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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锌镍磷电镀液、其制备方法

及电镀方法，其解决了现有锌镍镀层硬度低，不

具备抗磨性能的技术问题，其含有以下浓度的组

分：氨基磺酸镍20～30g/L、亚磷酸钠4～10g/L、

硫酸锌40～60g/L、氢氧化钾20～40g/L、添加剂

0.1～0.3g/L、络合剂20～40g/L，溶剂为去离子

水；本发明同时提供了锌镍磷电镀液的制备方法

和电镀方法。本发明广泛用于金属工件的表面处

理，本发明形成的镀层作为一种阳极性防护镀

层，具有优异的防腐性能,并且具有较高的硬度，

起到防腐、防磨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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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锌镍磷电镀液，其特征是，含有以下浓度的组分：氨基磺酸镍20～30g/L、亚磷酸

钠4～10g/L、硫酸锌40～60g/L、氢氧化钾20～40g/L、添加剂0.1～0.3g/L、络合剂20～40g/

L，溶剂为去离子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其特征是，含有以下浓度的组成：氨基磺酸镍

24～28g/L、亚磷酸钠6～8g/L、硫酸锌45～55g/L、氢氧化钾25～35g/L、添加剂0.15～

0.25g/L、络合剂20～30g/L，溶剂为去离子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其特征是，含有以下浓度的组成：氨基磺酸镍

24g/L、亚磷酸钠6g/L、硫酸锌45g/L、氢氧化钾25g/L、添加剂0.15g/L、络合剂20g/L，溶剂为

去离子水。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其特征是，所述添加剂包括乙醇酸钠和

对甲苯磺酰胺，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浓度比为5:1。

5.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其特征是，所述络合剂包括柠檬酸铵和

乳酸，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浓度比为6:1。

6.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在第一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将所述氢氧化钾和硫酸锌放入第一容器中搅拌至溶

解获得第一溶液；

(2)在第二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将所述络合剂加入到第二容器中搅拌至溶解，然后加

入所述氨基磺酸镍，加入亚磷酸钠搅拌至溶解，获得第二溶液；

(3)将所述第二溶液加入到第一容器与所述第一溶液混合，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

后，再加入所述添加剂，用去离子水补足。

7.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锌镍磷电镀液的电镀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将所述电镀液加热到25～30℃；

(2)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1.5～3A/dm2的

条件下进行电镀作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镀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密度为2～2.5A/dm2，所述电

镀液被加热到28～30℃，电镀的时间是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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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镍磷电镀液、其制备方法及电镀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镀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锌镍磷电镀液、其制备方法及电镀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镀锌作为一种传统的防腐工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与其他金属相比，锌是相

对便宜而又易镀覆的一种金属，属低值防蚀电镀层，被广泛用于保护钢铁件，特别是防止大

气腐蚀，镀锌层作为阳极性防护镀层，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0003] 随着人们对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镀锌层在一些领域已经满足不了性能指标，像

现在的汽车行业，目前大部分品牌轿车上的镀层都采用新型的锌镍合金，锌镍合金具有优

异的防腐性能，同等厚度的镀层防护性能是传统镀锌层的10-15倍，但是锌镍合金硬度在

150-200HV，不具备抗磨性能，限制了该工艺在一些特殊领域的应用，特别是涉及到摩擦磨

损及沙砾磨损等条件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锌镍镀层硬度低，不具备抗磨性能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同

时具备优异的防腐性能和抗磨性能的锌镍磷电镀液、其制备方法及电镀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锌镍磷电镀液，含有以下浓度的组分：氨基磺酸镍

20～30g/L、亚磷酸钠4～10g/L、硫酸锌40～60g/L、氢氧化钾20～40g/L、添加剂0.1～0.3g/

L、络合剂20～40g/L，溶剂为去离子水。

[0006] 优选地，含有以下浓度的组成：氨基磺酸镍24～28g/L、亚磷酸钠6～  8g/L、硫酸锌

45～55g/L、氢氧化钾25～35g/L、添加剂0.15～0.25g/L、络合剂20～30g/L，溶剂为去离子

水。

[0007] 优选地，含有以下浓度的组成：氨基磺酸镍24g/L、亚磷酸钠6g/L、硫酸锌45g/L、氢

氧化钾25g/L、添加剂0.15g/L、络合剂20g/L，溶剂为去离子水。

[0008] 优选地，添加剂包括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浓

度比为5:1。

[0009] 优选地，络合剂包括柠檬酸铵和乳酸，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浓度比为6:1。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锌镍磷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在第一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将所述氢氧化钾和硫酸锌放入第一容器中搅拌

