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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

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1)电泳：将金属件置

于电泳槽中，采用环氧底漆作为电泳涂料，接通

电源，先施加50V～55V的一段电压，进行上漆，然

后进入二段电压调至160V～170V，进行电泳，经

干燥固化后，得到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2)静电

喷涂：将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先进行表面粗化，

然后采用聚氨酯粉末进行静电喷涂，经干燥固化

后，在电泳涂层上得到静电喷涂涂层，最终得到

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本发明的方法可同时提升

金属件表面防腐蚀性能、耐老化性能等防护性

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且降低过程管控及设备

投入成本，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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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电泳：将预处理后的金属件置于电泳槽中，采用环氧底漆作为电泳涂料，接通电源，

先施加50V～55V的一段电压，进行上漆，然后进入二段电压调至160V～170V，进行电泳，电

泳后进行干燥固化，得到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

(2)静电喷涂：将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先进行表面粗化，然后采用聚氨酯粉末进行静电

喷涂，静电喷涂的电压控制在30kV～50kV，使得聚氨酯粉末能够很好地带有静电以便于涂

覆至金属表面中，然后进行干燥固化，在电泳涂层上得到静电喷涂涂层，最终在金属件表面

得到复合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在接通电源前，先控制电泳槽的温度为28±2℃；和/或，所述上漆是将金属件左右各倾

斜30°角分别电泳以便上漆完全；和/或，所述电泳的时间为5min～8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所述干燥固化的温度为170℃～200℃，所述干燥固化的时间为20min～4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所述表面粗化是采用砂纸进行打磨粗化；和/或，所述干燥固化的温度为180℃～220℃，

所述干燥固化的时间为30min～4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泳涂层的厚度为20μm～40μm，所述静电喷涂涂层的厚度为60μm～80μm，所述复合涂

层的总厚度为80μm～12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中，所述预处理包括清理、除油、除锈和磷化。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过程

如下：将金属件表面的浮锈、固体油污及标签残胶采用机械方式进行清理；

所述除油过程如下：将清理后的金属件先排出内部空气，然后在除油液中除油10min～

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件表面的除油液；

所述除锈过程如下：将除油后的金属件先排出内部空气，然后在草酸溶液中除锈10min

～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件表面的草酸溶液；

所述磷化过程如下：将除锈后的金属件先进行表调处理2min～3min，活化金属表面，待

表调结束后，先排出金属件内部空气，然后磷化处理10min～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件表面

的磷化液及其它杂质。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步骤(3)检查：在金属件上制备复合涂层后进入检查工序，主要检查复

合涂层表面的外观、附着力、光泽度、色差及厚度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9.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件上开设有排水孔，所述排水孔开设在金属件所设U型槽的端部或地平面位置，所

述排水孔的直径为6mm～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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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件表面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

法，尤其涉及一种在金属件表面先电泳后静电粉末喷涂的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轨道交通养路机械产品一般采用静电喷涂的方式对表面进行防护，主要应用

了对金属件静电粉末喷涂方式，具有工艺环保、涂层表面硬度较高的优势。现有金属件表面

涂层静电喷涂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在金属件上通过简单的打磨或者喷砂等机械处理后

静电粉末喷涂的工艺方法，或者采用磷化及陶化等化学处理后静电粉末喷涂的工艺方法。

其中，第一种方式的主要工艺流程为：打磨或喷砂—清理—静电喷涂—固化—检查。在各类

机箱产品及电气控制产品的柜体表面常需要采用该粉末静电喷涂的方式，但是，在生产过

程中发现，目前部分产品采用了喷砂后进行静电喷涂的过程中由于粉末喷涂膜层较薄，遮

盖力不够，从而不仅影响产品外观质量，而且喷砂后金属表面无防锈能力，夹缝及死角位置

易腐蚀。第二种方式的主要工艺流程为：脱脂—水洗—磷化或陶化—水洗—干燥—静电喷

涂—固化—检查，此方案采用传统磷化后静电粉末喷涂或者陶化后静电粉末喷涂工艺，受

气候的影响较大，在湿度较大的季节中，磷化膜易破坏，从而影响静电喷涂后的表面附着

力，同时磷化后再进行粉末喷涂时，其膜层的耐腐蚀能力较差，产品夹缝中无防锈涂层，可

能造成夹缝中的基材出现锈蚀等现象。因此，寻求新的方法来提升金属表面的防护性能、延

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同时提升金属件表

面防腐蚀性能、耐老化性能等防护性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降低过程管控及设备投入成本

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电泳：将预处理后的金属件置于电泳槽中，具体为置于阴极电泳槽中，采用环

