選擇過共熔合金組合 

物。對Al-Ni合金，共熔點係發生在共熔組合物為約5.66重 

量％Ni下，且共熔溫度為約639.9°C，如圖4a中所示。因此， 

具有大於5.66重量％Ni之合金係被視為對Al-Ni合金過共熔。 

對Al-Ni-Mn合金，共熔點係發生在共熔組合物為約6.2重量 

%Ni與約2.1重量％Mn下，在共熔溫度為約625°C下，如圖4b 

中所示。因此，落在圖4b之區域405外側之合金可被視為對 

Al-Ni-Mn合金過共熔。

層狀微結構(3420)之一項實例係示於圖5a中。在所示之具 

體實施例中，鑄造方法係製造具有多層之鑄造產品，其中 

一個截面250係示於圖5a中。所示之鑄造產品具有至少外部 

部份500、第二部份510及第三部份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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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鋁合金（例如Al-Ni及/或Al-Ni-Mn）中，外部部份500 

可呈含有共熔微結構511與不可忽視量之α-鋁相502 （有時 

稱為樹枝狀結晶）之層形式。此層之厚度係依所使用之鑄造 

合金與鑄造條件而定，但製自過共熔合金之鑄造產品之外 

部部份500 —般係具有厚度不大於約500微米。在其他具體 

實施例中，鑄造產品之外部部份可具有厚度不大於約400微 

米，或不大於約300微米，或不大於約200微米，或不大於 

約175微米，或不大於約150微米，或不大於約125微米，或 

不大於約100微米，或不大於約75微米，或較小。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有用地限制此外層500之厚度， 

例如，此係由於6E-鋁相502之不均勻分佈所致。在此等具體 

實施例中，可有用地選擇過共熔合金組合物，其係偏離共 

熔組合物（例如對薄壁成型鑄造產品）達一百分比或更多。 

對意欲限制表面缺陷量之成型鑄造產品，一般可有用地限 

制此類型外層500之厚度，因其至少一部份可能必須在一些 

後處理方法期間被移除，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由 

於鑄造方法期間所遭遇到之非平衡固化狀態（例如下文所 

述之過冷），故利用共熔或亞共熔組合物可造成厚外層500， 

然而過共熔合金組合物可造成較薄外層500。

製自過共熔Al-Ni-Mn合金之第一層500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係示於圖6a中。此層具有共熔微結構（淡部份），具有α:-鋁 

（暗花瓣狀部份）散佈於其中。於此情況中，鑄造合金含有 

約6.9重量%Ni與2.9重量%Μπ，餘額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於一些情況中，且現在回復參考圖5a，層狀微結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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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襯托出表面缺陷，例如對於大理石狀型式飾面或其中高 

強度係為有用的（例如，此係由於較高含量之Ni及/或Μη存 

在所致）。對此等類型之成型鑄造產品，可有用地確保產生 

外部部份500，其具有相當地規則分佈之0：-鋁相502與共熔 

微結構511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上。在此等具 

體實施例中，於下文所述之後處理方法後，ύ：-鋁相502可至 

少部份有助於製造大理石狀飾面，因為α鋁相502可在最後 

完成之共熔微結構內產生不同顏色，且可產生類似大理石 

之容易地可區別之圖樣。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可有用地 

選擇過共熔或亞共熔合金組合物，其係較靠近或接近共熔 

組合物。對此等大理石狀飾面具體實施例，外層500可具有 

厚度至少約20微米。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對此等大理石 

狀飾面具體實施例，外層500可具有厚度至少約40微米，或 

至少約60微米，或至少約80微米，或至少約100微米或更多。

在一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被至少一種 

如下文所述之著色劑（例如染料）接觸（例如浸沒在其中）， 

且成型鑄造產品之氧化物層之至少一些孔隙可至少部份被 

著色劑充填。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係被單 

一著色劑接觸。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之α 

鋁相係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一種顏色，而成型鑄造產 

品之共熔微結構係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二種顏色。第 

二種顏色一般係不同於第一種顏色，此係由於在6Ζ鋁相與 

共熔微結構之間於性質上之固有差異所致。6Ε鋁相與共熔 

微結構之相當地規則分佈之組合，伴隨著α鋁相第一種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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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與共熔微結構第二種顏色之組合，可至少部份有助於製 

造成型鑄造產品，其具有大理石狀外觀在其所意欲之觀看 

表面上。

製自亞共熔組合物之第一層500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係示 

於圖6b中。該層具有共熔微結構（淡部份），具有α-鋁相（暗 

球形部份）被散佈於其中。於此情況中，鑄造合金含有約4 

重量％ Ni與2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如所示，α-鋁相係規則地在合金表面上形成，提供共熔微 

結構間之必要區別，其可造成在最後完成之產品中產生大 

理石狀效果。

回復參考圖5a，第二部份510可包含佔優勢量之共熔微結 

構511。具有高顏色均勻性之成型鑄造產品可製自Al-Ni及/ 

或Al-Ni-Mn合金，具有共熔微結構511在於或接近鑄造產品 

之表面。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第二部份510包含全部或幾 

乎全部共熔微結構511，如所示。同樣地，第二部份510可 

實質上不含α鋁相502及/或金屬間材料522 （描述於下 

文）。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第二部份510含有低於5體積％ 

或甚至低於1體積％ α鋁相502及/或金屬間材料522。

第二部份510層之厚度係依所使用之鑄造合金與鑄造條 

件而定，但第二部份一般係具有厚度至少約25微米。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第二部份具有厚度至少約50微米。在其 

他具體實施例中，第二部份510具有厚度至少約100微米， 

或至少約150微米，或至少約200微米，或至少約300微米， 

或至少約400微米，或至少約500微米。第二部份510 —般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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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厚度小於約1000微米。再者，由於外層500通常包含《- 

鋁相，故其可用以產生具有大致上大的第二部份510，然而 

具有大致上小的外部部份500之鑄造產品，譬如在意欲具有 

限制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成型鑄造產品中。

第三部份520係跟隨在第二部份之後，且在其他特徵中可 

包含金屬間材料522 （例如Al3Ni）。在此項具體實施例中，第 

三部份一般係構成成型鑄造產品之其餘部份。此部份通常 

不被人類眼睛看到，此係由於其深度低於最後產品之外部 

表面所致。

具有佔優勢量共熔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可藉 

助於利用具有較高量Ni及/或Μη之Al-Ni及/或Al-Ni-Mn合 

金，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

ii.均勻微結構

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現在參考圖3f與5b，成型鑄 

造產品可包含均勻微結構（3430）。此均勻或接近均勻微結構 

可幫助成功之後處理方法，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 

均勻微結構為含有相當地規則分佈之α鋁相502者，其係與 

"縫補"分佈之α鋁相502 （例如其係以經歷過冷狀態之過共 

熔合金所製成）不同。在所示之具體實施例中，鑄造方法係 

製造具有均勻微結構之鑄造產品，其中一個截面251係經圖 

解。所示之鑄造產品具有單一均勻層251，其含有相當地規 

則分佈之α-鋁相502在共熔微結構511內。

具有均勻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可藉助於利用 

具有較低量Ni之Al-Ni及/或Al-Ni-Mn合金。為達成均勻微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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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選擇亞共熔合金組合物。具有低於約5.6重量％ Ni之 

合金係被視為對Al-Ni合金亞共熔。落在圖4b區域405內之合 

金可被視為對Al-Ni-Mn合金亞共熔。

均勻微結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係示於圖6c中。如所示， 

鑄造產品含有相當地規則分佈之α-鋁相（暗部份）在共熔微 

結構（淡部份）中。於此情況中，鑄造合金含有約1重量％ Ni 

與2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具有均勻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可比具有層狀微 

結構者較具成本有效性，因為當製造具有均勻微結構之成 

型鑄造產品時，過冷之量可能不需要被費力地調節。此係 

由於以下事實所致，ύ：-鋁相係在此等亞共熔合金中形成平 

衡固化之產品，然而α-鋁相係由於過共熔合金之非平衡固 

化所致而形成。

可用以產生視覺上吸引人之成型鑄造產品之各種組合 

物、系統、方法及裝置之特定細節係詳細地描述於下文。

I.可用於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鋁合金

現在參考圖7，本文中所述之成型鑄造產品一般係製自 

鋁鑄造合金（110）。適當鋁鑄造合金包括能夠達成視覺上引 

人注意及/或耐用性最終產品之鋁合金。例如，鋁合金可以 

能夠實現商業上可接受之飾面，且呈陽極化狀態，如更詳 

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鋁合金為Al-Ni 

鑄造合金。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合金為Al-Ni-Mn鑄造合金。 

可使用其他鑄造合金，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

A. Al-Ni鑄造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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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Ni鑄造合金，在其他性質中，具有強度、電化學可成 

形性（例如可陽極化能力）及可鑄造性之良好組合。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Al-Ni合金具有高亮度及/或低灰度。一般而 

言，Al-Ni鑄造合金包含（而一些情況係基本上包含）約0.5重 

量％至約8.0重量％ Ni，其餘部份為附帶元素與雜質。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Ni在Al-Ni合金中之量係經選擇，以致能 

鉤在成型鑄造產品中產生所要之微結構（層狀或均勻），且 

在剛鑄造之狀態中，以經選擇之鑄造條件為基礎。具有超 

過8.0重量％ Ni之合金可實現在成型鑄造產品之外層內產 

生金屬間材料（例如Al3Ni），及/或可具脆性。具有低於0.5 

重量％ Ni之合金不可達成本文中所述之一或多種性質。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鎳之量係經選擇， 

以致成型鑄造產品將具有層狀微結構，其具有薄外層與適 

當厚度之第二層。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於具有限制量之視 

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在一些此等 

具體實施例中，鎳係在約5.7重量％至約6.9重量％之範圍 

內。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錦之量係經選 

擇，以致成型鑄造產品具有具不規則分佈CE鋁相之外層（例 

如，如圖5a中所示，參考數字502）。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 

於具有大理石狀飾面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在一些具體實 

施例中，錦係在約5.4重量％至6.6重量％之範圍內。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鎳之量係經選擇，以致成 

型鑄造產品具有均勻微結構。在一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 

鎳係在約2.8重量％至約5.2重量％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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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l-Ni-Mn鑄造合金

Al-Ni-Mn鑄造合金可用於許多成型鑄造產品。Al-Ni-Mn合 

金，在其他性質中，具有強度、電化學可成形性（例如可陽 

極化能力）及可鑄造性之良好組合。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過共熔Al-Ni-Mn合金具有高亮度及/或低灰度。

因上述相對於Al-Ni合金之相同理由，Al-Ni-Mn合金可含有 

約0.5重量％至約8.0重量％鎳。Al-Ni-Mn合金亦含有Μη之有 

目的添加（例如為增加合金之強度及/或降低模頭黏附及/ 

或焊接），且經常在0.5%至3.5重量％ Μη之範圍內。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Ni與Μη在Al-Ni-Mn合金中之量係經選擇， 

以致能夠在成型鑄造產品中產生適當微結構（層狀或均勻）

，及在剛鑄造之狀態中。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Mn合金包含在約6.6重量％至 

約8.0重量％範圍內之Ni。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Al-Ni-Mn 

合金包含至少約0.5重量％ Μη，而一般為約1.0重量％ Μη至 

約3.5重量％ Μη。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Mn合金包 

含在約2重量％至約6重量％範圍內之Ni。在一些此等具體 

實施例中，Al-Ni-Mn合金可包含在約3.1重量％至約3.5重量％ 

範圍內之Μη。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之其他具體實施例中， 

Al-Ni-Mn合金可包含在約0.5重量％至約3.0重量％範圍內之

Μη °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鎳與錳之量係經 

選擇，以致成型鑄造產品將具有層狀微結構，其具有薄外 

層與適當大小之第二層。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於具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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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在一 

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鎳係在約5.7重量％至約7.1重量％之 

範圍內，而錳係在約1.8重量％至約3.1重量％之範圍內。於 

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鎳與錳之量係經選擇， 

以致成型鑄造產品具有具不規則分佈α鋁相之外層（例 

如，如圖5a中所示，參考數字502）。在一些此等具體實施 

例中，鎳係在約5.6重量％至約6.8重量％之範圍內，而錳係 

在約2.0重量％至約3.2重量％之範圍內=此等具體實施例可 

用於具有大理石狀飾面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於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且如上文所述，鎳與錳之量係經選擇，以致成 

型鑄造產品具有均勻微結構。在一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 

鎳係在約1.8重量％至約3.2重量％之範圍內，而錳係在約0.8 

重量％至約3.2重量％之範圍內。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合金為在美國專利案號6,783,730 

中所揭示之Al-Ni-Mn合金，其係於2004年8月31日頒予Lin等 

人，且其標題為”用於汽車與太空結構組件之Al-Ni-Mn鑄造 

合金n，其係以全文併於本文供參考。

C1.具有薄外層之層狀微結構之產生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為產生視覺上吸引人之成型鑄造 

產品，可在於或接近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產生 

共熔微結構。例如，且參考圖5a，成型鑄造製造參數，例 

如組合物選擇、模頭溫度、冷卻速率、熔融溫度，可經選 

擇/訂製，以致外層500之厚度係被限制（例如相對較小，譬 

如不大於約100微米），而第二層510之厚度係具有適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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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二層510之幾乎完全共熔微結構511可幫助產品之均 

勻灰度及/或亮度層次，即使在陽極化之後亦然，其可幫助 

視覺上引人注意之最終產品。再者，降低外層500之厚度可 

幫助其在後續後處理操作期間之移除。此外層500可被移 

除，以幫助製造具有符合消費者接受標準飾面之裝飾用成 

型鑄造產品。用以產生具有此等類型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 

造產品之組合物係通常為過共熔組合物。用於產生此等類 

型層狀微結構之可使用過共熔Al-Ni與Al-Ni-Mn組合物之一 

些具體實施例係提供於下表1中。

表1 -關於產生具有小外層與適當第二層之層狀微結構之 

過共熔組合物之實例

成型鑄造產品厚度 層狀微結構

Al-Ni Al-Ni-Mn

S約1毫米 6.7±0.2 重量 ％ Ni 6.9±0.2 重量 ％ Ni 
2.9±0.2 重量 ％ Μη

約1至約2毫米 6.2+0.2 重量 ％ Ni 6.4+0.2 重量 ％ Ni 
2.3±0.2 重量 ％ Μη

約2至約6毫米 5.7+0.2 重量 ％ Ni 6.2+0.2 重量 ％ Ni 
2.1±0.2 重量 ％ Μη

一般而言，當額定壁厚增加時，為限制外層厚度所需要之 

合金組合物係更接近合金之共熔組合物，因為較厚產品係 

在更接近平衡冷卻狀態之速率下冷卻。

此等類型之層狀微結構可用於產生具有限制量之視覺上 

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產品，且具有著色劑至少部份被配置 

在成型鑄造產品之氧化物層內。例如，且參考圖3a-3g，一 

種方法可包括選擇後處理（3300）、選擇成型鑄造產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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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例如高強度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選擇供產品應 

用之額定壁厚（3100）（例如薄壁（3120），譬如約0.7毫米）及選 

擇成型鑄造方法（3200）（例如壓鑄（3220），譬如HPDC）。以一 

或多種此等選擇（3000-3300）為基礎，適當Al-Ni （3440）或 

Al-Ni-Mn （3450）組合物可經選擇，以致產生層狀微結構（3420）

，且其具有相對較薄之外層與適當大小之第二層（3500）。該 

方法可進一步包括製造合金（110）、將合金成型鑄造成為成 

型鑄造產品（120）及將成型鑄造產品後處理（130）成為裝飾用 

成型鑄造產品。最後完成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實質上 

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可具有明亮表面，可具 

有低灰度，及/或可具有顏色及/或光澤均勻性，此係至少 

部份由於經選擇之微結構及/或合金組合物所致。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鋁鑄造合金係基本上由以下所組 

成：約6.6至約8.0重量％ Ni，約0.5至約3.5重量％ Μη，至高 

約0.25重量％之任何Fe與Si，至高約0.5重量％之任何Cu、Zn 

及Mg，至高約0.2重量％之任何Ti、Zr及Sc，其中B與C之 

一可被加入至高達約0.1重量％，及至高約0.05重量％之其他 

元素，其中其他元素之合計不超過0.15重量％，其餘部份為 

鋁。

C2.關於大理石狀產品之訂製、摻合α-鋁相之產生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為產生視覺上吸引人之大理石狀 

產品，可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上產生α-鋁相 

與共熔微結構之訂製、掺合混合物。用以產生訂製、摻合α 

-鋁相與共熔微結構之組合物可為任何共熔、過共熔或亞共

145853 -28-



201031761

熔組合物，且一般係與產品厚度及/或鑄造條件（例如冷卻 

速率）有關聯。關於產生摻合α-鋁與共熔微結構之可用Al-Ni 

與Al-Ni-Mn組合物之一些具體實施例係提供於下表2中。

表2 -關於產生大理石狀產品之摻合α-鋁相與共熔微結構之 

過共熔組合物之實例

成型鑄造產品厚度 摻合微結構

Al-Ni Al-Ni-Mn
S約1毫米 6.4+0.2 重量 ％ Ni 6.6+0.2 重量 ％ Ni， 

3.0+0.2 重量 ％ Μη

約1至約2毫米 6.0±0.2 重量 ％ Ni 6.2+0.2 重量 ％ Ni 
2.6+0.2 重量 ％ Μη

約2至約6毫米 5.6+0.2 重量 ％ Ni 5.8±0.2 重量 ％ Ni 
2.2+0.2 重量 ％ Μη

此等類型之摻合微結構可用於產生大理石狀產品。例如， 

且參考圖3a-3g，一種方法可包括選擇後處理（3300）、選擇成 

型鑄造產品應用（3000）（例如高強度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 

層）、選擇供產品應用之額定壁厚（3100）（例如薄壁（3120）， 

譬如約0.7毫米）及選擇成型鑄造方法（3200）（例如壓鑄（3220） 

，譬如HPDC）。以一或多種此等選擇（3000-3300）為基礎，適 

當Al-Ni （3440）或Al-Ni-Mn （3450）組合物可經選擇，以致在成型 

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上產生摻合微結構（3510）。該方 

法可包括製造合金（110）、將合金成型鑄造成為成型鑄造產 

品（120）及將成型鑄造產品後處理（130）成為裝飾用成型鑄造 

產品。大理石狀最後完成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3360）可具 

有符合消費者接受標準之大理石狀飾面，及/或具有明亮表 

面，此係至少部份由於經選擇之合金微結構及/或組合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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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C3.均勻微結構之產生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為產生視覺上成型鑄造產品，可 

產生均勻微結構。此均勻微結構可幫助產品之均勻灰度及/ 

或亮度層次，即使在陽極化之後亦然，其可幫助視覺上引 

人注意之最終產品。用以產生均勻微結構之組合物係通常 

為亞共熔。可用以產生均勻微結構之可用Al-Ni舆Al-Ni-Mn 

亞共熔組合物之一些具體實施例係提供於下表3中。

表3 -關於產生均勻微結構之組合物之實例
成型鑄造產品厚度 均勻微結構

Al-Ni Al-Ni-Mn

S約1毫米 5±0.2 重量 ％ Ni 3±0.2 重量 ％ Ni 
2+0.2 重量 ％ Μη

約1至約2毫米 4+0.2 重量 ％ Ni 2.5±0.2 重量 ％ Ni 
1.5±0.2 重量 ％ Μη

約2至約6毫米 3±0.2 重量 ％ Ni 2.0±0.2 重量 ％ Ni 
1.0+0.2 重量 ％ Μη

均勻微結構可用於產生具有限制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 

面缺陷之產品，且具有著色劑至少部份被配置在成型鑄造 

產品之氧化物層內，並可實現較低抗張強度但較高衝擊強 

度，此係由於在鎳及/或錳上之降低所致。於一項具體實施 

例中，且參考圖3a-3f及3h，一種方法可包括選擇後處理 

（3300）、選擇成型鑄造產品應用（3000）（例如高強度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選擇供產品應用之額定壁厚（3100）（例如薄 

壁（3120），譬如約0.7毫米）及選擇成型鑄造方法（3200）（例如 

壓鑄（3220），譬如HPDC）。以一或多種此等選擇（3000-3300）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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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適當Al-Ni （3440）或Al-Ni-Mn （3450）組合物可經選擇，以 

致產生均勻微結構（3430）。該方法可包括製造合金（110）、將 

合金成型鑄造成為成型鑄造產品（120）及將成型鑄造產品後 

處理（130）成為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可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可具有明亮表 

