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報導

精密電鑄
精密電鑄技術最大的功能，
在於可以完全複製原型模具，
同時使它成為金屬材質，
陶瓷材質模具

電鑄成形的金屬模具

目前已開始應用在各種產業中。

製作乳膠手套
的陶瓷材質模
具和電鑄成形
的金屬模具

陳敏華

精密電鑄技術起源於德國的

生產時，會因為彼此的撞擊而造

LIGA（lithographie galvanoformung

成原型模具的損壞。另一方面，

abformun）製程，也是這個製程

因為陶瓷材料多孔性，在沾漿時

中的關鍵技術之一。使用電鑄技

常常有不容易清洗乾淨的困擾。

術的最主要目的，在於取得與原

有鑑於此，為了更有效率地進行

型件相同外觀的金屬模具，複製

量產作業，可以採用精密電鑄的

極精密、極複雜的原型件。

方式，把陶瓷模具改為金屬模

現在以生產乳膠手套用的陶

具。精密電鑄技術最大的功能，

瓷模具和精密電鑄成形的金屬模

便在於可以完全複製原型模具，

具為例，來比較和說明精密電鑄

同時使它成為金屬材質。

的優點。由於陶瓷易碎，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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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精密電鑄技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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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化學氧化還原反應的示意圖
電源供應器
電流方向

電子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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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奈米等級。這

此，一般常用的電鍍與精密電鑄

也顯示複製的精

製程，都是把被鍍物或原型件當

確度可以控制到

作陰極。雖然二者使用的電化學

近乎 100 ％。

原理都一樣，但是以電鍍法成形
的金屬鍍膜與底材是不可分離

精密電鑄的基
本特性

M＋

M＋
陰極

陽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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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說，鍍膜必須很堅牢
地附著在被鍍物表面上。精密電

精密電鑄應

鑄法則恰好相反，也就是原型件

用的電化學原理

與電鑄金屬層需要完整地脫離，

和一般金屬電鍍

一分為二。

相同，都是一種

除此之外，利用電鍍法得到

電沉積的過程。

的金屬鍍膜，比較著重表面裝飾

M＋ 金屬離子（朝向陰極移動）

藉由外界提供的

性的功能。也就是說，希望產品

－ 溶液中添加物的負離子（朝向陽極移動）

電能，使含有金

具有美觀性或高價值性，例如手

屬離子及其他添

飾的電鍍黃金或白金。相對地，

加物的混合溶液，在陰極及陽極

以精密電鑄法獲得的金屬鑄層，

（1）可 以 藉 由 電 鑄 液 成 分 的 控

表面進行電化學的氧化還原反

比較傾向在實務上的應用，例如

制，調整電鑄材質及其機械

應，而把想要產生的金屬沉積在

塑膠成形用的金屬模具、具有皮

性質。例如，電鑄可以形成

原型件上。

革紋路的壓印模具、製作防偽貼

－

有下列的優點：

單一金屬或合金材質，增加

在電化學反應中，溶液中的

電鑄層的硬度，像是鎳電鑄

金屬陽離子在電能的驅動下會朝

模具的洛式硬度（Rockwell

向陰極移動，藉由還原反應把金

Hardness Number, HRC）大約

屬鍍膜沉積在工件的表面上。因

紙用的金屬模具等。

精密電鑄製程
讓我們以衛生醫療手套金屬

是 30 HRC ，而鎳鈷合金電鑄
模具的硬度大約有 50 HRC 。
（2）原型模具沒有形狀與尺寸的
限制，也就是不會受到
幾何形狀的影響，不管
是立體或平面，都可
以製作。
（3）可以少量或大量地製
造相同外觀或不同外
觀的模具。
（4）當原型模具的表面粗糙
度在奈米等級時，經過精
密電鑄複製後的金屬模具，
它的表面粗糙度仍然可以達

（左）表面電鍍鉻的塑膠產品，是以鎳鈷合金精密電鑄模具經過塑膠射出成形後所得
到的塑膠製品，但為了訴求具有金屬的質感，因此再以電鍍亮鉻的方式處理它的表
面。（右）製造這種塑膠產品的精密電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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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像電鑄模具已經廣泛應用在防偽工業中，
例如新台幣仟元與伍佰元紙鈔正面右側的銀色燙金處理的防偽辨識圖案。

