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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

钝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每升前处理钝化剂

中，含有有机框架剂50～2000ppm，锆酸盐10～

250ppm，硅烷偶联剂0～1000ppm，总氟离子50～

1000ppm，水余量。本产品能够有效降低薄膜或锆

系前处理钝化膜烘干过程中易开裂等问题，由于

裂纹的减少，能够有效提高钝化膜的耐蚀性，并

增强钝化膜与涂层、基材间的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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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每升前处理钝化剂中，含有有机框

架剂50～2000ppm，锆酸盐10～250ppm，硅烷偶联剂0～1000ppm，总氟离子50～1000ppm，水

余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框

架剂选自吡咯烷、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四甲基铵、四乙基溴化铵、四乙基氢氧化铵和四

甲基氢氧化铵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锆酸盐

选自氧氯化锆、氟锆酸、氟锆酸钾、氟锆酸铵、硝酸锆、硅酸锆或硝酸氧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

联剂选自三烷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3‑氨

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甲基

二乙氧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甲

基二甲基氨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二(3‑三甲氧基甲硅烷基丙基)胺、甲

基三乙酰氧基硅烷、环氧基官能化的低聚硅氧烷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总氟离

子来源于氟化钠、氟化钾、氢氟酸和氟化氢钠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处理钝化剂的pH值为3～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处理

钝化剂的pH值为3.8～4.8。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在金属基材表面制

备钝化膜中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方法如下：

1)将金属基材在50℃下，通过浸渍或者喷淋的方式与除油处理液接触3～10分钟；

2)常温下，采用浸渍的方式，将金属基材表面与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有机框

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接触3～5分钟；

3)将经表面处理的金属基材用去离子水冲洗，随后在100～140℃下烘干固化10～30分

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基材选自冷轧钢材、热轧钢材、

镀锌钢材、镀锌退火钢材和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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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表面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金属基材表面防腐蚀的酸性硅

烷‑锆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材料受周围介质的作用而损坏，称为金属腐蚀。金属腐蚀时，在金属的界面上

金属与空气、水等发生化学或电化学多相反应，使金属转入氧化(离子)状态，这会显著降低

金属材料的强度、塑性、韧性等力学性能，破坏金属构件的几何形状，增加零件的磨损，恶化

电学和光学等物理性能，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世界上每年因腐蚀的金属约占总产量的三

分之一，如何防止金属腐蚀已成为科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0003] 为了防止金属腐蚀，常采用钝化剂在金属基材表面制备钝化膜。随着经济成本的

控制及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铬酸盐和磷酸盐逐渐被替代。现今，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效果较

好的通常有两类：第一种是锆系处理剂，它是以氟锆酸或其他锆系类为主成膜物，添加辅助

成膜剂形成的纳米级钝化膜处理剂；第二种是硅烷处理剂，其主剂是硅烷偶联剂，再加以部

分添加剂获得的微纳陶瓷复合膜处理剂。由于前处理后续需要跟随喷粉、喷漆、电泳等工

序，势必会涉及到高温干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锆酸盐结晶水及基材表面自由水的蒸发，

硅烷的交联过程，均会导致钝化膜内外应力不均造成钝化膜开裂，这些裂缝严重影响钝化

膜表面的致密性，当腐蚀介质渗透到钝化膜时，裂纹处会严重影响钝化膜的耐蚀性。

[0004] 因此，通过一定的方法减小或消除钝化膜中的裂缝或减小烘干过程中钝化膜的内

外应力，对防止钝化膜开裂及提高钝化膜的耐蚀性有着较大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能够有效提升处理后基

材的耐蚀性，同时能够有效提高基材与涂层之间的结合力。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每升前处理钝化

剂中，含有有机框架剂50～2000ppm，锆酸盐10～250ppm，硅烷偶联剂0～1000ppm，总氟离子

50～1000ppm，水余量。

[0007]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有机框架剂选自吡咯

烷、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四甲基铵、四乙基溴化铵、四乙基氢氧化铵和四甲基氢氧化铵

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更优选的，有机框架剂含量为100～800ppm。本发明中所述的

有机框架剂含量过低会导致钝化膜开裂情况改善不明显。添加剂含量过高会导致钝化膜的

膜重降低，影响锆或硅烷在基材表面的沉积，导致耐蚀性降低。

[0008]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锆酸盐选自氧氯化锆、

氟锆酸、氟锆酸钾、氟锆酸铵、硝酸锆、硅酸锆或硝酸氧锆。更优选的，锆酸盐含量为30～

150ppm。

[0009]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硅烷偶联剂选自三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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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三甲氧基

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甲基二乙

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氨乙基‑3‑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

环氧丙氧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环氧丙氧丙基甲基二甲基氨基

硅烷、环氧丙氧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二(3‑三甲氧基甲硅烷基丙基)胺、甲基三乙酰氧基

硅烷、环氧基官能化的低聚硅氧烷中的一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

[0010]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总氟离子来源于氟化

钠、氟化钾、氢氟酸和氟化氢钠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

[0011]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前处理钝化剂的pH值

为3～5。

[0012] 进一步的，上述的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所述前处理钝化剂的pH值

为3.8～4.8。

[0013] 本发明提供的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在金属基材表面制备钝化膜中的应