面，可具有低灰度，及/或可具有顏色及/或光澤均勻性， 

此係至少部份由於經選擇之合金組合物所致。

D.附帶元素與雜質

上述Al-Ni與Al-Ni-Mn合金可包含少量之附帶元素與雜質， 

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一般而言，雜質之量應被限 

制，以致能夠幫助獲得合適性質與飾面特徵。因此，此等 

鑄造合金可製自初次循環回路，其具有低量之雜質。此等 

鑄造合金通常並不製自二次循環回路，此係由於雜質在此 

等合金中之量所致。

附帶元素包括可輔助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元素，譬如微 

晶劑。微晶劑為輔助合金晶粒在固化期間之成核作用之元 

素或化合物。一種關於成型鑄造之特別有用微晶劑為鈦（Ti）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微晶劑為具有硼或碳之鈦。當鈦 

被包含在合金中時，其一般係以至少約0.005重量％之量存 

在。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合金包含至少約0.01重量％ 

Ti。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鑄造合金包含至少約0.02重量％ 

Ti，或至少約0.03重量％ Ti，至少約0.04重量％ Ti，至少約 

0.05重量％ Ti，或至少約0.06重量％ Ti。當存在時，鈦在合 

金中之量通常不超過0.10重量％。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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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合金包含不大於約0.09重量％ Ti。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 

鑄造合金包含不大於約0.08重量％ Ti，或不大於約0.07重量 

% Ti。當存在時，硼（B）及/或碳（C）係以鈦之約1/3量（例如B = 

1/3 * Ti）被包含在鑄造合金中，譬如在0.001至約0.03重量％ 

全部B及/或C之範圍內。

雜質為可由於金屬熔煉、形成合金及鑄造方法之固有性 

質所致而存在於鑄造合金中之元素。此等雜質包括其中尤 

其是Fe、Si、Cu、Mg及Ζη。各此等雜質可以不會不利地影 

響成型鑄造產品之性質或外觀之量被包含在鑄造合金中。 

一般而言，製自此合金產品之機械性質與外觀係以較低量 

之Fe與Si雜質而經改良。關於此點，Fe與Si通常係在不大 

於約0.25重量％，但在一些情況中可高達0.5重量％之含量下 

存在。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Fe與Si係在至高約0.2重量％， 

或至高約0.15重量％，或至高約0.1重量％，或至高約0.05重 

量％之含量下存在。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該合金係實質 

上不含（例如含有低於約0.04重量％） Fe與Si。

關於Cu、Mg及Ζη，各此等雜質可以至高約0.5重量％之 

量存在於鑄造合金中。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各此等雜質 

可以至高約0.45重量％，或至高約0.4重量％，或至高約0.35 

重量％，或至高約0.3重量％，或至高約0.25重量％，或至高 

約0.2重量％，或至高約0.15重量％，或至高約0.1重量％，或 

至高約0.05重量％之量存在於鑄造合金中。於一項具體實施 

例中，該合金係實質上不含（例如含有低於約0.04重量％） — 

或多種此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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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Al-Ni合金，Μη可以雜質被包含在合金中。於此等具 

體實施例中，Μη —般係以低於約0.5重量％之量存在。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合金包含低於約0.45重量％ Μη。在 

其他具體實施例中，Al-Ni-Mn合金包含低於約0.4重量％，或 

低於約0.35重量％，或低於約0.3重量％，或低於約0.25重量 

%，或低於約0.2重量％，或低於約0.15重量％，或低於約0.1 

重量％，或低於約0.05重量％。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該合金係實質上不含其他元素， 

意謂鑄造合金含有不超過0.25重量％之Ni、選用Μη及上述 

正常附帶元素與雜質以外之任何其他元素。再者，此等其 

他元素在合金中之總合併量不超過0.5重量％。於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此等其他元素之每一種不超過0.10重量％，且此 

等其他元素之合計不超過0.35重量％或0.25重量％。於另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此等其他元素之每一種不超過0.05重量 

%，且此等其他元素之合計不超過0.15重量％。於另一項具 

體實施例中，此等其他元素之每一種不超過0.03重量％，且 

此等其他元素之合計不超過0.1重量％。

Ε.其他鑄造合金

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可使用非Al-Ni鑄造合金，只要實 

現性質（例如可鑄造性、強度及/或可陽極化能力）與外觀之 

組合即可。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鋁合金為適合作為鑄造 

合金使用之Al-Si合金，譬如3xx與4xx族群之適當鑄造合金。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Si合金為合金380。此合金可用於 

例如具有變黑、透明層塗覆飾面之厚成型鑄造產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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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可鑄造性

本文中所述之鑄造合金可容易地鑄造，即使在薄壁成逛 

鑄造應用中亦然。可鑄造性在其他性質中可藉由合金之流 

度及/或熱裂傾向作定量。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及/或Al-Ni-Mn鑄造合金係實 

現相當於或幾乎相當於鑄造合金A356及/或A380之流度。流 

度可經由螺旋模具鑄造測試。合金之流度係藉由度量鑄件 

之長度而測得，該長度係經由螺旋模具，藉由合金達成。 

此等試驗可在熔融溫度下或在高於各測試合金熔點之固定 

溫度下進行（例如對各合金100°C過熱）。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或Al-Ni-Mn合金係實現流度為 

至少約2%優於鑄造合金A380及/或A356之流度。在其他具 

體實施例中，Al-Ni或Al-Ni-Mn合金係實現流度為至少約4%， 

或至少約6%，或至少約8%，或至少約10%，或至少約12%， 

或至少約14%，或至少約16%，或至少約18%，或至少約20% 

優於鑄造合金A380及/或A356。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及/或Al-Ni-Mn鑄造合金係實 

現熱裂指數相當於或幾乎相當於鑄造合金A356及/或A38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鉛筆探針試驗測試時，Al-Ni 

及/或Al-Ni-Mn鑄造合金係實現熱裂指數低於16毫米。在其 

他具體實施例中，當經由鉛筆探針試驗測試時，Al-Ni及/ 

或Al-Ni-Mn鑄造合金係實現熱裂指數低於14毫米，或低於12 

毫米，或低於10毫米，或低於8毫米，或低於6毫米，或低 

於4毫米，或低於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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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抗張強度

本文中所述之鑄造合金可具有相對較高強度，及在剛鑄 

造狀態中。例如，當根據ASTM B557測試時，Al-Ni合金可實 

現抗拉屈服強度（TYS）為至少約100 MPa，及在剛鑄造回火 

（意即"F回火"）中。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製自Al-Ni合金之 

薄壁（S 1毫米）或中等壁（1-2毫米）成型鑄造產品係在F回火 

中實現TYS為至少約105 MPa。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製自 

Al-Ni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係在F回火中實現TYS為至 

少約110 MPa，或至少約115 MPa，或至少約120 MPa，或至少 

約125 MPa，或至少約130 MPa，或至少約135 MPa，或至少 

約140 MPa，或至少約145 MPa，或至少約150 MPa，或更多。 

製自Al-Ni合金之較厚（2-6毫米）成型鑄造產品可在F回火中 

實現稍低於上述者之TYS。

Al-Ni-Mn合金可在F回火中實現抗拉屈服強度（TYS）為至 

少約120 MPa。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製自Al-Ni-Mn合金之 

薄壁1毫米）或中等壁（1-2毫米）成型鑄造產品係在F回火 

中實現TYS為至少約150 MPa。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製自 

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產品係在F回火中實現TYS為

至 少 約 175 MPa， 或 至 少 約 180 MPa， 或 至 少 約 185 MPa， 或

至 少 約 190 MPa ' 或 至 少 約 195 MPa， 或 至 少 約 200 MPa， 或

至 少 約 205 MPa， 或 至 少 約 210 MPa 5 或 至 少 約 215 MPa， 或

至 少 約 220 MPa， 或 至 少 約 225 MPa， 或 至 少 約 230 MPa， 或

至 少 約 235 MPa， 或 至 少 約 240 MPa， 或 至 少 約 245 MPa， 或

至 少 約 250 MPa， 或 更 多 0 製自 Al-Ni合金之較厚（2-16毫米）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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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鑄造產品可在F回火中實現稍低於上述者之TYS。

衝擊強度

Al-Ni與Al-Ni-Mn合金可在剛鑄造狀態中實現相對較高韌 

度。Al-Ni與Al-Ni-Mn合金一般係實現韌度至少相當於製自鑄 

造合金A380及/或鑄造合金A356之可比較產品。當根據ASTM 

E23-07，其標題為”關於金屬材料之切口棒衝擊測試之標準 

試驗方法”，且經由Charpy無切口試樣測試時，含有較高含 

量鎳之產品可在F回火中實現衝擊強度為至少4焦耳。在一 

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在F回火中實現衝 

擊強度為至少約4.5焦耳，或至少約5焦耳，或至少約5.5焦 

耳，或至少約6焦耳，或至少約6.5焦耳，或至少約7焦耳， 

或更多。含有較低量鎳之產品可實現較高衝擊強度。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可在F回火中實現衝擊強 

度為至少約10焦耳。在一些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 

產品可在F回火中實現衝擊強度為至少約15焦耳，或至少 

約20焦耳，或至少約25焦耳，或至少約30焦耳，或至少約 

35焦耳，或更多。

I.伸長率

Al-Ni與Al-Ni-Mn合金可實現良好伸長率，及在剛鑄造狀態 

中。Al-Ni與Al-Ni-Mn合金一般係實現伸長率至少相當於製自 

鑄造合金A380及/或鑄造合金A356之可比較產品，及在剛鑄 

造狀態（F回火）中。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ASTM B557 

測試時，Al-Ni合金係在F回火中實現伸長率為至少約4%。 

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Al-Ni合金係在F回火中實現伸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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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至少約6%，或至少約8%，或至少約10%，或至少約12%。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Mn合金係在F回火中實現伸長 

率為至少約2%。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Al-Ni-Mn合金係實 

現伸長率為至少約3%，或至少約4%，或至少約5%，或至 

少約6。

J.可陽極化能力

本文中所述之Al-Ni與Al-Ni-Mn合金亦可經由Al-Ni或 

Al-Ni-Mn合金之陽極化，幫助產生均勻氧化物層。均勻氧化 

物層為具有實質上均勻厚度，且在氧化物層中具有較少或 

無中斷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氧化物層具有大致上線 

性外觀（例如非波紋外部表面）。均勻氧化物層可至少部份 

幫助促進成型鑄造產品之顏色均勻性、耐用性及/或腐蝕抵 

抗性。具有均勻氧化物層之Al-Ni與Al-Ni-Mn合金之實例係示 

於圖8a-8d中，而比較A380合金係示於圖8e中。所有試樣均 

經壓鑄，然後於約20重量％ H2SO4浴中，在約12 asf （每平方 

呎之安培）之電流密度與約70 °F之溫度下被陽極化約9分 

鐘，產生具有厚度為約0.15密爾之氧化物層。如所示，Al-Ni 

與Al-Ni-Mn合金係達成均勻氧化物層710，然而Al-Si合金A380 

（圖7e）具有不均勻氧化物層712。

於一些情況中，Al-Ni或Al-Ni-Mn合金係經由陽極化幫助氧 

化物層之相對較快速產生。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Al-Ni或 

Al-Ni-Mn合金係達成與可比較A380產品相同或類似之氧化 

物層厚度，但在至少20%快過於產生可比較A38O產品之氧 

化物層所需要時間之時間下。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Al-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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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Al-Ni-Mn合金係達成與可比較A380產品相同或類似之氧 

化物層厚度，但在至少20%，或至少40%，或至少60%，或 

至少80%，或至少100%快過於產生可比較A38O產品之氧化 

物層所需要時間之時間下。可迅速地被陽極化之合金可幫 

助增加處理量，且因此降低製造成本。

總而言之，目前所揭示之鋁合金係幫助製造成型鑄造產 

品，其係適用於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應用。此等鋁合金具 

有良好可鑄造性，且幫助製造具有抗張強度、韌度（衝擊強 

度）、伸長率、亮度及/或灰度之良好組合之成型鑄造產品， 

及在剛鑄造狀態（F回火）中。此鋁合金亦幫助選擇適合所選 

擇之後處理應用之微結構。此鋁合金亦容易地被陽極化， 

且實現均勻氧化物層，其可幫助製造具有顏色均勻性及/ 

或光澤均勻性之耐用性與視覺上吸引人之裝飾用成型鑄造 

產品。

Π.關於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系統及裝置

回復參考圖1，在製造合金原料（110）之後，成型鑄造產品

可經由成型鑄造方法製自合金原料（120）。

壓鑄，其係經常為高壓模頭-鑄造（HPDC），為一種可用於

製造鋁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壓鑄可用以製造具有薄、中 

等或厚額定壁厚之成型鑄造產品。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設計特徵，包括其中尤其是凸出部與肋骨之類似物，亦可 

在銘產品上重現。

壓鑄係涉及在高速下注射熔融金屬至模腔穴中。此高速 

可造成短充填時間（例如毫秒），且可在剛鑄造狀態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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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其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例如實 

質上沒有搭接與空隙）。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鋁合金可以 

會減少或消除最後完成之成型鑄造產品中之視覺上顯而易 

見表面缺陷之方式鑄造。快速注射亦可意謂可不需要模塗 

料，其中產品表面可為金屬模頭中之腔穴表面之複製物。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壓鑄方法具有短循環時間，且可幫 

助大量應用。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方法包括使熔融金屬流入最 

初路徑，（例如流槽通道及/或閘門水平承壓面區域，如下 

文所述），並迫使熔融金屬來自最初路徑且進入鑄造腔穴 

中。熔融金屬可經由此最初路徑被強迫進入鑄造腔穴中， 

且在下文所述之轉移角度下，以致能夠幫助製造具有適當 

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一旦在鑄造腔穴中，熔融金屬即 

可冷卻（例如在預定速率下），以產生固化金屬，其將變成 

成型鑄造產品，且其可具有適當微結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 

穴所運行之距離係被限制，以致能夠幫助限制產生表面缺 

陷，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此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15毫米。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 

此所運行之距離可不大於約10毫米，或不大於約5毫米，或 

不大於約4毫米，或不大於約3毫米，或不大於約2毫米， 

或不大於約1毫米。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最初路徑係經由轉移路徑被連接 

至鑄造腔穴。例如，轉移路徑可包含閘門水平承壓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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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閘門，譬如風扇閘門。轉移路徑可輔助熔融金屬流動 

至鑄造腔穴之轉移，以致能夠在成型鑄造產品中產生所要 

之微結構。轉移路徑可具有轉移角度，其可在約0度至約90 

度之範圍內，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提供者。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轉移路徑包含切線閘門。在此項 

具體實施例中，最初路徑經由切線閘門至鑄造腔穴之轉移 

角度可在約30度至約90度之範圍內。熔融金屬可於此範圍 

內之角度下被強迫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穴中，以致能夠 

幫助製造適當成型鑄造產品。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轉移 

角度係為相對較大，譬如從約60度至約90度，或從約70度 

至約90度，或從約80度至約90度。利用大程度之轉移可幫 

助製造具有適當預先選定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其中成 

型鑄造產品可容易地經後處理，以製造實質上沒有視覺上 

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例如在成型鑄 

造產品之陽極化及/或著色之後）。

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轉移路徑可包含閘門水平承壓 

面及/或風扇閘門。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轉移角度可為相 

對較小（例如不大於約5度），或可為不存在（意即自最初路 

徑進入鑄造腔穴之線性流動方向）。

關於鑄造目前所述成型鑄造產品之此等及其他可用特徵 

係更詳細地提供於下文中。

成型鑄造方法

用以製造本文中所述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壓鑄方法可 

經由任何適當壓鑄壓機達成。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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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方法（120）可在750-噸真空壓鑄機上進行。在一些具體實 

施例中，成型鑄造方法（120）可在具有自動化注射控制之320- 

噸壓鑄機或250-噸壓鑄壓機上進行。對於一些薄壁成型鑄造 

產品，成型鑄造方法（120）可在150-噸壓鑄壓機或甚至更小者 

上進行。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其他適當鑄造機或壓機可 

用於進行成型鑄造方法（120）。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成型 

鑄造方法（120）可併入類似2004年8月10日被授與之美國專 

利6,773,666中所述之真空壓鑄方法，其係以全文併於本文供 

參考。

壓鑄機可以手動操作，譬如經由熔融金屬之手動轉移至 

發射套筒、手動模頭潤滑作用及手動零件抽取，僅指稱其 

中一小部份。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壓鑄機可被自動化， 

譬如經由熔融金屬自坩堝爐之自動轉移至發射套筒、自動 

模頭潤滑作用及自動化零件抽取，僅指稱其中一小部份。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併入修剪機，供流槽與通氣孔移 

除。此等及其他特徵將在下文說明文與附圖中變得更為明 

瞭。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在開始成型鑄造方法（120）之流程 

前，關於成型鑄造產品之逐出器模頭插件210與覆蓋層模頭 

插件212 （有時稱為固定模頭插件）可如圖9中所示製成。於 

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逐出器模頭插件210與覆蓋層模頭插件 

212可由鋼製成。可使用關於製造鑄造模頭插件210、212之 

其他適當材料，包括而不限於陶瓷材料、鐵、鎢及其合金 

與超合金。模頭插件210、212可被成形，關於製造多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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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鑄造產品，譬如任何上述消費電子零件。

各模頭插件210、212可被裝載至類似關於圖10中所說明

逐出器模頭插件210所示之模頭框架214。於一項具體實施 

例中，半模頭包含模頭框架214，其具有模頭插件210、212。 

例如，逐出器模頭插件210可被裝載至逐出器模頭框架214， 

以形成完整模頭之一半，而覆蓋層模頭插件212可被裝載至 

覆蓋層模頭框架214，以形成完整模頭之另一半。接著，兩 

個半模頭可被裝載於供成型鑄造方法（120）用之壓鑄機300 

上，如圖11A-11I中所示。

於圖11A中，被裝載於活動加熱板311上之逐出器模頭310 

可位在壓鑄機300之一個側面，而被裝載於固定加熱板315 

上之覆蓋層模頭312可位在壓鑄機300之相反側面。裝載兩 

個半模頭310、312，以致當兩半310、312被合在一起時，其 

係形成模腔穴320，如圖11C中所示。當呈熔融形式之鋁合 

金在模腔穴320中冷卻且固化時，可產生成型鑄造產品，以 

致能夠根據模腔穴320之設計製造成型鑄造產品。

仍然參考圖11A，逐出器板332可包含至少一個逐出器針 

銷330，以幫助自模腔穴320移除成型鑄造產品。於一項具 

體實施例中，發射套筒314 （有時被稱為冷室）可包含孔口 322 

（有時被稱為傾倒孔洞）與射出活塞316，以驅動發射套筒 

314內之熔融態物質。於一些情況中，發射套筒314可被裝 

載至覆蓋層模頭312。發射套筒314係藉由保持熔融態物質 

供注入模腔穴320中，而幫助成型鑄造方法（120）。成型鑄造 

方法（120）之此等及其他特徵將在下文說明文與附圖中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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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明瞭。

流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關於成型鑄造方法(120)之流程係 

包括其中尤其是至少一種如圖11中所示之下列步驟：

(1) 視情況塗覆模頭表面(1010)；

(2) 形成模腔穴(1020)；

(3) 製備熔融金屬(1030)；

(4) 轉移熔融金屬至保持區域(1040)；

(5) 注射熔融金屬至模腔穴中(1050);

(6) 視情況施加壓力至已充填模腔穴(1060);

(7) 金屬在模腔穴內之冷卻(1070);

(8) 自模腔穴移除成型鑄造產品(1080)；

(9) 選用之模頭清洗(1090)

各此等步驟係更詳細地描述於下文中。

(1) 視情況塗覆模頭表面(101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係視情況包括以脫模劑

313 (例如已以水稀釋之石墨或矽乳化液)塗覆逐出器模頭 

310及/或覆蓋層模頭312之至少一個表面，如圖11B中所示。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空氣噴霧亦可用於塗敷脫模劑313至 

兩個半模頭310、312。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脫模劑313亦 

可為主要由環境水加上添加劑所製成之潤滑劑。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脫模劑313可為乾燥、以蠟為基礎之粉末潤滑 

劑，或以粉末為基礎之合成聚矽氧。如圖11B中所示，當逐 

出器板332被引動朝向覆蓋層模頭312時，脫模劑313可於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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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器針銷330被完全拉伸時使其潤滑。