氧底漆作为电泳涂料，接通电源，先施加50V～55V的一段电压，进行上漆，然后进入二段电

压调至160V～170V，进行电泳，电泳后进行干燥固化，得到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

[0007] (2)静电喷涂：将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先进行表面粗化，然后采用聚氨酯粉末进行

静电喷涂，静电喷涂的电压控制在30kV～50kV，使得聚氨酯粉末能够很好地带有静电以便

于涂覆至金属表面中，然后进行干燥固化，在电泳涂层上得到静电喷涂涂层，最终在金属件

表面得到复合涂层。

[0008]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在接通电源

前，先控制电泳槽的温度为28±2℃；和/或，所述上漆是将金属件左右各倾斜30°角分别电

泳以便上漆完全；和/或，所述电泳的时间为5min～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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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干燥固

化的温度为110℃～190℃，所述干燥固化的时间为20min～40min。

[0010]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表面粗

化是采用砂纸进行打磨粗化；和/或，所述干燥固化的温度为180℃～220℃，所述干燥固化

的时间为30min～40min。

[0011]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电泳涂层的厚度为20μm

～40μm，所述静电喷涂涂层的厚度为60μm～80μm，所述复合涂层的总厚度为80μm～120μm。

[0012]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预处理

包括清理、除油、除锈和磷化。

[0013]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清理过程如下：将金属件

表面的浮锈、固体油污及标签残胶采用机械方式进行清理；

[0014] 所述除油过程如下：将清理后的金属件先排出内部空气，然后在除油液中除油

10min～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件表面的除油液；

[0015] 所述除锈过程如下：将除油后的金属件先排出内部空气，然后在草酸溶液中除锈

10min～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件表面的草酸溶液；

[0016] 所述磷化过程如下：将除锈后的金属件先进行表调处理2min～3min，活化金属表

面，待表调结束后，先排出金属件内部空气，然后磷化处理10min～15min，再清洗去除金属

件表面的磷化液及其它杂质。

[0017]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步骤(3)

检查：在金属件上制备复合涂层后进入检查工序，主要检查复合涂层表面的外观、附着力、

光泽度、色差及厚度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0018] 上述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中，优选的，所述金属件上开设有排水孔，

所述排水孔开设在金属件所设U型槽的端部或地平面位置，所述排水孔的直径为6mm～8mm。

[0019] 本发明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0020] 现有的工艺通常采用单纯的磷化或者喷砂后再喷涂粉末，其性能单一无法满足现

有产品的使用环境，当保证了表面防腐蚀性能时，老化性能却无法满足实际运行需求，运行

过程中易造成粉化现象，或者，当保证了老化性能时却无法满足其防腐蚀性能。发明人在长

期研究工作中发现了这个技术问题，对于如何提升金属表面的防护性能、延长产品的使用

寿命进行了综合考虑，本发明为了解决两者不能兼得的问题，设计在金属表面先做一层环

氧型电泳底漆，再涂一层聚氨酯粉末涂层，通过这个方案的协同增效作用，使产品具有防腐

蚀性能及耐老化性能的同时满足了产品的应用需求，提升了产品的使用年限，同时还解决

了夹缝及死角无涂层导致腐蚀、由于气候湿度大使得静电喷涂后局部膜层附着力不良等问

题。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2] (1)本发明的方案先在金属件上制备了一层电泳涂层，再制备静电喷涂涂层，解决

了采用磷化后直接喷涂聚氨酯粉末材料防腐蚀性能低，采用本发明方案后产品中性盐雾试

验由原来的396小时提高至1000小时，解决了采用磷化后直接喷涂环氧型粉末涂料耐紫外

光照老化性能低的问题，采用本发明方案后，产品耐湿热老化试验由原来的500小时提升至

1000小时，具有非常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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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2)本发明的方案解决了焊接件夹缝无防腐蚀层导致生锈的现象，延长了涂层使

用年限。

[0024] (3)本发明的方案解决了由于气候湿度大，使得静电喷涂后局部膜层附着力不良

的问题，同时降低了过程管控成本及设备投入。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金属片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以下实施例中所采用的材料和仪器均为市售。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本发明的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制备方法，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