用。

[0014] 进一步的，方法如下：

[0015] 1)将金属基材在50℃下，通过浸渍或者喷淋的方式与除油处理液接触3～10分钟；

[0016] 2)常温下，采用浸渍的方式，将金属基材表面与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接

触3～5分钟；

[0017] 3)将经表面处理的金属基材用去离子水冲洗，随后在100～140℃下烘干固化10～

30分钟。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金属基材选自冷轧钢材、热轧钢材、镀锌钢材、镀锌退火钢材和铝

材。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区别于传统钝化剂，本发明将锆离子与有机框架进行负载，然后沉积在

基材表面，由于以框架形式沉积的钝化膜相对于锆离子单独沉积，能够有效减小成膜的锆

离子中间的间隔。同时，在干燥过程中，不会因为结晶水的损失造成钝化膜的开裂。同时，加

入硅烷后，能够进一步填补缝隙，同时，硅烷在干燥过程中，由于有机框架的支撑，使得钝化

膜内外应力减小，达到提高钝化膜完整性的效果。基于以上新型钝化膜沉积方式，能够形成

更稳定的钝化膜，能够有效提高钝化膜的耐蚀性。同时，由于缝隙的减小，使得钝化膜和基

材及漆膜的结合力更强，附着力也会因此得到提升。

[0021] 2、相比于以前的硅烷或锆体系钝化膜，本发明能够使减小基材表面锆离子沉积间

的间隙。同时框架结构的存在，能够有效稳定硅烷成膜过程中的开裂情况，进一步提高钝化

膜的完整性，有效提高钝化的耐蚀性。

[0022] 3、钝化膜的完整性能够有效的提升钝化膜、基材和漆膜之间的结合力。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电化学结果对比图

[0024] 图2是实例1在5000倍时SEM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0025] 图3是实例2在5000倍时SEM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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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4是实例5在5000倍时SEM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0027] 图5是实例6在5000倍时SEM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在以下实施例中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描述。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表述，所描述的

各方面可与任何其他方面加以组合。特别地，任何表示为优选或有利的特征可与其他任何

表示为优选或者有利的特征加以组合。

[0029] 实施例1‑6一种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

[0030] (一)配方

[0031] 每升前处理钝化剂中，如表1含有有机框架剂，锆酸盐，硅烷偶联剂和总氟离子，水

余量，pH值控制在4.0‑4.8。

[0032] 表1

[0033]

[0034]

[0035] (二)制备方法

[0036] 如表1，将各原料依次加入水中，搅拌均匀，即可。

[0037] 实施例7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在金属基材表面制备钝化膜中的应用(一)

方法如下：

[0038] 1、清洗和去除油污

[0039] 将冷轧板在50℃条件下通过浸渍或者喷淋的方式与除油处理液接触4分钟。然后

将板材用自来水冲洗1分钟，再使用纯水冲洗20秒。

[0040] 除油处理液，按质量百分比组成为：氢氧化钠0.4％，碳酸钠4％，偏硅酸钠3％，螯

合剂2％，表面活性剂3％，水余量。

[0041] 2、钝化处理

[0042] 常温下，采用浸渍的方式，分别使用实施例1‑实施例6的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

化剂，将金属板材表面与有机框架负载的前处理钝化剂接触3～5分钟。

[0043] 3、冲洗和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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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将钝化处理后的金属板材使用流动工业水冲洗30秒，再用纯水冲洗10秒，然后用

冷风吹干金属板材表面水，最后在110℃条件下干燥10分钟，在金属基材表面制得钝化膜。

[0045] (二)检测

[0046] 1、膜重检测

[0047] 将采用实施例1‑4制备的前处理钝化剂钝化处理获得的钝化膜，使用X荧光对钝化

膜表面锆的附着量进行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48] 表2

[0049] 实例编号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膜重(mg/m2) 55.86 48.56 43.79 39.47

[0050] 由表2可见，随着有机框架剂四乙基氢氧化铵加入的增加，膜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

势。

[0051] 2、钝化膜的电化学检测

[0052] 将采用实施例1‑4制备的前处理钝化剂钝化处理获得的钝化膜，在0.1M氯化钠溶

液中，进行电化学检测，结果如图1所示。

[0053] 图1可见，随着有机框架剂浓度的提升，钝化膜的腐蚀电流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

势，在有机框架剂添加量为600ppm时，腐蚀电流最小，证明随着钝化膜的开裂情况不断改

善，钝化膜的耐蚀性，但有机框架浓度过高时，锆的沉积量受到影响，耐蚀性反而下降。

[0054] 3、钝化膜微观形貌的检测

[0055] 将采用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5和实施例6制备的前处理钝化剂钝化处理获得

的钝化膜在170℃条件下烘干20分钟后，室温晾干，然后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表征，得

到结果如图2‑图5所示。由图2‑图5钝化膜的电镜图片可以发现，实施例1没有添加有机框架

剂四乙基氢氧化铵，钝化膜表面裂纹比较明显，图3‑图5随着有机框架剂添加量的增加及有

机框架剂的加入，钝化膜的裂纹明显减少甚至消失。总之，有机框架剂的添加能够有效提高

钝化膜的完整性，钝化膜完整性有明显提高。通过添加有机框架剂能够明显改善钝化膜的

开裂情况，而实施例5的改善情况最为明显，钝化膜表面基本无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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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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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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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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