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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对一金属工件进行阳极氧化处理，

以在所述金属工件的着色表面形成具有多个膜

孔的阳极氧化膜，及将多个胶体粒子置入到所述

阳极氧化膜中，使所述胶体粒子至少沉积于部分

所述膜孔中，其中，所述胶体粒子包括内核与包

覆在所述内核上的外壳，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

别具有不同的折射率，所述胶体粒子用于对射入

所述阳极氧化膜中的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使

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本发明同时提出一种阳

极氧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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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对一金属工件进行阳极氧化处理，以在所述金属工件的着色表面形成具有多个膜孔的

阳极氧化膜，及

将多个胶体粒子置入到所述阳极氧化膜中，使所述胶体粒子至少沉积于部分所述膜孔

中，其中，所述胶体粒子包括内核与包覆在所述内核上的外壳，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具

有不同的折射率，所述胶体粒子用于对射入所述阳极氧化膜中的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

使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胶体粒子的表面具有

电荷。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置入所述胶体粒子的步

骤中，将所述金属工件浸于含有所述胶体粒子的溶液中，以阳极氧化膜作为电极，以惰性电

极作为相反电极，并施加外加电场形成电泳，所述胶体粒子表面的电荷与所述阳极氧化膜

的极性相反，所述胶体粒子向所述阳极氧化膜移动并沉积于至少部分所述膜孔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

为氧化钛、氧化锌、氧化硅、氧化钡或氧化锆中的至少一种或多种成分。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胶体粒子的粒径范围

为所述膜孔的孔径的1/5至1/1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阳极氧化处理的步

骤中，采用体积比为2～20％的硫酸溶液为阳极氧化溶液，阳极氧化处理的操作时间为20～

50分钟，操作温度为20～30摄氏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作方法还包括在置

入所述胶体粒子后，对所述阳极氧化膜进行抛光，以移除所述阳极氧化膜表面未置入所述

胶体粒子的部分结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作方法还包括阳极

前预处理的步骤，阳极前预处理包括脱脂、碱咬及剥黑膜处理的一种或几种。

9.一种阳极氧化膜，形成于一金属工件的表面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阳极氧化膜具有多

个膜孔，至少部分膜孔中填充有胶体粒子，所述胶体粒子包括内核与包覆在所述内核上的

外壳，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具有不同的折射率，所述胶体粒子用于对射入所述阳极氧

化膜中的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使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阳极氧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为氧化钛、

氧化锌、氧化硅、氧化钡或氧化锆中的至少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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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氧化膜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阳极氧化领域，特别是一种阳极氧化膜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产品，如铝/铝合金、镁/镁合金或钛/钛合金，一般会进行阳极氧化处理，以在

其表面形成抗腐蚀性及耐磨性较佳的阳极氧化膜。为使产品表面颜色多样化，阳极氧化后

会对产品进行染色处理或喷涂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有些产品会需要形成白色的阳极氧化

膜。然而，现有的阳极氧化染色方法通常较难形成质感较佳的白色氧化膜，或制作方法中会

用到高毒性的化学药剂，制程不环保。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状况，有必要提供一种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4] 鉴于上述状况，还有必要提供一种阳极氧化膜，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一种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一金属工件进行阳极氧化处理，以

在所述金属工件的着色表面形成具有多个膜孔的阳极氧化膜，及将多个胶体粒子置入到所

述阳极氧化膜中，使所述胶体粒子至少沉积于部分所述膜孔中，其中，所述胶体粒子包括内

核与包覆在所述内核上的外壳，所述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具有不同的折射率，所述胶体粒

子用于对射入所述阳极氧化膜中的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使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

[0006] 一种阳极氧化膜，形成于一金属工件的表面上，所述阳极氧化膜具有多个膜孔，至

少部分膜孔中填充有胶体粒子，所述胶体粒子包括内核与包覆在所述内核上的外壳，所述

内核与所述外壳分别具有不同的折射率，所述胶体粒子用于对射入所述阳极氧化膜中的入

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使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

[0007] 上述阳极氧化膜具有多个膜孔，至少部分膜孔中填充有胶体粒子，所述胶体粒子

用于对射入所述阳极氧化膜中的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使所述阳极氧化膜呈白色。上述

阳极氧化膜的目视质感较佳，并且，上述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不需使用过多的化学药剂，

制作简单且效率较高。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0009] 图2A～图2C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阳极氧化膜的制作方法的示意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胶体粒子的结构示意图。

[0011]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2]

工件 100 

阳极氧化膜 10 

膜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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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粒子 30 

内核 31 

外壳 32 

光线 200 

[0013]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方式及实

施方式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15]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方式

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001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

[0017]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

合。

[0018] 请同时参阅图1、图2A至图2C，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阳极氧化膜10形成于金属工

件100上，金属工件100由铝合金制成，大致呈方形板状。可以理解，金属工件100也可由铝金

属、镁/镁合金或钛/钛合金制成。

[0019] 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阳极氧化膜10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S101，对金属工件100进行阳极前预处理，以去除金属工件100的着色表面的

