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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

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及产品。本发

明将烧结钕铁硼磁体分别在除油液和有机磷酸

液中进行表面除油和去氧化物处理，然后在超声

波作用下水洗得到样品A；将样品A放入含石墨烯

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中在超声波辅助作用下进

行共沉积一定厚度的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从而得

到样品B。该方法通过铜与石墨烯的在超声波辅

助下共沉积，可以获得比纯铜镀层更晶粒细化的

铜镀层，而且具有疏水特征，使表面直接镀覆铜

复合石墨烯复合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具有更

好的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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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倒角后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分别在除油液和有机磷酸液中进行表面除油和去氧化

物处理，然后在超声波作用下水洗得到样品A；

（2）将样品A放入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中在超声波辅助作用下进行共沉积一

定厚度的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从而得到样品B；

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是以羟基乙叉二膦酸为主配位剂，同时添加辅助配位剂

与可溶性铜盐、石墨烯和石墨烯分散剂在碱性条件下共存的溶液；可溶性铜盐是硫酸铜、硝

酸铜或氯化铜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3）对表面包覆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B根据需要以常规电镀液和工

艺条件再包覆单一金属镀层或几种金属组成的复合镀层至达到规定厚度；

所述有机磷酸液组成为5~10  g/L的肌醇六磷酸水溶液；

所述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组成为80-120  g·L-1羟基乙叉二膦酸，10-30mL·

L-1三乙醇胺，35-45  g·L-1  CuSO4•5H2O，80~110  g·L-1  K2CO3，0.2  ~  0.5  g·L-1石墨烯， 

0.4  ~  0.6  g·L-1十二烷基硫酸钠，其余为水；用KOH或H2SO4调整溶液pH为9-10；

步骤（2）共沉积时超声波辅助所需的超声波频率为20~60kHz。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油液包括：12~18  g·L-1  NaOH、12~18  g·L-1  Na2CO3、8~12  g·L-1 

Na3PO4、0.02~0.04  g·L-1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水溶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共沉积时的工艺条件为：阴极电流密度为1~3.5  A/dm2，溶液温度为

25  ~  65℃，镀层厚度在2~10微米。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共沉积时的工艺条件为：阴极电流密度为3  A/dm2，溶液温度为室

温，铜镀层厚度在3微米,电镀时间为4分钟。

5.一种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  ～4任一

项所述的制备方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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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

方法及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烧结钕铁硼(Nd-Fe-B)永磁体材料的表面保护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表面电镀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作为打底层，然后再电镀其它金属镀层以

提高磁体耐腐蚀性的方法及由该方法获得的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具有优异的综合磁性能，在计算机硬盘、电动汽车、核磁共振

等高技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晶间富钕相与主相间存在电位差导致其易发生晶间

腐蚀而使磁体粉化，而随着钕铁硼在风力发电，电动汽车等领域使用，对耐腐蚀要求越来越

高。因此提高烧结Nd-Fe-B的耐腐蚀能力是行业内聚焦的热点。目前，提高烧结Nd-Fe-B耐蚀

性主要通过两种思路：一是在磁体配方设计过程中通过加入对耐蚀有益的元素，称为合金

化法；二是磁体结构成型之后通过对表面进行修饰的涂覆层法。涂履层法是烧结钕铁硼磁

体后处理必需的环节。它包括表面电镀镍或锌或离子镀铝等金属涂层、化学镀Ni-P非晶膜

层、形成磷化膜或硅烷等化学转化膜或涂履环氧树脂等有机涂层等。关于这方面的专利文

献有很多，例如申请号为201010280032.3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钕铁硼永磁材料在含

AlCl3、LiAlH4和四氢呋喃有机溶液中镀铝的方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李庆鹏等先后

