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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及其制

备方法和电镀工艺，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包括如

下组分：金盐、非氰络合剂、导电盐和光亮剂，所

述非氰络合剂的分子中至少含有两个双键，且至

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

络合。本发明的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不含氰化物，

环保无污染，镀液稳定性好，采用的络合剂分子

中至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

子的络合，形成络合物时通过d‑π*形成至少两

个π键，大大降低了金属离子的电子云密度，络

合剂的络合能力强，镀层的光亮平整性好、分散

性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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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组分：金盐、非氰络合剂、导电盐和光亮

剂，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分子中至少含有两个双键，且至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

个金离子的络合；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以单质金含量计，所述金盐的含量为0.5~10  g/

L，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含量为20~150  g/L，所述导电盐的含量为10~30  g/L，所述光亮剂的含

量为0.5~2  g/L；所述非氰络合剂选自乙酰硫脲、二硫代缩二脲、1‑苯甲酰‑2‑硫脲、乙撑二

苯甲酰硫脲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光亮剂选自2‑甲巯基苯并咪唑、1‑氨基环丙烷羧酸、2,5‑噻

吩二羧酸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的pH值为8.5~13.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以单质

金含量计，所述金盐的含量为3~5  g/L，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含量为50~100  g/L，所述导电盐

的含量为15~25  g/L，所述光亮剂的含量为0.8~1.5  g/L。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金盐为水溶性金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金盐为亚硫酸金钾、亚硫酸

金钠中的至少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盐选自碳酸钾、碳酸

钠中的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的电镀工艺，其特征在于，电镀过程的

电镀参数为：

pH                   8.5~13.5

温度                 30~80℃

阴极电流密度         0.1~2  A/dm2

阳极                 316不锈钢阳极/铂‑钛阳极。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的电镀工艺，其特征在于，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

为：

pH                   10~12

温度                 40~60℃

阴极电流密度         0.3~1  A/dm2

阳极                 316不锈钢阳极/铂‑钛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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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和电镀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镀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和电镀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金镀层具有瑰丽的色泽、良好的导电性、低而稳定的接触电阻、极佳的稳定性

以及高抗腐蚀性，因而电镀金被广泛应用于首饰、钟表、工艺品以及电子元器件等诸多领

域。

[0003]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镀金工艺是氰化物镀金。氰化物镀金具有分散能力和覆盖能

力良好、电流效率高、稳定性好及镀层结晶细致等特点，因而成为广泛应用的镀金工艺。氰

化镀金镀液主要由金氰配盐和游离氰化物组成，主要原料是氰化亚金钾或氰化金钾及氰化

钾。然而，氰化物作为剧毒化学品，其会对环境和人体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也制约了电子工

业的发展。因此，研究无氰电镀金工艺，并用其来代替氰化物电镀金，具有重要意义。

[0004] 我国开展无氰镀金技术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行业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对工艺技术进行研究，但无氰工艺始终无法完全替代氰化物进行镀金。究其原因，主要是

因为现有的无氰镀金工艺在效果和成本上都与氰化物镀金存在较大差距。首先是现有的无

氰镀金镀液的稳定性差，难以保证稳定的电镀条件，且成分复杂，镀液的维护与管理困难，

维护成本比氰化物镀液高。其次是采用现有的无氰镀金工艺获得的镀层性能差，其从结晶

细致度、分散能力和覆盖能力上都无法达到氰化镀金的效果。由于电流效率的原因，无氰镀

金很难实现厚镀。再者，无氰镀液成分复杂，采用的络合剂和各种添加剂可能会对环境带来

新的危害。

[0005] 另外，还有一些无氰碱性镀金体系中，镀液中的主络合剂为乙二胺、乙二胺二硫酸

盐、硫脲、乙内酰脲、巯基丙磺酸钠、5,5‑二甲基乙内酰脲等。然而，这些络合剂的络合性能

不足，其分子中只有一个双键或没有双键，因而这些络合剂与金离子形成的螯合物中，只能

形成一个d‑π*的反馈π键或无反馈π键，使得金离子上的电子不能充分分散到配体中，电子

云密度较大，能量较高，络合物稳定性不如两个或多个配位原子形成双键的络合物，络合能

力相对有限，络合常数相对较小。根据能斯特方程可知，电极电位负移不足，电镀过程中的

过电位相对不足，晶核产生速度相对较慢，进而导致晶粒相对较大，最终导致镀层光亮平整

性相对不足，分散能力相对有限。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氰镀金

电镀液及其制备方法和电镀工艺。本发明的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不含氰化物，符合环保要