（2） 形成模腔穴（102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藉由閉合兩個半模 

頭310、312形成模腔穴，其方式是對著覆蓋層模頭312 （例 

如固定模頭）移動逐出器模頭310，如由圖11C之箭頭所說 

明。明確言之，活動加熱板311係幫助移動逐出器模頭310 

朝向覆蓋層模頭312。於一些情況中，兩個半模頭310、312 

可使用其他適當閉鎖機制被固定至彼此，包括應用流體力 

學與機械機制之類似物，僅指稱其中一小部份。閉鎖機制 

可幫助確保被配置在模腔穴320內之熔融金屬不會自其中 

使兩個兩個半模頭310、312合在一起之區域脫離。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閉合步驟與閉鎖步驟可被整合成單步驟。 

如圖11C中所示，逐出器板332與逐出器針銷330可被縮回。

（3） 製備熔融金屬（103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在坩堝爐（未示出） 

中製備熔融金屬326 （例如熔融態Al-Ni或Al-Ni-Mn合金），以 

鑄造成型鑄造產品，如圖11D中所示。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熔融金屬326可經由手提澆桶324或機器人澆桶324從坩堝 

爐被轉移至發射套筒314。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 

326係得自合金原料（110），譬如本文中所述之任何銘合金。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坩堝爐可為燒氣體之坩堝爐，具有 

容量為約550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坩堝爐可為以電方 

式加熱之坩堝爐，具有容量為約600磅。在一些具體實施例 

中，其他適當坩堝爐及/或加熱裝置可用於製備熔融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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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轉移熔融金屬至保持區域（104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轉移坩堝內所製成

之熔融金屬326至保持區域，於此情況中為發射套筒314。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轉移可經由接近發射套筒314頂部之 

孔口 322 （或有時被稱為傾倒孔洞）進行。一旦被接受於其 

中，熔融金屬326即可在整個發射套筒314之長度內自由地 

流動。流動及其類似名詞係意謂物質在一個領域或區域內 

相當自由地移動之能力。例如，熔融金屬326可在發射套筒 

314內自由地流動。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可 

首先經由發射套筒314被引進供成型鑄造方法（120）用之壓 

鑄機30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可經由以電方式加熱 

之流槽或貯槽（未示出）轉移。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熔融 

金屬326可藉由以手動方式傾倒、手動以勺舀取或以機器人 

方式以勺舀取熔融金屬326經過發射套筒314頂部之孔口 

322而被轉移。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可經由 

被裝載至發射套筒314底部之虹吸管（未示出）被吸取至發 

射套筒314中。於一些情況中，熔融金屬326可使用其他適 

當方法被提供至發射套筒314，包括液壓系統、機械系統及 

真空系統，僅指稱其中一小部份。

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在發射套筒314內之 

量（例如發射套筒314之百分比充填）可不大於約80%體積 

比，或不大於約50%，或不大於約40%，或不大於約35%， 

或不大於狗30%，或不大於約25%，或不大於約15%，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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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約10%。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過度充填發射套筒314， 

在其他潛在問題中，可呈現在操作射出活塞316、保持其注 

射速度及適當地充填模腔穴320上之挑戰。射出活塞316、 

注射速度及模腔穴320係更詳細討論於下文中。

於一些情況中，發射套筒314可包含通路，用於電筒形加 

熱器或加熱裝置之其他形式，按需要供另外之加熱用。控 

制熔融金屬326溫度之能力將在下文說明文與附圖中變得 

更為明瞭。

（5） 注射熔融金屬至模腔穴中（105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藉由移動發射套筒

314內之射出活塞316，注射熔融金屬326至模腔穴320中，如 

圖11E-11F中所示。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其可變得可能， 

因為模腔穴320係與發射套筒314呈流體連通（例如熔融金 

屬326可自發射套筒314流入模腔穴320中）。在一些具體實 

施例中，被施加於熔融金屬326上之外力可藉由射出活塞 

316提供。於此等情況中，來自射出活塞316之外力可經由 

至少一個通道（例如流槽354、閘門系統356）被轉移至發射套 

筒314內之熔融金屬326。其將在後續圖與討論中變得更為 

明瞭。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之移動可在兩個階段（例 

如兩次發射）中進行，如圖11E-11F中所示。第一階段（或有 

時稱為緩慢發射），如圖11E中所示，可以緩慢移動（例如注 

射速度不大於約1米/秒（公尺/秒））進行。在一些具體實施 

例中，活塞316於第一階段下之速度可不大於巧0.1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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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大於約0.2米/秒，或不大於約0.3米/秒，或不大於約0.4 

米/秒，或不大於約0.5米/秒，或不大於約0.6米/秒，或在 

約0.8米/秒至約0.9米/秒之範圍內。活塞316之緩慢移動可 

用以在最接近模腔穴320之發射套筒314之一端累積熔融金 

屬326，如圖11E中所示。活塞316於第一階段下之速度可在 

任何其他適當速度下，依多種因素而定，包括其中尤其是 

模腔穴320之設計與壓鑄機300之屬性。

第二階段（或有時稱為快速發射），如圖11F中部份所示， 

可在較快速度（例如約2米/秒至約5米/秒）下達成。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於第二階段下之速度可在約2米/ 

秒至約5米/秒之範圍內。例如，關於充填經設計用於薄壁 

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模腔穴之注射速度可為至少約2 

米/秒，或在約2.4米/秒至約2.8米/秒之範圍內。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可藉由快速發射被迅速地驅動或 

強迫進入模腔穴320中。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能必須在 

甚至更高活塞速度（例如高達約5米/秒）下進行快速發射， 

因熔融金屬326可能會在其已具有機會完全充填模腔穴320 

之前固化。類似上文，活塞316於第二階段下之速度可在任 

何其他適當速度下，依其他因素而定，在其他因素中，包 

括模腔穴320之設計與壓鑄機300之屬性。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關於二發射注射方法，起始階段 

（例如活塞316之加速）可被包含在緩慢發射與快速發射之 

間。例如，當自乾燥衝程（例如排空之模腔穴320）之末端度 

量時，起始階段可在約-50毫米至約-65毫米之範圍內。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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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體實施例中，起始階段可在約-65毫米至約-75毫米之範 

圍內。於一些情況中，活塞316在起始階段期間之加速可幫 

助在熔融金屬326上施加較大力量。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起始階段可為選用。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可以僅有一個活塞階段（例如，如 

圖11E-11F中所示之模腔穴320充填可被整合成單階段）。在 

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可以有三個或更多個階段（例如三個或 

更多個時期）。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可具有直徑為約40毫米。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可具有直徑在約30至約35毫 

米之範圍內。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之大小可主導 

可被強迫經過發射套筒314之熔融金屬326之體積，及熔融 

金屬326可在發射套筒314內移動多快。一般而言，活塞316 

之直徑愈大，可被強迫經過發射套筒314之熔融金屬326之 

體積愈大。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之直徑可依壓鑄 

機而改變。

充填模腔穴320之時間可在約1 ms （毫秒）至約100 ms ，或 

約3 ms至約10 ms，或約40 ms至約60 ms之範圍內。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較小及/或較薄零件可花費較少時間充填，因 

該零件具有大致上減少之體積，因此不需要像較大及/或較 

厚零件一樣多之時間充填間隙，該較大及/或較厚零件因大 

致上增加之體積，故可能花費較長時間充填。在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對於模腔穴320以熔融金屬326充填所花費之時 

間量可在約6 ms至約7 ms之範圍內（例如，對於薄壁成型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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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產品）。在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關於模腔穴320之充填時 

間可在約30 ms至約80 ms之範圍內（例如，對於中等或厚壁 

成型鑄造產品）。關於模腔穴320之充填時間，在其他變數 

中，可依成型鑄造產品之壁厚與設計而改變。於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模腔穴320之充填時間可主要藉由快速發射或注 

射發射所決定。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活塞316可藉由外部 

液壓系統或任何其他適當電、機械及/或引動系統驅動。

（6） 施加壓力至已充填之模腔穴

施加壓力至已充填之模腔穴（106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在熔融金屬326已實

質上充填模腔穴320之後，於第三階段期間（或有時稱為增 

強階段），經由活塞316施加壓力（例如約200巴至約1600巴） 

至熔融金屬326，如圖11G中所示。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被施加之壓力可在約600巴至約1200巴，或約800巴至約1000 

巴之範圍內。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較低壓力可被施加至 

較小及/或較薄零件，因為此等零件具有大致上減少之體 

積，因此不需要像較大及/或較厚零件一樣高之壓力，該較 

大及/或較厚零件因大致上增加之體積，故可能需要較高壓 

力充填。

一般而言，壓力之目的係為迫使熔融金屬326自發射套筒 

314進入可在熔融金屬326之固化期間，於模腔穴320中形成 

之任何收縮及/或空隙內，如圖11H中所示。換言之，當熔 

融金屬326在模腔穴320中固化且冷卻時，其可收縮，此係 

由於溫度降低所造成之金屬收縮作用所致。藉由活塞31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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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之高壓可迫使更多熔融金屬326進入模腔穴320中，以 

充填可由於金屬收縮現象之結果所產生之空隙。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增強階段可為選用。

參考步驟⑶與⑹，活塞316之發射作用形態之實例可包 

括⑻缓慢發射，以在發射套筒314之一端累積熔融金屬326， 

⑼快速發射起始，（c）快速發射，以注射熔融金屬326進入 

模腔穴320中，及（d）增強期，以在冷卻及/或固化期間施加 

高壓至熔融金屬326。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缓慢發射步驟 

⑻可被進一步細分成第一期（例如為覆蓋孔口 322）與中間 

階段（例如為累積熔融金屬326）。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快 

速發射起始步驟⑻可與快速發射注射步驟⑹合併，類似如 

上文所討論之緩慢/快速兩次發射組合。自緩慢發射步驟⑻ 

轉移至快速發射起始步驟（b）可為逐漸、瞬間、延遲或漫 

長，按適當方式。

（7） 金屬在模腔穴內之冷卻（107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熔融金屬326在模腔

穴320內之冷卻，如圖11H中所示，其通常會造成熔融金屬 

326之固化，以形成成型鑄造產品。冷卻時間一般係依成型 

鑄造產品之大小而定。例如，具有較薄壁厚之零件328可較 

快速冷卻，類似壓鑄方法，然而具有較厚壁厚之零件328可 

較緩慢冷卻，類似永久模鑄造方法。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冷卻時間可為至少約1秒，或至少約3秒，或至少約5秒， 

或至少約7秒。增加冷卻時間可以產生可變得較堅硬及/或 

對變形較具抵抗性（例如較不易於改變形狀）之熔融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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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對於較薄零件，冷卻期間可在 

約2秒至約7秒之範圍內，而對於較厚零件為約7秒至約10 

秒。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冷卻時間對於具有大壁厚之零 

件328可為至高約2分鐘。

(8) 自模腔穴移除成型鑄造產品(108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包括在成型鑄造產品328

已冷卻之後，自模腔穴320移除成型鑄造產品328。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328可藉由自覆蓋層模頭312 

縮回逐出器模頭310，以曝露模腔穴320而被移除。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模腔穴320可經設計，以致成型鑄造產品328 

可為不能移動(例如藉由逐出器模頭310固定)，直到逐出器 

板332向前移動，使逐出器針銷330與其一起以自模腔穴320 

逐出成型鑄造產品328，如圖11H中所示。在此情況中，雖 

然活動加熱板311如藉由箭頭所示被縮回，但是逐出器板 

332可在相反方向上移動，以經由逐出器針銷330自模腔穴 

320逐出成型鑄造產品328。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逐出器 

板332與逐出器針銷330為選用，且消費電子零件328可以手 

動方式或自動方式被移除。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修剪方法可用以自成型鑄造產品 

328移除邊料、溢流、通氣孔及流槽。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修剪方法可在成型鑄造方法(120)期間用以降低在任何先前 

步驟期間可能已對成型鑄造產品328發生之任何變形。於一 

些具體實施例中，一些特徵，包括其中尤其是孔洞與切口 

之類似物，亦可使用穿孔方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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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選用之模頭清理（1090）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一種方法係視情況包括兩個半模 

頭310、312之清理及/或瀉出（例如經由能量之突然強烈爆 

發），以移除任何可能已於製備時累積在兩個半模頭310、312 

表面上之碎屑、殘留物或微粒子，以鑄造下一個零件，如 

圖111中所示。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重複如上文所述之加工處理步 

驟，其方式是以類似步驟⑴之脫模劑313塗覆兩個半模頭 

310、312，且在製備上如圖11B中所示，以鑄造下一個成型 

鑄造產品328。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如上文所述之加工處 

理步驟可與彼此共同地進行。例如，閉合/閉鎖步驟⑵與製 

備熔融金屬步驟⑶可同時或約同時個別地進行。在一項實 

例中，塗覆步驟⑴與模頭清理步驟（9）亦可同時或約同時個 

別地進行。

關於此鑄造步驟（120）之總循環時間一般係依多個變數而 

定，在其他因素中，包括壓鑄機之模頭設計與屬性。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總循環時間（例如自步驟（1）至步驟（9））對 

於具有較薄壁厚之零件328可低達數秒鐘，或對於具有較厚 

壁厚之零件328為長達約2分鐘至約3分鐘。在一些具體實施 

例中，總循環時間可在約15秒至約25秒，或約25秒至約30 

秒，或約60秒至約120秒之範圍內。

在剛鑄造狀態中之表面缺陷

如前文所述，在一些情況中，對於鑄造方法，造成具有 

極少或無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成型鑄造產品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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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譬如其中尤其是冷紋、搭接線、流動線及雜色污點。 

冷紋為表面缺陷，其中兩個熔體前方，於模腔穴充填期間 

係在一起但並未完全熔合。接縫在表面外形上可為顯而易 

見。可以沒有顏色改變，但在反射光上之差異通常可為顯 

而易見。於一些情況中，冷紋可造成空隙之形成。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冷紋可在緩慢充填或於充填期間經歷旋渦 

之區域中被發現。搭接線係實質上類似冷紋，但較不顯著。

流動線，有時亦被稱為潤滑線，係為涉及暗/淡色條紋與 

顏色改變之表面缺陷。接縫在表面外形上可未必為顯而易 

見。其原因可歸因於模頭噴霧殘留物，但亦可歸因於固化 

期間之微結構分離。流動線可在其中尤其是閘門區域中、 

於閘門角落或模頭特徵附近流動進行之處被發現。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於剛鑄造狀態中之一個零件可顯示暗灰色 

或黑色潤滑線或流動線，其可歸因於得自脫模劑313之殘留 

物。於一些情況中，此類型之污染可藉由適當後處理步驟 

而被降低或消除，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者。於一些情 

況中，條紋為閘門區域中之流動線之較顯著形式。雜色污 

點為暗斑點，其可由於表面上之可形成氧化物薄膜或在固 

化期間之微結構分離所致。雜色污點可出現在該管線之通 

氣孔區域或其他停滯區域中。於一項實例中，雜色污點可 

存在於模頭罩殼之通氣孔末端。此類型之表面缺陷可與較 

冷熔融體有關聯，其係壓縮至鑄造組件之停滯區域中。可 

併入大的溢流，以沖洗經過該熔融體。換言之，沿著模腔 

穴320之通氣邊緣之輔助腔穴（例如溢流結構360）可沖洗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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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熔融金屬326離開模腔穴320，並迫使彼等進入輔助腔穴 

中。於一些情況中，在模腔穴320之通氣孔區域中之較高模 

頭溫度可幫助限制鑄造罩殼之通氣孔末端處之污點。於其 

他情況中，局部加熱亦可為有利。

活塞316之速度可決定熔融金屬326在模腔穴320入口（例 

如閘.門）處之速度。此閘門速度可被定義為熔融金屬326經 

過閘門358進入模腔穴320之速度。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閘門速度可在約30米/秒至約40米/秒，或約40米/秒至約60 

米/秒，或約60米/秒至約80米/秒，或約80米/秒至約90米/ 

秒之範圍內。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較緩慢閘門速度可與 

較緩慢熔融金屬326流動經過模腔穴320之閘門358有關聯。 

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以避免閘門區域中之模頭鋼之侵蝕。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較快速閘門速度可與較快速熔融金 

屬326流動經過模腔穴320之閘門358有關聯。此等具體實施 

例可用以避免產品或剛鑄造零件中之缺陷，譬如冷紋與搭 

接線。模腔穴320充填時間與閘門速度，在其他因素及/或 

變數中，可依兩個半模頭310、312之設計，零件之厚度， 

及壓鑄機之屬性而改變。

風扇閘門型態

系統閘門可有助於具有適當飾面之成型鑄造零件之製 

造。閘門系統之一項實例為風扇閘門，其中具體實施例係 

示於圖12A-12C中。如所示，閘門系統356之形狀具有似風扇 

形狀（例如三角形/梯形）。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 

356之邊緣可用以確認成型鑄造產品328之邊緣。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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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2B中所示，閘門系統356包含風扇閘門359與閘門水平 

承壓面357。如圖12C中所示，閘門系統356僅包含風扇閘門 

359。

一般而言，熔融金屬326在成型鑄造產品328製造期間， 

於進入模腔穴320之前可自發射套筒314運行至流槽354與 

閘門系統356。流槽354為幫助熔融金屬326流動之路徑或通 

道。流槽354可按需要或如可適用曲呈現任何形狀、大小及 

/或角度。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熔融金屬326流動經過 

流槽354時，其可轉移至被稱為閘門系統356之區域中。一 

旦在閘門系統356內，熔融金屬326即可經過閘門358進入模 

腔穴320中。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356可具有實 

質上三角形/梯形之形狀。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 

356可呈現其他多邊形狀與大小。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自流槽354度量至閘門358時， 

閘門系統356具有寬度為至少約15毫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 

中，閘門系統356之寬度可不大於約10毫米，或不大於約5 

毫米，或不大於約4毫米，或不大於約3毫米，或不大於約 

2毫米，或不大於約1毫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具有較 

短寬度之閘門系統356係意謂熔融金屬326自流槽354運行 

至閘門358會有較短距離，於是降低熔融金屬326會經歷大 

量熱損失之可能性（例如當熔融金屬326自流槽354移動至 

閘門358時，較低溫度會下降）。換言之，在一些具體實施 

例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例如流槽354）至鑄造腔穴所運 

行之距離可與閘門系統寬度成正比（例如相當）。對照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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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具有較長寬度之閘門系統356係意謂熔融金屬326自流 

槽354運行至閘門358會有較長距離，於是增加熔融金屬326 

會經歷大量熱損失之可能性（例如當熔融金屬326自流槽 

354移動至閘門358時，較高溫度會下降）。

圖13A-13C個別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施 

例，藉由成型鑄造方法（120）所製成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 

動電子裝置覆蓋層328之自頂向下、透視及側視照片。圖13A 

為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兩個並排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328 

之外部表面之自頂向下照片，顯示流槽354經結合至模腔穴 

320之風扇閘門359與閘門358。一般而言，外部表面係由於 

成型鑄造方法（120）所造成，其中熔融金屬326係與覆蓋層模 

頭312之表面物理接觸。圖13B為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 

電子裝置覆蓋層328之內部表面之透視圖照片，具有螺旋凸 

出部331、肋骨364及溢流結構360。一般而言，內部表面係 

由於熔融金屬326以物理方式接觸逐出器模頭310之表面所 

造成。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螺旋凸出部331可用以接受逐出器 

針銷330。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溢流結構360亦可經設計 

以接收逐出器針銷330。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溢流結構360 

可幫助移除氧化物薄膜，其可在腔穴充填之早期階段期間， 

於熔融金屬326內形成。換言之，可富含氧化物薄膜之任何 

熔體前方可流入溢流結構360中，且因此被沖洗離開模腔穴 

320。接著，溢流結構360可藉由修剪機（未示出）修剪或移 

除，如圖13A中所示（比較圖13A，其中溢流結構360已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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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相對於圖13B，其中溢流結構360仍然存在）。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流槽354亦可以類似方式修剪（未示出）。在一 

些具體實施例中，溢流結構360可以逐出墊（未示出）取代， 

以接受至少一個逐出器針銷330。

於此實例中，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 

328之內部表面係顯示流槽354經結合至風扇閘門359，其係 

鄰近模腔穴320之閘門358。圖13C為圖13B之側視圖照片， 

顯示閘門系統356之形狀係實質上類似圖12C，惟圖13C之風 

扇閘門359之橫截面相對於流槽354可稍微地較凹，當與圖 

12C之風扇閘門359比較時。

圖14A為藉由成型鑄造方法（120），使用風扇閘門所製成在 

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328之外部表面照 

片。圖14B為圖14A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328之逐出器模頭 

310之電腦輔助設計（CAD）繪圖。類似上文，逐出器模頭310 

可包含至少一個螺旋凸出部331、多個肋骨364及至少一個 

溢流結構360。在此實例中，逐出器模頭310亦包含多個通 

氣孔366。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當模腔穴320以熔融金屬 

326充填時，通氣孔366可幫助移除可於模腔穴320內被捕獲 

之氣體。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通氣孔366可經設計以防止 

熔融金屬326自兩個半模頭310、312會合處間之平面吐沫。 

當與圖14A比較時（例如溢流結構360與通氣孔366尚未被修 

剪），通氣孔366亦可經修剪，且自類似圖13A中所示之零件 

移除（例如溢流結構360與通氣孔366已被修剪）。

在圖14A-14B中，閘門系統356包含風扇閘門359與擴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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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水平承壓面357。於一種情況中，擴大之閘門水平承壓 