公开了钕铁硼磁体材料表面镀镍(申请号为201110405536 .8)、表面镀锌(申请号为

201110405946.2)和表面磷化(申请号201110095889.2)与有机涂层双层防护的表面处理技

术。其中在酸性溶液中电镀金属镍作为烧结钕铁硼的打底层是目前工业应用中最常用的方

法。由于烧结钕铁硼磁体的多孔隙结构以及富钕相的组织特征，当在镀液中电镀时，酸性镀

液会对钕铁硼基体产生化学腐蚀；同时无论镍还是其它锌镀层相对于基体而言都是阴极防

护性镀层，要提高镀层的耐蚀性能，只能减少镀层的孔隙率以防止外界的腐蚀介质贯穿孔

隙与基体接触。而要实现这一点，一是提高镀层的厚度，二是在一定厚度下提高镀层的致密

度，使镀层的结晶更细致。显然非磁性镀层或镍镀层厚度的提高都会降低磁性能。因此采用

一种碱性镀液以减少对基体的化学腐蚀，同时提高镀层的致密度(结晶细化)以减少镀层孔

隙率是提高烧结钕铁硼耐蚀性的两个关键点。

[0003] 在不增加镀层厚度的前提下提高镀层的致密度可以通过提高金属沉积过电位来

实现。因此借助辅助手段提高电镀时允许施加的阴极电流密度值就可以实现金属沉积电位

更负，从而使电结晶的初始晶粒细化。另外，如何避免沉积的晶粒再长大也是实现镀层致密

度方法之一，但目前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方法报道。石墨烯是一种二维碳纳米材料，在与金属

共沉积时，在镀层内部可以形成纳米插层结构，防止铜结晶晶粒的再长大，从而实现致密

度。还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具有明显的疏水特征，也就是水不能在镀层表面完全铺展，这

也意味着减少了磁体与液体接触的机会，对于磁体耐蚀性的提高是非常有益的。

[0004] 另外，烧结钕铁硼电镀前都要经过除氧化物处理，现通常是在强酸性的3％～6％

硝酸溶液中进行。但在硝酸溶液中，虽然能快速除去表面氧化物，必然也会对基体产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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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腐蚀。因此选择一种相对温和的有机酸溶液进行除表面氧化物处理以防止对基体的过

度腐蚀，同时可以借助有机酸对基体的微弱腐蚀使其高活性的富钕晶界相形成了一层薄的

化学保护膜，减少富钕相与主相之间的电位差，是有利于后续的电镀处理及钕铁硼整体的

耐蚀性能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目前烧结钕铁硼用硝酸作为除氧化物溶液而产生过度腐蚀，以及在酸性溶

液中镀镍时，酸性镀液对基体会产生化学腐蚀，镍镀层不够致密，整体耐蚀性能不好等问

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该方

法提高了烧结钕铁硼的耐腐蚀性，并可获得高耐蚀性的烧结钕铁硼产品。

[0006] 本发明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8] (1)将倒角后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分别在除油液和有机磷酸液中进行表面除油和去

氧化物处理，然后在超声波作用下水洗得到样品A；

[0009] (2)将样品A放入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中在超声波辅助作用下进行共沉

积一定厚度的铜复合石墨烯复合镀层，从而得到样品B；

[0010] (3)对表面包覆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B可以根据需要以常规电

镀液和工艺条件再包覆铜或镍或锌等单一镀层或几种金属组成的复合镀层至达到规定厚

度。

[0011] 烧结钕铁硼表面油污主要是来自于机械加工过程中，除油不彻底会影响到后续镀

层的结合力，进一步影响烧结钕铁硼磁体的耐腐蚀性。除油主要在碱性溶液中进行，同时加

一些表面活性剂。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除油液包括：12～18g·L-1NaOH、12～18g·L-1Na2CO3、8～12g·L-

1Na3PO4、0.02～0.04g·L-1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水溶液。

[0013] 除氧化物或称除锈处理是作为烧结钕铁硼磁体电镀前的关键步骤，传统硝酸除锈

会严重腐蚀基体尤其是晶间富钕相部位。本发明使用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环保型有机酸--

