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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手机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
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本发明通过：
压铸—
锻压—CNC—后处理，
得到手机中框、后盖。将压
铸、锻压的优势集中体现，
在快速生产的同时保
证了产品的致密度 ，达到金属外观件的美学要
求。该工艺降 低制造成本50％以 上 、效率提高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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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手机中框、后盖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熔融压铸，
然后将
得到的压铸件进行锻压一或两次，
接着用CNC机床进行加工，
最后将经CNC加工后的物件进
行后处理，
得到所述手机中框、
后盖；
所述合金基材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Cu 0 .5～4 .0％、Si 10 .0～12 .0％、Mg 0 .02
～0 .3％、
Zn≤0 .1％、
Fe≤1 .3％、
Mn≤0 .5％、
Ni≤0 .5％、
Sn≤0 .35％、
Al 3 .0～11 .5％，
所述锻压工序为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
所述锻压工序中，
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
锻压前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
所述温度为380～500℃；
合金基材金属液是在15～100MPa压力下，
以10～50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所述压铸工
序中，
浇铸温度610～650℃，
所述压铸后工件的厚度留余量15％-30％，
所述合金基材的性
能要求：
剪切强度193～296Mpa，
熔化温度395～700℃，
抗拉强度247～410Mpa，
延伸率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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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机中框、后盖的制备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
201410264957 .7的分案申请，
原案申请日为：
2014年06月13
日，
发明名称为：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手机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手机金属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手机上使用金属中框、
壳体不仅有着精美的外观，
而且具有手感细腻、
耐磨、
防摔、
抗腐蚀等优点，
因而倍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其中，
后盖作为手机重要的一部分，
其外表光滑、
内侧结构复杂。
目前手机后盖的通用做法是：
压铸(或锻压)--CNC--外观处理—后盖；
压铸
具有效率高、
成型好、可制造结构复杂件、
成本低等优点；
由于熔液经高速充填到压铸模内
时，
会产生乱流之现象，
局部形成气孔或收缩孔，
影响铸件之耐气密性，
使该种工艺存在问
题是压铸产品致密度不够，
且工序较多，
不被业界所采用。另一种锻造工艺虽能获得致密的
产品，
由于生产过程复杂，
这其中包括多次锻压、
及夹杂其中的加热、
退火等等工序，
加工工
序需要达到十二夹以上；
使得锻造成本非常高，
通常是压铸产品的十几倍，
同时锻压耗能极
高，
会大量地消耗电能、
及水资源，
不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可以降低成本50％、效率提高
60％，
同时保证产品的致密度的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熔融压铸，
然后将得到的压铸
件进行锻压一或两次，
接着用CNC机床进行加工，
最后将经CNC加工后的物件进行后处理得
到所述手机中框、
后盖。
[0007] 较佳地，
所述压铸工序中，
合金基材金属液是在15～100MPa压力下，
以10～50米/
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0008] 较佳地，
所述压铸工序中，
浇铸温度610～650℃。
[0009] 其中，
所述锻压工序为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
在整个成形过程中坯料温度
保持恒定值。等温锻压是为了充分利用某些金属在等一温度下所具有的高塑性，
或是为了
获得特定的组织和性能。
[0010] 所述锻压工序中，
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前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
所
述温度为380～500℃；
更好地应用金属塑性变形，
提高工件的机械性能(强度、
塑性、韧性、
疲劳强度)和可靠度。
[0011] 较佳地，
所述压铸后工件的厚度留余量15％～30％；
主要是为了后续锻压的的加
工。
[0012] 其中 ，
所述合金材料中各成分的 质量百分比 为 ：Cu 0 .5～4 .0％ 、Si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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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Mg 0 .02～0 .3％、Zn≤0 .1％、Fe≤1 .3％、Mn≤0 .5％、Ni≤0 .5％、Sn≤0 .35％、Al
3 .0～11 .5％。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剪切强度193～296Mpa，
熔化温度395～700℃，
抗拉强
度247～410Mpa，
延伸率5～25％。
[0013] 较佳地，
所述合金材料中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Al 8 .9％～9 .2％，
Mn 0 .19％～
0 .25％，
Zn 0 .65％～0 .75％，
Si 0 .035％～0 .05％，
Cu 0 .015％～0 .025％，
Ni<0 .002％，
Fe
<0 .003％，
Be<0 .0015％，
余Mg。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230Mpa，
屈服强度165Mpa，
延
伸率3％，
剪切强度140Mpa，
疲劳强度70Mpa，
冲击强度2 .2J，
硬度75BHN，
杨氏系数45Gpa，
潜
热373KJ/KG。
[0014] 本发明压铸工艺增设锻压工艺，
使整个工件完全依次完全经历压铸和锻压的处
理，
为了达到优质品种，
配合整个压铸后锻压的处理，
需要在合金材料上进行筛选，
同时在
制备方法上进行优化，
例如为了便于锻压需要压铸后在工件上进行预留，
同时在锻压工艺
前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本发明充分利用了压铸工艺效率高、
成型好、
可制造结构
复杂件、
成本低的优点，
同时结合锻压以增大所述工件表面的密度，
使表面更加规整致密从
而使后续的外观处理能够实现更好的效果。它改变金属组织，
提高金属性能。工件经过热锻
压后，
原来的铸态疏松、孔隙、微裂等被压实或焊合；
原来的枝状结晶被打碎，
使晶粒变细。
本发明同时使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和同时锻压前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
能
改变原来的碳化物偏析和不均匀分布，
使组织均匀，
从而获得内部密实、均匀、
细微、
综合性
能好。使得金属塑性流动而制成所需形状的工件。金属受外力后按以下规律产生塑性流动：
一是体积不变规律，
除有意切除的部分外，
其余金属只有相互位置的转移，
总体积不变；
二
是最小阻力规律，
金属总是向阻力最小的部分流动。生产中，
常按照这些规律控制工件形
状，
实现镦粗拔长、
扩孔、
弯曲、
拉深等变形。其中，
为了达到最终产品的质量标准，
同时达到
更简洁流畅的工艺，
降低报废率节约成本，
配合本发明所述的生产方法，
对合金的组分含量
和物化性质也有一定的要求。
[0015]
总之，
本发明制得的工件尺寸精确、
有利于组织批量生产，
成形的尺寸精确、
稳定。
可采用高效锻压机械和自动锻压生产线，
组织专业化大批量或大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
50％、
效率提高60％，
同时保证产品的致密度。
[0016] 具体的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以助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
解本发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15MPa压力下，
以50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1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量15％～30％。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
38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
压至产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
