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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

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包括金属基

体、在所述金属基体上从内到外依次制备的无氰

镉钛合金镀层、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纳米羟

基石墨烯封闭层。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无氰镉钛合

金和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比现有技术制备的

镀隔层结构具有更高的耐蚀性，按照GB/ T 

10125-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进行

中性盐雾试验4500h，镀件表面无白锈生成。本实

用新型采用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工艺，解决高铬

酸钝化的高污染问题，使用纳米石墨烯封闭工艺

制备的封闭层，具有优异耐蚀性、润滑性和耐磨

性，能够降低航空航天紧固件在装配时钝化膜被

划伤的风险，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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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金属

基体、在所述金属基体上从内到外依次制备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

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的厚度为8～24μm。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的厚度为10～12μm。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为采用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电镀工艺制备的镀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的厚度为0.3～0.5μm。

6.如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为采用稀土改性铬酸盐钝化工艺制备的钝化层。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的厚度为0.3～1.5μm。

8.如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为采用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制备的封闭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其

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基体为钢铁基体或铜锌合金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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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金属电镀领域，具体涉及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

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高防腐性要求的航空航天紧固件，一般采用镀镉及高铬酸彩色钝化的镀层结

构制备防护层，目前，大多数航空航天企业采用传统的氰化镀镉及高铬酸钝化工艺进行生

产。采用现有技术制备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镀层结构抗划伤能力还不够高，航空航天紧固

件在装配中容易造成划伤，划伤后的紧固件会以较快的速度被腐蚀，导致航空航天设备存

在安全隐患。高铬酸彩色钝化工艺使用六价铬，六价铬具有高毒性，对环境和操作人员的健

康都会造成严重危害，在钝化生产中大量的六价铬带入废水中，还会给废水处理增加较大

的负担。

[0003] 提供一种致密性高、具有优异的耐蚀性的镀层，镀层的生产工艺对环境友好是研

发的趋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航空航天紧固件镀镉层采用高铬酸彩色钝化的高污染、紧固件在装配时

被划伤的高风险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和石墨烯封

闭的镀层结构。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包括金属基体、在所

述金属基体上从内到外依次制备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纳米羟基

石墨烯封闭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的厚度为8～24μ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的厚度为10～12μm。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无氰镉钛合金镀层采用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电镀工艺制备；

[0010] 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电镀工艺所用的镀液成分包括：氯化镉、氯化钾、配位剂、氟

化钠、钛盐补给剂、光亮剂、辅助剂、走位剂。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的厚度为0.3～0.5μm。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采用稀土改性铬酸盐钝化工艺制备；

[0013] 稀土改性铬酸盐钝化工艺应用的钝化液包含的成分有：三氧化铬、硫酸铈铵、无水

硫酸钠、硝酸、九水合硝酸铬。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的厚度为0.3～1.5μm。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的厚度为0.5～0.8μm。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采用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制备；

[0017] 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应用的封闭液成分包含有：硅溶胶、水溶性硅烷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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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级羟基石墨烯溶液、有机硅消泡剂、有机硅流平剂、去离子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基体为钢铁基体或铜锌合金基体。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

采用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镀层代替现有技术制备的镀隔层，能大幅度提高镀层的耐蚀性；

[0021] 2、在生产中采用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代替传统的高铬酸彩色钝化层，能够避免

使用传统的高铬酸彩色钝化工艺，明显降低六价铬对环境和操作人员健康的危害；

[0022] 3、采用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能够高效封闭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镀层，显著

提高镀层的润滑性和耐磨性，从而增加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抗划伤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3]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镀层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在此本实用新型的示意

性实施例以及说明用来解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包括

钢铁基体1、在钢铁基体1表面上制备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在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上制备

的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在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上制备的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

[0028] 所述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厚度为10～12μm，其采用超邦化工开发的氯化钾无氰

镉钛合金电镀工艺制备，工艺参数为：氯化镉30g/L，配位剂120g/L，氯化钾160g/L，氟化钠

3g/L，钛盐补给剂3mL/L，光亮剂2mL/L，辅助剂30mL/L，走位剂10mL/L，镀液pH值6.5～7.5，

镀槽温度20℃～35℃，阴极电流密度0.5～2A/dm2，阴极与阳极面积之比为1︰1，阳极为镉含

量≥99.97％的镉板。

[0029] 所述走位剂中含有水溶性炔丙酰胺聚合物的质量浓度为8～12g/L，二甲基苯磺酸

钠的质量浓度为50～80g/L，产品型号为PE  600的聚氧乙烯醚磷酸酯80～120mL/L。将水溶

性炔丙酰胺聚合物8～12g、二甲基苯磺酸钠50～80g、产品型号为PE  600的聚氧乙烯醚磷酸

酯80～120mL加入500mL水中，搅拌均匀后加水至1000mL。

[0030] 所述配位剂由A、B、C三种组分组成，其中A组分为氨三乙酸，B组分由柠檬酸、酒石

酸、葡萄糖酸、苹果酸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组成，C组分由丙二酸、顺丁稀二酸、反丁稀二酸、