肌醇六磷酸作为除锈液，肌醇六磷酸不仅会溶解钕铁硼的表面氧化物，而且还会与铁或钕

反应生成不溶性的有机磷酸盐，尤其会优先与钕铁硼的富钕相发生反应，因此使其在富钕

晶界相形成了一层薄的有机磷酸盐化学保护膜，减少富钕相与主相之间的电位差，从而有

利于后续的电镀处理及钕铁硼整体的耐蚀性能提高。

[0014] 作为优选，所述除氧化物溶液组成为：5～10g/L的肌醇六磷酸水溶液。

[0015] 步骤(2)中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是以羟基乙叉二膦酸为主配位剂，同时

添加如三乙醇胺、碳酸根离子、焦磷酸根、酒石酸根离子、柠檬酸根离子等作为辅助配位剂

与可溶性铜盐、石墨烯和石墨烯分散剂在碱性条件下共存的溶液。可溶性铜盐可以是硫酸

铜、硝酸铜或氯化铜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作为优选，含石墨烯的碱性无氰镀铜溶液组成为

80-120g·L-1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10-30mL·L-1三乙醇胺(TEOA)，35-45g·L-1CuSO4·

5H2O，80～110g·L-1K2CO3，0.2～0.5g·L-1石墨烯，0.4～0.6g·L-1十二烷基硫酸钠，其余为

水，用KOH或H2SO4调整溶液pH为9-10。其中十二烷基硫酸钠发挥石墨烯分散剂的作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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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在镀液中分散而不团聚，但十二烷基硫酸钠用量太多，会使溶液泡沫过多，并影响电

沉积速度。石墨烯与铜共沉积形成复合镀层时，会出现与单独铜镀层不一样的特征，如铜镀

层晶粒细化，且具有疏水特征。而溶液中石墨烯的用量与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中石墨烯含量

成正比关系。复合镀层中石墨烯含量过少，复合镀层的致密度下降和疏水性也下降，耐蚀性

下降；而复合镀层中石墨烯含量过多，复合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力下降。

[0016] 电镀时，镀液采用机械搅拌或泵循环搅拌方式进行搅拌。同时在电沉积过程中，施

加一定功率的超声波进行辅助电镀。超声波辅助电镀有利于石墨烯的分散，同时可以提高

有效的阴极电流密度值，加快沉积速度。如无超声波辅助时，碱性无氰镀铜的阴极电流密度

一般小于2A/dm2，如高于该值，析氢明显，沉积效率下降，溶液离子浓度会打破平衡而不稳

定，同时铜镀层会呈黑色粉末状。采用超声波辅助电镀，可将阴极电流密度提高到3A/dm2以

上，而在高的阴极电流密度下沉积获得铜镀层晶粒更细致，镀层致密度提高。超声波频率越

高，辅助效果越明显，获得镀层晶粒越细，但超声波频率越高，能耗越大。结合能耗及镀层效

果，优选共沉积时超声波辅助所需的超声波频率为20～60kHz。

[0017] 电镀的工艺条件包括阴极电流密度、镀液温度和铜层厚度(一定表面积的磁体厚

度取决于施加的阴极电流密度和电镀时间)，电镀的工艺条件尤其是阴极电流密度对于镀

铜层的质量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烧结钕铁硼耐蚀性。步骤(2)中电镀铜时，阴极电流密度

为1～3.5A/dm2，溶液温度为25～65℃，镀层厚度在2～10微米。

[0018] 作为优选，阴极电流密度为3A/dm2，溶液温度为室温，铜镀层厚度在3微米,电镀时

间为4分钟。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由上述制备方法获得的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保护的烧结钕铁硼磁

体，烧结钕铁硼磁体表面覆盖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

[0020] 共沉积铜复合石墨烯镀层之后的烧结钕铁硼磁体根据需要，可以通过常规电镀液

和工艺条件再包覆铜或镍或锌等单一镀层或几种金属组成的复合镀层至达到规定厚度。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1)以肌醇六磷酸作为除氧化物溶

液，不仅达到钕铁硼表面除锈效果，而且可以使晶界富钕相形成一层化学转化膜；(2)烧结

钕铁硼在无氰碱性镀铜液中直接镀铜，避免了传统酸性镀液对基体的化学腐蚀，且不用氰

化钠剧毒原料；(3)通过铜与石墨烯的共沉积，可以获得比纯铜镀层更晶粒细化的铜镀层，

而且具有疏水特征。(4)采用超声波辅助电沉积方法，可以提高有效阴极电流密度值，从而

获得更细致的铜镀层。(5)表面直接镀覆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具有更好镀

层结合力和更好的耐腐蚀性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不同石墨烯含量下获得的烧结钕铁硼表面复合镀层微观表面形貌图。

