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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
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包括配制电解液，将

铜基材预处理得到待镀层的铜片，并将其一面封

闭；将铜片作为阴极，镍板作为阳极，阴极和阳极

连接双脉冲电源，并放入镀槽中，所述铜片未被

封闭的一面与镍板相对，在镀槽中加入步骤S1配

制的电解液，电解液温度为40℃，pH＝4±0.1；启

动双脉冲电源，设电沉积；后处理，即得到Ni/

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本发明制备方法简便、

成本低、污染小，适于大型化、规模化生产；本发

明制得的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平整、耐蚀、

晶粒小、表面均匀、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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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配制电解液，选用NiSO4·6H2O和NiCl2·6H2O作为主盐离子电解质，NaCl和Na2SO4作

为支持电解质，H3BO3和HCOONa作为缓冲剂，糖精作为添加剂，并添加ZrO2，其中，NiSO4·6H2O

为280g/L，NiCl2·6H2O为40g/L，H3BO3为30g/L，糖精为0.5g/L，ZrO2的添加量为30g/L；

S2.将铜基材预处理得到待镀层的铜片，并将其一面封闭；

S3.将步骤S2处理后的铜片作为阴极，镍板作为阳极，阴极和阳极连接双脉冲电源，并

放入镀槽中，所述铜片未被封闭的一面与镍板相对，在镀槽中加入步骤S1配制的电解液，电

解液温度为40℃，pH＝4±0.1；

S4.启动双脉冲电源，设定双脉冲电源的参数进行电沉积，电沉积过程中搅拌电镀液，

所述双脉冲电源的参数为：正向占空比20％、正向电流密度1A·dm2、正向周期4ms、反向占

空比60％、反向周期3ms、反向电流密度为正向电流密度的1/10、正向工作时间和反向工作

时间均为12ms；

S5.对电沉积后的铜片进行后处理，即得到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2中，铜基材预处理的具体方法为：

S1.1.先用粗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再用细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沿同一方向进行

打磨，洗涤；

S1.2.对铜基材进行除油，洗涤；

S1.3.对铜基材进行强浸蚀，洗涤；

S1.4.对铜基材进行中和处理，洗涤；

S1.5.对铜基材进行弱浸蚀，洗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除油选用70g/L氢氧化钠，70g/L碳酸钠，30g/L磷酸三钠，4mL/L洗涤剂OP-10，温度

为70～90℃，时间为20～30min；所述强浸蚀选用90％浓盐酸，4g/L乌洛托品，10％去离子

水，温度为室温，时间为50s；所述中和处理选用40g/L碳酸钠，时间为10s，所述弱浸蚀选用

20mL的1.84g/L硫酸，时间为5～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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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功能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

功能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腐蚀是自然界中自发、普遍存在的现象。金属材料的腐蚀广泛存在于各个领

域，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大，特别是在湿热的海洋环境中，钢铁易受到盐雾，潮汐等侵蚀，发生

严重的电化学腐蚀，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由于航空、能源、航

海等现代科学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不断地提高了特殊环境下材料使用的苛刻要求。普通

的陶瓷、金属和复合材料的机械强度、耐热性、耐久性和寿命都很难满足要求，功能梯度材

料应运而生。

[0003] 目前，功能梯度材料的制备方法主要有气相沉积法(PVD，CVD)、等离子喷涂法、粉

末冶金法、自蔓延高温燃烧合成法以及电沉积法等，但是每种方法都有不可避免的缺点。气

相沉积法可制备出大尺寸的试样，但是合成速率偏低，制备出的材料厚度较低而且对设备

的要求较高；物理气相沉积法沉积速率较低，而且材料的分布无法连续控制；粉末冶金法制

备的温度高，不仅耗能，而且物质结构和组分梯度存在不均匀、不易控制的缺陷；自蔓延高

温燃烧合成法是一种生产效率高、投资少、产品纯度高的方法，但其制备条件复杂、温度较

高、易飞溅，另外，许多制备方式都因为成本过高或者污染太重等原因都无法进行大型化、

规模化的生产，功能梯度材料仍然难以普遍地走进人们的生活。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平整、耐蚀、晶粒小、表面均匀、致密的利用