面的致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锻压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
艺，
大大提升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后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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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合金材料中要求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Cu 1 .5～3 .5％、
Si 10 .5～12 .0％、
Mg≤0 .3％、
Zn≤0 .1％、
Fe≤1 .3％、
Mn≤0 .5％、
Ni≤0 .5％、Sn≤0 .30％、Al余量。合金材料
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296Mpa，屈服强度186Mpa，
延伸率2％，
剪切强度196Mpa，
膨胀系数
-6 -1
21 .0(10 度 )，
熔化温度625℃。
[0021] 实施例2
[0022]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100MPa压力下，
以10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5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15％。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50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压至产
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的致
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
锻压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
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艺，
大大
提升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
后盖。
[0023] 其中合金材料中要求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Cu 3 .0～4 .5％、
Si 10 .5～12 .0％、
Mg≤0 .1％、
Zn≤0 .1％、
Fe≤1 .3％、
Mn≤0 .5％、
Ni≤0 .5％、Sn≤0 .35％、Al余量。合金材料
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330Mpa，
屈服强度165Mpa，
延伸率2 .5％，
剪切强度200Mpa，
膨胀系数
-6 -1
20 .7(10 度 )，
熔化温度675℃。
[0024] 实施例3
[0025]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50MPa压力下，
以20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2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20％。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45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压至产
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的致
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锻压
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
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艺，
大大提升
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
后盖。
[0026] 其中合金材料中要求各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Cu 0 .5～1 .2％、
Mg 0 .02～0 .03％、
Zn余量、Fe≤0 .06％、Sn≤0 .002％、Al 10 .8～11 .5％。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
-6
-1
404Mpa，
屈服强度320Mpa，
延伸率5％，
剪切强度296Mpa，
膨胀系数24 .1(10 度 ) ，
熔化温度
460～490℃。
[0027] 实施例4
[0028]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80MPa压力下，
以35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2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20％。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45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压至产
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的致
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
锻压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
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艺，
大大
提升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
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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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合金材料中要求各成分的 质量百分比 为 ：Cu 0 .75～1 .25％、Mg 0 .03～
0 .06％、Zn余量、
Fe≤0 .75％、Sn≤0 .001％、Al 3 .9～4 .3％。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
度292～335Mpa，
延伸率9～14％，
剪切强度273Mpa，
膨胀系数27(10-6度-1) ，
熔化温度395～
425℃。
[0030] 实施例5
[0031]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55MPa压力下，
以35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4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25％。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42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压至产
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的致
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
锻压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
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艺，
大大
提升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
后盖。
[0032] 其中合金材料中要求各成分的 质量百分比 为 ：
Mg≤0 .03％、Zn余量、Al 3 .9～
4 .3％。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247～286Mpa，
延伸率15～25％，
剪切强度216Mpa，
膨
-6 -1
胀系数27(10 度 )，
熔化温度395～425℃。
[0033] 实施例6
[0034] 一种手机中框、
后盖的制备方法：
先将合金基材进行压铸，
采用合金基材金属液是
在80MPa压力下，
以30米/秒的速度充填型腔，
并在浇铸温度640℃下进行压铸。压铸后工件
的厚度留余25％。然后进行锻压，
锻压前先对工件进行真空锻前加热处理(温度为420℃) ；
接着用机械压力机进行等温锻压一或两次，
将所述压铸件15％-30％的厚度余量锻压至产
品要求厚度，
锻压重点在手机中框、后盖的外表面，
以此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的致
密度大大提高，
便于后续的表面处理以使所述手机中框、后盖外表面符合外观要求，
从而使
锻压工艺仅需一到两夹工艺即可完成，
相较于传统锻压需要十几夹以上的处理工艺，
大大
提升了效率；
接着用CNC机床对工件按照要求进行加工，
得到目标产品手机中框、
后盖。
[0035] 其中合金材料为镁铝合金，
其成分的质量百分比为：
Al 8 .9％～9 .2％，
Mn 0 .19％
～0 .25％，
Zn 0 .65％～0 .75％，
Si 0 .035％～0 .05％，
Cu 0 .015％～0 .025％，
Ni<0 .002％，
Fe<0 .003％，
Be<0 .0015％，
余Mg。合金材料的性能要求：
抗拉强度230Mpa，
屈服强度165Mpa，
延伸率3％，
剪切强度140Mpa，
疲劳强度70Mpa，
冲击强度2 .2J，
硬度75BHN，
杨氏系数45Gpa，
潜热373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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