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改善鋁箔蝕孔密度與均勻性之電源波形設計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216-E-002-020-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招松 

 

計畫參與人員：李偉任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29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改善鋁箔蝕孔密度與均勻性之電源波型設計 

 

 

計畫級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216-E-002-020 

執行時間：93/08/01~94/07/31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招松 

計畫參與人員：李偉任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30 日 



 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度報告 

 

改善鋁箔蝕孔密度與均勻性之電源波型設計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216－E－002－020 
執行期間： 2004 年 08 月 01 日至 2005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林招松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李偉任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

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94  年  09  月   30  日 



 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改善鋁箔蝕孔密度與均勻性之電源波型設計 
 

計畫編號：NSC93-2216-R-002-020 
主持人：林招松  台大材料所 副教授 

研究人員：李偉任 
 

ㄧ、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於鹽酸溶液中探討電源波形及

硫酸根對低壓陽極鋁箔交流電蝕之孔蝕行為

的影響。利用動態循環伏安法(GVP)量測試片
表面反應電壓對應電流和週期數的關係，以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鋁箔表面形貌
和橫截面蝕孔蝕孔形狀，並加以統計線密

度、穿蝕深度。使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
觀察橫截面試片，分析蝕孔內部微結構，進

ㄧ步使用化學能譜儀(XPS)分析表面鍵結狀
況。 

研究結果顯示方波為電蝕較有效率之

波形，電蝕後穿蝕深度最深、表面蝕孔較大、

溶蝕量較多、表面腐蝕生成物較厚等特點。

由電化學量測可得知其單一電量和累積電量

比三角波和正弦波多。鹽酸電解液中添加適

量硫酸根導致蝕孔穿蝕深度變小，使蝕孔細

緻均勻，減少表層未具蝕孔鋁掉落的機率，

且由XPS結果發現增加硫酸根造成的表層吸
附硫酸根的量增加，使得氯離子因競爭吸附

而導致蝕孔大小及穿蝕模式改變。對此結果

歸納整理並提出合理機制。 
關鍵字：動態循環伏安法、化學能譜儀、競

爭吸附、低壓陽極鋁箔。 
 
The effects of current waveforms and 

sulfate ions on pitting behavior of aluminum 
foils for low-voltage electrolytic capacitor were 
investigated during etching in hydrochloric acid.  
During the course of etching, the 
galvan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 was 

recorded, in which the breakdown potential was 
measured.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was employed for characterizing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cross section of the foil, 
including the average depth and linear density 
of the pits.  Cross-sectional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specimens were prepared 
from the as-etched foil to reveal the detailed pit 
morphology and etch film structure. Finall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a of the surface film 
on the as-etched foil were measured using an 
ESCA250 (VG Science Inc., UK) spectrometer 
with monochromatic Mg K  radi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iangular and sinusoidal 
waveforms, etching with the square current 
waveform resulted in larger and deeper pits, 
thicker etch films, and more weight lost during 
etching.  This is due to the more charge 
imposed in each anodic half-cycle associated 
with the square waveform.  The presence of 
sulfate ions in hydrochloric aci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finer, uniformly-distributed and 
shallower pits; thereby, reducing the loss of 
aluminum due to undermining by the cubic pits.  
The effect of sulfate ions on the pitting 
behavior was presumably due to competitive 
adsorption of sulfate ions with chloride ions, as 
shown by XPS analysis. 
Keywords ： galvanodynamic polarization 
curve 、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a 、
competitive adsorption、 aluminum foil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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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voltage electrolytic capacitor 
 