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S1 .配制电解液，选用NiSO4·6H2O和NiCl2·6H2O作为主盐离子电解质，NaCl  和

Na2SO4作为支持电解质，H3BO3和HCOONa作为缓冲剂，糖精作为添加剂，并添加ZrO2；

[0007] S2.将铜基材预处理得到待镀层的铜片，并将其一面封闭；

[0008] S3 .将步骤S2处理后的铜片作为阴极，镍板作为阳极，阴极和阳极连接双脉冲电

源，并放入镀槽中，所述铜片未被封闭的一面与镍板相对，在镀槽中加入步骤S1配制的电解

液，电解液温度为40℃，pH＝4±0.1；

[0009] S4.启动双脉冲电源，设定双脉冲电源的参数进行电沉积，电沉积过程中搅拌电镀

液；

[0010] S5.对电沉积后的铜片进行后处理，即得到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

[0011] 进一步，所述步骤S1中，NiSO4·6H2O为280g/L，NiCl2·6H2O为40g/L，  H3BO3为30g/

L，糖精为0.5g/L，ZrO2的添加量为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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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所述步骤S2中，铜基材预处理的具体方法为：

[0013] S1.1.先用粗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再用细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沿同一方向

进行打磨，洗涤；

[0014] S1.2.对铜基材进行除油，洗涤；

[0015] S1.3.对铜基材进行强浸蚀，洗涤；

[0016] S1.4.对铜基材进行中和处理，洗涤；

[0017] S1.5.对铜基材进行弱浸蚀，洗涤。

[0018] 进一步，所述除油选用70g/L氢氧化钠，70g/L碳酸钠，30g/L磷酸三钠，  4mL/L洗涤

剂OP-10，温度为70～90℃，时间为20～30min；所述强浸蚀选用90％浓盐酸，4g/L乌洛托品，

10％去离子水，温度为室温，时间为50s；所述中和处理选用40g/L碳酸钠，时间为10s，所述

弱浸蚀选用20mL的1.84g/L  硫酸，时间为5～10s。

[0019] 进一步，所述步骤S4中，双脉冲电源的参数为：正向占空比10-80％、正向电流密度

1-2.5A·dm-2、正向周期2-8ms、反向占空比20-80％、反向周期1-4ms、反向电流密度为正向

电流密度的1/10、正向工作时间和反向工作时间均为12  ms。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备方法简便、成本低、污染小，适于大型化、规模化生

产；本发明制得的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平整、耐蚀、晶粒小、表面均匀、致密。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中所用装置

的一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的一流程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正向占空比、正向电流密度、正向周期、反向占空比、反

向周期得到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XRD谱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浓度的ZrO2的电镀液制备得到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

料的XRD谱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400℃高温腐蚀后XRD测定的组织结构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500℃高温腐蚀后XRD测定的组织结构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中600℃高温腐蚀后XRD测定的组织结构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ZrO2添加量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Tafel极化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

式作进一步地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利用双脉冲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的方法。

[0032] 本发明使用双脉冲电沉积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电解槽1，电解槽1为用玻璃制成

的长方体，电解槽1在恒温水槽2中，电解槽1中有电解液，电解液中放置阴极电极3、阳极电

极4和电动搅拌器6，阴极电极3和阳极电极4连接双脉冲电源5，电动搅拌器6位于电解槽  1

的中间。双脉冲电源5负责提供矩形波型双脉冲电流，电动搅拌器6控制反应过程中的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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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恒温水槽2控制电解液的温度。

[0033] 请参考图2，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 .配制电解液，选用NiSO4·6H2O和NiCl2·6H2O作为主盐离子电解质，NaCl  和

Na2SO4作为支持电解质，H3BO3和HCOONa作为缓冲剂，糖精作为添加剂，并添加ZrO2；

[0035] 优选地，NiSO4·6H2O为280g/L，NiCl2·6H2O为40g/L，H3BO3为30g/L，十二烷基硫酸

钠0.1g/L，糖精为0.5g/L，ZrO2的添加量为0-40g/L，且不选用0g/L。

[0036] S2.将铜基材预处理得到待镀层的铜片，具体为：

[0037] S1.1.先用粗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再用细砂纸对铜基材进行打磨，沿同一方向