求，镀液稳定性好，采用的络合剂分子中至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

络合，形成络合物时通过d‑π*形成至少两个π键，大大降低了金属离子的电子云密度，络合

剂的络合能力强，镀层的光亮平整性好、分散性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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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实现其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其包括如下组分：金盐、非氰络合剂、导电盐和光亮剂，所述

非氰络合剂的分子中至少含有两个双键，且至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

的络合。

[0009] 优选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以单质金含量计，所述金盐的含量为0.5～10g/

L，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含量为20～150g/L，所述导电盐的含量为10～30g/L，所述光亮剂的含

量为0.5～2g/L。上述配方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电镀效果，能替代现有的

氰化物镀金。

[0010] 更优选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中，以单质金含量计，所述金盐的含量为3～5g/L，

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含量为50～100g/L，所述导电盐的含量为15～25g/L，所述光亮剂的含量

为0.8～1.5g/L。用上述无氰镀金电镀液镀出的金层，光亮、平整性更好，分散性更佳，与基

体的结合力更好。

[0011] 优选地，所述非氰络合剂选自乙酰硫脲、二硫代缩二脲、1‑苯甲酰‑2‑硫脲、乙撑二

苯甲酰硫脲中的至少一种。上述络合剂均为非氰类环保络合剂，络合能力强，能与金离子形

成五元或六元环的稳定螯合物。更重要的是，上述络合剂的分子中均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

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络合，其与金离子形成络合物时，通过d‑π*形成两个反馈π键，最大

程度地降低了金属离子的电子云密度，提高配位键能，增加了络合物的稳定性及稳定常数，

增强了络合剂的络合能力，使电镀过程中电极电位负移更多，增加了电镀过程中阴极上的

过电位，加快晶核产生速度，增加晶核量，减小晶粒体积，最终使产生的晶粒更细小，能够得

到光亮平整性更好，分散性能更佳的镀层。本发明通过实现还发现，上述非氰主络合剂中，

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络合效果更为突出。

[0012] 优选地，所述金盐为水溶性金盐。优选地，所述金盐为亚硫酸金钾、亚硫酸金钠中

的至少一种。本发明采用的金盐为无氰金盐，环保无害，可通过商业途径购买获得。

[0013] 优选地，所述导电盐选自碳酸钾、碳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0014] 优选地，所述光亮剂选自2‑甲巯基苯并咪唑、1‑氨基环丙烷羧酸、2,5‑噻吩二羧酸

中的至少一种。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合成方法，具体如下：在快速搅拌

下，将乙二胺缓慢加入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中，加入过程保持散热良好，且反应温度保持在

0～30℃，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0.5～2h，除杂，制得所述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所述除杂的具

体操作为：抽真空至1kPa以下，用‑10℃的冰盐水冷凝回收馏出气体，直至无馏出物为止。本

发明合成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方法简单，容易实施。

[0016] 优选地，所述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合成方法中，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与乙二胺的

摩尔份数比为1.5:1～4:1。最优选地，所述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合成方法中，苯甲酰硫代异

氰酸酯与乙二胺的摩尔份数比为2.5:1。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的用量占比越大，产物的纯度

越高，但成本也越高。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的用量占比越小，产物纯度越低。苯甲酰硫代异

氰酸酯与乙二胺的摩尔份数比为2.5:1时，产物的纯度较高，且成本较合理，能满足使用要

求。

[0017]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的无氰镀金电镀液的电镀工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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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0019] 优选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的电镀工艺如下：

[0020]

[0021] 在上述电镀工艺下，本发明电镀液的络合性更佳，镀层性能更好。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1、本发明的络合剂，其分子中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络合，

络合能力强，获得的镀层光亮平整性好、分散能力佳。

[0024] 2、本发明的电镀液稳定性高，易于维护与管理，不含氰化物，符合环保要求，适用

于滚镀及挂镀工艺。

[0025] 3、经试验验证，本发明的无氰镀金工艺与氰化镀金溶液兼容，可在氰化镀金液的

基础上直接转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本发明通过下列实施例进一步说

明。显然，下列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应理解，本发明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效果，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及其电镀工艺，具体如下：

[0028]

[0029]

[0030] 其中，所述非氰络合剂的分子中至少含有两个双键，且至少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