二、報告內容 
1. 前言 

鋁電解電容器適用於低頻以及電源電路

產品，例如音響、低階顯示器…等，其電容
量約在 1µF~1F之間，在各種電容器中屬高容
量的產品。其關鍵技術在於鋁箔腐蝕工藝的

掌控，因孔蝕行為是隨機的出現蝕孔，但在

外加條件下會趨向有一規則性，藉由各條件

的搭配而得到理想的鋁箔電容，台灣業界間

技術差異不大，故多半靠以量取勝。 
電蝕鋁箔之介電質膜厚可準確控制，同

時氧化鋁的單位厚度耐壓強度高等特點{1}。

利用交流電解腐蝕法增大電極的有效表面

積，可以改善化學腐蝕法速度太慢之缺點，

並提高鋁電容器電容量。利用交流電腐蝕鋁

箔片前，必須經過試片表面清洗，其目的為

了調整鋁箔片組織結構改善表面狀態，另一

方面提高鋁箔的電蝕性能。 
 
2. 研究目的 

鋁在大氣環境下表面會生成一層緻密的

氧化膜 Al2O3，而電蝕後的試片上會沉積一層

的水合氧化膜 Al(OH)3
{2}。經過電解腐蝕的鋁

箔經過陽極氧化做成化成鋁箔，故蝕孔必須

有一定的大小以避免腐蝕孔在化成後被填

滿。因此孔蝕初期孔的數量大小是製程的關

鍵因素。交流電蝕在正半週期試片發生鋁溶

解形成孔蝕(Pit)，負半週期發生腐蝕膜沉積
鈍化表面，在鹽酸中生成蝕孔呈現方形的結

構{3-5}。時間增加腐蝕層擴張為蜂窩狀結構
{4}，此時形成蝕坑的密度高，蝕坑直徑小、

長度短、連結嚴重，主要用作低壓(<100V)
電容。 

過去在電源波形條件研究甚少，研究多

著墨於電蝕液的調整改善，例如添加硫酸根

造成電容增加{3,6}，但其表面蝕孔細緻化並未

深入探討成因。因此本研究目的對於波型效

應及業界常用的硫酸添加造成的效應深入探

討。 
3. 文獻探討 

電解腐蝕工藝常考慮的因素有電解液組

成與濃度、溫度、電流密度、交流電頻率、

電蝕時間、交流電波形等{7}。在定電流電源

形式的下通入的電流頻率對於電蝕影響在過

去研究證實，電流頻率愈高鋁箔表面電蝕出

來的均勻度愈差，中央大學林景崎教授在研

究中指出，隨著電流頻率增加孔蝕反應愈不

完整，此時反應由擴散控制{8}。高頻和低頻

的表面蝕孔外觀不同，電流頻率較低時，電

蝕蝕刻均勻度愈佳，相較之下高頻時表面腐

蝕情況不均勻，未腐蝕區域較多{3}。然而在

電蝕液配方中常添加腐蝕抑制劑，用來防止

工件的腐蝕，如硝酸根、鉻酸根…等等。Böhni 
和 Uhlig 提出各種添加劑和溶液內氯離子平
衡的關係，並比較各添加劑對於鋁在含氯離

子溶液中抑制腐蝕的效果，其結果顯示出 
−−−−− >>>> 2

4
2
43 SObenzoateacetateCrONO ，因此添加硫

酸根為減緩反應但不完全抑制腐蝕{9}。抑制

劑對於表面蝕孔減緩生成的機制，說明兩個

主要影響的理由：1.抑制劑添加的吸附理
論。2.抑制劑對於金屬表面鈍態膜缺陷的修
復作用。Rozenfeld及Maksimtchuk 提出硫酸
根的吸附理論，表面上吸附的氯離子利用元