面357可被包含在閘門系統356中，以降低/限制在剛鑄造狀 

態中之零件之條紋形成。意即，閘門系統356可被視為轉移 

路徑，且此轉移路徑可包含風扇閘門型態。在此項具體實 

施例中，風扇閘門型態包含閘門水平承壓面357與風扇閘門 

359本身。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風扇閘門359會合擴大閘門水平 

承壓面357時，其會形成角度（例如形成推拔狀）（圖14A-14B）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風扇閘門359會合閘門358時， 

其會形成角度（圖13A-13C）。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風扇閘 

門359之形成角度至閘門358或閘門水平承壓面357中可能 

需要被保持低於某一角度（例如低於約45°）。在其他情況 

下，熔體前方可以不迅速地擴張，且流體旋渦可於風扇閘 

門359內產生，而造成模腔穴320內之零件之缺陷。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流槽354可具有橫截面面積（例如 

寬度乘以深度）為至少約10平方毫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 

中，橫截面面積可為至少約15平方毫米，或至少約20平方 

毫米，或至少約25平方毫米，或至少約35平方毫米，或至 

少約50平方毫米，或至少約75平方毫米，或至少約100平方 

毫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橫截面面積可為至少約200平 

方毫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流槽354之橫截面面積可為 

熔融金屬326保持高溫能力之指標。例如，相對較薄流槽354 

（例如具有相對較薄橫截面面積之流槽354）可能不能夠保 

持熔融金屬326在相對較高溫度下之流動，因為熔融態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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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心溫度可被耗散，因熔融金屬326之核心相對較容易與 

流槽354之側壁接觸。對照上而言，相對較厚流槽354 （例如 

具有相對較厚橫截面面積之流槽354）可能夠保持熔融金屬 

326在相對較高溫度下之流動，因為熔融態流動之核心溫度 

可不同樣地容易耗散，因熔融金屬326之核心不同樣地容易 

與流槽354之側壁接觸。因此，熔融金屬326自具有較大橫 

截面面積之流槽354之流動可能夠保持與輸送在相對較高 

溫度下流入模腔穴320中，相對於熔融金屬326自具有較小 

橫截面面積之流槽354之流動。

切線閘門型態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356之設計為切線閘門型 

態。圖15A為切線閘門型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附圖，圖 

15B為圖15A經過線條A-A之橫截面，及圖15C為未具有閘門 

水平承壓面357之圖15A之另一項具體實施例橫截面。如圖 

15A中所示，主要流槽354可分枝成為左邊切線閘門流槽 

355L與右邊切線閘門流槽355R。於此等情況中，流槽354之 

分枝成為兩個切線閘門流槽355L、355R，係允許熔融金屬 

326相對於閘門358 （例如零件之閘門邊緣）以切線方式流 

動。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356之邊緣亦可用以確 

認零件（例如成型鑄造產品328）之邊緣。如圖15A-15B中所 

示，閘門系統356包含兩個分枝流槽355L、355R，及閘門水 

平承壓面357。如圖15C中所示，閘門系統356包含兩個分枝 

流槽355L、355R，但無閘門水平承壓面357。

圖16A為如藉由成型鑄造方法（120），使用切線閘門所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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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鑄造狀態中之手機覆蓋層328之外部表面照片。圖16B 

為圖16A手機覆蓋層328之逐出器模頭310之電腦輔助設計 

(CAD)繪圖。類似上文，逐出器模頭310可包含螺旋凸出部 

331、肋骨與凸出部364、溢流結構360及通氣孔366。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逐出器模頭310可包含主要流槽354之區分 

成兩個切線閘門流槽355L、355R。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逐出器模頭310亦可包含至少一個減震器372，其可幫助或 

緩衝熔融金屬326之流動，因其會衝擊切線流槽355L、355R 

之末端。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主要流槽354可沿著模腔穴320邊 

緣，經由切線流槽355L、355R，以切線方式操作。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分枝流槽355L、355R之閘門邊緣可併入或 

包含推拔狀側面。在一些實例中，閘門邊緣可具有最小推 

拔。於一些情況中，切線流槽355L、355R可平行於零件328 

之閘門邊緣操作。於其他情況中，切線流槽355L、355R可 

在相對於零件328之閘門邊緣之某個角度下操作。切線閘門 

在製造後續無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成型鑄造產品時 

可比風扇閘門較佳。

其他雜項閘門型態

圖17A-17B與18A-18B係說明多種閘門型態，其可在本發明 

揭示內容之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藉由成型鑄造方法(120)用 

於製造消費電子零件。

圖17A為類似圖12A-12C、13A-13C及14A-14B之風扇閘門型 

態400A之實例。但是，此風扇閘門型態400A包含多重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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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402，具有主要流槽354分枝成為左邊與右邊流槽355L、 

355R，類似上文所討論之切線閘門型態。由於多重閘門402， 

故此風扇閘門型態400A亦可被稱為分段風扇閘門型態400。 

當熔融金屬326自閘門系統356進入模腔穴320時，多重分段 

閘門402可以能夠輸送多重分段熔體前方404。

圖17B為類似圖15A-15C與16A-16B之切線閘門型態400B之 

實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熔融金屬326自閘門系統356 

進入模腔穴320時，切線閘門型態400B係能夠輸送單一熔體 

前方404。就像前述切線閘門型態一樣，主要流槽354可分 

枝成為兩個切線流槽355L、355R，且對零件腔穴320切線操 

作。

圖18A-18B為兩種不同漩渦閘門型態400C、400D之實例。 

於圖18A中，單一實質上寬廣閘門系統356係能夠分枝成為 

多重閘門358，其係接著將熔融金屬326送進模腔穴320中。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被輸送至模腔穴320中之熔體前方 

404係能夠隨機地與來自相鄰閘門358之鄰近熔體前方404 

混合。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所形成之熔體前方404係能鉤 

旋渦充填零件，且在其他表面缺陷中，消除任何冷紋及/ 

或空隙。於圖18B中，閘門系統356不僅為寬廣，而且其係 

環繞模腔穴320之側面延伸，並分枝成為多重閘門358，其 

係接著提供熔融金屬326之多重進料至模腔穴320中。此等 

多重閘門358在形狀及/或大小上可為相等，且其位置係與 

彼此相對。例如，閘門358可位在模腔穴320之左側，然而 

類似形狀/大小之閘門358可位在模腔穴320之相對右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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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被輸送至模腔穴320中之熔體前方404 

可能夠均勻且隨機地與來自相鄰閘門358之其他熔體前方 

404混合，其中合併之熔體前方404能夠漩渦充填零件，且 

在其他表面缺陷中，消除任何冷紋及/或空隙。在一些具體 

實施例中，旋渦閘門型態400C、400D可產生均勻地無規則 

流動式樣，用於製造意欲具有大理石狀飾面之成型鑄造產 

品。

閘門水平承壓面區域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當熔融金屬326自發射套筒流入模 

腔穴320中時，切線流槽355L、355R及閘門水平承壓面357 

可導致其進一步冷卿。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閘門水平承 

壓面357可結合至模腔穴320之底部邊緣。於一項具體實施 

例中，閘門水平承壓面357可結合至模腔穴320之側面。當 

熔融金屬326係與此等可不受溫度控制之不同區域（例如主 

要流槽354，切線流槽355L、355R，閘門水平承壓面357）呈 

物理接觸時，冷卻可由於溫度上之降低所致。當熔融態熔 

融體326冷卻時，在溫度上之改變可造成形成不同微結構 

層，造成在零件表面上形成不同層。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不同表面層之形成可導致表面缺陷（例如非美學上令人喜 

歡之產品）。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當熔融金屬326自發射套筒，流動 

經過主要流槽354，經過閘門系統356，於最後通過閘門358 

且進入模腔穴320之前，可能必須限制其溫降。於一項具體 

實施例中，當熔融金屬326運行經過主要流槽354與閘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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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356 （例如風扇閘門型態、切線閘門型態）時，可有用地在 

發射套筒閘門358之間具有小距離，以降低/限制該金屬之 

溫降。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主要流槽354之長度（例如當 

自發射套筒末端度量至閘門系統356之開始時）可為相對較 

短。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對於單一模腔穴320，流槽354 

之長度可不大於約50毫米，或不大於約40毫米，或不大於 

約30毫米，或不大於約20毫米，或不大於約15毫米，或不 

大於約10毫米，或不大於約5毫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 

流槽354之長度愈短，熔融金屬326於其移動經過流槽354時 

可能經歷之熱損失量愈低。保持熔融金屬326在預定溫度下 

流動而無顯著波動之能力可幫助鑄造所要之微結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如圖15A中所示之間距（例如當自 

切線流槽355L、355R度量至閘門358時，閘門水平承壓面357 

之寬度）可不大於約10毫米，或不大於約5毫米，或不大於 

約4.5毫米，或不大於約4毫米，或不大於約3.5毫米，或不 

大於約3毫米，或不大於約2.5毫米，或不大於約2毫米，或 

不大於約1.5毫米，或不大於約1毫米，或不大於約1毫米， 

或不大於約0.5毫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間距可為約0 

毫米或實質上可忽略。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間距愈短， 

熔融金屬326於其移動經過閘門水平承壓面357時可能經歷 

之熱損失量愈低。保持熔融金屬326在預定溫度下流動而無 

顯著波動之能力可幫助在零件之表面上鑄造單一微結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如圖12A中所示之間距（例如當自 

風扇閘門359度量至閘門358時，閘門水平承壓面357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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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不大於約10毫米，或不大於約5毫米，或不大於約4.5 

毫米，或不大於約4毫米，或不大於約3.5毫米，或不大於 

約3毫米，或不大於約2.5毫米，或不大於約2毫米，或不大 

於約1.5毫米，或不大於約1毫米，或不大於約1毫米，或不 

大於約0.5毫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間距可為約0毫米 

或實質上可忽略。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間距愈短，熔融 

金屬326於其移動經過閘門系統356時可能經歷之熱損失量 

愈低。保持熔融金屬326在預定溫度下流動而無顯著波動之 

能力可幫助在零件之表面上鑄造單一微結構。

轉移程度

現在參考圖19，其係說明切線閘門型態之橫截面圖，根 

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施例，用於鑄造成型鑄造 

產品。如所示，熔融金屬326可於進入模腔穴320之前，自 

發射套筒（未示出），沿著切線流槽355L、355R流動。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閘門系統356包含切線流槽355L、355R， 

以致熔融金屬326可流動經過閘門系統356，且經過閘門358 

進入模腔穴320中。閘門358可被定義為模腔穴320 （例如在 

剛鑄造狀態中之零件）邊緣與閘門系統356邊緣間之交叉 

點。

於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在閘門水平承壓面357與模腔穴 

320之間可以有不同轉移程度（叻。於本文中使用之”轉移程 

度”係為在閘門水平承壓面357之平面391與零件腔穴320閘 

門邊緣之平面393間之轉移角度（（/））。於一些情況中，轉移 

角度或轉移程度可交換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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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可在一種角度（φ）下 

自閘門水平承壓面357進入模腔穴320。於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當熔融金屬326自閘門水平承壓面357，流動經過閘門 

358且進入模腔穴320中時，轉移程度或變化角度（φ）係允許 

熔融金屬326經歷增加之擾流。該另外之擾流係瓦解熔融金 

屬326之流動，且允許熔融金屬326之另外混合。於一項具 

體實施例中，來自角度變化（φ）之另外擾流可導致熔融金屬 

326之更均勻混合，於是造成實質上沒有表面缺陷之零件。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轉移程度或變化角度（φ）係迫使流 

動之熔融金屬326在其流動路徑內轉動。換言之，當熔融金 

屬326自一個區域（例如閘門水平承壓面357）轉移至另一個 

（例如模腔穴320）時，其可遭遇擾流。擾流會混合可能存在 

於熔融金屬326內之任何半固體粒·子，以使零件被鑄造而未 

具有任何實質條紋、空隙或其他表面缺陷。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326從閘門水平承壓面 

357流入模腔穴320時之轉移角度或程度（φ）可為至少約30 

度。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轉移角度（φ）為至少約35度，或 

至少約40度，或至少約45度，或至少約50度，或至少約55 

度，或至少約60度，或至少約65度，或至少約70度，或至 

少約75度，或至少約80度。轉移角度通常不應超過約90度， 

因可能遭遇過切及其他問題，其可增加模頭之複雜性。約 

90度係意謂實質上垂直之角度，而於一些情況中，可稍微 

地超過正好90度，只要未經歷上文指稱之問題即可。轉移 

角度（φ），如圖中所示19，係在約90度下。於一項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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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轉移角度係在約80度至約90度之範圍內。

表面形態學

如上文所討論，表面缺陷可包括其中尤其是冷紋、搭接 

線、流動線及雜色污點。圖20A為具有流動線接近閘門區域 

358之剛鑄造手機覆蓋層328之插圖。圖20B為具有深雜色污 

點接近溢流區域360之剛鑄造手機覆蓋層328之插圖。

微結構對照組

如上文所述，三種不同微結構可以後處理要求條件為基 

礎產生：⑴具有小外部表面厚度之層狀微結構（例如，對於 

具有限制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產品），（2）具有摻 

合量之ύ：鋁相與共熔物之層狀微結構（例如，對於大理石狀 

產品），或（3）均勻微結構。本文中所述之鑄造方法可經訂製， 

以達成所要之微結構。於剛鑄造狀態中，會影響部份328表 

面上之微結構之因素，包括其中尤其是過冷，熔融組合物 

之維持/處理，閘門型態，及模頭溫度之監測/控制。在製 

造大理石狀產品上，風扇或旋渦閘門可為有用，而切線閘 

門可用於製造另一種微結構。

過冷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於鑄造期間之過冷可發生，譬如 

當熔融金屬326之冷卻速率係比在平衡下之固化動力學更 

快時。換言之，當熔融金屬326係在比平衡冷卻更快之速率 

下冷卻時，過冷可發生。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伴隨著過 

冷，熔融金屬326之固化可在比藉由相平衡所顯示之較低溫 

度下發生。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過冷可在其中相對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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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金屬326係與相對較冷兩個半模頭310、312接觸之表面 

上發生。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於過冷狀況中，關於Al-Ni二元合 

金或Al-Ni-Mn三元合金之熔融組合物可能必須比平衡共熔 

組合物較富含（例如較高重量百分比），以達成所要之微結 

構，意即過共熔組合物。在平衡冷卻狀態期間，幾乎完全 

共熔微結構可以共熔組合物達成。例如，在平衡冷卻狀態 

期間，預期約5.66重量％ Ni之Al-Ni組合物，其餘部份為鋁、 

附帶元素及雜質，會產生共熔微結構。但是，在壓鑄期間， 

平衡冷卻條件可能難以達成；例如，過冷可能盛行於消費 

電子零件之表面上，其中熱熔融金屬係造成與相對較冷模 

腔穴之首次接觸。因此，可有用地利用非共熔組合物，以 

達成所要之最終微結構。事實上，在共熔組合物下之合金 

之非平衡冷卻可產生具有相對較大外層之層狀微結構，因 

此，對於某些成型鑄造應用，使用共熔組合物可為不利的。 

因此，於一些情況中，合金組合物係經調整至過共熔範圍， 

且鑒於鑄造方法之預期冷卻狀態，以產生層狀微結構，其 

可經訂製成所選定之後處理型式。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 

合金組合物係經調整至亞共熔範圍，以產生均勻微結構。

在一項實例中，為達成具有薄外層且具有冷卻速率為約 

70°C/秒之層狀微結構，過共熔Al-Ni組合物可經選擇，譬如 

從約5.8重量％ Ni至約6.6重量％ Ni，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 

素及雜質。關於較高冷卻速率，又更過共熔組合物可用以 

達成所要之層狀微結構。在一項實例中，關於具有冷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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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約250°C /秒之二元合金鑄造，此合金組合物可包含約 

6.3重量％ Ni至約6.8重量％ Ni，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 

雜質。類似調整可針對三元Al-Ni-Mn合金施行。

熔融組合物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於成型鑄造方法（120）期間，控制 

及/或維持熔融金屬326 （例如熔融體）之溫度可為有用。當 

熔融溫度在整個成型鑄造方法（120）中具有漂移較低之傾向 

時，其可為有用。於剛鑄造狀態中，過低之熔融溫度可在 

一些零件中造成冷紋及/或搭接線，然而過高之熔融溫度可 

造成發生烊接及/或黏附。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熔融金屬 

326可被過熱，以幫助鑄造方法。例如，該熔融體可被保持 

在至少50°C高於其液相線點之溫度下（意即2 50°C之過熱）。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該熔融體可具有過熱為至少約60°C， 

或至少約70°C，或至少約80°C，或至少約90°C，或至少約100 

°C，或至少約120°C，或至少約140°C或更多。

在一項實例中，當鑄造二元AI-Ni合金時，熔融溫度可被 

保持在約771°C ±10°C下，提供約133°C +10°C之過熱。在其他 

情況中，對二元Al-Ni合金，熔融溫度可被保持在約754°C 土 

10°C下。作為另一項實例，當鑄造三元Al-Ni-Mn合金時，熔 

融溫度可被保持在約782°C±10°C下，提供約144°C ±10°C之過 

熱。在其他情況中，對三元Al-Ni-Mn合金，熔融溫度可被保 

持在約765°C ±10°C下。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熔融溫度可被 

保持在其他過熱程度下，依經過成型鑄造方法（120）之不同 

階段之熱損失量而定，譬如由於熔融體在進入模腔穴32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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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過發射套筒314、流槽354及/或閘門系統356之流動 

所招致之熱損失所致。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過度地高熔融溫度可激烈地促進 

在關於Al-Ni與Al-Ni-Mn合金兩者之陽極化鑄造產品之閘門 

區域中之對照流動線。例如，關於具有共熔或接近共熔組 

合物之Al-Ni與Al-Ni-Mn合金兩者，熔融溫度可不超過約788 

°C ± 10°C。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關於Al-Ni二元與Al-Ni-Mn 

三元合金兩者，當熔融溫度係低於約760°C±10°C時，冷紋及 

/或搭接線可發生。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對於接近-共熔 

合金之熔融溫度範圍可被保持在約760°C至約790°C下。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可能需要高度熔體清潔性，以避 

免在機械-拋光後處理步驟期間形成慧星尾巴”。圖21A為 

在已被以機械方式拋光後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328之 

照片。許多慧星尾巴可在接近閘門區域358被見及。圖21B 

為在圖21A慧星尾巴之200倍放大作用下之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SEM）顯微照片，其係顯示污點在外加之細部上。SEM顯 

微照片指出問題來源之一可為因連續地再熔解操作環繞廢 

料所產生之污穢熔融體（例如A12O3）。慧星尾巴可能因例如 

存在於熔融金屬326中之金屬氧化物所造成。點分析顯示在 

熔融組合物中之污染粒子係包括其中尤其是鋁、氧、碳、 

鐵、銅、鈉、鎮及鎳。

模頭溫度

如上文所述，過冷會影響成型鑄造產品之微結構。於一 

些情況中，可有用地降低橫越壓鑄腔穴320之長度與寬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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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上之變化(例如ΔΤ)，以提供較佳模頭溫度控制，且降 

低過冷之量。模頭與熔融溫度，在其他因素與變數中，係 

依模頭之大小及被使用作為熔融金屬之鋁合金之類型而改 

變。一種限制過冷量之方法係為增加模頭溫度。另一種方 

法係為使用低熱導電性材料以製造模頭，或以此種材料塗 

覆模頭表面。鑄造模頭可製自鋼(例如Η13)，其可被硬化以 

抵抗侵蝕。在其他表面處理方法中，可施加譬如氮化或PVD- 

塗敷之金屬-氮化物(例如CrN與TiN)之表面處理。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陶瓷、以蠟為基礎及/或以矽為基礎之塗層可 