至溶解获得第一溶液；

[0012] (2)在第二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将所述络合剂加入到第二容器中搅拌至溶解，然

后加入所述氨基磺酸镍，加入亚磷酸钠搅拌至溶解，获得第二溶液；

[0013] (3)将所述第二溶液加入到第一容器与所述第一溶液混合，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

入后，再加入所述添加剂，用去离子水补足。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锌镍磷电镀液的电镀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518237 A

3



[0015] (1)将所述电镀液加热到25～30℃；

[0016] (2)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1.5～3A/

dm2的条件下进行电镀作业。

[0017] 优选地，电流密度为2～2.5A/dm2，电镀液被加热到28～30℃，电镀的时间是1h。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的锌镍磷电镀液将氨基磺酸镍、亚磷酸钠和硫酸锌共同作为主盐，用于在

阴极上沉积出锌镍磷电镀层，电镀液中各个组成的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稳定性好，形成的镀

层硬度高、耐磨性能强，防腐性能好、基本不受腐蚀。锌镍磷电镀层硬度达到418-510HV，中

性盐雾试验480h 无锈点，孔隙率检测达到10级。

[0020] 一定配比的氢氧化钾可以提高溶液的导电率，对提高镀速有帮助，同时还可以和

硫酸锌形成锌酸根，有助于锌镍磷合金的共沉积，有助于提高镀层的硬度。

[0021] 镀层中磷含量对镀层的耐磨性能带来很大改善。添加剂使得镀层结晶更加细致，

同时也降低了镀层的应力，大幅度提升镀层的防腐能力。

[0022] 本发明的锌镍磷电镀液在制备过程中，控制各组分的加入顺序，将络合剂与部分

去离子水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及亚磷酸钠，搅拌至溶解，获得第二溶液，镍离

子与络合剂形成稳定的络合金属离子，有利于避免氨基磺酸镍在碱性条件下产生沉淀。

[0023] 本发明的锌镍磷电镀液制备方法容易实现，适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以配制1升锌镍磷电镀液为例，在第一容器中加入400毫升去离子水，放入25克氢

氧化钾搅拌至溶解，加入硫酸锌45克搅拌至溶解；在第二容器中加入300毫升去离子水，加

入20克络合剂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24克，加入亚磷酸钠6克搅拌至溶解；将第

二容器中的溶液加入第一容器中，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后，在第一容器中加入添加剂

0.15克，用去离子水将液位补至1升刻度处，搅拌均匀，即完成电镀液的配制。

[0026] 使用该电镀液时，将其加热到28℃，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

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2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8μm的锌镍磷镀层。

[0027] 本实施例中的添加剂可以采用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

是5:1。络合剂可以采用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是6:1。

[0028] 实施例2

[0029] 以配制1升锌镍磷电镀液为例，在第一容器中加入400毫升去离子水，放入30克氢

氧化钾搅拌至溶解，加入硫酸锌50克搅拌至溶解；在第二容器中加入300毫升去离子水，加

入25克络合剂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26克，加入亚磷酸钠7克搅拌至溶解；将第

二容器中的溶液加入第一容器中，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后，在第一容器中加入添加剂

0.2克，用去离子水将液位补至1升刻度处，搅拌均匀，即完成电镀液的配制。

[0030] 使用该电镀液时，将其加热到29℃，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

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2.5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10μm的锌镍磷镀层。

[0031] 本实施例中的添加剂可以采用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

是5:1。络合剂可以采用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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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实施例3

[0033] 以配制1升锌镍磷电镀液为例，在第一容器中加入400毫升去离子水，放入35克氢

氧化钾搅拌至溶解，加入硫酸锌55克搅拌至溶解；在第二容器中加入300毫升去离子水，加

入30克络合剂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28克，加入亚磷酸钠8克搅拌至溶解；将第

二容器中的溶液加入第一容器中，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后，在第一容器中加入添加剂

0.25克，用去离子水将液位补至1升刻度处，搅拌均匀，即完成电镀液的配制。

[0034] 使用该电镀液时，将其加热到30℃，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

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2.5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11μm的锌镍磷镀层。

[0035] 本实施例中的添加剂可以采用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

是5:1。络合剂可以采用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是6:1。

[0036] 实施例4

[0037] 以配制1升锌镍磷电镀液为例，在第一容器中加入400毫升去离子水，放入20克氢

氧化钾搅拌至溶解，加入硫酸锌40克搅拌至溶解；在第二容器中加入300毫升去离子水，加

入20克络合剂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20克，加入亚磷酸钠4克搅拌至溶解；将第

二容器中的溶液加入第一容器中，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后，在第一容器中加入添加剂

