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12748.X

(22)申请日 2018.11.06

(71)申请人 无锡伊佩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4100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梅园徐

巷575号

(72)发明人 尤为　姚晓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德崇智捷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467

代理人 禹良艳

(51)Int.Cl.

C23C 22/40(2006.01)

C23C 22/4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

剂，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钼酸盐：10~
20份；植酸：10~15份；糯米粉：8~12份；交联剂；2~
4份；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5~10份；分散剂：2~4

份；水：46~63份；pH：4.5~5.5；其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将糯米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

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搅拌均

匀后，加入糯米粉，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搅拌

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纳米二样化

硅，然后于60~70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

调pH5.0，冷却即可。本发明环保无铬，耐腐蚀性

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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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其特征在于，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钼酸盐                        10~20份；

植酸                          10~15份；

糯米粉                        8~12份；

交联剂                        2~4份；

分散剂                        2~4份；

水                            46~63份；

pH                            4.5~5.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分散

性纳米二氧化硅5~10份；所述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的初级粒径为  1～100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交联剂选

自硼酸、硼砂、有机硼络合物、三聚磷酸钠、三偏磷酸钠、三氯氧磷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选

自十二烷基磺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中的一种或几种。

5.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将糯米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搅拌

均匀后，加入糯米粉，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搅拌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纳米二

样化硅，然后于60~70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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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镀锌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热镀锌是冷轧钢板最常采用的防护性阴极保护方式，但镀锌层在空气(尤其在湿

润空气)中容易被腐蚀。为了阻止镀锌层的腐蚀，需要进行钝化处理，传统的钝化方式是用

六价铬钝化剂涂敷于热镀锌钢板表面，干燥后形成一层含六价铬盐的钝化层，但六价铬有

毒且致癌，不仅影响人类健康，而且容易对环境造成危害，其将逐步被市场淘汰。欧盟发布

的ROHS指令就明确限制了六价铬的使用。现有技术中，为了减少六价铬的危害，出现了三价

铬钝化剂，但三价铬作为钝化剂进行使用，不仅钝化效果不如六价铬理想，而且其在一定条

件下会转变为六价铬，同样存在危害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因此，以无铬钝化剂取代

有铬钝化剂，将是本技术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

[0003] 现有的无铬钝化剂中，钼酸盐由于具有较低的毒性，被看作是铬酸盐钝化处理的

替代方式，其虽经过数年发展，但是，中性耐盐雾试验至今无法做到跟铬酸盐钝化膜相媲

美，此外，对于一些边角较多的镀锌结构件，其边边角角很容易磨损，因此需要更厚的膜层

以及更强的附着力，而钼酸盐钝化膜随膜厚度的增大，附着力变差，膜层会出现开裂和裂

纹，从而使得钼酸盐膜厚无法得到进一步的突破，因此，限制了其在结构件这些边角较多的

镀锌件上的应用。因此，还未出现一种真正令人满意、能够用于热镀锌结构件上的钼酸盐无

铬钝化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技术方案一：

[0007]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08]

[0009]

[0010] 进一步的，还包括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5～10份；所述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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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粒径为1～100nm。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交联剂选自硼酸、硼砂、有机硼络合物、三聚磷酸钠、三偏磷酸钠、

三氯氧磷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分散剂选自十二烷基磺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十六烷基三甲基

溴化铵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技术方案二

[0014]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5] 将糯米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

搅拌均匀后，加入糯米粉，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搅拌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

纳米二样化硅，然后于60～70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1、本发明的采用糯米粉作为成膜助剂，其与玉米淀粉不同，主要是支连淀粉，其主

链是以α-1，4糖甙键相连，支叉位置是以α-1，6糖甙键相连；有一个高度分支化的结构，不易

发生凝沉，胶体稳定，抗剪切力强，具有粘结力，能够将钼酸盐、植酸牢固的粘结于在镀锌件

的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带有部分网状结构薄膜，其较单纯采用钼酸盐、植酸所形成的薄膜