素鉻的粉末量測，另一方面加入硫酸根和氫

氧根時發現氯離子的吸附減少了，而且發現

在高的陽極電位和高濃度的抑制劑離子下，

氯離子的吸附甚至更少{10}。因此添加適量的

抑制劑對於蝕孔衍生是有一定的效果，可以

避免因蝕孔擴展太快，而在試片表層造成未

溶蝕鋁掉落的蝕坑出現。對於作為電容器用

之鋁箔主要要求是鋁箔的電容量和其機械性

質，若適當的腐蝕生成物影響著蝕孔的發

展。因腐蝕生成膜厚，一方面氯離子穿透和

鋁離子結合{11}、另一方面取代氧化膜上氧的

缺陷位置{12、13}，將大部分之電量都耗在消耗

氧化膜上，導致實際腐蝕電量下降使得部分

蝕孔成長速度減緩，當氧化膜破裂的區域表

面被腐蝕的情況更為嚴重，這也導致表面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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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不均勻、局部地區蝕孔過於深入。蝕孔深

入內部在挖蝕未腐蝕區域的鋁，一部份靠電

蝕連接蝕孔產生蝕坑，另外一部份在蝕孔尖

端發生裂隙腐蝕，蝕孔內部未腐蝕的鋁因而

掉落形成蝕坑。因此腐蝕生成物沈積對於下

一週期的腐蝕有一定的影響。 
 

4. 研究方法 
本實驗使用低壓陽極鋁箔，其內部壓延

組織如圖 1，將裁切好之鋁箔使用精密電子
天平秤重(W0)，再於 75℃恆溫水槽內使用酸
洗液酸洗兩分半鐘，酸洗液使用硝酸(20ml/l)
加上硫酸鈉(20g/ml)，酸洗前後重量損失十分
微小因此忽略不計。酸洗後以去離子水洗

淨，固定於試片夾中，露出電蝕面積為 2cm x 
6cm，置於電蝕槽中，對應電極使用 120×38
×3.5mm3 石墨板一片，外加電源型式使用電

腦程式撰寫波形(分別使用方波、正弦波、三
角波)輸出，並經功率放大器輸入試片，實驗
中擷取電蝕試片電壓電流訊號。電蝕液使用

0.8M鹽酸，另外分別添加 0.005M、0.02M硫
酸鈉。電蝕後試片迅速取出置入去離子水中

清洗，以避免試片繼續腐蝕，靜置完全陰乾

水分後稱重(W1)。之後一部分試片製做 TEM
試片觀察試片蝕孔上腐蝕膜，並使用 XPS偵
測表層氯、硫、氧、鋁等訊號，另外其一部

分試片再浸置於 80~90℃之 0.2M 鉻酸和

0.55M 磷酸混合液中 3~5 分鐘以去除腐蝕
膜，之後再秤重(W2)，去除腐蝕膜讓真正電
蝕表面裸露並以 SEM觀察蝕孔外貌。製備橫
截面 SEM 式樣觀察並統計蝕孔形狀分布以

及穿蝕深度。 
 

5. 結果與討論 
5.1 電源波形影響 

常用基本交流電波形有正弦波、方波、

三角波等，過去文獻對於波形研究甚少，各

波形皆有其特性所在，本研究針對定電流密

度下各波形做深入研究和討論，為期使通入

電量固定，各波形均有其固定之電流波峰

值，如圖 2.為單一週期之波形。f為頻率，Ipeak

為電流峰值，實驗中固定電流密度和電量之

狀態下做比較，各波形經過換算後其峰值和

電量關係如下： 

        
42

,,sin,

f
I

f
I

f
I

Q tripeaksqupeakpeak ===
π

 