作為低熱導電性材料使用。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可增加模頭溫度，以減少過冷作 

用。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兩個半模頭310、312可被保持 

在約220°C至約280°C之溫度下。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兩個 

半模頭310、312可被保持在其他適當溫度下。在一些具體 

實施例中，加熱可以熱油或熱水經過周圍溝槽及/或腔穴進 

行。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加熱可以電筒形加熱器、電爐 

或其他適當介質進行。增加模頭溫度可傾向於降低或排除 

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

III.關於後處理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系統及裝置

現在參考圖1與23，在成型鑄造方法(120)之後，成型鑄造

產品通常係經後處理(130)，以產生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後處理步驟(130)可包括表面製備(410)、陽極化(420)及/或著 

色(430)步驟之一或多種，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所述。利用 

一或多種此等後處理步驟可造成產生耐用性、裝飾用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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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產品。此等成型鑄造產品可具有本體，其具有所意欲 

之觀看表面。該本體可包含鋁合金基材（例如Al-Ni或 

Al-Ni-Mn合金），與氧化物層，製自鋁合金基材（經由鋁合金 

基材之陽極化），且覆蓋該鋁合金基材。氧化物層可相對較 

均勻，此係由於使用Al-Ni及/或Al-Ni-Mn合金所致。氧化物 

層可與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結合。氧化物層可 

包含多個被密封之孔隙，及/或包含至少部份經配置（例如 

填充）於至少一些此等孔隙中之著色劑，如更詳細地於下文 

中所述者。在其中使用塗層之具體實施例中，塗層可覆蓋 

氧化物層之至少一部份，且可至少部份幫助建立視覺上吸 

引人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塗層 

為矽聚合體塗層。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 

可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此係由於例如 

用以產生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經選擇合金組合物、經選 

擇之微結構、選擇鑄造方法及/或經選擇之後處理步驟之至 

少一種所致。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氧化物層包含Al、Ni及0，譬如 

當Al-Ni或Al-Ni-Mn合金係被陽極化時。在此等具體實施例 

中，氧化物層可包含S、P、Cr及B之至少一種，譬如當個 

別在硫酸、磷酸、鉻酸及/或硼酸中被陽極化時。在一些具 

體實施例中，氧化物層包含Μη。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氧 

化物層基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及S、Ρ、Cr及 

B之至少一種，以及視情況選用之Μη。在一些具體實施例 

中，氧化物層基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及S與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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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至少一種，以及視情況選用之Μη。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氧化物層基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及S，以及視情 

況選用之Μη。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於製造經染色之耐用性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且其可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 

之表面缺陷，或其可具有大理石狀外觀。於另一項具體實 

施例中，氧化物層基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及Ρ， 

及視情況選用之Μη。此等具體實施例可用於製造經塗覆之 

耐用性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且其可實質上不含視覺上顯 

而易見之表面缺陷。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不含非氧 

化物層在基材與氧化物層之間。例如，由於氧化物層係經 

由使鉅合金基材陽極化而產生，故沒有過渡區帶在氧，化物 

層與鋁合金基材之間，譬如可能存在於其他製造方法中， 

譬如當純鋁係被沉積在鋁合金基材上方時（例如經由蒸氣 

沉積），然後已沉積之純鋁於是係被陽極化。

在一項處理方式中，一種方法係包括以下步驟之一或多 

個，自Al-Ni或Al-Ni-Mn合金製造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自成 

型鑄造產品移除外層之至少一部份，使成型鑄造產品陽極 

化，及塗敷著色劑至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氧化物層， 

其中於塗敷步驟之後，著色劑之至少一部份係至少部份經 

配置在氧化物層之孔隙內。對於非大理石狀產品，在塗敷 

步驟之後，所意欲之觀看表面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 

見之表面缺陷。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於塗敷步驟之後， 

所意欲觀看表面之顏色變化性可能不大於+/- 5.0 Delt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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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製造步驟係包括如上述壓鑄成型 

鑄造產品。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如上 

述之層狀微結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具 

有如上述之均勻微結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 

產品具有如上述之相當地規則分佈之α鋁相與共熔微結 

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移除步驟包括如下文所述以化學 

方式蝕刻成型鑄造產品。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移除步驟 

包括自成型鑄造產品移除不大於500微米之材料，如更詳細 

地於下文中所述者。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移除步驟並非 

必須（例如，對於一些大理石狀產品及/或對於一些經塗覆 

之產品）。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陽極化包括自成型鑄造鋁 

合金產品之一部份形成氧化物層。意即，銘合金基材係被 

陽極化，以產生氧化物層。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敷著色劑步驟係包括使氧化物 

層與染料，且於電流不存在下接觸。換言之，本發明揭示 

內容之著色劑不必經由電著色塗敷。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氧化物層係被浸沒於含有染料之浴中，如更詳細地於下文 

中所述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敷步驟包括使塗層先 

質沉積於氧化物層之表面上，且使塗層先質轉化成塗層， 

其中在轉化步驟之後，塗層係實質上覆蓋氧化物層。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塗層先質為矽聚合體之先質，且其中覆 

蓋步驟係包括施加放射或熱至塗層先質，以產生含有矽聚 

合體之塗層。在大理石狀之具體實施例中，於塗敷步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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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具有實質上大理石狀 

外觀，其中Q：銘相係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一種顏色， 

其中共熔微結構係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二種顏色，且 

其中第二種顏色係不同於第一種顏色，其中鋁相之第一 

種顏色與共熔微結構之第二種顏色之組合係至少部份有助 

於大理石狀外觀。

供後處理目前所述成型鑄造產品用之此等及其他可使用 

特徵，係更詳細地於下文中提供。

么表面製備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且參考圖24，後處理步驟（130）可 

包括表面製備步驟（410），其可包括層移除步驟（412）、拋光 

步驟（414）、結構化步驟（416）及/或預陽極化清理步驟（418）之 

一或多種。關於具有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例如，如 

圖5a中所示），可使用層移除步驟（412），以達成具有經限制 

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產品。關於具有層狀微結 

構，但具有經訂製量之0：鋁相之成型鑄造產品，可不需要 

層移除步驟（412）（例如，對於大理石狀飾面）。而且，關於 

具有均勻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例如，如圖5b中所示）， 

可不需要層移除步驟（412）。

對於意欲限制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之量之成型鑄造 

產品，表面製備步驟（410）可包括層移除步驟（412）。層移除 

步驟（412）可為有用，因為此等產品可經由染色（例如浸沒於 

著色劑之經加熱浴中）而被上色，該染色可強調鑄造產品之 

表面細節（良好或壞的）。在具有ύ：鋁之外層500 （圖5a）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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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中，其可位於外層500之上方表面之下方數微米，此種染 

色方法可顯現出鑄造產品之不吸引人圖樣。因此，在此項 

具體實施例中，層移除步驟(412)可包括移除如上述鑄造產 

品之外部部份500之至少一部份。層移除步驟(412)可經由任 

何適當方法達成，譬如化學蝕刻或機械磨損。機械磨損可 

經由任何適當技術達成，但可為時間及/或成本密集。在化 

學蝕刻之情況中，蝕刻劑可經選擇，故非選擇性蝕刻可在 

鑄造產品之外部部份500上進行。化學蝕刻可在一種環境中 

進行，且歷經一段幫助外層500之至少一部份之訂製移除之 

時間，及在至少一些情況中，伴隨著極少或未移除之第二 

部份510。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層移除步驟(412)係移除鑄 

造產品之至少約50% (體積比)之外部部份500。在其他具體 

實施例中，移除步驟(412)係移除鑄造產品之至少約75%，或 

至少約85%，或至少約95% ＞或至少約99%之外層。於一項 

具體實施例中，層移除步驟(412)係移除小於約50% (體積比) 

之第二部份。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層移除步驟(412)係移 

除小於約25%，或小於約20%，或小於約15%，或小於約 

10%，或小於約5%，或小於約3%，或小於約1%之第二部份。 

一種可使用之層移除化學品為NaOH，其可在幫助層移除步 

驟(412)之適當濃度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產品係 

被曝露至大約5% NaOH溶液，其具有溫度為約104°F至約160 

°F。在此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產品可被曝露，歷經約12 

至約25分鐘範圍內之延續時間，依被移除材料之量而定。 

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可將鑄造產品曝露至具有較高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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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蝕刻溶液，歷經約2至約25分鐘範圍內之延續時間。於一 

項具體實施例中，可將鑄造產品之約25微米（約1密爾）與 

500微米（約12密爾）間之外部表面非選擇性地（例如均勻 

地）移除。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係將約100微米至約250微 

米材料移除（每側50-125微米）。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將成 

型鑄造產品曝露至5% NaOH浴，利用HOUGHTO ETCH AX-1865 

，在約145°F之溫度下，歷經約18分鐘，且達成約200微米（每 

側100微米）之移除。

關於大部份後處理，表面製備步驟（410）通常包括鑄造後 

拋光步驟（414），不考慮微結構（層狀或均勻）。此拋光步驟 

（414）可幫助產生鑄造產品之平滑及/或反射性外部表面，且 

可幫助稍後加工處理步驟。此拋光步驟（414）係通常為機械 

拋光步驟，其可經由適當習用方法、系統及/或裝置達成。 

於機械拋光後，可將表面以適當清潔劑（例如曱基-乙基酮 

（MEK））清理，以幫助移除殘留拋光化合物。

在拋光（414）之前，可使用化學清理步驟，以移除在產品 

外部表面上之任何碎屑。化學清理之一種類型為成型鑄型 

產品之曝露至非蝕刻劑類型化學品（例如50%硝酸浴，在室 

溫下，歷經約30秒）。

於一些情況中，表面製備步驟（410）可包括結構化步驟 

（416），不考慮微結構（層狀或均勻）。此結構化步驟（416）可 

在鑄造產品外部表面上產生一種訂製且重複之表面形態。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結構化步驟（416）係包括產生實質上 

均勻表面形態在所有或幾乎所有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上。

145853 -76-



201031761

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結構化步驟（416）係包括產生具有 

第一個表面形態之第一次紋理在鑄造產品之第一部份上， 

與具有第二個表面形態之第二次紋理在鑄造產品之第二部 

份上，其中第二個表面形態係不同於第一個表面形態（例 

如，如經由人類眼睛觀看及/或經由人類接觸而感測）。因 

此，鑄造產品可實現訂製之表面形態。結構化步驟（416）可 

藉由使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接受選擇性力譬如噴砂而達 

成。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可以經選 

擇之材料噴砂，譬如金屬或金屬氧化物粉末（例如鐵、氧化 

鋁）、珠粒（例如玻璃）或天然介質（例如玉蜀黍外皮、胡桃 

殼），以在鑄造產品上產生結構化之外部表面。可使用其他 

適當會產生結構化之介質。由於結構化步驟（416），故在鑄 

造產品中之少許表面缺陷，歸因於鑄造方法，譬如熱裂紋 

及/或洗出，可被隱藏，其可幫助增加產品使用率。在其他 

具體實施例中，類似藉由噴砂所形成之未定向高表面積紋 

理可經由電化學粒化而製成。在此等情況中，硝酸或鹽酸 

之大約1%重量溶液，可於約70°F至約130°F之溫度範圍下使 

用，並可施加電壓，使用約10至約60伏特之AC電源，歷經 

約1至約30分鐘之期間。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結構化步驟 

（416）係在鑄造期間達成，譬如經由具有所要之紋理圖樣之 

模頭。雷射、壓花及其他方法可用以製造紋理。

關於大部份後處理，表面製備步驟（410）通常包括預陽極 

化清理步驟（418），不考慮微結構（層狀或均勻）。此預陽極 

化清理（418）可在陽極化之前，幫助碎屑、化學品或其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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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移除之不想要組份，自鑄造產品表面移除。於一些情 

況中，清理（418）可經由曝露至適當化學品，且在一種環境 

中，及歷經一段適合經由化學品幫助移除可容易移除之不 

想要組份之時間而達成。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清理之化 

學品為非蝕刻劑鹼性型式清潔劑，譬如由Henkel表面技術， 

32100 Stephenson Hwy, Madison Heights, MI 48071 所製造之 A3 IK。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將鑄造產品曝露至非蝕刻劑鹼性清 

潔劑，在約140°F至約160°F範圍之溫度下，且歷經不大於約 

180秒之期間。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可使用蝕刻型式及/ 

或酸性型式清潔劑。

象化物層形成

回復參考圖23，正如所指出者，後處理方法通常包括陽 

極化步驟（420），其可藉由產生經訂製厚度與孔隙大小之氧 

化物層，幫助鑄造產品之經加強耐用性及/或幫助稍後所塗 

敷物質之黏著性。若使用不適當之鋁合金，則陽極化亦可 

造成鑄造產品之無法令人接受之色調（例如無法令人接受 

之灰度及/或亮度，如上文所述）。Al-Ni-Mn合金與Al-Ni合 

金，及在一些情況中，一些Al-Si合金可被陽極化，而仍然 

實現相對於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可接受色調。所製成之 

氧化物層亦可為均勻，其可促進顏色及/或光澤均勻性，如 

上述。

現在參考圖25，陽極化步驟（420）之一項具體實施例包括 

一或多個預拋光步驟（422），及在一或多種硫酸溶液（424）、 

磷酸溶液（426）以及混合電解質溶液（428）中陽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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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些後處理，陽極化步驟（410）可包括預拋光步驟 

（422），其係通常為化學拋光。此拋光步驟可幫助增亮鑄造 

產品之外部表面。在一項實例中，化學拋光可造成高影像 

清楚表面。在另一項實例中，化學拋光可產生明亮表面（例 

如具有高ISO亮度）。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化學拋光/增亮 

步驟係在陽極化操作之前進行。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化 

學拋光係在表面製備（410），且經由鑄造產品之曝露至酸性 

溶液（譬如磷酸與硝酸溶液）後達成。於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化學拋光係經由鑄造產品之曝露至含有約較高含量之 

磷酸（例如約85%）與較低量之硝酸（例如約1.5%至約2.0%）之 

酸溶液，於高溫（例如約200°F至約240°F ）下，歷經小於約60 

秒之期間而達成。可採用其他變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 

化學拋光溶液為由 Potash 公司，1101 Skokie Blvd., Northbrook, 

Illinois 60062所製造之DAB80。使用矽聚合體之後處理亦可使 

用此拋光步驟（422），但其經常是沒有必要的。在其他具體 

實施例中，化學拋光/增亮浴可在其他蝕刻劑中，摻入至少 

一種磷酸、瑣酸、硫酸或其組合。蝕刻方法可藉由調整在 

化學拋光/增亮浴內之至少一種化學組合物而加以控制。

關於一些後處理，譬如經由染色所製成之者，陽極化步 

驟（420）可包括經由硫酸溶液（424）陽極化，以在鑄造產品 

中，產生含電化學氧化之硫區帶，於本文中稱為nAl-O-S區 

帶”。在其中鑄造合金為Al-Ni或AL-Ni-Mn、鎳及有時為錳之 

具體實施例中，係被包含在由於其使用於該合金中所致之 

此區帶中。關於具有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A1-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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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帶可與鑄造產品之（例如至少一部份）中間部份（例如圖 

5a之510）結合，其中間部份可在於或接近鑄造產品之外部 

表面，此係由於例如上述表面製備步驟（410）所致。在一些 

具體實施例中，A1-O-S區帶可與鑄造產品之外層（圖5a之 

500）及/或第三部份（例如圖5a之520）結合。使用矽聚合體之 

後處理可在硫酸溶液（424）中被陽極化，但當所形成塗層之 

足夠表面黏著性並未實現時，其係通常為不想要。關於具 

有均勻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A1-O-S區帶可與成型鑄型產 

品之外部表面結合。

關於一些後處理，譬如經由染色所製成者，A1-O-S區帶可 

包含幫助著色劑之移動至氧化物層孔隙中之孔隙，及/或 

A1-O-S區帶可具有會加強鑄造產品耐用性之厚度。A1-O-S區 

帶通常具有厚度為至少約2.5微求（約0.1密爾）。在一些具體 

實施例中，A1-O-S區帶具有厚度為至少約3.0微米，或至少 

約3.5微米，或至少約4.0微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A1-O-S 

區帶具有厚度為不大於約20微米，或不大於約10微米，或 

不大於約7微米，或不大於約6.5微米，或不大於約6微米。 

具有在約2.5微米至約6.5微米範圍內之氧化物厚度之A1-O-S 

區帶可用於產生所意欲觀看表面，其均為耐用性，且具有 

顏色均勻性。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陽極化步驟可包括類 

型II陽極化，譬如經由鑄造產品之曝露至大約20%硫酸浴， 

歷經約5分鐘至約30分鐘，在約65°F至約75°F之溫度下，且 

伴隨著電流密度為約8至約24 ASF （每平方呎之安培數）。可 

使用其他類型II陽極化條件。此等氧化物層之類型之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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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具有圓柱狀幾何形狀與約10-20毫微米之大小。

關於其他飾面，譬如意欲具有大理石狀飾面者，鑄造產

品之A1-O-S區帶可經由類型III陽極化方法產生，以達成硬塗 

層(意即較高耐用性)。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類型III陽極 

化包括鑄造產品之曝露至大約20%硫酸溶液，歷經約15至 

30分鐘，在約40°F至約55°F之溫度下，且使用約30 ASF至約 

40 ASF (每平方呎之安培數)之電流密度。在此項具體實施 

例中，A1-O-S區帶通常具有至少約5微米(約0.2密爾)之厚度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A1-O-S區帶具有厚度為至少約10 

微米，或至少約12.5微米，或至少約15微米，或至少約17.5 

微米，或至少約20微米。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A1-O-S區帶 

具有厚度不大於約35微米，或不大於約30微米，或不大於 

約20微米。此等氧化物層類型之孔隙通常具有約10至20毫 

微米之大小。

關於一些飾面，譬如採用矽聚合體者，陽極化步驟(420) 

可包括經由磷酸溶液(426)陽極化，以在鑄造產品中產生電 

化學上經氧化之含磷區帶，於本文中稱為"Al-Ο-Ρ區帶"。在 

其中鑄造合金為Al-Ni或AL-Ni-Mn之具體實施例中，鎳，且 

有時為錳，係被加入此區帶中，此係由於其使用於合金中 

所致。在此項具體實施例中，經由磷酸(426)陽極化可用以 

促進後來被沉積在鑄造產品表面上之材料之黏著性。關於 

此點，磷酸陽極化步驟(426)可產生相對較小Al-Ο-Ρ區帶(例 

如數埃厚度)，其可用以促進黏著性。此Al-Ο-Ρ區帶亦可幫 

助後來塗敷顏色層之黏著性，此係由於氧化物層之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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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孔隙所致。

關於具有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A1-O-P區帶可與鑄 

造產品之（例如至少一部份）中間部份（例如圖5a之510）結 

合，該中間部份可在於或接近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此係 

由於例如上述表面製備步驟（410）所致。在一些具體實施例 

中，A1-O-P區帶可與鑄造產品之外層（圖5a之500）及/或第三 

部份（例如圖5a之520）結合。關於具有均勻微結構之成型鑄 

造產品，A1-O-P區帶可與成型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結合。於 

一項具體實施例中，鑄造產品係被曝露至約10%至約20%磷 

酸浴，歷經不大於約30秒（例如約5至約15秒），在約70°F至 

約100°F之溫度下，且在約10伏特至約20伏特下。於一項具 

體實施例中，該浴具有磷酸滾度為至少約16%。在其他具 

體實施例中，該浴具有磷酸滾度為至少約17%，或至少約 

18%，或至少約19%，或至少約20%。在此等具體實施例中， 

A1-O-P區帶通常具有不大於約1000埃但至少約5埃之厚度。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A1-O-P區帶具有厚度為不大於至少約 

500埃，或不大於約450埃，或不大於約400埃，或不大於約 

300埃。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A1-O-P區帶具有厚度為至少 

約100埃，或至少約150埃，或至少約200埃。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陽極化步驟（420）可包括在混合電 

解質（428）中陽極化，譬如經由揭示於2008年8月22日提出申 

請之共同持有美國專利申請案號12/197,097中之混合電解質 

方法，且其標題為”抗腐蝕鋁合金基材及製造彼等之方法”， 

其係於.2009年3月5日經公告為美國專利申請案公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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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218，且其係以全文併於本文供參考。

C.成型鑄造產品之著色

回復參考圖23，正如所指出者，後處理方法可包括著色 

步驟(430)，以將鑄造產品著色及/或完成為裝飾用成型鑄造 

產品。現在參考圖26，著色步驟(430)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係 

包括塗敷著色劑至鑄造產品(432)、密封鑄造產品(436)及拋 

光鑄造產品(438)之一或多種，然後鑄造產品係通常呈最後 

形式，且可立即供消費者使用。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敷著色劑步驟(432)包括將鑄造 