附着力更强、膜层更厚，且降低了钝化温度，节约了钝化成本；此外，部分钼酸盐、植酸能够

渗透于支链淀粉的网状结构中，提高了镀锌结构件耐蚀性。

[0018] 2、本发明采用硼砂对糯米粉进行改性，在改性过程中，淀粉分子间氢键断裂，淀粉

发生降解、α化，支链淀粉的侧链发生α-1，6糖甙键断裂，主链上发生α-1，4糖甙键断裂，打断

的淀粉链在交联剂的作用下发生横向交联，不仅增强了粘结力，还进一步增强了其在镀锌

件的表面的成膜厚度，从而是能够承载更多的钼酸盐、植酸，耐腐蚀性进一步增强。

[0019] 3、本发明纳米二氧化硅的加入能够提高钝化膜的致密性，进一步增强了薄膜的附

着力及强度，对镀锌件的表面形成进一步的保护，使其更加的耐磨损。

[0020] 4、本发明采用2种方法对钝化膜的附着力进行评价，采用橡皮法可以在膜厚相近

的情况下更精确的比较附着力大小，而胶带法则可以消除膜厚对橡皮法的影响。

[0021] 本发明配方合理，不含铬，无毒环保高效，结合钼酸盐、植酸的优点，共同配制钝化

剂，有效增加了钝化膜的防腐性能和中性耐盐雾时间，并利用糯米粉做成膜助剂，较单纯使

用钼酸盐、植酸进行成膜，有效提高了钝化膜的厚度及附着力，成品无起包、无裂纹，满足产

品性能的要求，采用此外还降低了单纯钼酸盐进行钝化的钝化温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叙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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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27] 将糯米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

搅拌均匀后，加入糯米粉，升温至65摄氏度，并搅拌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纳米

二样化硅，然后于65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0028] 其使用方法为：将上述钝化剂与水按1∶20稀释后分别放入钝化槽，加热至30～40

摄氏度，将热镀锌结构件直接浸入钝化槽，钝化时间15秒，取出后80摄氏度热风烘干或自然

晾干即可。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0031]

[0032] 其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3] 其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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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8] 其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9] 其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40] 实施例4

[0041]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0042]

[0043]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4] 将糯米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

搅拌均匀后，加入糯米粉，升温至65摄氏度，并搅拌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然后于65摄氏度

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0045] 其使用方法为：同实施例1。

[0046] 对比例1

[0047]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说　明　书 4/8 页

6

CN 109136900 A

6



[0048]

[0049]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0] 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剂于65摄氏度下搅拌至溶解

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纳米二样化硅，然后于65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后，调pH5.0，

冷却即可。

[0051] 其使用方法为：将上述钝化剂与水按1∶20稀释后分别放入钝化槽，加热至60摄氏

度，将热镀锌结构件直接浸入钝化槽，钝化时间35秒，取出后80摄氏度热风烘干或自然晾干

即可(该对比例钝化膜为黑色)。

[0052] 对比例2

[0053]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0054]

[0055]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6] 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于65摄氏度下搅拌至溶解后，加入

分散剂后，于65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0057] 其使用方法为：将上述钝化剂与水按1∶20稀释后分别放入钝化槽，加热至60摄氏

度，将热镀锌结构件直接浸入钝化槽，钝化时间35秒，取出后80摄氏度热风烘干或自然晾干

即可(该对比例钝化膜为黑色)。

[0058] 对比例3

[0059] 一种热镀锌结构件用无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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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其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62] 将玉米淀粉过200目筛后，按重量称取各原料，先向水中加入植酸、钼酸盐、交联

剂，搅拌均匀后，加入玉米淀粉，升温至65摄氏度，并搅拌至溶解后，加入分散剂和水分散性

纳米二样化硅，然后于65摄氏度下搅拌分散至均匀，然后调pH5.0，冷却即可。

[0063] 其使用方法为：同实施例1。

[0064] 对比例4

[0065] 一种三价铬钝化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含氯化铬64g/L，双氧水14g/L，硝

酸钴10g/L，甲酸7g/L，硫脲1.7g/L，氟化钾22g/L，纳米二氧化硅0.9g/L，表面活性剂0.9g/

L，单宁酸0.7g/L，余量为水。

[0066] 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先在容器中加入一半计算量的水，再加入计算量的表