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络合。

[0031]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方式，所述非氰络合剂选自乙酰硫脲、二硫代缩二脲、1‑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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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2‑硫脲、乙撑二苯甲酰硫脲中的至少一种。上述络合剂均为非氰类环保络合剂，且分子

中均有两个双键上的原子能参与同一个金离子的络合。

[0032]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方式，所述金盐为水溶性金盐。更优选地，所述金盐为亚硫酸金

钾、亚硫酸金钠中的至少一种。本发明采用的金盐为无氰金盐，环保无害。

[0033]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导电盐选自碳酸钾、碳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0034]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光亮剂选自2‑甲巯基苯并咪唑、1‑氨基环丙烷羧酸、

2,5‑噻吩二羧酸中的至少一种。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合成方法，具体如下：在反应釜内

加入1.5～4摩尔份数的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快速搅拌下，逐渐缓慢加入1摩尔份数的乙二

胺，反应温度不超过30℃(优选0～30℃)，保持散热良好。待乙二胺全部加入完成后，继续搅

拌0.5～2h。抽真空至1kPa以下，馏出气体用‑10℃的冰盐水冷凝回收，直至无馏出物为止。

反应釜内剩余物质主要为乙撑二苯甲酰硫脲，其中含有少量的乙撑三苯甲酰硫脲及乙撑四

苯甲酰硫脲。优选地，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与乙二胺的摩尔份数比为2.5:1时，产物的纯度

较高，且成本较合理，能满足使用要求。

[0036] 本申请发明人在前期研究中已通过实验证实了上述无氰镀金体系能获得与氰化

镀金相当、甚至更优的电镀效果，而且，本发明的无氰镀金体系不含氰化物，环保安全，因

而，可替代氰化镀金。

[0037] 本发明还对上述无氰镀金电镀液及其电镀工艺进行优化，得出进一步优选的电镀

体系，具体如下：

[0038]

[0039] 本发明通过实验发现，用上述优选的无氰镀金体系镀出的金层具有更好的光亮平

整性，分散性更佳，与基体的结合力更好。

[0040] 为更清楚的理解本发明，下面将结合部分实施例和对比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

进一步说明。应理解的是，若要完全体现本发明无氰镀金体系的各组分和各工艺参数的端

值，需例举很多的实施例，受篇幅所限，故本发明在此仅例举了部分实施例，但其不应用于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合成方法，反应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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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在反应釜内加入2.5摩尔份数的苯甲酰硫代异氰酸酯，快速搅拌下，逐渐缓慢加入

1摩尔份数的乙二胺，反应温度为30℃，保持散热良好。待乙二胺全部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

1h。抽真空至1kPa以下，馏出气体用‑10℃的冰盐水冷凝回收，直至无馏出物为止。反应釜内

剩余物质主要为乙撑二苯甲酰硫脲，其中含有少量的乙撑三苯甲酰硫脲及乙撑四苯甲酰硫

脲。本实施例用络合滴定法测定生成物中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浓度，经测定，乙撑二苯甲酰

硫脲的含量为95％，纯度较高，能满足使用要求。

[0045] 实施例2

[0046]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钾，然后加入乙撑二苯甲酰硫脲80g、碳酸钾20g和2‑甲硫基苯并咪唑1.0g，再加

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47] 本实施例采用的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按实施例1的方法合成。

[0048]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49]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8μm/min，电流效率

75％，覆盖能力91％，分散能力92％；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4g

的亚硫酸金钠，然后加入乙撑二苯甲酰硫脲60g、碳酸钾20g和1‑氨基环丙烷羧酸0.9g，再加

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52] 本实施例采用的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按实施例1的方法合成。

[0053]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54]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20μm/min，电流效率

80％，覆盖能力90％，分散能力90％；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55] 实施例4

[0056]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4g

的亚硫酸金钾，然后加入乙撑二苯甲酰硫脲100g、碳酸钾20g和2,5‑噻吩二羧酸1.2g，再加

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57] 本实施例采用的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按实施例1的方法合成。

[0058]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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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59]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6μm/min，电流效率

72％，覆盖能力93％，分散能力94％；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60] 实施例5

[0061]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钠，然后加入乙酰硫脲60g、碳酸钾20g和1‑氨基环丙烷羧酸0.8g，再加入去离子

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62]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5℃，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63]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8μm/min，电流效率

76％，覆盖能力90％，分散能力89％；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64] 实施例6

[0065]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钾，然后加入二硫代缩二脲68g、碳酸钠18g和2,5‑噻吩二羧酸1.2g，再加入去离

