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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

包括若干个一次发孔槽（2）和一个循环泵（7）；在

一次发孔槽（2）内均分别设有两块石墨极板（3），

并且在每一块石墨极板（3）的外侧面设有一个密

封盒（5），密封盒（5）上设有进出液口（6），进出液

口（6）通过连接管Ⅰ分别与循环泵（7）相连通，在

两块石墨极板（3）两侧的边侧面分别设有一块侧

封板（4）；所述的石墨极板（3）上还设有若干个通

孔。本发明能够大量减少加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

所带来的气泡对铝箔表面的冲击，并实现极板间

的循环量可控制，保证了铝箔表面有序发孔和获

得大电流密度均匀的发孔，从而避免铝箔表面气

体堆积，获得更好的初始蚀孔结构和腐蚀均匀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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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一次发孔槽（2）和一个循环泵

（7），一次发孔槽（2）通过连接管Ⅲ与循环泵（7）相连通；在每一个一次发孔槽（2）内均分别

设有两块相对而立的石墨极板（3），石墨极板（3）之间设置供铝箔通过的电化学腐蚀通道，

并且在每一块石墨极板（3）的外侧面设有一个密封盒（5），密封盒（5）上设有进出液口（6），

进出液口（6）通过连接管Ⅰ分别与循环泵（7）相连通，在两块石墨极板（3）两侧的边侧面分别

设有一块侧封板（4），从而由密封盒（5）、侧封板（4）形成四周封闭的空间；所述的石墨极板

（3）上还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的通孔水平设置或者倾斜设置，倾斜角度为0～60°；在采用

该装置对铝箔（1）进行发孔腐蚀时，铝箔（1）从一次发孔槽（2）的上方输送进入两块石墨极

板（3）之间的电化学腐蚀通道，然后从两块石墨极板（3）底部输送出来，再进入下一个一次

发孔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墨极板（3）的

通孔倾斜设置时，统一设为向上倾斜或者向下倾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盒（5）覆盖

石墨极板（3）设置通孔的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墨极板（3）的

上方还设有喷淋管（9）；喷淋管（9）通过连接管Ⅱ与循环泵（7）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管Ⅰ、连接管

Ⅱ和连接管Ⅲ上均分别设有球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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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化学加电的腐蚀设备，具体涉及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铝电解电容器用阳极铝箔制造过程主要分为铝光箔制造、腐蚀箔制造和化成箔制

造，其最终完成制造的化成箔就是我们目前铝电解电容器所用的阳极电极箔。而目前阳极

电极铝箔厂主要进行腐蚀和化成两个工序，光箔基本源于采购，因而对于阳极电极箔的制

造对于电子铝箔厂来说腐蚀箔制造工序与化成箔制造工序就尤为重要，特别是腐蚀箔制造

工序，它决定了阳极箔孔型结构和孔密度，以及生成的孔在表面的分布，也决定了阳极箔容

量。

[0003] 腐蚀箔制造工序的主要过程是将铝光箔置于特定的腐蚀液中进行预腐蚀、发孔腐

蚀、扩孔腐蚀、纯化学腐蚀等处理，其目的是在铝箔表面形成一定数量的孔，以此获得较大

的表面积，从而得到一定容量的阳极腐蚀箔，这些工序中最为关键的是发孔腐蚀，也就是蚀

孔的生成过程。因而在腐蚀箔制造工序中，要获得高比容、高质量和离散率小的腐蚀箔，就

需要在发孔阶段获得均匀一致的蚀孔，如果不能得到好的初始蚀孔，会导致后级腐蚀出现

表面蚀孔钝化、并孔或表面严重削失等现象，从而使生产出来的腐蚀箔静电容量低、容量离

散率高而无法满足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需要。

[0004] 国内传统的高压阳极电极箔腐蚀一般采用直流电化学腐蚀蚀发孔：即在侵蚀溶液

中设置一对电极板，其电极板为石墨极板（如附图1），电极板接电源负极，铝箔接正析从电

极板这间穿过，该电极具有表面均匀和实心的特点，但在该极板与铝箔实施加电过程中，因

侵蚀液中H+-2e=H2，产生大量的气泡，并且因侧封板的阻档作用，其产出氢气带动所产生的

大量气泡只有向上涌出，并在上涌的过程中对铝箔带来较大的表面冲击，影响到铝箔发孔

的均匀性从而影响到性能的提升。

[0005] 中国专利号CN  201321503Y公开了一种铝箔的电解腐蚀装置，该专利对低压电解

腐蚀装置，并主要通过循环方式的调整来减少电流的无规律泄露和保护短时间内获得大电

流密度的发孔为出发点，该方式对产生的气体带来的气泡并不能起到降低作用，并且该专

利方式主要应用于低压腐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传统石墨极板在加电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提供了一种新

型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该装置能够大量减少加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所带来的气泡对

铝箔表面的冲击，并实现极板间的循环量可控制，保证了铝箔表面有序发孔和获得大电流

密度均匀的发孔，从而避免铝箔表面气体堆积，获得更好的初始蚀孔结构和腐蚀均匀度。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包括若干个一次发孔槽和一个循环泵，一次发孔槽