骤：

[0030] (1)清理：金属件(具体为碳素钢)进入槽液前，需对金属表面的浮锈、固体油污及

标签残胶采用机械方式进行清理，清理干净后方能进入除油槽。

[0031] (2)除油：将清理后的金属件调至除油槽中，待金属件全部浸入槽液中上下起吊三

次，方便金属件内部空气排出，增强金属件的除油效果。待空气基本排出后放置10min～

15min(本实施例为12min)后调至水洗槽进行清洗，去除表面的除油液，防止污染除锈槽。

[0032] (3)除锈：金属件除油结束后，将金属件吊至草酸溶液中进行除锈，待金属件全部

浸入槽液中上下起吊三次，方便金属件内部空气排出，增强金属件的除锈效果。待空气基本

排出后放置10min～15min(本实施例为10min)后调至水洗槽进行清洗，去除表面的草酸溶

液，防止污染磷化槽。

[0033] (4)磷化：将金属件表面锈蚀去除干净后，需要对金属件表面进行磷化处理，金属

件磷化前需要先进入表调槽中进行表调处理2min～3min，活化金属表面。待表调结束后方

能吊入磷化槽中进行磷化处理，待金属件全部浸入槽液中上下起吊三次，方便金属件内部

空气排出，增强金属件的磷化效果。待空气基本排出后放置10min～15min(本实施例为

15min)后调至水洗槽进行清洗，并进入喷淋水洗工位，彻底去除表面的磷化液及其它杂质，

防止污染电泳槽。

[0034] (5)电泳：将磷化后的金属件上挂置于阴极电泳槽中，采用环氧底漆作为电泳涂

料，环氧底漆具体采用聚酰胺固化环氧树脂底漆，控制电泳槽的温度为28±2℃，接通电源，

先施加50V～55V的一段电压，本实施例选用50V，将金属件分别左右倾斜30°角各电泳2分钟

以便上漆完全，进入二段电压调至160V～170V，本实施例为160V，电泳5min～8min，本实施

例为5min。

[0035] (6)干燥固化：金属件电泳结束后需进入烘箱烘烤，烘烤温度设置在170℃～200℃

烘烤20min～40min，本实施例为200℃烘烤30min，其中烘箱温度差保证在±2.5℃，烘烤后

表面电泳液形成均匀连续的涂层，得到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

[0036] (7)表面粗化：金属件彻底固化后，在进入静电喷涂前，需采用240#砂纸对表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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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涂层进行打磨粗化，以增强静电喷涂涂层的附着力及外观。

[0037] (8)静电喷涂：将表面粗化后的带电泳涂层的金属件进行静电喷涂，静电喷涂电压

调至30kV～50kV，本实施例为40kV，使得粉末颗粒能够很好的带有静电，方便粉末涂覆至金

属表面中。静电喷涂粉末采用聚氨酯粉末，可增强工件表面涂层的耐老化性能。

[0038] (9)固化：静电喷涂后，采用高温固化的方式，温度设定为180℃～220℃，烘烤时间

为30min～40min，本实施例为200℃烘烤35min,其中烘箱温度差保证在±2.5℃，经干燥固

化，在电泳涂层上得到静电喷涂涂层，最终得到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

[0039] (10)检查：金属件加工完成后进入检查工序，主要检查涂层表面的外观、附着力、

光泽度、色差及厚度等性能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具体为将表面带复合涂层的金属件放置于

亮度为500LX的检查工作台上，目视检查表面外观，外观要求颜色均匀(具体作业可参考制

作的标准样板)，待表面涂层检查合格后，金属件方能进行包装入库。当金属件表面外观质

量(如光泽度、色差及表面)不满足标准要求时，需采用240#砂纸对进行粗化，粗化后重新喷

涂。当金属件表面附着力不满足标准要求时，需对表面涂层进行脱漆后重新进行电泳+静电

喷涂处理。

[0040] 电泳涂层的厚度为20μm～40μm，静电喷涂涂层的厚度为60μm～80μm，复合涂层的

总厚度为80μm～120μm。本实施例中，电泳涂层的厚度为25μm～30μm，静电喷涂涂层的厚度

为65μm～70μm，复合涂层的总厚度为85μm～100μm。

[0041] 根据轨道交通产品特点，产品采用各种结构方式焊接而成，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内

部有许多U型梁结构，在电泳时需要设计合理的排水孔，避免电泳液未及时排除干净，导致

产品烘烤后表面反酸锈蚀。在试验及应用过程中，工艺孔开孔原则上需要保证圆孔尺寸直

径为6mm～8mm，工艺孔开设在U型梁两端。

[0042] 性能测试：

[0043] 本发明的产品同时具有防腐蚀性能好、耐老化性能好、涂层使用年限长、附着力好

等优点，其中，防盐雾试验、耐湿热老化试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0044] 表1金属件表面复合涂层的性能测试结果

[0045]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和技术方案的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和技术内

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

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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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等同替换、等效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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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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