Q：為單一半週期通入之電量，單位：
庫侖(Coulomb)。 

sin,peakI ：正弦波電流波峰值。 

squpeakI , ：方波電流波峰值。 

tripeakI , ：三角波電流波峰值。 

在三者之中峰值最高的為三角波、正弦波次

之、方波峰值最低。雖然通入電量一樣，但

因通入峰值電流密度又因波形特性又有不

同，在試片表面產生的電蝕效果也不同。經

過一分鐘電蝕後的鋁箔試片，因在電蝕初期

兩秒(1~50 週期)之內，因時間太短試片重量
變動不大，量測上大多是誤差值，故以 100
週期之後的值為基準。在短週期內之試片仍

處於電蝕的介穩狀態(Transition State)，許多
變動因素導致結果不如預期較難掌握，必須

討論蝕孔的穩定狀態 (Steady State)較有意
義，過去的研究多使用恆電位儀討論穩定狀

態的腐蝕行為。圖 3.(a)為電源波形對溶蝕重
的影響，顯示以方波電蝕的溶蝕量最多，整

體而言溶蝕量是隨著週期數而增加。由圖

4.(a)~(c)可以發現方波的孔洞較大連結情況
較嚴重。且由圖 5.橫截面 TEM觀察確實方波
穿蝕最深，也因此這些原因造成鋁箔利用效

率不佳，一方面造成太多鋁的損耗，另ㄧ方

面導致電蝕鋁箔機械性質不佳。因此針對溶

蝕量較少，在高周期數下較正弦波容易穿蝕

之三角波，以業界常使用之硫酸根調整電蝕

液配方，對其效應作探討。 
 
5.2 電蝕液添加硫酸根的效應 

圖3.(b)為添加硫酸根濃度之溶蝕量對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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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的圖形，溶蝕量和週期數仍然維持正比

的關係，在添加硫酸根之後溶蝕重下降，硫

酸根具有保護性作用，由文獻所述一方面和

氯離子競吸附於鋁箔表面抑制蝕孔快速擴

展，另一方面併入腐蝕生成膜，佔據缺陷能

量高的位置以保護腐蝕膜{9、10、14}。因此在表

面腐蝕狀況是較均勻的，添加硫酸根會降低

不均勻腐蝕的機率，由蝕坑內掉落殘存鋁的

情況減少，整體鋁箔運用上較有效率。此結

果可由 SEM表面觀察證實，如圖 4.(c)~(e)，
圖 4.(e)蝕孔明顯細化。由圖 6.GVP量測結果
發現添加越多硫酸根造成破孔電位上升，此

間接說明吸附理論。當硫酸根添加量增加使

得溶液中氯離子擴散吸附到鋁箔表面機會下

降，當硫酸根吸附至表面造成量測到阻抗增

加使得破孔所需之電位提高。由圖 7.(a)、(b)
橫截面 TEM 觀察發現無添加硫酸根以 V 型
蝕孔為主，而添加後以U型蝕孔為主，圖 7.(b)
為添加 0.02M硫酸根電蝕 500週期時之蝕孔
橫截面 TEM照片，可以發現蝕孔連結情況活
絡，且表面腐蝕生成物堆積。由圖 7.(c)觀察
蝕孔內部多孔結構，由蝕孔內部發現存在對

比較深之黑點。深入觀察硫酸根添加後內部

的腐蝕膜，中心黑色部分為未腐蝕完全之鋁

箔，位置 1 為腐蝕生成物，位置 2 為接近鋁
之陽極氧化膜。以 EDX分析後可得知腐蝕膜
內包含硫和氯訊號如圖 7.(d)，而位置 1卻無
此訊號如圖 7.(e)，因此可區分沈積膜和氧化
膜。圖 7.(b)左下角為黑點周圍腐蝕生成物的
繞射圖形，圖形中隱約出現了鋁的繞射班