进行打磨，洗涤；

[0038] S1 .2 .对铜基材进行除油，选用70g/L氢氧化钠，70g/L碳酸钠，30g/L磷酸三钠，

4mL/L洗涤剂OP-10，温度为70～90℃，时间为20～30min；洗涤；

[0039] S1.3.对铜基材进行强浸蚀，选用90％浓盐酸，4g/L乌洛托品，10％去离子水，温度

为室温，时间为50s；洗涤；

[0040] S1.4.对铜基材进行中和处理，选用40g/L碳酸钠，时间为10s，洗涤；

[0041] S1.5.对铜基材进行弱浸蚀，选用20mL的1.84g/L硫酸，时间为5～10s  洗涤。

[0042] 将预处理后的铜片的一面封闭，即用胶带将该面贴住；

[0043] S3 .将步骤S2处理后的铜片作为阴极，镍板作为阳极，阴极和阳极连接双脉冲电

源，并放入镀槽中，所述铜片未被封闭的一面与镍板相对，在镀槽中加入步骤S1配制的电解

液，电解液温度通过恒温水槽控制为40℃，pH＝4±0.1；

[0044] S4.启动双脉冲电源，设定双脉冲电源的参数进行电沉积，双脉冲电源的参数优选

为：正向占空比10-80％、正向电流密度1-2.5A·dm-2、正向周期2-8ms、反向占空比20-80％、

反向周期1-4ms、反向电流密度为正向电流密度的1/10、正向工作时间和反向工作时间均为

12ms，电沉积过程中搅拌电镀液，通过电动搅拌器6控制反应过程中的搅拌速度为300r/

min；

[0045] S5.对电沉积后的铜片进行后处理，即得到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

[0046] 设计双脉冲参数的正交试验，选取正向占空比、正向电流密度、正向周期、反向占

空比、反向周期五个因素，结果如图3所示，每个因素取四个水平值设计正交实验表L16(45)，

进行正交实验，如表1所示正交实验设计的因素和水平，表2所示双脉冲参数正交实验表，其

余选择同一参数。

[0047] 表1

[0048]

[0049] 表2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08360028 B

5



[0050]

[0051]

[0052] 1、对制得的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镀层的结构表征及耐蚀性测试，制备出的

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镀层均为面心立方结构(fcc)，主要的晶面取向为(111)和(200)

面，且(200)面的取向优势更为明显；使用Scherrer 公式计算其不同晶面取向的晶粒尺寸，

讨论双脉冲参数对纳米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镀层组织结构的影响，为了得到晶粒尺

寸较小的晶粒，最佳的双脉冲电源参数为：正向占空比γ+20％，反向占空比γ-60％，正向

电流密度J+1.0A/dm2，反向周期T-3ms，正向周期T+4ms；通过极差分析，并以Ni/ZrO2二元梯

度功能材料镀层的平均晶粒尺寸作为判断指标，可以得到双脉冲电镀电源的五个参数对

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的影响顺序为：正向占空比＞反向占空比＞正向电流密

度＞反向周期＞正向周期。

[0053] 2、研究添加不同浓度的ZrO2的电镀液制备Ni/ZrO2功能梯度镀层样品，其余选择同

一参数，如图4所示，采用XRD测定样品的组织结构并讨论镀层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从减少

复合电镀层晶粒尺寸的角度来看，纳米颗粒的复合量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随着氧化锆添加

量的增加，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Ni/ZrO2功能梯度镀

层晶粒细小，纳米ZrO2颗粒分布均匀等特征均有助于镀层耐蚀性的提高，如表3所示。

[0054]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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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0057] 3、研究不同高温腐蚀温度(分别为400℃、500℃、600℃、700℃、800℃)  连续高温

