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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工艺对高压阳极铝箔发孔均匀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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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研究不同退火工艺处理铝箔在盐酸硫酸腐蚀体系中表面腐蚀发孔的均匀性和

表面形貌特征，用二次离子质谱仪分析铝箔表面 Fe，Si，Cu 和 Mg 等微量元素沿深度方向的分布。研究结果表
明：退火工艺可以改变铝箔微量元素的表面聚集形式，从而改变腐蚀发孔率和发孔均匀性；在 500 ℃退火时，
Cu 元素在表面富集太少，表面腐蚀发孔不均匀；在 575 ℃退火时，铝箔表面富集了足够的微量元素，发孔面积
明显增加。在二级退火方式下，各种微量元素表面聚集都很少，发孔率低。升温速度和冷却速度对铝箔内微量元
素的聚集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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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nnealing on pitting uniformity of aluminum foil for
high voltage electrolytic capacitor
CHEN Ming-an1, XIAO Yuan-hong1, ZHANG Xin-ming1, LIN Lin2, LU Jing-hua2, ZHOU Ren-liang2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outhwest Aluminum (Group) Limited Company, Chongqing 401326,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annealing of the high voltage aluminum foil on the pitting uniformity an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fter etching in mixed solution of HCl and H2SO4 was studied by the optical micrograph and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The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such as Fe, Si, Cu and Mg in the surface layer
was measured by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ealing has obvious effects on the pitting
uniformity and the morphology of aluminum foil,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annealing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urface layer of aluminum foil. Due to the lack of Cu in the surface layer, the sample annealed at 500 ℃
is pitted unevenly. A quantity of trace elements are accumulated in the surface layer of the sample annealed at 575 ℃.
After two-step annealing, only few trace elements are diffused to the surface layer. The heating rate and cooling rate also
influe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surface layer of aluminum foil.
Key words: aluminum foil; pitting; annealing; trace element

高压阳极铝箔是生产高压铝电解电容器的重要材

键步骤。在这方面，国产高压铝箔与国外高压铝箔相

料。通过适当的腐蚀加工可使铝箔表面积大幅度增加，

比存在很大的差距[1]。为了提高发孔率和发孔均匀性，

进而使比电容值增大，因此，铝箔的电化学腐蚀特性

国内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用重铬酸盐腐蚀，或在高压铝

是提高该性能的关键。高压铝箔的电化学腐蚀工艺主

箔中加入微量铅[2−4]。在国外，基于环保原因，重铬酸

要分为发孔和扩孔 2 个阶段。发孔阶段，在很大程度

盐腐蚀方法已经禁止使用，因此，采用环保型的硫

上决定了铝箔腐蚀的最终形貌，是整个腐蚀工艺的关

酸腐蚀体系。但硫酸体系对高压铝箔表面质量以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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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的均匀性要求很高，国内生产的铝箔很难满足
[5−7]

硫酸体系的要求。Arai 等

研究表明：除 Mg 以外，

表1

高纯铝箔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high pure aluminum foil
10−6

铝箔中常规微量元素的标准电位要高于铝的标准电
位，如果这些元素富集在铝箔表面会促进附近的铝原

Fe

Si

Cu

Mg

Al

子被腐蚀，并萌生腐蚀小孔。若富集的微量原子在表

7

9

33

16

余量

面均匀分布，则可使腐蚀小孔也均匀分布，从而促进
比电容的明显增加。毛卫民等[8]通过研究发现，适当
的退火可以使铝箔内层的微量元素不同程度地向表面
富集，借助热处理工艺可以对微量元素的表面富集进
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调整，进而提高电解电容器铝箔
的电化学和电学性能。本文作者对铝箔成品退火工艺
对微量元素的表面富集程度和腐蚀发孔均匀性的影响
规律进行研究。

对铝箔进行退火处理。
发孔前预处理：先在 40 ℃、浓度为 0.5 mol/L 的
NaOH 溶液中处理 60 s，用蒸馏水冲洗后吹干；再在
70 ℃、浓度为 1 mol/L 的 HCl 溶液中处理 180 s，蒸
馏水冲洗、吹干。
发孔：将试样装在试样夹中，使试样表面面积为
2

2 cm 的区域暴露出来。发孔电流密度为 0.2 A/cm2，
发孔溶液浓度为 1 mol/L 的 HCl 和 3.5 mol/L 的 H2SO4
混合溶液，温度为 70 ℃，发孔时间为 120 s。