產品染色(433)(例如於陽極化步驟之後)。使用染色步驟(433) 

以將產品著色，可與利用硫酸(424)之陽極化步驟併用。染 

色步驟(433)可經由任何適當染色方法達成，譬如浸沒於含 

有適當染料顏色之液浴中。供此項目的使用之適當染料包 

括其中尤其是由 Charlotte, N.C., U.S.A.之 Clariant 公司，或 Osaka， 

Japan之Okuno化學工業公司所製造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 

中，鑄造產品係被浸沒於含有染料之浴中，歷經適當期間 

(例如約1分鐘至約15分鐘)。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經提高 

之溫度(從約120至約140°F )可加速浸沒程序及/或改善被吸 

收至孔隙中之染料量。

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敷著色劑步驟(432)包括將塗 

層(434)塗敷至鑄造產品(例如於陽極化步驟之後)，以提供 

經著色或透明塗覆之外部塗層在鑄造產品之表面上。使用 

塗覆步驟(434)可與利用磷酸(426)之陽極化步驟併用(例 

如，對於矽聚合體塗覆之產品)。使用塗覆步驟(434)以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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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著色，可與利用混合電解質(428)之陽極化步驟併用。塗 

覆步驟(434)可經由任何適當塗覆方法達成，譬如噴塗、塗 

刷等。可用於塗覆步驟(434)之適當塗層類型之一些實例，

包括聚合體塗層與陶瓷塗層。此等類型可進一步被分類為 

有機、無機或混合(有機/無機複合物)塗層。可被使用之有 

機塗層之實例，包括丙烯酸酯類、環氧類、聚胺基曱醜酯 

類、聚酯類、乙烯基類、胺基曱酸酯丙烯酸酯類等。可被 

使用之無機塗層之實例，包括二氧化鈦、熔凝矽石、矽烷、 

矽酸鹽玻璃等。可被使用之混合塗層之實例，包括氟聚合 

體、以有機方式改質之聚矽氧烷、以有機方式改質之聚矽 

氮烷等。

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覆步驟(434)包括使用UV可熟化 

塗層，譬如可得自其中尤其是Strathmore產品公司，Kalcor塗 

層，與Valspar者。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層係呈含有矽聚 

合體之膠體形式，譬如矽氧烷或矽氮烷，其具有矽主鏈(例 

如-Si-O-Si-或-Si-N-Si-)。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塗覆步驟(434) 

包括使用以熱方式熟化之塗層，譬如可得自其中尤其是 

PPG與Valspar者。此等塗層可具有任何顏色(顏料)，且於一 

些情況中，可為透明塗層。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塗覆步驟(434)可產生外部塗層在 

鑄造產品之表面上。此外部塗層可具有厚度在2或2.5微米 

(約0.1密爾)至約100微米之範圍內。塗層之厚度係為應用依 

存性，但塗層應為足夠厚，以幫助產品之耐用性，但不會 

太厚以至於降低金屬外觀及/或產品之感覺，及/或不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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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以至於增加塗層龜裂之可能性。

關於一些應用，塗層係具有厚度在3微米至8微米之範圍

內。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外部塗層具有至少約5微米之厚 

度。關於其他應用，外部塗層可具有厚度為至少約10微米， 

或至少約15微米，或至少約20微米，或至少約25微米。於 

一項具體實施例中，塗覆步驟（434）係在任何陽極化步驟 

（420）之至少約48小時內達成，以幫助塗層對鑄造產品之外 

部表面之足夠黏著性。

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對於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看起來 

且感覺像金屬，可為有用的。為幫助金屬產品之外觀，氧 

化物層可具有訂製厚度。例如，關於經染色之產品，孰化 

物層可為足夠厚，以致其係為耐用性，但亦為足夠薄，以 

致光線可經過敦化物層傳達，且被其從屬之金屬基材吸收 

及/或反射，以致最後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金屬外觀 

（例如非塑膠性）。對於經染色之產品，此氧化物厚度通常 

係在2.0至25微米之範圍內，如上文所述，但經常低於7微 

米（例如在2.5至6.5微米之範圍內）。關於經塗覆之產品，氧 

化物層通常係足夠薄（不大於1000埃），以致通常係有助於 

金屬外觀。關於金屬感覺，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通常具有 

導熱係數接近鋁金屬（例如約250 W/mK）。其係鑒別此種產品 

優於純粹塑膠裝置覆蓋層，其一般具有低導熱係數（通常小 

於約1 W/mK），因此幫助”較冷”感覺在本文中所述裝飾用成 

型鑄造產品之至少一部份中。

所利用之塗層應黏附至成型鑄造產品之表面。於一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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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實施例中，具有塗層之成型鑄造產品係根據ASTM 

D3359-O9通過十字線條試驗。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 

ASTM D3359-O9測試時，具有塗層之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至 

少95%黏著性。在其他具體實施例中，當根據ASTM D3359-O9 

測試時，具有塗層之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至少96%黏著性， 

或至少97%黏著性，或至少98%黏著性，或至少99%黏著性， 

或至少99.5%黏著性或更多。

著色步驟（430）可包括密封步驟（436），以幫助鑄造產品表 

面之密封。密封步驟（436）通常係搭配染色步驟（433）使用， 

且可用以密封經陽極化且經染色鑄造產品之孔隙。適當密 

封劑包括鹽水溶液，於高溫（例如沸水）下，或醋酸鎳。

著色步驟（430）可包括拋光步驟（438）。此拋光步驟（438）可 

為任何機械型磨損。此拋光步驟（438）可用以產生裝飾用成 

型鑄造產品之最後顏色、光澤及/或光亮。

d.最後產品品質

於後處理（130）之後，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實現包括其 

中尤其是視覺吸引力、強度、韌度、腐蝕抵抗性、耐磨性、 

UV抵抗性、抗化學藥品性及硬度之性質之獨特組合。

關於視覺吸引力，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實質上不含表 

面缺陷，如上文所述，惟大理石狀產品除外，其中已發現 

表面缺陷係為視覺上引人注意，此係由於藉助於共熔微結 

構與ύ：鋁相之訂製分佈之大理石狀外觀所致。裝飾用成型 

鑄造產品亦可達成良好顏色均勻性，如上述。

關於強度與韌度，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實現上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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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及/或衝擊強度性質。於一些情況中，強度及/或 

韌度可被增加，此係由於塗層之存在及/或沉澱硬化所致， 

其可由於在著色劑塗敷期間加熱成型鑄造產品而發生。

關於腐蝕抵抗性，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通過ASTM 

B117，其係使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在高溫下曝露至鹽噴霧 

氣候。該試驗可包括將待測試樣放置在密封室中，且伴隨 

著曝露至中性（pH 6.5至7.2） 5%鹽水溶液之連續間接噴霧，在 

具有溫度為至少約35°C之室中。此氣候係被保持在恒定穩 

定狀態條件下。待測試樣通常係在自垂直之15-30度角下放 

置，但汽車組件可在υ車內”位置上經測試。此取向係允許 

凝結以流下試樣，且降低凝結匯集。應避免試樣在箱櫃內 

之擁擠。此項試驗之重要方面係為利用自由落下之霧氣， 

其係均勻地沉降在測試試樣上。試樣應被置於該室中，以 

致凝結不會一個一個滴下。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 

成型鑄造產品係通過ASTM B117，當其在曝露之至少2小時 

之後未含有凹洞在所意欲觀看之表面上時。在其他具體實 

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係通過ASTM B117，當其在曝 

露之至少約4小時之後，或在曝露之至少約8小時之後，或 

在曝露之至少約12小時之後，或在曝露之至少約16小時之 

後，或在曝露之至少約20小時之後，或在曝露之至少約24 

小時之後，或在曝露之至少約36小時之後，或在曝露之至 

少約48小時或更多之後未含有凹洞在所意欲觀看表面上 

時。

關於耐磨性，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能夠根據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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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060-07通過Taber磨損試驗。此試驗可用於經由塗層沉積方 

法所製造之產品，其中塗層係與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 

看表面結合。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 

耐磨性為至少約25個循環。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此項試 

驗為旋轉磨損試驗。於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中，此項試驗為 

線性磨損試驗。

關於UV抵抗性，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 

面，當根據ISO 11507測試時，可在曝露至具有額定波長為 

340毫微米之QUV-A燈泡24小時後，實現Delta-E小於約0.7。 

Delta-E 度量可由 Color Touch PC，藉由 TECHNIDYNE 完成。在 

其他具體實施例中，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 

面可在曝露之48小時後，或在96小時後，或在1週或更多之 

後，實現Delta-E小於約0.7。在一些具體實施例中，於此種 

UV曝露之後，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亦通過上述黏著試驗。

關於抗化學藥品性，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在曝露至人造 

汗之後，當根據EN 1811對鎳萃取測試時，可在所意欲觀看 

表面上未顯示材料視覺變化。為評估視覺變化，可使用一 

種參考未經曝露之試樣。可利用數種觀察角度，以評估裝 

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是否以材料視覺變化 

作為表象。

關於硬度，當根據ASTM D3363-09之鉛筆硬度試驗度量時，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達成至少約2H之等級。在其他具體 

實施例中，當根據ASTM D3363-09之鉛筆硬度試驗度量時， 

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可達成至少約3H，或至少約4H，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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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約5H，或至少約6H，或至少約7H，或至少約8H，或至 

少約9H之等級。

可達成任何上述性質，且呈任何組合。

【實施方式】

實例

實例1 :真空-壓鑄(VDC)具有額定壁厚約2-4.5毫米之成型鑄 

造產品，用於評估Al-Ni-Mn合金之可鑄造性

在此實例中，係使用真空-壓鑄技術評估兩種合金， 

Al-Ni-Mn與Al-Si-Mg。Al-Si-Mg合金係被包含以供比較目的 

用。Al-Ni-Mn合金之各種組合物係提供於表4中，而Al-Si-Mg 

合金之組合物係提供於表4中。

表4.使用VDC之AL-NI-MN合金之組合物

度量 Si Fe Μη Ni Ti B

1 0.11 0.114 1.788 4.06 0.058 0.005
2 0.11 0.114 1.79 4.04 0.054 0.004
3 0.12 0.114 1.8 4.1 0.049 0.002
4 0.12 0.125 1.787 4.06 0.005 0.001
平均 0.115 0.117 1.791 4.065 0.053 0.003

度量 Si Fe Mn Mg Ni Ti B Sr

1 10.900 0.151 0.751 0.164 0.5800 0.0628 0.0008 0.0174
2 11.040 0.150 0.745 0.162 0.5780 0.0623 0.0007 0.0173
3 11.71 0.151 0.699 0.170 0.4290 0.0643 0.0014 0.0178
4 11.980 0.151 0.664 0.173 0.3140 0.0631 0.0008 0.0180

平均 11.408 0.151 0.715 0.167 0.475 0.063 0.001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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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為Al-Ni-Mn合金之鑄件。雖然僅顯示Al-Ni-Mn合金， 

但Al-Ni-Mn與Al-Si-Mg合金兩者均展示足夠可鑄造性。鑄件 

係接著藉由玻璃珠噴砂清理，以移除殘留潤滑劑。

圖28為玻璃珠噴砂後之Al-Ni-Mn合金之鑄件外觀。Al-Ni-Mn 

鑄造部份顯示比Al-Si-Mg合金（未示出）較高之表面均勻 

性。再者，Al-Ni-Mn合金亦顯示較高衝擊能量，及在剛鑄造 

狀態（F回火）中，勝過Al-Si-Mg合金，如藉由下表5中Charpy 

衝擊能量試驗之結果所示。

表5.合金之Charpy衝擊能量（ASTM E23-07,無切口試樣）

合金 能量（J）
Al-Ni-Mn合金，F回火，度量1 6.8

Al-Ni-Mn合金，F回火，度量2 8.1

Al-Ni-Mn合金，F回火，度量3 5.4

平均· Al-Ni-Mn合金 6.8
Al-Si-Mg合金，F回火，度量1 4.1

Al-Si-Mg合金，F回火，度量2 2.7

Al-Si-Mg合金，F回火，度量3 2.7

平均-Al-Si-Mg合金 3.2

鑄件亦經評估關於其可陽極化能力。在此情況中， 

Al-Si-Mg鑄件之表面係於陽極化後轉變成黑色，然而 

Al-Ni-Mn合金鑄件顯示較淡顏色（未示出）。圖29為顯微照 

片，說明製自Al-Ni-Mn合金之成型鑄造產品於陽極化後之微 

結構。如所示，氧化物層之厚度在整個經陽極化之Al-Ni-Mn 

合金中為相對較均勻。這表示氧化物生長一般並未被中斷 

（例如藉由α鋁或金屬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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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些經陽極化之Al-Ni-Mn成型鑄造產品接受各種染 

料。圖3OA之產品係以暗色陽極化而具有均勻外觀。圖30B 

之產品係以淺色陽極化而具有大理石狀之外觀。對於非大 

理石狀之產品，流線可經由在其他調整中特別是對合金組 

合物、鑄造參數之調整及/或經由層移除而被減少，而於一 

些情況中被消除，以提供具有所意欲觀看表面之成型鑄造 

產品，其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表面缺陷。

圖31A與31B為顯微照片，說明在表面上具有暗沉（圖31A） 

與明亮（圖31B）外觀之經拋光與陽極化Al-Ni-Mn成型鑄造產 

品之微結構。暗區（圖31A）具有較多鋁相（暗色區域）接近 

氧化物表面，然而亮區（圖31B）具有較共熔微結構（淺色區 

域），或除了具有一些鋁相以外，較富含共熔相，接近氧化 

物表面。這表示特別是合金組合物及/或鑄造參數可經調整 

與訂製，以製造具有經訂製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依產 

品後處理要求條件而定。

實例2 :實驗室規模方向性固化（DS）鑄造，以在Al-Ni-Mn合 

金系統中評估共熔微結構

在此實例中，各種書本式模製品係使用方向性固化（DS） 

鑄造產生，以製造不同Ni含量之各種Al-Ni-Mn合金。Al-Ni-Mn 

合金之組合物係示於下表6中。

表6.製自方向性固化之AL-NI-MN合金之組合物

合金 Si Fe Μη Ni Ti B

1 0.051 0.048 2.27 5.35 0.055 0.015
2 0.052 0.045 2.1 5.89 0.056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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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53 0.037 2.06 6.2 0.058 0.0144
4 0.053 0.034 2.01 6.84 0.054 0.013
5 0.054 0.035 1.96 7.29 0.052 0.0122

合金係在每秒約1°C之固化速率下鑄造。如圖32中所示， 

共熔微結構之量係隨著Ni含量而增加，至高達約6.84重量％ 

Ni （合金4），然後共熔微結構之量會減少（合金5）。

實例3 : Al-Ni-Mn合金之習用壓鑄（DC）之評估

在此實例中，傳統壓鑄（DC）技術係被採用於壓鑄使用 

Al-Ni-Mn合金之手機罩殼。兩種成型鑄造手機罩殼之實例係 

示於圖33中。手機罩殼70具有流槽72、閘門74及溢流76。 

在此情況中，手機罩殼70具有壁厚為約0.7毫米。用以製造 

手機罩殼之Al-Ni-Mn鑄造合金之組合物係示於下表7中。

表7.用以製造手機罩殼之AL-NI-MN合金之組合物

鑄件# Si Fe Μη Ni Ti B

66 0.085 0.028 1.82 6.46 0.024 0.0008
216 0.093 0.01 1.64 6.34 0.023 0.0004
355 0.092 0.047 2.04 6.55 0.026 0.001
524 0.09 0.022 1.7 6.31 0.021 0.0006
668 0.09 0.068 2.15 7.04 0.027 0.0016

在此等實例中，Ni含量係以在約6.3重量％下作為標的， 

然後增加，以評估增加Ni之作用。為達比較目的，亦鑄造 

使用Al-Si-Mg合金A380之手機罩殼70。圖34係說明製自 

Al-Ni-Mn與A380合金之手機罩殻。Al-Ni-Mn合金顯示良好可 

鑄造性，在相同或類似鑄造參數下比A380相對物較不具有 

形成冷紋與凹痕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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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罩殼鑄件之抗張性質係示於表8中。從該表中所示 

之結果，Al-Ni-Mn合金在剛鑄造狀態（F回火）中顯示平均而 

言較高極限抗張強度（UTS）與較高伸長率（％），相對於 

Al-Si-Mg （A380）合金，但較低抗拉屈服強度（TYS）。

表8.使用DC之AL-NI-MN與AL-SI-MG合金之抗張性質

試樣
TYS

（MPa）
UTS

（MPa） Ε （%）

Al-Ni-Mn （F-回火）（6.55 重量 ％ Ni）-度量 1 221 274 12

Al-Ni-Mn （F-回火）（6.55 重量 ％ Ni）-度量 2 191 294 6

Al-Ni-Mn （F-回火）（6.55 重量 ％ Ni）-度量 3 198 295 4

Al-Ni-Mn （F-回火）（6.55 重量 ％ Ni）-平均 203.3 287.7 7.3

Al-Ni-Mn （F-回火）（7.04 重量 ％ Ni）-度量 1 220 317 4

Al-Ni-Mn （F-回火）（7.04 重量 ％ Ni）-度量 2 210 328 8

Al-Ni-Mn （F-回火）（7.04 重量 ％ Ni）-度量 3 201 316 2

Al-Ni-Mn （F-回火）（7.04 重量 ％ Ni）-平均 210.3 320.3 4.7

Al-Si-Mg （A380） （F-回火）-度量 1 246 274 2

Al-Si-Mg （A38O） （F-回火）-度量 2 224 284 0

Al-Si-Mg （A380） （F-回火）-平均 235.0 279.0 1.0

此外，Al-Ni-Mn鑄件亦於陽極化之後顯示增強之表面品質 

（例如由於均勻氧化物層之形成所致），其不能以A380合金 

鑄件達成。

實例4:具有過共熔組合物之Al-Ni-Mn合金之習用壓鑄（DC） 

評估

在此實例中，傳統壓鑄（DC）技術係被採用於壓鑄各種手 

機罩殼，且在各種過共熔合金組合物上評估組合物與冷卻 

速率之作用，相對於表面缺陷與顏色。經測試之Al-N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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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之組合物係示於下表9中。

表9.試驗AL-NI-MN合金之組合物

鑄件# Μη Ni Ti Β

56 1.7 7 0.02 0.01
199 1.9 6.9 0.03 0.01
336 1.9 6.6 0.02 0.01

圖35為說明陽極化後之各種手機罩殻之照片。於圖35中， 

產品（a）為在1410°F下之合金鑄件，產品（b）為在1445°F下之合 

金鑄件，及產品（c）為在1535°F下之合金鑄件。此等鑄件係 

說明合金組合物與熔融溫度兩者可影響表面缺陷及/或著 

色。此等實例係說明較接近1410°F之過共熔合金鑄造可提供 

更均勻表面外觀。

實例5 - Al-Ni-Mn合金之可鑄造性

具有約4重量％ Ni與2重量％ Μη之鑄造合金Α356與

Al-Ni-Mn合金係根據鋁鑄造學會標準，經由螺旋模具鑄造測 

試關於流度。該合金係在高於其液相線溫度之約180°F （約 

82.2°C ）下鑄造。鑄造合金A356係達成長度為約11公分。 

Al-Ni-Mn合金係達成長度為約14公分，或性能為約27%優於 

A356合金。

具有約4重量％ Ni與2重量％ Μη之鑄造合金Α38Ο、Α359 

及Al-Ni-Mn合金係根據鋁鑄造學會標準，經由螺旋模具鑄造 

測試關於流度。此等合金全部均在1250°F （約676.6°C ）之相同 

熔融溫度下鑄造。鑄造合金A380係達成平均長度為約8.5公 

分，鑄造合金A359係達成平均長度為約10公分，及Al-N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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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係達成平均長度為約9.2公分。Al-Ni-Mn合金具有比 

A380合金較佳之流度，及A359合金之約相同流度。

具有約4重量％ Ni與2重量％ Μη之鑄造合金Α356、Α359 

及Α38Ο與Al-Ni-Mn合金係使用鉛筆探針試驗測試關於其熱 

裂傾向。所有合金均達成熱裂傾向為2毫米，表示其具有良 

好可鑄造性。

實例6 -合金之灰度與亮度 

在剛鑄造狀態中之測試

三種不同合金係被鑄造成兩種薄壁成型鑄造產品。第一 

種產品係製自含有約6.9重量％ Ni之Al-Ni合金。第二種產品 

係製自含有約7.1重量％ Ni與約2.9重量％ Μη之Al-Ni-Mn合 

金。第三種產品係製自鑄造合金A380。使剛鑄造之產品接 

受根據CIELAB之顏色測試，及根據ISO 2469與2470之亮度測 

試，使用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含有Al-Ni與 

Al-Ni-Mn合金之產品係比Al-Si合金A380較不灰且較明亮，如 

下表10與11中所示。

表10.成型鑄造產品（剛鑄造狀態）之灰度

成型鑄造產品 L-值（平均）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產品 68.45 9.81 16.7%