缺陷、油污或自然氧化膜。

[0021] 可以理解，阳极前预处理包括脱脂、碱咬及剥黑膜处理的一种或几种。其中，脱脂

采用弱碱性溶液，如焦磷酸钠；碱咬采用强碱性溶液；剥黑膜采用强酸性溶液。可以理解，脱

脂、碱咬或剥黑膜处理也可分别采用其它化学溶液。另外，根据实际需要，也可增加机械抛

光、喷砂或化学抛光等阳极前预处理，从而使金属工件100 呈现不同的表面效果。

[0022] 步骤S102，对金属工件100进行阳极氧化处理，以在金属工件100的着色表面上形

成具有多个膜孔20的阳极氧化膜10。

[0023] 阳极氧化处理时，将表面干净之金属工件100放入阳极氧化溶液中，并通上电压，

以金属工件100为阳极、并将其连接至外接直流电源的正极进行阳极氧化，以形成多个膜孔

20有序排列的阳极氧化膜10。在本实施方式中，采用体积比为2～20％的硫酸溶液为阳极氧

化溶液，阳极氧化处理的操作时间为20～50分钟，操作温度为20～40摄氏度。较佳地，膜孔

的孔径为20～200纳米，阳极氧化膜10的厚度为1～20微米。

[0024] 可以理解，阳极氧化溶液还可为硫酸、草酸、磷酸、柠檬酸、酒石酸的至少一种或多

种的混合物所组成之酸性水溶液。

[0025] 可以理解，在阳极氧化膜10形成之后，可将金属工件100置于室温下在干净的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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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超声波水洗，以去除金属工件100中残留的阳极氧化溶液。

[0026] 步骤S103，将多个胶体粒子30置入到阳极氧化膜10中。

[0027] 具体地，首先，将金属工件100浸于含有多个胶体粒子30的溶液中。含有胶体粒子

30的溶液为可均匀分散于水、水溶液或小分子醇类溶液的至少一种或多种成分所组成的均

匀分散溶液。胶体粒子30具有多个光反射面，能够对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从而胶体粒子30呈

白色。胶体粒子30可为氧化钛、氧化锌、氧化硅、氧化钡或氧化锆的至少一种或多种成分所

组成之粒子。胶体粒子30的表面带有电荷，该电荷的产生可来自于通过氧化物水解反应、氢

化反应或表面修饰形成之官能基团，且该电荷均匀分布于胶体粒子30的表面上。

[0028] 接着，以阳极氧化膜10作为电极，惰性电极作为相反电极，施加适当的外加电场，

形成电泳。胶体粒子30表面的电荷与阳极氧化膜10具有相反的极性，从而溶液中的多个胶

体粒子30将向阳极氧化膜10移动并沉积于至少部分膜孔20内。较佳地，胶体粒子  30的粒径

范围为阳极氧化膜的膜孔20之孔径的1/5至1/10，每个膜孔20中可置入多个胶体粒子30。可

以理解，胶体粒子30可填充部分膜孔20内。

[0029] 请同时参照图3，在一种实施方式中，胶体粒子30包括内核  31及包覆在内核外侧

的外壳32。内核31与外壳32分别由折射率不同的两种成分组成。内核31与外壳32分别为氧

化钛、氧化锌、氧化硅、氧化钡或氧化锆中的至少一种或多种成分。例如，内核  31为氧化硅，

外壳为氧化钛，或者内核31为氧化硅，外壳32为氧化锌，等。

[0030] 当光线200照射到阳极氧化膜10时，置入在膜孔20中的胶体粒子30用于对入射光

进行漫反射。光线200部分由外壳32反射出去，部分穿过外壳32入射到内核31上，且经内核

31反射，再经由外壳32反射出去。由于内核31与外壳32的折射率不同，外壳  32与内核31分

别对入射光进行漫反射，上述胶体粒子30提升了漫反射的比例，从而阳极氧化膜10的白度

更高，视觉效果更好。

[0031] 制作胶体粒子30时，可先制作单一成分的内核31，然后通过对内核31表面进行化

学修饰，在内核31外部包覆一层外壳32。上述化学修饰的方法可为溶胶-凝胶法或化学改性

法。

[0032] 为了提升胶体粒子30在外加电场驱动下的移动与沉积速度，较佳地，制作胶体粒

子30时还可对胶体粒子30表面进行化学修饰，使胶体粒子30的表面携带较多的电荷。

[0033] 步骤S104，将阳极氧化膜10进行抛光，移除阳极氧化膜10  表面未置入胶体粒子30

的部分结构，即可得到白色外观的阳极氧化膜。对阳极氧化膜10进行抛光的方法可为机械

抛光或化学抛光。抛光后，阳极氧化膜10的表面光滑，且具有高反射率。

[0034] 可以理解，当工件100的表面较洁净时，步骤S101可省略而直接对工件100进行阳

极氧化处理。

[0035] 可以理解，在步骤S103中，还可采用电泳之外的其他工艺来置入胶体粒子30，例

如，采用沉淀工艺或PVD工艺。

[0036] 可以理解，当膜孔20完全被胶体粒子30填充时，步骤S104 可以省略。

[0037] 可以理解，在步骤S104之后，还可对阳极氧化膜10进行封孔处理，以增强阳极氧化

膜10的耐磨性。

[0038] 请再次参照图2C，上述阳极氧化膜10形成于金属工件100的着色表面上，阳极氧化

膜10具有多个有序排列的膜孔20，且至少部分膜孔20中填充有白色的胶体粒子30。胶体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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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0用于对入射光进行多级漫反射，且胶体粒子30的内核31与外壳32具有不同的折射率。

当入射在阳极氧化膜10上的入射光的几乎所有可见波长被漫反射时，阳极氧化膜10可在视

觉上呈现出白色的外观。上述阳极氧化膜10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且目视质感较佳。

[0039] 上述阳极氧化膜10的制作方法包括阳极氧化处理的步骤及粒子置入的步骤，不需

使用过多的化学药剂，制作简单且效率较高。与传统的有机染料着色的方法相比，上述制作

方法可避免光照褪色等老化现象发生。

[0040]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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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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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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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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