1

实验方法

利用二次离子质谱仪检测铝箔表面 Fe，Si，Cu
和 Mg 等元素由表及里的分布，用金相显微镜以及扫

采用厚度为 110 µm 的高纯铝箔，其主要化学成分

描电镜观察腐蚀发孔后样品的表面形貌。

如表 1 所示。铝箔基本处理工序为：表面清洗→退火
→预处理→发孔。

2

实验结果

退火前表面清洗：在 60 ℃、浓度为 0.125 mol/L
的 NaOH 溶液中处理 30 s，用蒸馏水冲洗后吹干。
退火：采用不同升温速度、退火温度、冷却方式

2.1 铝箔表层元素富集
图 1 所示为不同退火条件下铝箔表面微量元素的

(a) Cu; (b) Mg; (c) Fe; (d) Si
1—二级退火；2—600 ℃退火；3—500 ℃退火
图 1 不同退火条件下铝箔表面微量元素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s of trace elements in surface layer of aluminum foil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第4期

陈明安，等：退火工艺对高压阳极铝箔发孔均匀性的影响

1317

分布。由图 1 可见：曲线 1 的二级退火工艺是先将试

色部分为未腐蚀区。可见：在 500 ℃退火的试样表面

样升温到 180 ℃保温 0.5 h，再升温到 500 ℃保温 1 h

有大部分区域未发孔，发孔率为 50%左右。在 575 ℃

后空冷，升温速度为 10~14 ℃/min。曲线 2 和曲线 3

左右退火的试样表面发孔面积明显增大，发孔率达到

的退火工艺是将试样以 10~14 ℃/min 的升温速度分

94%。在 600 ℃退火的试样表面发孔程度有所下降，

别升温到 600 ℃和 500 ℃，保温 1 h 后空冷。由图 1
可见：在 500 ℃退火条件下，试样中 Mg 和 Si 的富集
程度非常明显，最大离子数超过二级退火和 600 ℃退
火后试样中的 Mg 和 Si 的最大离子数 30 多倍。在二
级退火下，微量元素聚集程度都比较低。Cu 元素在
600 ℃退火条件下富集程度最高。
2.2 退火温度对发孔的影响

发孔率仅为 67%。图 3 所示为各试样腐蚀发孔区域的
SEM 像。在 500 ℃退火后，样品表面起伏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一些凹陷的腐蚀坑。在 600 ℃退火后，样品
一些区域腐蚀发孔不够。这 2 种退火方式处理的样品
表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局部蚀孔合并现象。在 575 ℃退
火条件下，表面更平整，腐蚀孔排列更均匀。

图 2 所示为以 10~14 ℃/min 的升温速度分别升温
到 500，575 和 600 ℃、保温 1 h，随后空冷的退火铝
箔发孔后的表面形貌。图中深色部分为已腐蚀区，浅

退火温度/℃：(a) 500; (b) 575; (c) 600
图3

不同温度退火铝箔发孔后表面形貌 SEM 像

Fig.3 SEM images of pitting for aluminum foils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退火温度/℃：(a) 500; (b) 575; (c) 600
图2

不同退火温度铝箔表面的发孔形貌

Fig.2 Micrographs of pitting for aluminum foils anneal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3 冷却方式对发孔的影响
在升温速度为 10~14 ℃/min，于 575 ℃保温 1 h
后炉冷的条件下，所得试样腐蚀发孔后的表面形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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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所示。由图 4 可见：试样有较多的未腐蚀区域，
腐

升温速度为 5~8 ℃/min 时，试样发孔率在 93%以上；

蚀区占 67%。而退火温度相同、冷却方式不同的试样

当升温速度为 19~22 ℃/min 时，试样的发孔率为

(图 2(b)所示)的腐蚀面积达 94%。说明冷却方式对发

87%。过快的升温速度使发孔率有所减少。

孔率也有影响，较快的冷却速度有利于铝箔腐蚀发孔。

2.5 分级退火对发孔的影响
图 6 所示为二级退火铝箔的发孔形貌。二级退火
是铝箔先以 10~14 ℃/min 的速度升温到 180 ℃保温
0.5 h，然后以 10~14 ℃/min 的速度升温到 500 ℃保
温 1 h 后空冷。对比图 6 与图 2(a)可知：分级退火并
不能提高发孔率，腐蚀面积为 50%左右。

图 4 在 575 ℃退火后随炉冷却方式下铝箔发孔的表面形貌
Fig.4 Micrographs of pitting for aluminum foils annealed at
575 ℃ and furnace cooled