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66]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5℃，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67]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9μm/min，电流效率

78％，覆盖能力89％，分散能力90％；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68] 实施例7

[0069]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钠，然后加入1‑苯甲酰‑2‑硫脲75g、碳酸钾22g和2‑甲硫基苯并咪唑1.0g，再加

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70]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6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铂‑钛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5cm

×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71]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8μm/min，电流效率

77％，覆盖能力90％，分散能力88％；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72] 实施例8

[0073]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钾，然后加入乙撑二苯甲酰硫脲20g、碳酸钾20g和2‑甲硫基苯并咪唑1.0g，再加

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74] 本实施例采用的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按实施例1的方法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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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76]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21μm/min，电流效率

82％，覆盖能力78％，分散能力79％；通过250℃热震试验，与实施例2相比，本实施例的金层

与镍层的结合力变差，镀层外观变差，但效果仍比现有无氰镀金电镀液的效果好。由此说

明，本实施例的电镀液可实现电镀，但其效果与本发明优选的电镀体系相比，由于其络合剂

含量变少，会一定程度影响镀层质量，所以其覆盖能力和分散能力变差，结合力也一定程度

降低。

[0077] 实施例9

[0078] 一种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向容器中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

的亚硫酸金钠，然后加入乙撑二苯甲酰硫脲150g、碳酸钾20g和2‑甲硫基苯并咪唑1.0g，再

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无氰镀金电镀液。

[0079] 本实施例采用的乙撑二苯甲酰硫脲按实施例1的方法合成。

[0080] 采用本实施例制得的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

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316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

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对杂质不敏感。

[0081]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3μm/min，电流效率

65％，覆盖能力94％，分散能力94％；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好，弯折不

断，镀层韧塑性好。本实施例的电镀液可实现电镀，但与本发明优选的电镀体系相比，由于

其络合剂含量过高，会一定程度降低电流效率，但会提升覆盖能力和分散能力，而过高的络

合剂含量也会增加电镀成本。

[0082] 对比例1

[0083] 一种亚硫酸盐无氰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加入单质金含量为12g

的亚硫酸金钾、150g无水亚硫酸钠、100g柠檬酸钾、40g  EDTA和0.8g硫酸钴(CoSO4·7H2O)，

再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述亚硫酸盐无氰镀金电镀液。

[0084] 采用对比例1制得的亚硫酸盐无氰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

温度为50℃，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金板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

用5cm×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差，容易形成黑色沉

淀，不容易维护。

[0085]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15μm/min，电流效率

80％，覆盖能力70％，分散能力72％；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一般，镀层

结晶较粗大，镀层致密性不好，结合力不如传统氰化物镀金。

[0086] 对比例2

[0087] 一种氰化镀金电镀液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加入单质金含量为3g的氰化金

钾、15g氰化钾、15g碳酸钾和15g磷酸氢二钾，再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1L，混合均匀，得到所

述氰化镀金电镀液。

[0088] 采用对比例2制得的氰化镀金电镀液进行电镀，电镀过程的电镀参数为：温度为60

℃，阴极电流密度为0.5A/dm2，不锈钢阳极。hullcell试验，电镀时间为20s，阴极采用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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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镀镍铜片(镀镍层厚度为5μm)。电镀过程中，镀液的稳定性好，容易维护。

[0089] 对电镀后的试片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为：沉积速度0.23μm/min，电流效率

90％，覆盖能力88％，分散能力85％；通过250℃热震试验，金层与镍层的结合力良好，镀层

均匀光亮，结晶细致。

[0090] 由上述实验结果可知，本发明的无氰镀金电镀液在综合性能上明显优于现有的亚

硫酸盐无氰镀金电镀液，并能达到与氰化镀金相当、甚至更优的电镀效果，可用于替代氰化

镀金。

[0091] 实施例10

[0092] 不同络合剂的性能比较：比较“乙酰硫脲”、“二硫代缩二脲”、“1‑苯甲酰‑2‑硫脲”

和“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络合性能。

[0093] 实验方法：实验按照实施例2的电镀液配方和电镀工艺进行，控制单因素变量，变

换同等摩尔比的乙酰硫脲、二硫代缩二脲、1‑苯甲酰‑2‑硫脲，并对各实验组电镀后的试片

进行电镀实验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94]

[0095] 从上表的实验测试结果可看出，本发明的非氰主络合剂均能获得较好的镀层性

能，但乙撑二苯甲酰硫脲的络合效果更为突出。

[0096]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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