Al-Ni-Mn 產品 65.23 6.59 11.2%

Al-Si 產品(A380) 58.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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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成型鑄造產品（剛鑄造狀態）之亮度

成型鑄造產品
ISO亮度 

（平均）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產品 39.45 11.14 39.4%

Al-Ni-Mn 產品 35.53 7.22 25.5%

Al-Si 產品(A38O) 28.31 —

ii.於必學研磨與陽極化後之測試

三種不同合金係被鑄造成薄壁成型鑄造產品。第一種產 

品係製自含有約6.6重量％ Ni之Al-Ni合金。第二種產品係製 

自含有約6.9重量％ Ni與約2.9重量％ Μη之Al-Ni-Mn合金。第 

三種產品係製自鑄造合金A380。使成型鑄造產品接受化學 

研磨（蝕刻），以移除鑄造產品之約0.008英吋（200微米；每側 

100微米）外部表面。然後，將成型鑄造產品拋光，以氧化 

鋁噴砂，陽極化至氧化物厚度為約0.15密爾（約3.8微米）， 

接著密封。使經陽極化之產品接受根據CIELAB之顏色測試， 

及根據ISO 2469與2470之亮度測試，使用由TECHNIDYNE提供 

之Color Touch PC。含有Al-Ni與Al-Ni-Mn合金之產品係比Al-Si 

合金A380較不灰且較明亮，如下表12-13中所示。含有Al-Ni 

與Al-Ni-Mn合金之產品亦僅實現在灰度上之輕微增加及在 

亮度上之輕微降低，相對於剛鑄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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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狀態）之灰度

成型鑄造產品 L-值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產品 64.68 20.47 46.3%

Al-Ni-Mn 產品 59.15 14.94 33.8%

Al-Si 產品(A380) 44.21 -- —

表13.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狀態）之亮度

成型鑄造產品 ISO亮度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產品 31.91 19.65 160.3%

Al-Ni-Mn 產品 25.35 13.09 106.8%

Al-Si 產品(A380) 12.26 -- —

脫脂與陽極化後之測試

兩種不同合金係被鑄造成薄壁成型鑄造產品。第一種產 

品係製自含有約6.9重量％ Ni與約1.9重量％ Μη之Al-Ni-Mn合 

金。第二種產品係製自鑄造合金A380。使成型鑄造產品脫 

脂，然後陽極化，以具有氧化物厚度為約0.15密爾（約3.8微 

米），接著密封。使經陽極化之產品接受根據CIELAB之顏色 

測試，及根據ISO 2469與2470之亮度測試，使用由TECHNIDYNE 

提供之Color Touch PC。含有Al-Ni-Mn合金之產品係比Al-Si合 

金A380較不灰且較明亮，如下表14與15中所示。含有 

Al-Ni-Mn合金之產品亦僅實現在灰度上之輕微增加及在亮 

度上之輕微降低，相對於剛鑄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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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狀態）之灰度

成型鑄造產品 L·值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Mn 產品 64.16 17.41 37.2%

Al-Si 產品(A380) 46.75 ― ―

表15.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狀態）之亮度

成型鑄造產品 ISO亮度
勝過A380產品之改良
單位 百分比

Al-Ni-Mn 產品 30.01 16.32 83.9%

Al-Si 產品(A38O) 13.69 --

iv.在剛鑄造狀態中之低Ni合金之其他測試

各種薄壁成型鑄造產品係製自兩種不同低-Ni合金類型。 

第一組產品係製自含有約2.0重量％ Ni與約1.0重量％ Μη之 

Al-Ni-Mn合金。第二組產品係製自含有約3.0重量％ Ni與約 

2.0重量％ Μη之Al-Ni-Mn合金。使剛鑄造之產品（在F回火中） 

接受根據ASTM B557與ASTM E23-07之機械測試。其平均結果 

係提供於下表16A中。

表16A.低NI合金之機械性質

成型鑄造產品 T¥S (MPa) 衝擊強度 
（焦耳）

Al-2Ni-lMn 產品 113 31
Al-3Ni-2Mn 產品 166.5 27.5

除了 一組得自鑄造合金A380之比較產品以外，亦使此等 

試樣接受根據CIELAB之顏色測試，及根據ISO 2469與247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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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測試，使用由TECHNIDYNE提供之Color Touch PC。含有 

Al-Ni-Mn合金之產品係比Al-Si合金A380較不灰且較明亮，如 

下表16B中所示。

表16B.成型鑄造產品（剛鑄造狀態）之灰度與亮度

成型鑄造產品
L-值 

（平均）

ISO亮度 

（平均）

Al-2Ni-lMn 產品 59.2 27.3

Al-3Ni-2Mn 產品 66.6 36.5

Al-Si 產品(A380) 58.6 28.3

實例7 -顏色均勻性

使實例6之一些上述經陽極化之產品接受顏色均勻性測 

試。在成型鑄造產品之第一個表面部份上之第一個參考區 

域係經選擇，供第一次CIELAB度量。在成型鑄造產品之第 

二個表面部份上之第二個參考區域係經選擇，供第二次 

CIELAB度量。第一個與第二個參考區域兩者均為具有大約 

0.5英吋直徑之圓形。比較該兩個所度量之CIELAB值，以計 

算相對於此等成型鑄造產品部份之Delta-E。其結果係提供 

於下表17中。

表17.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狀態）之顏色均勻性

成型鑄造產品 位置 L-值 a·值 b·值 ISO
亮度

Delta-E

經脫脂與陽極化

Al-6.9Ni-l.9Mn 產品
區域1 64.16 0.28 4.62 30.01

0.24
區域2 64.26 0.29 4.73 30.05

Al-Si 產品(A380) 區域1 47.06 0.80 5.42 13.88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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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2 40.87 1.04 3.90 10.48

經化學研磨（蝕刻）與陽極化

Al-6.6Ni 產品
區域1 65.45 0.09 2.78 32.76

0.37
區域2 65.09 0.09 2.82 32.29

AI-6.9Ni-2.9Mn 產品
區域1 59.86 0.68 3.47 25.91

0.74
區域2 59.19 0.59 3.18 25.38

Al-Si 產品(A380-1)
區域1 44.37 0.78 4.84 12.32

0.1
區域2 44.3 0.76 4.9 12.26

L-值表示白色-黑色之程度（100 =純白色，0 =純黑色），a- 

值表示紅色-綠色之程度：（正=紅色，負=綠色），及b-值表 

示黃色-藍色之程度（正=黃色，負=藍色）。一般而言，製自 

Al-Ni與Al-Ni-Mn合金之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在 

陽極化狀態中，係比製自先前技藝A380合金之成型鑄造產 

品具有亮度、灰度及顏色均勻性之更良好組合。再者，含 

有A380合金之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包含多個視 

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然而含有Al-Ni與Al-Ni-Mn合金之 

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 

易見之表面缺陷，如圖43A （A38O產品）與圖43B （Al-Ni6.6產 

品）中所示。

實例8·具有無光飾面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

Al-Ni合金係被鑄造成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Al-Ni合金 

包含約6.6重量％ Ni、約0.07重量％ Μη、約0.04重量％ Ti及約 

0.012重量％ B，其餘部份為鋁與雜質。此裝置覆蓋層具有 

額定壁厚為約0.7毫米，且係在250-噸Toshiba HPDC壓機上， 

使用2-腔穴鋼模頭鑄造。剛鑄造之Al-Ni合金產品之微結構

145853 -100-



201031761

具有具α-氧化鋁相與共熔微結構之相對較薄外部部份，及 

具有一般共熔微結構之第二部份。使Al-Ni鑄造產品經由浸 

沒於具有溶液溫度為約150°F之5% NaOH溶液中，以化學方 

式蝕刻約18分鐘，以移除每側約200微米（總計約8密爾）或 

100微米，其係移除顯著量之具有α-鋁相之最初鑄造產品之 

外部部份。然後，將產品以機械方式拋光，以提供平滑且 

反射性表面，接著經由ΜΕΚ溶液擦拭乾淨。然後，將產品 

之外部表面使用氧化鋁，在實質上正交角度（約垂直）下， 

於約6至約9英吋之距離下，及在約20至約40 psi之壓力下噴 

砂。接著，將產品於約150°F下以非蝕刻鹼性清潔劑A31K清 

理約2分鐘。然後，將產品經由DAB80、磷酸（約85%）及硝 

酸（約2%）溶液，在約220°F下，以化學方式拋光約40秒。接 

著，使產品於約12 ASF之電流密度及約70°F之溫度下，在大 

約20%硫酸浴中陽極化約9分鐘，其產生具有厚度為約2.5 

微米至約4微米之均勻A1-O-S區帶（氧化物層）。鑄造產品之 

A1-O-S區帶係稍微小於正常類型II陽極化鑄造產品，以致能 

夠幫助較明亮最終外觀。然後，使產品浸沒於顏色特定之 

Clariant染料（例如粉紅色、藍色、紅色、銀色）中，歴經約3 

分鐘，伴隨著約140°F之溶液溫度。接著，將產品於約190 

°F之溶液溫度下在鹽水溶液中密封約10分鐘。最後產品具 

有符合消費者接受標準之明亮無光飾面。將此方法以各種 

其他Al-Ni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重複，但使用不同染 

料顏色。圖36為說明所製造之可移動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全部具有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明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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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飾面。

兩種Al-3Ni-2Mn合金係類似如上文所提供之方式製造，惟 

第一種產品並未以化學方式蝕刻或以機械方式拋光。將兩 

種產品在紅色Clariant染料中染色。如圖41A與41B中所示， 

接受化學蝕刻之產品係含有僅較少量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 

面缺陷（圖41B），然而未以化學方式蝕刻之產品係含有顯著 

量之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圖41A）。

實例9 -具有光澤飾面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

Al-Ni-Mn合金係被成型鑄造成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 

Al-Ni-Mn合金包含7.1重量％ Ni、約2.8重量％ Μη、約0.02重 

量％ Ti及小於約0.01重量％ B，其餘部份為鋁與雜質。此裝 

置覆蓋層具有額定壁厚為約0.7毫米，且係在250-噸Toshiba 

HPDC壓機上，使用2-腔穴鋼模頭鑄造。將鑄造產品以機械 

方式拋光，以提供平滑且反射性表面，接著，將其經由MEK 

溶液擦拭乾淨。然後，將產品於約150°F下以非蝕刻鹼性清 

潔劑A31K清理約2分鐘。接著，使產品在約15伏特之電壓 

及約90°F之溫度下，於大約20%磷酸浴中陽極化約10秒，其 

係產生具有厚度為僅數埃之Al-Ο-Ρ區帶（氧化物層）。將淺色 

之PPG CeranoShield塗料塗敷至產品，然後，使其經UV熟化。 

經塗敷之塗層具有在約7.0微米至約18微米範圍內之厚度。 

最後產品具有符合消費者接受標準之燦爛光澤飾面，並將 

塗層黏附至鑄造產品之表面。將此方法以各種其他Al-Ni-Mn 

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重複，但使用不同顏色。圖37 

為說明所製造之可移動裝置覆蓋層之照片，全部具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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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澤飾面，意即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 

並將塗層黏附至鑄造產品之外部表面。

兩種Al-3Ni-2Mn合金係類似如上文所提供之方式製造，惟 

第一種產品並未以化學方式蝕刻或以機械方式拋光。將兩 

種產品以紅色矽聚合體塗料塗覆。如圖42A與42B中所示， 

接受化學蝕刻之產品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 

缺陷（圖42A），然而未以化學方式蝕刻之產品係含有視覺上 

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圖42B）。

實例10-具有大理石狀飾面之成型鑄造產品之製造

Al-Ni-Mn合金係被鑄造成汽車零件。Al-Ni-Mn合金包含約 

4.0重量％ Ni、約2.0重量％ Μη、約0.06重量％ Ti及約0.02重 

量％ B，其餘部份為鋁與不純物。汽車零件具有額定壁厚 

為約3.5毫米，並於750-°頓Mueller-Weingarten HPDC壓機上，以 

經修改之Vacural處理，使用1-腔穴鋼模頭鑄造。然後，將產 

品以機械方式拋光，以提供平滑且反射性表面，接著，經 

由MEK溶液擦拭乾淨。然後，將產品以非蝕刻鹼性清潔劑 

A31K在約150°F下清理約2分鐘。接著，使產品在約36 ASF 

之電流密度下及約45°F之溫度下，於大約20%硫酸浴中陽極 

化，歷經約20分鐘，其產生具有厚度為約17.5微米之均勻 

A1-O-S區帶（氧化物層）。然後，將產品浸沒於Okuno Blue TAC 

染料中，歷經約10分鐘，伴隨著約140T之溶液溫度。接著， 

將產品在約190°F之溶液溫度下在鹽水溶液中密封約10分 

鐘。然後，將產品以機械方式拋光至高光澤。最後產品具 

有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明亮大理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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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面。圖38為說明所製成之大理石汽車零件之照片。

實例11-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鑄造

四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係於各種注射速度下，使用 

Al-6.7Ni-2.2-Mn鑄造合金，並使用切線閘門型態成型鑄造。 

然後，使成型鑄造裝置脫脂，及類型II陽極化。具有在2.7 - 

2.9米/秒下之最高注射速度之合金4係達成最良好外觀，僅 

具有少許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然而，以較低注射 

速度所製成之零件顯著地具有更多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 

缺陷。

另外之各種Al-Ni與Al-Ni-Mn合金係被壓鑄成為成型鑄造 

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關於鑄造此等合金之操作參數係 

提供於下表18中。

表18.關於鑄造Al-Ni與Al-Ni-Mn合金之操作參數

參數 典型值
第一期活塞速度（例如緩慢發射） -0.85米/秒至0.90米/秒

第二期起始 -50毫米至-65毫米

活塞直徑 ~40毫米

快速發射活塞速度（例如快速發射） ~2.60米/秒至2.70米/秒

發射套筒填充百分比 -25%

熔融溫度
對於 Al-Ni 為~771°(3， 
對於 Al-Ni-Mn 為 ~782°C

模頭插入溫度 260°C -282°C

圖22A-22B係個別為自含有約6.6重量％ Ni之Al-Ni合金，使 

用風扇閘門型態，根據表18之操作參數製成之剛鑄造產品 

之透視與自頂向下照片。圖22C-22D係個別為自含有約6.8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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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Ni之Al-Ni合金，使用切線閘門型態，根據表18之操作 

參數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及自頂向下照片。如此等照 

片中所示，包括其中特別是流槽與閘門水平承壓面類似物 

之表面特徵已被修整及/或移除。

圖22E-22F係個別為自含有約6.8重量％ Ni與約2.8重量％ 

Μη之Al-Ni-Mn合金，使用風扇閘門型態，根據表18之操作 

參數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及自頂向下照片。圖22G-22H 

係個別為自含有約7.1重量％ Ni與約2.9重量％ Μη之AI-Ni-Mn 

合金，使用切線閘門型態，根據表18之操作參數製成之剛 

鑄造產品之透視及自頂向下照片。類似上文，包括其中特 

別是流槽與閘門水平承壓面類似物之表面特徵已被修整及 

/或自此等剛鑄造之產品移除。

此等圖22A-22H係說明未具有主要缺陷之薄壁成型鑄造 

鋁合金產品可被成功地鑄造，且使用風扇閘門或切線閘門 

型態。關於意欲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之 

產品，切線閘門型態可為有用。關於意欲具有大理石狀外 

觀之產品，風扇閘門型態可為有用。關於圖20A-20B與 

22A-22H之剛鑄造產品，任何刮痕、褪色或顏色改變皆為剛 

鑄造之零件在其剛鑄造狀態中之典型特徵，而不被認為是 

表面缺陷。例如，圖22B中之零件上可見之顏色改變為鑄造 

過程之特徵，最可能是在固化速率上改變之結果，此係由 

於零件相反側面上之螺旋凸出部及/或肋骨特徵所致。一般 

而言，在已接受如圖36-37中所示之適當後處理方法後，如 

圖20A-20B與22A-22H中所示之零件可能會造成消費電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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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配件之製造，其係實質上沒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 

陷，即使在其剛鑄造狀態中之零件亦然，在特別是其他鑄 

造特徵中，可能顯示少許刮痕、褪色及/或顏色改變。

兩種成型鑄造Al-6.7Ni合金係使用類似上文表18中所提供 

之鑄造參數製造，但一種具有風扇閘門型態，而另一種具 

有切線閘門型態。然後，使兩種產品脫脂，陽極化，及密 

封。以切線閘門型態製造之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實質上比 

以風扇閘門型態製造之產品較少之表面缺陷。其係示於圖 

39A （切線閘門型態）與圖39B （風扇閘門型態）中。兩種類似 

產品（一種切線閘門與一種風扇閘門）係藉由化學蝕刻、陽 

極化、染色及機械拋光後處理。即使在後處理之後，視覺 

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可在製自風扇閘門型態之產品中被 

見及，然而以切線閘門型態製造之成型鑄造產品係實現實 

質上較少之表面缺陷。其係示於圖40A （切線閘門型態）與圖 

40B （風扇閘門型態）中。

【圖式簡單說明】

本專利或申請檔案含有至少一個以彩色完成之附圖。具 

有彩色附圖之本專利或專利申請案公報將由事務所於請求 

與支付必要費用時提供。

圖1為流程圖，說明一種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造成型 

鑄造產品之方法。

圖2a為製自鋁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 

層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示意俯視透視圖。

圖2b為製自鋁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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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示意仰視透視圖。

圖2c為圖2b之可移動電子裝置電話覆蓋層之一部份之近

視圖，說明其額定壁厚。

圖2d為具有不同顏色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之可移動電子裝 

置覆蓋層，其一項具體實施例之俯視透視圖。

圖3a為流程圖，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造裝飾用成 

型鑄造產品之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3b為流程圖，說明一些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性質，其 

可根據圖3a方法之一些具體實施例經選擇。

圖3c為流程圖，說明不同額定壁厚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 

品，其可根據圖3a方法之一些具體實施例經選擇。

圖3d為流程圖，說明一些鑄造方法，其可經選擇以根據 

圖3a方法之一些具體實施例製造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圖3e為流程圖，說明一些後處理性質，其可根據圖3a方 

法之一些具體實施例經選擇，用於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圖3f為流程圖，說明特定合金與微結構之選擇，根據圖 

3a方法之一些具體實施例。

圖3g為流程圖，說明根據圖3a方法製造具有層狀微結構 

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3h為流程圖，說明根據圖3a方法製造具有均勻微結構 

之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4a為關於二元Al-Ni系統之相圖。

圖4b為關於三元Al-Ni-Mn系統之液相線投射。

圖5a為成型鑄造產品層狀微結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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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示意圖。

圖5b為成型鑄造產品均勻微結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橫 

截面示意圖。

圖6a為顯微照片，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之 

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微結構，且含有約6.9重量％ Ni、2.9 

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圖6b為顯微照片，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之 

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微結構，且含有約4重量％ Ni、2 

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圖6c為顯微照片，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之 

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微結構，且含有約1重量％ Ni、2 

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

圖7為圖表，說明可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用以製造裝飾 

用成型鑄造產品之一些鑄造合金。

圖8a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而含有約6.9重量％ Ni、 

2.9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且具有均 

勻氧化物層之一種陽極化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 

片。

圖8b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且含有約4重量％ Ni、 

2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及具有均 

勻氧化物層之一種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圖8c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且含有約1重量％ Ni、 

2重量％ Μη，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及具有均 

勻氧化物層之一種Al-Ni-Mn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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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d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成，且含有約6.5重量％ 

Ni，其餘部份為鋁、附帶元素及雜質，及具有均勻氧化物 

層之一種Al-Ni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圖8e為Al-Si A380成型鑄造產品且具有不均勻氣化物層之 

顯微照片。

圖9含有逐出器模頭插件與覆蓋層模頭插件之照片，兩 

者均由鋼製成，用於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壓鑄方法。

圖10為逐出器模頭插件之電腦輔助設計(CAD)繪圖，及被 

裝載至模頭框架之逐出器模頭插件之繪圖，用於根據本發 

明揭示內容之壓鑄方法。

圖11為流程圖，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 

施例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11A-11I為示意圖，說明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 