[0023] 图2不同石墨烯含量下获得的烧结钕铁硼表面复合镀层断面形貌图。

[0024] 图3为不同石墨烯含量下的烧结钕铁硼表面复合镀层上水接触角变化情况图。

[0025] 图4为不同石墨烯含量下获得镀层保护的烧结钕铁硼磁体动电位极化曲线(a图)

和交流阻抗图(b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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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及产品，按照以

下步骤进行：

[0029] (1)配备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其镀液其它组成为：0.5g·L-1十二烷基硫

酸钠，90g·L-1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15mL·L-1三乙醇胺(TEOA)，40g·L-1CuSO4·5H2O，

80g·L-1K2CO3，pH为9，其余为水，石墨烯含量分别为0.3g/L、0.6g/L和0.9g/L。

[0030] (2)将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波作用加机械搅拌下使石墨烯分散

10min以上；

[0031] (3)采用牌号为35SH的烧结钕铁硼(尺寸为Φ10mm×h5mm)样品，将倒角后的样品

放在含12～18g·L-1NaOH、12～18g·L-1Na2CO3、8～12g·L-1Na3PO4、0.02～0.04g·L-1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的除油水溶液中除油处理，然后水洗后在8g/L的肌醇六磷酸水溶液除锈处

理，除锈之后在清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

[0032] (4)将经过步骤(3)得到的钕铁硼磁体放入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

波作用下进行铜复合石墨烯镀层共沉积。共沉积的阴极电流密度为3A/dm2，溶液温度常温，

时间为10min，超声波频率为40kHZ；

[0033] (5)将包覆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经水洗干燥后分别进行表面形

貌观察(见图1)及人为扳断观察断面形貌(见图2)、接触角测试(见图3)和电化学性能分析

(见图4)，并分别与比较例1进行对比分析。

[0034] 比较例1：

[0035] 烧结钕铁硼磁体表面在不添加石墨烯镀液中进行镀纯铜打底处理，除了无氰碱性

镀铜溶液中不添加石墨烯外，其余所有步骤和工艺都与实施1一致。

[0036] 将实施例1不同石墨烯含量下得到的镀覆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与

比较例1得到的镀覆纯铜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进行表面形貌观察，如图1所示，随镀液中石

墨烯浓度提高获得的镀层颗粒细化，且表面褶皱起伏明显。而图2的扳断后断面形貌图显

示，溶液中没有石墨烯时所获镀层断面呈疏松多孔状，而随着溶液中石墨烯浓度增加，镀层

断面显得光滑而致密。

[0037] 将实施例1不同石墨烯含量下得到的镀覆铜复合石墨烯合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

与比较例1得到的镀覆纯铜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进行水接触角测试，如图3所示，随着溶液

中石墨烯浓度增多，镀层水接触角变大，即表明复合镀层的疏水特征明显。

[0038] 电化学耐蚀性测试

[0039] 利用Ivium  V38108电化学工作站测试动电位极化曲线及交流阻抗曲线来表征包

覆镀层后烧结钕铁硼磁体在3％NaCl溶液中的耐腐蚀性能。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

以比较自腐蚀电位Ecorr和自腐蚀电流icorr，如表1所示。

[0040] 表1经不同镀层包覆的烧结钕铁硼在3.5％NaCl溶液中的自腐蚀电位Ecorr和自腐

蚀电流ic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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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自腐蚀电流越小或者自腐蚀电位越正，交流阻抗弧的直径越大，代表烧结钕铁硼

磁体在3％NaCl溶液中的腐蚀程度越低，耐腐蚀性能越好。从表1可以看出，当镀液中含石墨

烯浓度为0.3g/L时包覆有铜&石墨烯复合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的耐腐蚀性明显比包覆纯