通过连接管Ⅲ与循环泵相连通；在每一个一次发孔槽内均分别设有两块相对而立的石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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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石墨极板之间设置供铝箔通过的电化学腐蚀通道，并且在每一块石墨极板的外侧面设

有一个密封盒，密封盒上设有进出液口，进出液口通过连接管Ⅰ分别与循环泵相连通，在两

块石墨极板两侧的边侧面分别设有一块侧封板，从而由密封盒、侧封板形成四周封闭的空

间；所述的石墨极板上还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的通孔水平设置或者倾斜设置，倾斜角度为

0～60°；在采用该装置对铝箔进行发孔腐蚀时，铝箔从一次发孔槽的上方输送进入两块石

墨极板之间的电化学腐蚀通道，然后从两块石墨极板底部输送出来，再进入下一个一次发

孔槽。

[0009] 在本发明中，两块石墨极板为一对；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一

次发孔槽内设置多对石墨极板，每一对石墨极板均配置相同结构的侧封板和密封盒。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石墨极板的通孔倾斜设置时，统一设为向上倾斜或者

向下倾斜。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所述的密封盒覆盖石墨极板设置通孔的区域。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石墨极板的上方还设有喷淋管；喷淋管通过连接管Ⅱ

与循环泵相连接。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所述的连接管Ⅰ、连接管Ⅱ和连接管Ⅲ上均分别设有球阀。

[0014] 本发明的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在每对极板上进行开孔，并通过密封盒对开孔

区域进行密封，其密封盒连接循环泵；从而实现向极板间平行、斜向上或斜向下喷射更新的

腐蚀液，从而使得腐蚀箔既能保持更新和新鲜，且能使用液流更均匀分布于铝箔两侧，避免

气体吸附在铝箔，提高了铝箔发孔率、改善了孔形分布，获得了更均匀的初始蚀孔。本发明

还可实现通过石墨板开孔孔洞与密封盒把极板间与铝箔电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气泡有效的

抽出，从而避免了气体吸附在铝箔表面和气体上涌对铝箔表面冲击所造成的局部纯化、表

面气泡斑和上部气泡堆积等不利影响，提高了铝箔表面发孔率和发孔均匀性，更有利于获

得上部大电流密度的均匀发孔，得到更高性能的腐蚀箔。实验证明：本发明在铝箔电解加电

腐蚀过程中可有效的解决铝箔表面气泡斑、杜绝铝箔的局部钝化、边缘容量低，纵向和横向

容量散差大等问题，使用铝箔腐蚀更为均匀，铝箔产品的腐蚀箔散差较传统装置产品低1.5

～3%，腐蚀箔性能提升2～3%。

[0015] 本发明的侧封板和密封盒均采用绝缘屏蔽板材制成。

[0016] 本发明的优点：

[0017] 本发明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大量减少加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所带来的气泡

对铝箔表面的冲击，并实现极板间的循环量可控制，保证了铝箔表面有序发孔和获得大电

流密度均匀的发孔，从而避免铝箔表面气体堆积，获得更好的初始蚀孔结构和腐蚀均匀度。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传统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1-铝箔，2-一次发孔槽，3-石墨极板，4-侧封板，5-密封盒，6-进出液口，

7-循环泵，8-球阀，9-喷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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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2-3所示，一种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包括若干个一次发孔槽2和一个循环

泵7，一次发孔槽2通过连接管Ⅲ与循环泵7相连通；在每一个一次发孔槽2内均分别设有两

块相对而立的石墨极板3，石墨极板3之间设置供铝箔通过的电化学腐蚀通道，并且在每一

块石墨极板3的外侧面设有一个密封盒5，密封盒5上设有进出液口6，进出液口6通过连接管

Ⅰ分别与循环泵7相连通，在两块石墨极板3两侧的边侧面分别设有一块侧封板4，从而由密

封盒5、侧封板4形成四周封闭的空间；所述的石墨极板3上还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的通孔

水平设置；在采用该装置对铝箔1进行发孔腐蚀时，铝箔1从一次发孔槽2的上方输送进入两

块石墨极板3之间的电化学腐蚀通道，然后从两块石墨极板3底部输送出来，再进入下一个

一次发孔槽。

[0025] 所述的密封盒5覆盖石墨极板3设置通孔的区域。所述的石墨极板3的上方还设有

喷淋管9；喷淋管9通过连接管Ⅱ与循环泵7相连接。所述的连接管Ⅰ、连接管Ⅱ和连接管Ⅲ上

均分别设有球阀8。

[0026] 实施例2：

[002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的石墨极板3的通孔向上倾斜60°设置。

[0028] 实施例3：

[002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的石墨极板3的通孔向下倾斜60°设置。

[0030] 实施结果：

[0031] 在铝箔的电化学腐蚀中，统一采用纯度为99.99%、厚度为100 μm、立方织构占有率

大于95%的铝箔，生产工艺流程为：前处理、一级发孔腐蚀、二级扩孔腐蚀、后处理和干燥。干

燥后的腐蚀箔进行化成处理，其化成条件：10%硼酸，90℃，0.05A/cm2，Vfe=520V。结果如下：

[0032]

[0033] 本发明铝箔电解加电电极装置使用实施例2（抽液）方式，腐蚀箔比容性能提升

2.24%，腐蚀箔散差降低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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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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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108251889 B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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