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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除油工序；步骤二，酸

洗工序；步骤三，镀铜工序，在温度为10‑45℃、阳

极采用无氧高导电铜、阴极电流密度为0 .5‑

5 .5A/dm2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含有270‑

330g/L焦磷酸钾、200‑300ml/L铜补充剂的镀液

中进行镀铜10‑60min，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度的

组分：1.5‑2.5mg/L的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40‑

50g/L的焦磷酸铜，1.2‑1 .4mg/L的2‑氨基‑N‑环

己基乙酰胺；步骤四，钝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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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除油工序；

步骤二，酸洗工序；

步骤三，镀铜工序，在温度为10‑45℃、阳极采用无氧高导电铜、阴极电流密度为0.5‑

5.5A/dm2的条件下，将所述黄铜铸件置于含有270‑330g/L焦磷酸钾、200‑300ml/L铜补充剂

的镀液中进行镀铜10‑60min，所述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度的组分：1.5‑2.5mg/L的聚二硫二

丙烷磺酸钠，40‑50g/L的焦磷酸铜，1.2‑1.4mg/L的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

步骤四，钝化工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油工序包括依次进行的超声波除油

工序和电解除油工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除油工序中，在温度为25‑45℃

的条件下，将所述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碱性除油剂溶液中浸渍后，进行超声波

清洗5‑10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除油工序中，在温度为25‑45℃的

条件下，将所述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碱性电解除油剂溶液中进行电解除油5‑

10min，电流密度为2‑10A/d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工序中，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

下，将所述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90‑150ml/L的硫酸溶液中浸渍1‑2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钝化工序中，在温度为10‑45℃的条件

下，将所述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20‑30ml/L的铜保护剂的溶液中浸渍1‑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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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表面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黄铜铸件结构致密性较低，因此若直接在黄铜铸件的表面直接镀非铜金属层

(如镀镍、镀锡、镀银、镀金等)会使得该金属镀层与黄铜铸件之间的相互附着力差，并且由

于黄铜铸件内含有杂质金属离子锌，锌离子与铜离子易跃迁至金属镀层的表面，导致金属

镀层的表面氧化(形成氧化铜)和硫化(形成硫化锌)。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现有的技术方案是在现在黄铜铸件的表面电镀一层铜，

将该镀铜层作为打底层，然后再在镀铜层的表面镀其它金属层，镀铜层以提高基体金属和

表面镀层的结合力；镀铜层的致密性高，镀铜层和黄铜铸件之间的相互附着力力好，同时镀

铜层能阻断黄铜铸件的铜离子和锌的跃迁。

[0004] 目前，工业应用的镀铜工艺主要有氰化镀铜、酸性镀铜和焦磷酸盐镀铜。氰化镀铜

应用于钢铁、锌合金等基体上作为打底镀层；硫酸盐镀铜不能在活泼性较强的基体上直接

镀光亮酸铜，并且也不适用于复杂件的电镀。因此焦磷酸盐镀铜更适用于在黄铜铸件上电

镀打底镀铜层，但焦磷酸盐镀铜应用于黄铜铸件存在镀液活化能力不好、镀层结合力差的

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能使得黄铜和表面镀铜层结合紧固致密，并且镀铜层致密性高。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除油工序，包括依次进行的超声波除油工序和电解除油工序，其中，超声

波除油工序为：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市售碱性

除油剂溶液中浸渍后，进行超声波清洗5‑10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电解除油工序为：

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市售碱性电解除油剂溶液

中进行电解除油5‑10min，电流密度为2‑10A/dm2，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

[0009] 步骤二，酸洗工序，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90‑150ml/

L的硫酸溶液中浸渍1‑2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该步骤可以去除黄铜铸件表面残留的

碱性除油剂，同时可以对黄铜铸件表面进行活化，从而提高镀铜层和黄铜铸件的结合力；

[0010] 步骤三，镀铜工序，在温度为10‑45℃、阳极采用无氧高导电铜、阴极电流密度为

0.5‑5.5A/dm2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含有270‑330g/L焦磷酸钾、200‑300ml/L铜补充剂

的镀液中进行镀铜10‑60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

[0011] 步骤四，钝化工序，在温度为10‑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20‑30ml/L

的市售铜保护剂的溶液中浸渍1‑3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再在温度为50‑80℃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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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烘干。

[0012] 其中，在步骤三中，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度的组分：1.5‑2.5mg/L的聚二硫二丙烷

磺酸钠，40‑50g/L的焦磷酸铜，1.2‑1.4mg/L的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

[0013] 其中，步骤三中的电镀铜的沉积速度为：1ASD的沉积速率约0.1微米/分钟。

[0014]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至少存在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 .本发明提供的电镀铜的镀液中，焦磷酸钾作为络合剂，铜补充剂中的焦磷酸铜

的作用是供给铜离子，焦磷酸铜和焦磷酸钾作用生成络盐焦磷酸铜钾。焦磷酸钾除了与铜

生成络盐外，还有一部分游离焦磷酸钾，它可以使络盐稳定并可提高镀液均镀能力和深镀

能力。铜补充剂中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起到整平剂的作用，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起到光