铜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好，但当镀液中含石墨烯浓度为0.6g/L和0.9g/L时所获镀层的烧

结钕铁硼磁体耐腐蚀性反而下降，观察电化学测试后的样品，发现纯铜镀层已经被腐蚀掉，

但铜&石墨烯复合镀层均没有腐蚀，但当石墨烯浓度为0.6g/L和0.9g/L时，因为镀层与基体

的结合力不好，导致基体被腐蚀，而使得自腐蚀电位负移和自腐蚀电流提高。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及产品，按照以

下步骤进行：

[0045] (1)配备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其镀液其它组成为：0.4g·L-1十二烷基硫

酸钠，80g·L-1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10mL·L-1三乙醇胺(TEOA)，38g·L-1Cu(NO3)2·

3H2O，90g·L-1K2CO3，0.2g/L石墨烯,pH为10，其余为水。

[0046] (2)将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波作用加机械搅拌下使石墨烯分散

10min以上；

[0047] (3)采用牌号为35SH的烧结钕铁硼(尺寸为Φ10mm×h5mm)样品，将倒角后的样品

放在含12～18g·L-1NaOH、12～18g·L-1Na2CO3、8～12g·L-1Na3PO4、0.02～0.04g·L-1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的除油水溶液中除油处理，然后水洗后在10g/L的肌醇六磷酸水溶液除锈处

理，除锈之后在清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

[0048] (4)将经过步骤(3)得到的钕铁硼磁体放入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

波作用下进行铜复合石墨烯镀层共沉积。共沉积的阴极电流密度为3A/dm2，溶液温度常温，

铜镀层厚度在3微米,电镀时间为4分钟，超声波频率为20kHZ；

[0049] (5)将包覆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经水洗干燥后分别进行表面形

貌观察及人为扳断观察断面形貌、接触角测试和电化学性能分析。表面形貌显示镀层表面

致密且褶皱起伏；扳断后断面形貌图显示镀层断面显得光滑而致密，接触角为110℃，有疏

水特征；电化学测试表明，自腐蚀电位为0.079V，自腐蚀电流为0.0053mA·cm-2，表明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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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良。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铜复合石墨烯镀层打底以提高耐蚀性的方法及产品，按照以

下步骤进行：

[0052] (1)配备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其镀液其它组成为：0.6g·L-1十二烷基硫

酸钠，120g·L-1羟基乙叉二膦酸(HEDP)，30mL·L-1三乙醇胺(TEOA)，55g·L-1CuCl2·2H2O，

110g·L-1K2CO3，0.5g/L石墨烯,pH为10，其余为水。

[0053] (2)将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波作用加机械搅拌下使石墨烯分散

10min以上；

[0054] (3)采用牌号为35SH的烧结钕铁硼(尺寸为Φ10mm×h5mm)样品，将倒角后的样品

放在含12～18g·L-1NaOH、12～18g·L-1Na2CO3、8～12g·L-1Na3PO4、0.02～0.04g·L-1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的除油水溶液中除油处理，然后水洗后在8g/L的肌醇六磷酸水溶液除锈处

理，除锈之后在清水中进行超声波清洗；

[0055] (4)将经过步骤(3)得到的钕铁硼磁体放入含石墨烯的无氰碱性镀铜溶液在超声

波作用下进行铜复合石墨烯镀层共沉积。共沉积的阴极电流密度为1A/dm2，溶液温度65℃，

铜镀层厚度在2微米,电镀时间为4分钟，超声波频率为60kHZ；

[0056] (5)将包覆有铜复合石墨烯镀层的烧结钕铁硼样品经水洗干燥后分别进行表面形

貌观察及人为扳断观察断面形貌、接触角测试和电化学性能分析。表面形貌显示镀层表面

致密且褶皱起伏；扳断后断面形貌图显示镀层断面显得光滑而致密，接触角为116℃，有明

显疏水特征；电化学测试表明，自腐蚀电位为0.109V，自腐蚀电流为0.0096mA·cm-2，表明耐

腐蚀性能良好。

[0057] 上述实施例并非是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并非仅限于上述实施例，只要符合

本发明要求，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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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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