草酸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组成，配位剂按如下比例配制：A、300～400g，B、350～450g，C、250

～350g，加入容器中搅拌混合均匀。

[0031] 所述光亮剂由D、E、F三种组分组成，其中D组分为α-乙烯基-N-丙磺酸基吡啶内盐

(CAS  NO.6613-64-5)，E组分由3-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3,4-二甲氧基苯甲醛、4-甲氧基苯

甲醛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组成，F组分由丙炔醇乙氧基醚、丙炔醇丙氧基醚、N,N-二乙基丙

炔胺、N,N-二乙基丙炔胺甲酸盐、N,N-二乙基丙炔胺硫酸盐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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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剂按如下比例和方法配制：400mL水中加入300mL异丙醇混合均匀，将D、E和F三种组分

分别按50～60g、35～45g和70～90g溶解于异丙醇和水混合液中，加水至1000mL。

[0032] 所述的辅助剂由下述方法制备：60～70g型号为IC113的水溶性聚丙烯酰胺、30～

40g由乙二胺、二甲基丙胺与环氧氯丙烷组成的缩合物、50～60g  2-乙基己基硫酸酯钠盐、

15～25g  N,N,N-三(2-羟丙基)-N′-羟乙基乙二胺以及40～50g  G组分(G组分与光亮剂中的

F组分一致)加入700g水中，搅拌使其溶解，再补加水至1000mL。

[0033] 所述钛盐补给剂为氟钛酸钾的水溶液，将2g氟钛酸钾溶解于800mL水中，加水至

1000mL。

[0034] 所述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的厚度为0.3～0.5μm，采用超邦化工开发的稀土改性

铬酸盐钝化工艺制备，工艺参数为：三氧化铬5g/L，硫酸铈铵0.5g/L，无水硫酸钠1g/L，质量

分数为65％～68％的硝酸3mL/L，九水合硝酸铬2g/L；镀件在室温条件下在所述钝化液中钝

化5～15s。

[0035] 所述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的厚度为0.5～0.8μm，采用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

制备；

[0036] 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工艺应用的封闭剂成分按重量份数计算包括：硅溶胶25份，

PU  113水溶性硅烷聚合物25份，质量分数为4％的纳米级羟基石墨烯5份，荷兰拓纳公司生

产的TANAFOAM  S有机硅消泡剂0.5份，荷兰斯塔尔公司生产的LA13-863有机硅流平剂1份，

去离子水40份。

[0037] 将所述封闭剂加去离子水稀释3倍配制封闭液，镀件浸渍于封闭液中，取出后烘干

形成封闭层。

[0038] 本实施例在具体操作上分为如下步骤：

[0039] 1、前处理：对钢铁零部件基体1进行“碱性化学除油→水洗→碱性阳极电解除油→

水洗→酸洗→水洗→阴极电解除油→水洗→活化→水洗”的工序。

[0040] 2、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钢铁零部件前处理后进行“镀无氰镉钛合金→水洗→烘干

→除氢”制备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

[0041] 3、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进行“2％的硝酸出光→水洗→稀

土改性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水洗”制备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

[0042] 4、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镀件钝化后进行“浸渍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液→滴干

→吹掉镀件底部残留的封闭液→70℃～90℃烘烤”制备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1所示，一种航空航天紧固件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包括

铜锌合金基体1、在铜锌合金基体1表面上从内到外依次制备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铬酸盐

低铬彩色钝化层3以及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

[0045] 所述的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采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氯化钾无氰镉钛合金电镀工艺

制备，镀层厚度为8～10μm。

[0046] 所述的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采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稀土改性铬酸盐低铬彩色

钝化工艺制备，钝化层厚度为0.3～0.5μm。

[0047] 所述的封闭层4采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液制备，封闭层厚度为

0.5～0.8μm。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0420210 U

5



[0048] 本实施例在具体操作上分为如下步骤：

[0049] 1、前处理：对铜锌合金零部件基体1进行“碱性化学除油→水洗→酸洗→水洗→阴

极电解除油→水洗→活化→水洗”的工序。

[0050] 2、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铜锌合金零部件前处理后进行“镀无氰镉钛合金→水洗→

烘干→除氢”制备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

[0051] 3、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无氰镉钛合金镀层2进行“2％的硝酸出光→水洗→稀

土改性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水洗”制备铬酸盐低铬彩色钝化层3。

[0052] 4、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镀件钝化后进行“浸渍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液→滴干

→吹掉镀件底部残留封闭剂→70℃～90℃烘烤”制备纳米羟基石墨烯封闭层4。

[0053] 采用实施例1和实施例2所制备的无氰镉钛合金及石墨烯封闭的镀层结构，按照

GB/T  10125–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进行中性盐雾试验4500h，镀件表面无白色

腐蚀物生成，这种镀层结构具有优异的耐蚀性。

[005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

个例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适用于帮

助理解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实施

例，在具体实施方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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