亮剂的作用，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均能在阴极吸附，聚二硫二丙

烷磺酸钠单独使用时，不能显著增加阴极极化，但和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一起使用时，

由于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的协同作用，增加铜电沉积的过电位，

阻化了铜的电沉积，阴极极化增加，因而可以获得致密的镀铜层。

[0016] 2.本发明提供的电镀铜的镀液，由于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

酰胺的协同作用，扩大了阴极电流密度范围，提高了镀铜层和黄铜铸件的结合力。

[0017] 3.通过前处理工序(包括除油工序和酸洗工序)和镀铜工序的结合能得到致密结

合性好的镀铜层，该镀铜层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由于增加了钝化工序，还可使黄铜铸件表

面的镀铜层能长期保持。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0019] 图1为不同镀液的阴极极化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步骤一，除油工序，包括依次进行的超声波除油工序和电解除油工序，其中，超声

波除油工序为：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市售碱性

除油剂溶液中浸渍后，进行超声波清洗5‑10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电解除油工序为：

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50‑110g/L的市售碱性除油剂溶液中进

行电解除油5‑10min，电流密度为2‑10A/dm2，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

[0024] 步骤二，酸洗工序，在温度为25‑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90‑150ml/

L的硫酸溶液中浸渍1‑2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该步骤可以去除黄铜铸件表面残留的

碱性除油剂，同时可以对黄铜铸件表面进行活化，从而提高镀铜层和黄铜铸件的结合力；

[0025] 步骤三，镀铜工序，在温度为10‑45℃、阳极采用无氧高导电铜、阴极电流密度为

0.5‑5.5A/dm2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含有270‑330g/L焦磷酸钾、200‑300ml/L铜补充剂

(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度的组分：1.5‑2.5mg/L的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40‑50g/L的焦磷酸

铜，1.2‑1.4mg/L的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的镀液中进行镀铜10‑60min，然后用水清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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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铸件；

[0026] 步骤四，钝化工序，在温度为10‑45℃的条件下，将黄铜铸件置于浓度为20‑30ml/L

的市售铜保护剂的溶液中浸渍1‑3min，然后用水清洗黄铜铸件，再在温度为50‑80℃的条件

下进行烘干。

[0027] 采用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镀铜层和黄铜铸件结合紧

固致密，并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0028] 对比例1

[0029] 对比例1的具体实施方式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

度的组分：1.5‑2.5mg/L的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40‑50g/L的焦磷酸铜。

[0030] 对比例2

[0031] 对比例2的具体实施方式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

度的组分：40‑50g/L的焦磷酸铜，1.2‑1.4mg/L的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

[0032] 对比例3

[0033] 对比例2的具体实施方式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铜补充剂包括如下浓

度的组分：40‑50g/L的焦磷酸铜。

[0034] 对实施例1、对比实施例1‑3中的电镀铜的镀液分别进行线性电位扫描得到阴极极

化曲线。采用实施例1、对比实施例1‑3提供的方法分别在相同规格大小的黄铜铸件上电镀

相同厚度的金属铜层，然后对电镀铜层后的黄铜铸件进行盐雾试验。

[0035] 1.线性电位扫描

[0036] 线性电位扫描使用玻碳电极，线性电位扫描的扫描速率为1m  V/s，结果如图1所

示。对比实施例3的镀液(对应图1中的曲线a)的析出电位和对比实施例1的镀液(对应图1中

的曲线b)的析出电位差不多，对比例2的镀液(对应图1中的曲线c)由于加入2‑氨基‑N‑环己

基乙酰胺因此析出电位负移明显，而实施例1的镀液(对应图1中的曲线d)由于具有当聚二

硫二丙烷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因此析出电位负移最大，产生的过电位最大。2‑

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能够吸附在阴极表面而形成紧密的吸附层，阻化铜配离子的放电过

程或表面扩散，铜配离子放电还原反应速度变慢，导致析出电位负移明显；聚二硫二丙烷磺

酸钠单独作用时，在电极表面的吸附作用不强，对析出电位的影响不明显；当聚二硫二丙烷

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酰胺一起加入镀液时，由于二者的协同作用，在电极表面形成

一层更加致密的吸附层，析出电位负移最明显。聚二硫二丙烷磺酸钠和2‑氨基‑N‑环己基乙

酰胺对铜电沉积的影响大于二者单独对铜电沉积的影响，而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

[0037] 2.盐雾试验

[0038] 盐雾试验条件：温度35℃、PH值7.0并且浓度为5％的氯化钠溶液、时间48小时。48

小时后检测样品表面的腐蚀状况。盐雾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39] 表1盐雾试验结果

[0040] 组别 48h盐雾性能测试结果

实施例1 无腐蚀现象

对比实施例1 少量腐蚀现象

对比实施例2 较多腐蚀现象

对比实施例3 较多腐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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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结果显示采用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在黄铜铸件表面镀铜的方法，镀铜层具有良好

的耐腐蚀性。

[004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4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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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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