面活性剂和缓蚀剂，在不断的搅拌下缓慢地加入计算量的甲酸，再加入计算量的氯化铬，待

氯化铬完全溶解后，在不断的搅拌下慢慢的加入计算量的双氧水、硝酸钴，待溶液冷却至室

温时依次加入计算量的氟化钾和纳米二氧化硅，最后补加水至全量，用甲酸调节pH在1.6即

可。

[0067] 其使用方法为：将上述钝化剂与水按1∶3稀释后分别放入钝化槽，将热镀锌结构件

直接浸入钝化槽，钝化时间40秒，取出后80摄氏度热风烘干或自然晾干即可。

[0068] 效果例1

[0069] 取同批次热镀锌处理的结构件作为试验件，镀锌层厚度11.2微米，采用各实施例

和各对比例制得的钝化剂中按照其使用方法对镀锌表面进行钝化处理，试验件钝化完成后

放置24h，然后进行各相关性能检测，结果见表1。

[0070] 钝化膜厚度的测试：为降低个体差异，钝化膜厚度的测试数据为50个试验件同一

部位膜厚的平均值。

[0071] 附着力测定：方法1，采用橡皮法；手持无砂橡皮，用通常压力来回摩擦试验件表

面，并记录钝化膜磨损至露出锌基底的次数；

[0072] 方法2，采用划格法，按照ASTM  D3359-93方法，测试钝化膜的油漆附着能力，具体

操作如下：

[0073] 将涂敷漆料的钝化产品用刀以2mm的间隔做出6条切线，用细油石轻磨切削刃，以

与上述6条切线垂直的方向，切削出与上述6条切线相交的2mm间隔的另外6条切线，制成栅

格，上述切线都将漆层切透。用柔软的刷子刷净上述栅格区域，然后粘上胶带，并用橡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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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上摩擦使得胶带与漆膜的很好的接触，30-90秒之内，抓住胶带的自由端，以尽可能接

近180°的角度，快速的拉起胶带，用照明放大镜检查底层或是前一层上涂层的脱落情况，根

据脱落面积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0074] 5B切割的边缘是完全平坦的，格子中的区域都没有脱落；

[0075] 4B在涂层的交叉点有小部分的脱落，脱落的面积小于整个切割区域5％；

[0076] 3B沿着切割的交叉点的边缘有小部分的材料脱落，脱落的面积在整个区域5～

15％范围内；

[0077] 2B沿着切割的边缘或是在切割的区域内有部kg的材料脱落，脱落的面积在整个切

割区域15～35％范围内；

[0078] 1B沿着切割的边缘有大片材料脱落或者全部区域的材料脱落，脱落的面积在整个

切割35～65％范围内；

[0079] 0B脱落的面积大于整个切割区域＞65％。

[0080] 耐盐雾试验：按照国家标准《GB/T  10125-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进行，

试验温度35±2℃，NaCl浓度50±5g/L，记录浸润有钝化剂的试验件出现白锈面积＞5％的

时间。

[0081] 表1钝化膜相关性能检测结果

[0082]

[0083] 从以上数据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与对比例7进行对比可知，在中性耐盐雾效果

上本发明方法能够与的铬酸盐钝化剂相媲美或更优，膜厚明显优于铬酸盐钝化剂，且在膜

厚增厚的情况下，附着力并未出现下降反而略优，其明显增强了结构件钝化膜的耐磨损强

度；从实施例1与实施例4的对比来看水溶性纳米二氧化硅的加入能够显著增强钝化膜的附

着力及强度，使其耐磨损性能提高；从实施例1与对比例1～2的数据对比可知，糯米粉的加

入，能够有效提高附着力以及膜厚，从而提高其耐中性盐雾的效果；对比例1和对比例2的对

比可知，在没有糯米粉的情况下，交联剂、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的加入，并没有对钝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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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交联剂的加入也只有配合糯米粉才能发挥其相应

的作用；从实施例1和对比例3的对比可知，采用玉米淀粉替代糯米粉，不仅不能达到与糯米

粉相当的效果，而且还影响了其性能。

[0084]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并非本发明可行实施的穷举。对

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其所作出的任何显而

易见的改动，都应当被认为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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