點，在內部腐蝕膜位置有殘留的鋁存在，擇

區繞射圖形可以發現腐蝕生成物為非晶結

構，由觀察結果發現內部蝕孔除了沈積膜仍

有陽極膜結構。因此在腐蝕膜併入硫和氯，

氯的出現來自腐蝕生成物氯化鋁(AlCl3)而硫
酸根併入的情況，經推測為負半週期為局部

pH 升高導致硫化鋁(Al2(SO4)3)的生成。由
TEM觀察可以說明蝕孔衍生的形式，在未添
加硫酸根時蝕孔深後部分橫向發展，而添加

至 0.02M硫酸根時蝕孔形式穿蝕深度較淺，
穿入後為橫向發展，成核點較多鋁箔利用率

較高，大塊未腐蝕的鋁掉落情況較少，即使

鋁掉落了也是比較小塊的部分。因此針對橫

截面 SEM 觀察到 U 和 V 型蝕孔做統計分
析，如圖 8.當電蝕液添加硫酸根至 0.02M後
明顯 V蝕孔減低，經統計 U、V型得到結果
如圖 9.(a)。在添加硫酸根之後因競爭吸附關
係造成 V型蝕孔下降、蝕孔橫向發展導致穿
蝕深度降低，如圖 9.(b)在添加前穿蝕深度
2.3µm，添加 0.02M 硫酸根之後降低至

1.5µm。由 V/U 比例下降也證實了這點。因
此針對吸附理論是否吻合使用 XPS 能譜分
析，硫的訊號來自硫酸根，因此有些許位移

(Chemical shift)，添加後訊號上升來自表面吸
附硫酸根含量增加。而氯的訊號相對下降也

表示著競爭吸附時，犧牲一部分氯離子無法

擴散到達鋁箔表面，導致原本預計該到達的

氯含量下降，也引出先前結果所得到之穿蝕

深度下降、V/U 比下降、鋁箔表面有效利用
率提高等結果。 

 
6.結論 

(1). 添加硫酸根表面較均勻，表面未侵蝕區
域少，對於鋁箔表面利用率高。硫酸根

有抑制腐蝕效果，故穿蝕深度較淺、V
型蝕孔量下降、V/U比降低。 

(2). GVP量測上發現破孔電位上升。由圖形
得知在添加濃度 0.02M硫酸根表面有再
鈍化之現象出現。說明了正半週期電流

密度最高時，硫酸根大量吸附在表面導

致阻抗增加。 
(3). 由橫截面 TEM試片上腐蝕膜的 EDX成
分分析出現硫的訊號，證實硫酸根吸附

在表面，由 XPS量測證實此結果，在負
半週期局部位置 pH 增高至硫酸鋁生成
沈積在表面。此說明氯離子以及硫酸根

離子表面競爭吸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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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分別為(a)方波、(b)正弦波、(c)三角波、(d)添加 0.005M硫酸根、(e)添加 0.02M硫酸根之條件電蝕

1500周期數後表面 SEM觀察。 

圖 3.(a)改變波形下電蝕時溶蝕重對周期數

的關係;(b)三角波條件下添加不同濃

度硫酸根電蝕時溶蝕重對週期數之關圖 2. 單一週期之波形示意圖 

圖 1. 鋁箔底材的橫截面 TEM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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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方波、(b)正弦波、(c)三角波電蝕 500週期橫截面 TEM試片觀察；(d)各波形造成

平均蝕孔穿蝕深度。 

圖 6.三角波電蝕添加硫酸根之 GVP曲線比較：(a)100；(b)500；(c)1500周期數；(d)各

條件在 100~1500周期數下之破孔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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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無添加硫酸根；(b)添加 0.02M硫酸根橫截面 TEM觀察；(c)蝕孔內部腐蝕生成物觀

察；並針對(d)1(e)2位置以 EDX半定量分析成分。 

圖 8.在 0.8M電蝕液中添加(a)0M； (b)0.005M；(c)0.02M硫酸根電蝕後之橫截面 SEM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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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針對橫截面 SEM觀察分析 U、V型蝕孔

(a)U、V蝕孔線密度與硫酸根添加量的

關係；(b)蝕孔平均穿蝕深度以及 V/U比

圖 10. XPS測得鋁箔表層 S、Cl含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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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完成交流電源波形對電蝕時鋁箔孔蝕

行為的影響，並釐清硫酸根對蝕孔衍生、連

結、合併和擴展的影響。部分成果已被接受

即將刊登在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Chemical Society上。另外，所建立的利用
LabVIEW編輯電源波形與電壓/電流量測技
術，已進一步應用到鎳磷合金電鍍、氧化鋅

電鍍與鎂合金陽極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