12h后，采用XRD测定其高温腐蚀后的组织结构，探讨不同高温腐蚀温度对Ni/ZrO2功能梯度

镀层组织结构的影响，如图5-7和表4-6所示，表4为  400℃氧化后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

晶粒尺寸，表5为500℃氧化后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表6为600℃氧化后Ni/ZrO2

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

[0058] 表4

[0059]

[0060] 表5

[0061]

[0062]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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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0065] 经过400、500和600℃高温氧化后，镀层择优取向面为(111)和(200)  面，(200)面

的取向优势更为明显。高温后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普遍比常温下Ni/ZrO2功

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大，并且随着温度升高，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平均晶粒尺寸逐渐

增大；纯镍镀层的晶粒尺寸比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大。随着氧化锆添加量的增

加，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晶粒尺寸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在经过400、500和600℃高温

氧化后，均是氧化锆添加量为30g/L时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平均晶粒尺寸最小，分别是

24.9、  25.45和26.05nm。高温700℃后纯镍镀层发生氧化无明显晶面取向，Ni/ZrO2功能梯

度镀层择优取向面为(111)和(200)面，(200)面的取向优势更为明显。800℃后纯镍镀层被

氧化为NiO，Ni/ZrO2功能梯度镀层虽然也出现NiO特征峰，但镀层择优取向面仍为(111)和

(200)面，(200)面的取向优势更为明显。平均晶粒尺寸变化在高温后随纳米ZrO2颗粒的复

合量先减小后增大，符合在常温下复合电镀层中纳米颗粒复合量的分析。当纳米ZrO2颗粒

添加量过高，纳米颗粒之间产生团聚，导致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结构松散，耐高温腐蚀性

能降低，易发生高温氧化，导致高温后晶粒尺寸比常温时晶粒尺寸大。

[0066] 4、采用马弗炉高温试验测定添加不同浓度ZrO2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高温耐

蚀性，采用SEM观察镀层腐蚀前及腐蚀后的表面形貌：高温腐蚀前  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

平整性优于纯Ni镀层，甚至在放大3000倍的条件下，仍然平整，无明显缺陷，高温腐蚀后纯

镍Ni镀层随着温度升高，表面首先发生局部孔蚀，最后被完全氧化，结构疏松，不同ZrO2添

加量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的Tafel极化曲线如图8所示。

[0067] 双脉冲电沉积法能够制备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镀层，梯度方向ZrO2的含量由

0逐渐增加到34.99％(质量分数)；氧化锆的加入，可以使Ni/ZrO2镀层更加平整，耐蚀性有

较大提高；在相同工艺参数的条件下，由双脉冲电沉积所制备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与纯

镍镀层相比，晶粒更为细小，镀层表面更加均匀和致密，耐蚀性有较大提高。

[0068] 实施例2

[006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双脉冲电源的参数为：正向平均电流密度1A/

dm2，正向占空比40％，正向工作时间12ms，反向占空比60％，反向工作时间12ms，余则与实

施例1基本相同

[0070] 对制得材料进行电镜扫描，通过截面形貌可以看到靠近铜片的颜色较深，结构致

密；靠近镀层表面的，颜色较亮，孔洞较大较多，ZrO2粒子分布从上至下逐渐变得密集。结合

扫描电镜(SEM)截面形貌，截面元素分布图以及截面A、B  和C点的EDS成分分析的结果可以

判断，通过双脉冲电沉积法可以制备出含  0～34.99％ZrO2的Ni/ZrO2功能梯度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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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实施例3

[007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ZrO2的添加量为5g/L，双脉冲电源的参数为：

正向占空比10％、正向电流密度1A·dm-2、正向周期3ms、反向占空比  20％、反向周期1ms，余

则与实施1基本相同。

[0073] 实施例4

[007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氧化锆添加量为30g/L，余则与实施例  1基本

相同。

[0075] 本发明制备方法简便、成本低、污染小，适于大型化、规模化生产；本发明制得的

Ni/ZrO2二元梯度功能材料平整、耐蚀、晶粒小、表面均匀、致密。

[0076]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文中上述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08360028 B

9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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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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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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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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