體實施例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之流程。

圖12A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風扇閘門型態之一項具 

體實施例之透視圖。

圖12B為圖12A之風扇閘門型態之側面橫截面圖，且具有 

閘門水平承壓面。

圖12C為未具有閘門水平承壓面之風扇閘門型態之另一 

項具體實施例之側面橫截面圖。

圖13A-13C個別為在剛鑄造狀態中，且根據本發明揭示內 

容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使用風扇閘門型態製成之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之自頂向下透視與側視照片。

圖14A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使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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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閘門型態製成，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電話 

覆蓋層之照片。

圖14B為用於壓鑄圖14A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風 

扇閘門型態之CAD繪圖。

圖15A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切線閘門型態之一項具 

體實施例之透視圖。

圖15B為圖15A之切線閘門型態之側面橫截面圖，且具有 

閘門水平承壓面。

圖15C為未具有閘門水平承壓面之切線閘門型態之另一 

項具體實施例之側面橫截面圖。

圖16A為在剛鑄造狀態中，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 

體實施例，使用切線閘門型態製成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 

層之照片。

圖16B為用於壓鑄圖16A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切 

線閘門型態之CAD繪圖。

圖17A為分段風扇閘門型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附圖，用 

於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成型鑄造方法。

圖17B為切線閘門型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附圖，用於根 

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成型鑄造方法。

圖18A為璇渦閘門型態之一項具體實施例之附圖，用於根 

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施例製造成型鑄造產品。

圖18B為漩渦閘門型態之另一項具體實施例之附圖，用於 

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之一項具體實施例製造成型鑄造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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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為切線閘門型態之橫截面側視圖，用於根據本發明 

揭示內容鑄造成型鑄造產品。

圖20A為具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流動線）接近 

閘門區域，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 

片。

圖20B為具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暗雜色污點） 

接近通氣孔區域，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 

層之照片。

圖21A-21B個別為具有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慧星 

尾巴）接近閘門區域，在剛鑄造狀態中之可移動電子裝置覆 

蓋層之光學顯微照片與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照片。

圖22A-22B個別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風扇閘門型 

態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與自頂向下照片。

圖22C-22D個別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切線閘門型 

態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與自頂向下照片。

圖22E-22F個別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風扇閘門型 

態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與自頂向下照片。

圖22G-22H個別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切線閘門型 

態製成之剛鑄造產品之透視與自頂向下照片。

圖23為圖表，說明可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之各種後 

處理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24為圖表，說明可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之各種表 

面製備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25為圖表，說明可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之各種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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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化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26為圖表，說明可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使用之各種著

色方法之一項具體實施例。

圖27為製自Al-Ni-Mn合金之成型鑄造產品之照片。

圖28為在以玻璃珠噴砂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之成型鑄

造產品之照片。

圖29為製自Al-Ni-Mn合金且具有均勻氧化物層之陽極化 

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圖30A為在陽極化與染色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之成型鑄 

造產品之照片。

圖3OB為在陽極化與染色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之成型鑄 

造產品之照片。

圖31A為在陽極化與拋光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且具有均 

勻氧化物層之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圖31B為在陽極化與拋光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且具有均 

勻氧化物層之成型鑄造產品之顯微照片。

圖32係說明製自各種Al-Ni-Mn合金之成型鑄造產品之不 

同顯微照片。

圖33為根據本發明揭示內容製自Al-Ni-Mn合金之兩種薄 

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圖34為說明兩種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 

照片，一種製自Al-Ni-Mn合金，而一種製自習用A380合金。

圖35為說明在陽極化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且具有明亮 

表面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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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為說明在化學蝕刻、陽極化及染色之後製自Al-Ni-Mn 

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圖37為說明在陽極化及塗敷矽聚合體塗層之後製自 

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 

片。

圖38為說明在陽極化與染色之後製自Al-Ni-Mn合金且具 

有大理石狀飾面之厚壁成型鑄造汽車零件之照片。

圖39A為說明製自Al-Ni合金與使用切線閘門型態之壓 

鑄，在脫脂與陽極化後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 

蓋層之照片。

圖39B為說明製自Al-Ni合金與使用風扇閘門型態之壓 

鑄，在脫脂與陽極化後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 

蓋層之照片。

圖40A為說明製自Al-Ni合金與使用切線閘門型態之壓 

鑄，在脫脂、陽極化及著色後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 

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圖40B為說明製自Al-Ni合金與使用風扇閘門型態之壓 

鑄，在脫脂、陽極化及著色後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 

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圖41A為說明製自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其中後處理方法包括結構化、化學 

拋光、陽極化、染色及密封。

圖41B為說明製自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其中後處理方法包括化學蝕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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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拋光、結構化、化學拋光、陽極化、染色及密封。

圖42A為說明製自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其中後處理方法包括機械拋光 '陽 

極化及塗覆。

圖42B為說明製自Al-Ni-Mn合金之薄壁成型鑄造可移動電 

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其中後處理方法包括化學蝕刻、機 

械拋光、陽極化及塗覆。

圖43A為說明在陽極化與密封之後製自A380合金之薄壁 

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圖43B為說明在陽極化與密封之後製自Al-Ni合金之薄壁 

成型鑄造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之照片。

雖然本發明揭示內容之各種具體實施例已被詳細地描 

述，但顯而易見的是，對於熟諳此藝者而言，此等具體實 

施例之修正與修改係存在。但是，應特別明暸的是，此種 

修正與修改係在本發明揭示內容之精神與範圍內。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200 可移動電子裝置覆蓋層

202 本體

204 觀看表面

204a 第一個所意欲之觀看表面

204b 第二個所意欲之觀看表面

206 內部表面

208 額定壁厚(NWT)

210 逐出器模頭插件

145853 -114-



201031761

212 裝飾用特徵

212 覆蓋層模頭插件

214 裝載特徵

214 模頭框架

216 螺旋凸出部

218 補強助骨

250 截面

251 單一均勻層

300 壓鑄機

310 逐出器模頭

311 活動加熱板

312 覆蓋層模頭

313 脫模劑

314 發射套筒

315 固定加熱板

316 射出活塞

320 模內腔

322 孔口

324 手提澆桶或機器人浇桶

326 熔融金屬

328 成型鑄造產品

330 逐出器針銷

331 螺旋凸出部

332 逐出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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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流槽

355L 左邊切線閘門流槽

355R 右邊切線閘門流槽

356 閘門系統

357 閘門水平承壓面

358 閘門

359 風扇閘門

360 溢流結構

364 肋骨

364 凸出部

366 通氣孔

372 至少一個減震器

391 平面

393 平面

400A 風扇閘門型態

400B 切線閘門型態

400C 旋渦閘門型態

400D 漩渦閘門型態

402 多重風扇閘門

402 多重閘門

402 多重分段閘門

404 熔體前方

405 區域

500 外部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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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α-鋁相

510 第二部份

511 共熔微結構

520 第三部份

522 金屬間材料

70 手機罩殼

710 均勻氧化物層

712 不均勻氧化物層

72 流槽

74 閘門

76 溢流

Α 線條

S 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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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1/0^ 

、Ί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申請案號：991 01 1 43
※申請曰： 分類：C22C

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鋁合金、鋁合金產品及製造彼等之方法 

ALUMINUM ALLOYS, ALUMINUM ALLOY PRODUCTS AND 

METHODS FOR MAKING THE SAME 

®二、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描述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以及製造彼等之方 

法、系統、組合物及裝置。於一項具體實施例中，該裝飾 

用成型鑄造產品係製自Al-Ni或Al-Ni-Mn合金，具有訂製之微 

結構，以幫助製造具有適當飾面與機械性質之經陽極化裝 

飾用成型鑄造產品。

打006.01) 

η 06.

三、英文發明摘要：

Decorative shape cast products and methods, systems, compositions and apparatus for 

producing the same are described. In one embodiment, the decorative shape cast products are 

produced from an Al-Ni or Al-Ni-Mn alloy, with a tailored microstructure to facilitate production of 

anodized decorative shape cast product having the appropriate finish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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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ί. 一種鋁鑄造合金，其基本上由以下所組成：

約6.6至約8.0重量％ Ni ;

約0.5至約3.5重量％ Μη ;

至高約0.25重量％之任何Fe與Si ;

至高約0.5重量％之任何Cu、Zn及Mg ;

至高約0.2重量％之任何Ti、Zr及Sc，其中B與C之一可

被加入，至高達約0.1重量％ ;

至高約0.05重量％之其他元素，其中其他元素之合計係

不超過0.15重量％ ;及 

其餘部份為銘。

2. 一種製自如請求項1之鉅鑄造合金之成型鑄造且經陽極化 

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品具有ISO亮度為至少約20。

3. 如請求項2之成型鑄造且經陽極化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 

品具有CIELAB L-值為至少約55。

4. 如請求項2之成型鑄造且經陽極化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 

品係在F回火中實現抗拉屈服強度為至少約100 MPa。

5. 如請求項2之成型鑄造且經陽極化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 

品係在F回火中實現衝擊強度為至少約4焦耳。

6. 如請求項2之成型鑄造且經陽極化產品，其中此產品具有 

層狀微結構；

其中層狀微結構包含外層與第二層 ；

其中外層包含α鋁相與共熔微結構；

其中外層包含不大於約400微米之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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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種方法，其包括：

⑻選擇關於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產品應用；

(b) 選擇關於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後處理型式；

(c) 以步驟⑻與(b)之至少一個為基礎，選擇：

(i) 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預定微結構；與

(ii) 供使用於製造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合金，其中 

合金為以下之一：

(A) 包含約0.5重量％至約8.0重量％ Ni之Al-Ni鑄造 

合金；與

(B) 包含約0.5重量％至約8.0重量％ Ni與約0.5重量 

%至約3.5重量％ Μη之Al-Ni-Mn鑄造合金；及

(d) 製造成型鑄造產品以回應選擇步驟(c)，其中製造包 

括：

(i)自Al-Ni或Al-Ni-Mn合金壓鑄成型鑄造產品；與 

⑻使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陽極化，其中陽極化包括

自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一部份形成均勻氧化物層 ； 

其中在陽極化步驟(ii)之後，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係實現 

(A) CIELAB L-值為至少約55，與(B) ISO亮度為至少約20兩 

者。

8. 如請求項7之方法，其中在陽極化步驟⑻之後，成型鑄造 

鋁合金產品係實現Delta-E不大於約5.0。

9. 如請求項7之方法，其中後處理型式包含無視覺上顯而易 

見表面缺陷之表面，且其中選擇步驟(c)包括：

選擇層狀微結構，其中層狀微結構包含具有α鋁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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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熔微結構之外層；且 

其中製造步驟⑹包括：

製造具有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其中外層具有 

不大於約400微米之厚度；且

自成型鑄造產品移除至少一部份外層。

10. 如請求項9之方法，其中選擇步驟⑹包括選擇過共熔合金 

組合物。

11. 如請求項10之方法，其'中合金為Al-Ni-Mn合金。

12. 如請求項10之方法，其中均勻氧化物層係與產品之所意欲 

觀看表面結合，其中此方法包括：

將著色劑塗敷至均勻氧化物層之至少一部份，其中在 

塗敷步驟之後，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具有 

Delta-E不大於約5.0，此係至少部份由於氧化物層之均勻性 

所致，且其中所意欲觀看表面係實質上不含視覺上顯而易 

見之表面缺陷。

φ 13.如請求項7之方法，其中後處理型式為大理石狀表面，且 

其中選擇步驟（c）包括：

選擇層狀微結構，其中層狀微結構包含具有相當地規 

則分佈之6Z鋁相與共熔微結構之外層；且其中製造步驟⑹ 

包括：

製造具有層狀微結構之成型鑄造產品；且

將著色劑塗敷至層狀微結構之均勻氧化物層，其中， 

在塗敷步驟之後，成型鑄造產品具有大理石狀意欲觀看之 

表面，此係至少部份由於經選擇之ύ!鋁相與共熔微結構所

145853 -3-



201031761

致。

14.如請求項13之方法，其中選擇步驟⑹包括選擇亞共熔合金 

組合物。

15 .如請求項14之方法，其中合金為Al-Ni-Mn合金。

16. —種方法，其包括：

⑻使熔融金屬流入最初路徑中；

(b) 自最初路徑，在約30度至約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 

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其中鑄造腔穴係與最初路 

徑呈流體連通；

(c) 使熔融金屬在鑄造腔穴中冷卻，以產生固態金屬；及

⑹自固態金屬製造具有所意欲觀看表面與額定壁厚

不大於約2.0毫米之鋁產品，其中製造步驟包括使鋁產品 

陽極化，其中，在陽極化之後，鋁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 

係實質上不含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

17. 如請求項16之方法，其中鋁產品具有額定壁厚不大於約 

1.0毫求。

18. 如請求項16之方法，其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 

穴中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15毫米。

19. 如請求項18之方法，其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 

穴中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10毫米。

20. 如請求項19之方法，其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 

穴中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5毫米。

21. 如請求項16之方法，其中最初路徑包括流槽通道。

22. 如請求項16之方法，其中最初路徑係經由轉移路徑而被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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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鑄造腔穴。

23. 如請求項22之方法，其中轉移路徑包括切線閘門，且其中， 

在陽極化之後，鋁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係實質上不含視 

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此係至少部份由於切線閘門所 

致。

24. 如請求項23之方法，其中強迫步驟包括自最初路徑，在60 

至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

25. 如請求項23之方法，其中強迫步驟包括自最初路徑，在70 

至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

26. 如請求項23之方法，其中強迫步驟包括自最初路徑，在80 

至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

27. —種方法，其包括：

⑻使熔融金屬流入最初路徑中；

⑻自最初路徑，在約0度至約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 

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其中鑄造腔穴係與最初路 

徑呈流體連通，且其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穴 

中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15毫米；

(c)使熔融金屬在鑄造腔穴中冷卻，以產生固態金屬；及

⑻自固態金屬製造具有所意欲觀看表面與額定壁厚 

不大於約2.0毫米之鋁產品，其中製造步驟包括使鋁產品 

陽極化，其中，在陽極化之後，鋁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 

係實質上不含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

28. 如請求項27之方法，其中鋁產品具有額定壁厚不大於約 

1.0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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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請求項28之方法，其中熔融金屬自最初路徑進入鑄造腔 

穴中所運行之距離係不大於約5毫米。

30. 如請求項29之方法，其中強迫步驟包括自最初路徑，在80 

至90度範圍內之角度下，強迫熔融金屬進入鑄造腔穴中。

31. —種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包含：

一個包含所意欲觀看表面之本體，其中該本體包含：

(I) 鋁合金基材，其中鋁合金基材包含約0.5至約8.0重 

量％ Ni與至高約3.5重量％ Μη ;

(II) 製自鋁合金基材之均勻氣化物層，其中氧化物層 

包含多個孔隙，且其中氧化物層係與薄壁成型鑄造鋁 

合金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結合；

其中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係實質上不含視 

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且

其中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係在F回火中具有抗拉 

屈服強度為至少約100 MPa。

32.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氧化物層基 

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以及S、Ρ、Cr及B之至 

少-—種。

33.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氧化物層基 

本上由以下所組成：Al、Ni、Ο，以及S與Ρ之至少一種。

34.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本體係不含 

非氧化物層在鋁合金基材與氧化物層之間。

35.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 

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顏色之變化性係不大於+/- 5.0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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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且其中變化性係至少部份由於均勻氧化物層之均勻性 

所致。

36.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包含：

至少部份充填氧化物層之孔隙之著色劑。

37. 如請求項36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著色劑係呈 

矽聚合體塗層之形式，其中該塗層係覆蓋氧化物層之至少 

一部份。

38. 如請求項37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塗層係通過 

根據ASTM D3359-09之十字線條試驗，其中薄壁成型鑄造鋁 

合金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當根據ASTM Β117測試時， 

係在曝露至鹽溶液2小時之後，未含有凹洞在所意欲觀看 

表面上，其中塗層係通過根據ASTM D4060-07之Taber磨損試 

驗，其中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塗層，當根據ISO 

11507測試時，係在曝露至具有波長為340毫微米之QUV-A 

燈泡之24小時後，實現Delta-E低於約0.7，其中所意欲觀看 

表面，當根據EN 1811測試對鎳萃取時，係在曝露至人造汗 

之後未獲得材料視覺變化，其中當根據ASTM D3363-09之鉛 

筆硬度試驗度量時，裝飾用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 

面係達成至少約2H之等級，且其中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 

觀看表面顏色之變化性係不大於+/- 5.0 Delta E。

39. 如請求項36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成型鑄造產 

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顏色之變化性係不大於+/- 5.0 Delta E。

40. 如請求項31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其中鋁合金組合 

物包括鋁、錦及鎰之過共熔合金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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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種薄壁鑄造鋁合金產品，其包含：

一個包含所意欲觀看表面之本體，其中該本體包含：

(I) 具有層狀微結構之鋁合金基材，其中鋁合金基材 

包含約0.5至約8.0重量％ Ni與至高約3.5重量％ Μη，且其 

中層狀微結構包含相當地規則分佈之ύ：鋁相與共熔微 

結構；

(II) 由銘合金基材所形成之象化物層，其中氧化物層 

包含多個孔隙，其中氧化物層係與薄壁成型鑄造鋁合 

金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結合，且其中著色劑係至少 

部份充填氧化物層之孔隙 ；

其中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表面具有實質上大理 

石狀外觀，其中＜2鋁相係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一種顏 

色，且其中共熔微結構包含由於著色劑所致之第二種顏 

色，其中第二種顏色係不同於第一種顏色，其中α鋁相之 

第一種顏色與共熔微結構之第二種顏色之組合係至少部 

份有助於大理石狀外觀。

42. —種方法，其包括：

⑻製造具有所意欲觀看表面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

σ ·口 σ »

⑴其中製造包括壓鑄含有約0.5至約8.0重量％ Ni與 

至高約3.5重量％ Μη之鋁合金；

(ϋ)其中，在製造步驟之後，薄壁成型鑄造產品係包 

含具有6E鋁相與共熔相之外層；

(b)自薄壁成型鑄造產品移除不大於約500微米之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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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薄壁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其中陽極化包括自薄 

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一部份形成氧化物層，其中氧化 

物層係與所意欲觀看表面結合，且其中氧化物層包含多個 

孔隙；

⑻將著色劑塗敷至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氧化物 

層，其中在塗敷步驟之後，至少一部份著色劑係至少部份 

經配置在氧化物層之孔隙內；

其中，在塗敷步驟之後，所意欲觀看表面係實質上不 

含視覺上顯而易見之表面缺’陷；且

其中，在塗敷步驟之後，所意欲觀看表面顏色之變化 

性係不大於+/- 5.0 Delta E。

43. 如請求項42之方法，其中塗敷著色劑步驟包括：

使氧化物層與染料，且於電流不存在下接觸。

44. 如請求項42之方法，其中塗敷步驟包括：

使塗層先質沉積在氧化物層之表面上；且

使塗層先質轉化成塗層，其中在轉化步驟之後，塗層 

係實質上覆蓋氧化物層。

45. 如請求項44之方法，其中塗層先質為矽聚合體之先質，且 

其中覆蓋步驟係包括將放射或熱施加至塗層先質，以產生 

含有矽聚合體之塗層。

46. 一種方法，其包括：

(a)製造具有所意欲觀看表面之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

σ ·口 σ >

(i)其中製造包括壓鑄含有約0.5至約8.0重量％ Ni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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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約3.5重量％ Μη之鋁合金；

(ii)其中，在製造步驟之後，薄壁成型鑄造產品係包

含相當地規則分佈之α鋁相與共熔相；

(b) 自薄壁成型鑄造產品移除不大於約500微米之外層；

(c) 使薄壁成型鑄造產品陽極化，其中陽極化包括自薄 

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一部份形成氧化物層，其中氧化 

物層係與所意欲觀看表面結合，且其中氧化物層包含多個 

孔隙；

⑹將著色劑塗敷至薄壁成型鑄造鋁合金產品之氧化物 

層，其中在塗敷步驟之後，至少一部份著色劑係至少部份 

經配置在氧化物層之孔隙內；

其中，在塗敷步驟之後，成型鑄造產品之所意欲觀看 

表面係具有實質上大理石狀外觀，其中a鋁相係包含由於 

著色劑所致之第一種顏色，且其中共熔微結構係包含由於 

著色劑所致之第二種顏色，其中第二種顏色係不同於第一 

種顏色，其中α鋁相之第一種顏色與共熔微結構之第二種 

顏色之組合係至少部份有助於大理石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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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代表圖： ’，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ί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無元件符號說明）

五、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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