模具的製造，從原型件的前處理

附著，進而在蠟製原型件上發生

在電鑄槽的陰極上，設定電流開

到精密電鑄成形金屬模具的過

局部可電鑄或局部過電壓的情

始電鑄。在剛開始電鑄時，電流

程，介紹精密電鑄製程的實務工

況，使得金屬模具產生嚴重缺陷

不宜太高，否則會因為瞬間電流

作。

而無法使用。

過大使得蠟製原型件的表面燒

第一步是先把需要的手套模

由於脫脂後的蠟製原型手模

具以低溫蠟製作成形，並噴上油

不具導電性，不利於金屬離子的

最後，經過長時間的電沉積

漆。接著，再把這個蠟製原型手

傳遞與沉積，而影響電鑄的操

後，把蠟製原型手模自電鑄槽中

模固定後，放入脫脂溶液中去除

作，因此必須先利用化學的銀鏡

取出。這時候的蠟型手模表面已

表面油脂。這一個步驟會影響到

反應，在這個蠟製原型手模的表

完全覆蓋一層厚度約 3 mm 的金

成形電鑄金屬模具的優劣。如果

面產生金屬薄銀層，也就是先施

屬。再把它放入烘箱中，加熱到

不把表面油脂完全去除乾淨，表

予表面金屬化處理。然後，再把

大約攝氏 90 度，蠟會因為受熱變

面殘留的油脂會阻絕金屬離子的

金屬化處理後的蠟製原型手模放

成液體而流出，剩下的金屬便是

製造衛生醫療手套用的金屬模具的精密電鑄製程

焦，而無法繼續電鑄。

可以直接用來量產衛生醫療手套
的金屬模具。

立體七彩全像壓印模具
精密電鑄技術也可以用來製
作立體七彩全像壓印模具。它是
透過全像術（hologram）折射及
蠟製原型件

脫脂處裡

繞射的原理，在平淡無奇的物件
上產生立體七彩的效果，再利用
精密電鑄技術製作出全像模具。
其實，造成特殊的彩虹光效
果的，是模具表面上的特徵紋
路，這些紋路的尺寸大約是在 1
至 2 微米（μ m）之間。如果把

金屬化處裡

電鑄沉積

原型件表面加工到微米級線寬
時，原型件便具有彩虹光效果。
但是，這種微米等級的精度如果
以機械加工成形會非常地昂貴，
採用電鑄模具成形的方法是比較

依序可以分為蠟製原型件、脫脂處理、

電鑄成形的金屬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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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化處理、電鑄沉積、加熱脫蠟等階
段。

經濟可行的。
目前全像電鑄模具已經廣泛
應用在防偽工業中，例如新台幣

65
精密電鑄技術應用的電化學原理，是屬於離子電沉積的方式，
把溶液中的金屬離子還原成金屬，能完全地複製原型件表面的細微紋路。

全像電鑄模具

全像電鑄模具在高倍顯微鏡下的形貌

黃金電鑄琉璃苦瓜

黃金電鑄玫瑰
全像電鑄模具的外觀，與全像電鑄模具在顯微鏡下的形貌。

仟元與伍佰元紙鈔正面右側的銀

鑄技術應用的電化學原理，是屬

色燙金處理的防偽辨識圖案。簡

於離子電沉積的方式，把溶液中

單地說，它的做法首先是利用全

的金屬離子還原成金屬，能完全

像術的原理，在玻璃表面塗布光

地複製原型件表面的細微紋路。

阻，做成具有立體七彩紋路的原

因此，精密電鑄模具法可以用來

型件，再經由電鑄的高度精密複

製作全像壓印模具。

製的技術，形成具有立體七彩紋
路的全像電鑄模具。

除了應用在工業產品中，也
能把精密電鑄技術應用在藝術品

接著，再把全像電鑄模具放

的創作上。像是黃金電鑄玫瑰的

在滾輪上，與亮銀色的鍍鋁膜一

製作，就是先採用新鮮實體玫瑰

同滾壓，具有立體七彩紋路的全

花，經過固化、金屬化處理及電

像防偽圖案便轉印在鍍鋁膜表面

鑄製程後，便可以得到具有金屬

上。最後，再把表面已形成立體

材質的實體玫瑰花。這時，玫瑰

七彩全像圖案的防偽鍍鋁膜，利

花的本身已經變成金屬材質了，

用燙金技術緊密地貼合在新台幣

也就是說，它具有金屬的機械性

紙鈔的表面上，便成為台灣目前

質，不再是脆弱、容易枯萎的，

使用的防偽紙幣了。

更具有保存性與價值性。
黃金電鑄玫瑰和黃金電鑄琉璃苦瓜

傳統利用鑄造技術製作金屬

此外，也能製作出黃金電鑄

模具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 3

琉璃苦瓜。其中，苦瓜是以琉璃

類，分別是：砂模鑄造法，脫蠟

燒製。但金黃色葉子部分，是使

鑄技術的高精細度工藝外，也可

精密殼模法，以及金屬模法。但

用新鮮的苦瓜葉片，同樣經過固

使電鑄後的植物更具有真實感。

由於這 3 類方法製作出的金屬模

化、金屬化處理及電鑄製程，以

□

具，表面細緻度無法達到微米等

金屬質感來呈現苦瓜葉片。由於

級，因此無法應用在製作立體七

使用的底材都是新鮮植物，而非

陳敏華

彩的全像防偽模具上。而精密電

人造植物，除了可以展現精密電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金屬製程研發處熔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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