2.4 退火升温速度对发孔的影响
图6

图 5 所示为以不同的升温速度下升至 575 ℃保温

二级退火方式下铝箔发孔的表面形貌

Fig.6 Micrograph of pitting for aluminum foils after

1 h、然后空冷的铝箔表面发孔形貌。由图 5 可见：当

two-step annealing

3

讨论
一般地，高纯铝中的微量元素含量极低，基本都

呈固溶状态。据文献[8]报道：纯铝有很高的表面能，
在适当的热激活条件下，铝箔内的微量元素在表面能
的驱动下会向铝箔表层富集，而且会首先聚集于表面
的缺陷、位错、轧痕等区域。根据热力学原理，微量
元素在铝箔表面的偏聚浓度 cb 可以简单表示为：
c b = cc exp[−∆G /( RT )]

(1)

其中：∆G＜0，为微量元素处在铝箔表面与其内层的
吉布斯自由能之差；cc 为溶质原子在铝箔内层的浓度；
T 为热力学温度；R 为摩尔气体常数。根据式(1)可知：
随着温度升高，微量元素在表面的平衡偏聚浓度降低。
同样，在较高的温度下，微量元素在位错、晶界等晶
体学缺陷附近的平衡浓度也会降低。因此，给予适当
的热激活可以使铝箔内层的微量元素向表面聚集。但
升温速度/(℃·min−1)：(a) 5~8; (b) 19~22

是，若加热温度过高，将使已经偏聚的微量元素在浓

图 5 不同升温速度下铝箔发孔照片
Fig.5 Micrographs of pitting for aluminum foils annealed at

度梯度的影响下，重新向铝箔内层扩散。
在铝箔所含的元素中，Cu 的标准电极电位最正，

different heating rates

与较负的 Al 基体组成原电池后，会促进铝箔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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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能与 Fe 和 Si 形成金属间化合物，防止 Fe-Al 间形

所示)。

成局部电池，且该金属间化合物与 Al 有相近的电极电
[9]

位，因此，Mg 含量过高会降低发孔率 。

1319

在二级退火状态下，在低温退火阶段的保温过程
中会发生回复、位错迁移等，从而能够减小铝箔的表

Cu 元素在 600 ℃退火时富集程度最大(图 1)，说

面能，使得在高温阶段保温过程中驱动 Si，Mg 和 Cu

明 500 ℃退火并没有足够的热激活使 Cu 元素达到最

等元素向表面富集的能量减少，最终各种元素在表面

大平衡偏聚浓度，这些富集到表面的 Cu 也大量聚集

聚集的程度都比较低，导致腐蚀发孔率只有 51%(如图

在表面缺陷和位错等区域。而 Mg 和 Si 在 500 ℃退火

6 所示)。

时富集程度相当高，因此，500 ℃退火的铝箔表面腐
蚀困难，发孔率低，并且发生局部连孔现象，如图 2(a)
和图 3(a)所示。在更高的退火温度下，Cu 元素富集增

4

结论

加，开始在表面均匀分布；Mg 和 Si 受浓度梯度影响
扩散到铝箔内层，富集程度下降。因此，当退火温度

(1) 退火温度是控制有利元素在铝箔表面大量富

为 575 ℃时，铝箔表面发孔率达到 94%，并且由图

集的主要因素。于 575 ℃退火使得 Cu 元素在铝箔表

3(b)可见，腐蚀孔均匀分布，表面平整。当退火温度

面均匀富集，降低了 Mg 元素的富集程度，提高了发

达到 600 ℃以后，过高的热激活使得 Cu 等微量元素

孔率。

开始向铝箔内层迁移。并且，由于是在空气中退火，
较

(2) 快速的空冷方式是防止已经大量富集到铝箔

高的温度使得铝箔表面的氧化膜增厚，阻碍了腐蚀的

表面的微量元素再扩散回铝箔内层的有效方法，有利

进行

[10−12]

，最终导致试样发孔率有所降低(图 2(d))，

于腐蚀发孔。

(3) 升温速度过快使得微量元素没有足够的时间

出现局部未腐蚀区(图 3(c))。
微量元素在铝箔中迁移是一个缓慢的扩散过程，
可由下式表示

在表面富集并且均匀分布，使得试样腐蚀发孔率有所
降低。

[13]

：

D = D0 exp[−Q /( RT )]

(4) 在二级退火工艺中，低温阶段时大部分能量

(2)

已经得到释放，使得在以后的退火过程中没有足够的
式中：D0 为扩散频率因子；Q 为热激活能；D 为扩散
系数。在一定温度下，同种元素在 Al 基体中的扩散系
数一定。并根据扩散距离 d 与时间 t 的关系[13]：

d = 6 Dt

(3)

可知：在一定温度下，扩散距离只与时间相关。
将试样从 575 ℃炉冷到室温的过程中，已经在保

能量驱动微量元素向表面扩散，不利于微量元素在表
面富集，从而使铝箔发孔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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