0.1克，用去离子水将液位补至1升刻度处，搅拌均匀，即完成电镀液的配制。

[0038] 使用该电镀液时，将其加热到28℃，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

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2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8μm的锌镍磷镀层。

[0039] 本实施例中的添加剂可以采用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

是5:1。络合剂可以采用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是6:1。

[0040] 实施例5

[0041] 以配制1升锌镍磷电镀液为例，在第一容器中加入400毫升去离子水，放入40克氢

氧化钾搅拌至溶解，加入硫酸锌60克搅拌至溶解；在第二容器中加入300毫升去离子水，加

入40克络合剂搅拌至溶解，然后加入氨基磺酸镍30克，加入亚磷酸钠10克搅拌至溶解；将第

二容器中的溶液加入第一容器中，边加入边搅拌，全部加入后，在第一容器中加入添加剂

0.3克，用去离子水将液位补至1升刻度处，搅拌均匀，即完成电镀液的配制。

[0042] 使用该电镀液时，将其加热到28℃，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

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2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8μm的锌镍磷镀层。

[0043] 本实施例中的添加剂可以采用乙醇酸钠和对甲苯磺酰胺，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

是5:1。络合剂可以采用柠檬酸铵和乳酸，两者的质量百分浓度比是6:1。

[0044] 上述实施例1-5中，柠檬酸根离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络合剂，它能稳定电镀液提高

镀液的深镀能力和均镀能力，更有细化晶粒提高镀层质量的作用。柠檬酸铵保证镍离子在

强碱条件下能够稳定存在,同时乳酸作为一种比较弱的络合剂同时合镍离子进行络合,降

低了络合镍离子的析出电位,便于在此溶液中电沉积,在调节镀层组分方面也存在一定作

用。添加剂使得镀层结晶更加细致，同时也降低了镀层的应力，大幅度提升镀层的防腐能

力。

[0045] 实施例6

[0046] 本实施例中电镀液的组分及其配比，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相同，区别仅在

于电镀方法。本实施例的电镀作业中，将电镀液温度控制在25℃；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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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1.5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6μm的锌

镍磷镀层。

[0047] 实施例7

[0048] 本实施例中电镀液的组分及其配比，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相同，区别仅在

于电镀方法。本实施例的电镀作业中，将电镀液温度控制在30℃；用316L不锈钢作为阳极，

用需要电镀的工件作为阴极，在电流密度为3A/dm2的条件下电镀1h，得到厚度为11μm的锌

镍磷镀层。

[0049] 对比例1

[0050] 本实施例中电镀液的组分及其配比，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相同，区别仅在

于电镀方法。本实施例的电镀作业中，电流密度设定为  6A/dm2。

[0051] 对比例2

[0052] 本实施例中电镀液的组分及其配比，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相同，区别仅在

于电镀方法。本实施例的电镀作业中，将电镀液温度控制在45℃。

[0053] 对比例3

[0054] 采用现有技术的锌镍合金作为对比，以1升电镀液为例，具体镀液组份如下：氢氧

化钠：120g/L、氧化锌：10g/L、硫酸镍：6g/L、添加剂：  20ml/L、络合剂20ml/L，将镀液温度控

制在30℃，电流密度为0.8A/dm2的条件下电镀1小时，获得厚度10μm的锌镍合金镀层。

[0055] 将实施例1-7和对比例1-3获得的镀层进行表观、镀层硬度、抗腐蚀性能进行检测，

表面硬度检测标准按GB/T  9790中的维氏硬度检测方法执行，中性盐雾试验按GB10125-

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孔隙率检测及评判标准：GB/T17721金属覆盖层孔隙率试

验；GB/T  6461-2002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

级。

[0056] 性能检测结果可参阅表1。

[0057] 表1

[0058]

[0059]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7获得的锌镍磷镀层的性能明显优于对比例1-2，并且实

施例1-3获得的锌镍磷镀层的性能优于实施例4-7，说明实施例的组分含量和电镀工艺在优

选范围内的效果更佳；实施例1-7获得的锌镍磷镀层的硬度均明显高于对比例3，说明在工

艺范围内锌镍磷的硬度高于商用锌镍合金镀层，即本发明的锌镍磷镀层耐磨性明显高于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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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合金镀层。

[0060] 以上所述仅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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