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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

膜的方法。该方法包括：1)以质量份数计，将磷酸

二氢盐5～8份、硝酸盐6～9份、磷酸0.5～3份、氧

化石墨烯0.05～0.5份、稳定剂0.1～1份、pH缓冲

剂6～10份、水100～120份的原料组分投入反应

釜中，升温至20～40℃，搅拌20～60分钟后出釜；

2)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

理的温度升至15～40℃，然后将钢铁试件浸入其

中，处理2～20分钟，晾干，得到磷化膜。本发明得

到的磷化膜外观灰亮，具有较好的耐蚀性，与油

漆的附着力强。本发明的磷化方法磷化速度快，

磷化温度低，膜层结晶细，磷化液稳定、沉渣少，

对人与环境无毒无害，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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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磷化处理液的配制步骤和磷

化处理步骤：

1)磷化处理液的配制：以质量份数计，将磷酸二氢盐5～8份、硝酸盐6～9份、磷酸0.5～

3份、氧化石墨烯0.05～0.5份、稳定剂0.1～1份、pH缓冲剂6～10份、水100～120份的原料组

分投入反应釜中，升温至20～40℃，控制搅拌速度在200～300转/分钟，机械搅拌20～60分

钟后出釜；

2)磷化处理：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15～40℃，然

后将钢铁试件浸入其中，处理2～20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得到磷化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磷酸二

氢盐为磷酸二氢锰、磷酸二氢锌和磷酸二氢钙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硝酸盐

为四水合硝酸锰、六水合硝酸锌和四水合硝酸钙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稳定剂

为OP-10乳化剂、PVP、APEO、SE-10和TX-10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数

计，所述的氧化石墨烯0.05～0.5份的用量是指氧化石墨烯的有效质量；所述的氧化石墨烯

为0.1～4.0wt％氧化石墨烯水溶液或氧化石墨烯粉末，氧化石墨烯是通过Hummers法制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磷化处

理液的配制中还包括在原料中加入碱液，控制磷化处理液的pH值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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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磷化膜，特别是涉及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属于材

料科学和表面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在喷涂、涂装前都必须对其表面进行转化处理，使其生成转化膜。转化膜包括

磷化膜、钝化膜、有机膜、稀土转化膜以及溶胶硅烷膜等。其中磷化膜制备是把金属零部件

进入到含有Zn，Ni，Mn，Fe等特定的酸式磷酸盐为主体的盐溶液中，同时加入各种复合添加

剂，经过化学处理，在金属零部件的表面生成具有一定厚度难溶于水的磷酸盐转化膜。磷化

的目的主要是：给基体金属提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属被腐蚀；用于涂漆前打底，提

高漆膜层的附着力与防腐蚀能力；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作用。

[0003] 目前，国内外磷化处理使用较多的是中温、高温磷化，不仅能耗大、处理工艺时间

长和沉渣多，而且磷化后需进行封闭处理，使磷化处理工艺复杂化，直接影响着涂装生产的

质量、产量或成本。

[0004] 目前，用于钢铁材料磷化处理的磷化液仍有很多缺陷，磷化液的各方面性能仍有

待改进。

[0005] 传统的磷化工艺是十分耗时的并且操作温度相对较高。

[0006] 公开号为CN101029386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用于钢板及镀锌板处理的含

钙锌锰三元阳离子磷化液，虽然该磷化液具有磷化膜形成速度快，与电泳涂层配套性好，但

是该磷化液的浓度大，成本高，工作温度在40～60℃，不适应低温磷化的要求。

[0007] 申请号为CN103469187A的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用于钢铁表面磷化黑化的处理液，

虽然该处理液操作的温度为常温而且处理后的钢铁表面光亮耐腐蚀，膜层质量好，但是该

磷化液磷化钢铁材料速度慢，磷化所需时间长。

[0008] 传统的促进剂如氮化物，硝酸盐和氯酸盐等虽可以有效地提高磷酸盐涂层的性

能，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

[0009] 申请号为CN201610397553.4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碳钢管常温磷化液

的配方，该配方虽然可以在接近常温下进行较快地进行工件的磷化处理，但是使用了有毒

有害的亚硝酸钠和氟化钠作为促进剂，而且比例较高，产生的三废处理难度大，不满足环保

的需求。

[0010] 申请号为CN201510387197.3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有机和无机复配的

锌系磷化液促进剂，虽有效地减少了磷化过程的操作时间，但是所使用的无机促进剂中含

有亚硝酸锌、氯酸钠和过氧化氢等强氧化强还原试剂，对操作设备有一定的腐蚀以及对人

体健康有害，而且成本较高，不适宜大量生产需要。

[0011] 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竞争需要，提高磷化液的质量，实现常温快速形成磷化

膜，降低能耗成本，工艺过程简单化、功能化等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而根据目前现有的磷

化液配方设计中，还尚未涉及到关于氧化石墨烯促进磷化膜成膜的相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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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用以解

决现有的磷化处理能耗大、处理时间长、磷化工艺复杂等导致磷化成本增加的问题，实现低

成本制备耐蚀、耐磨的磷化膜，并且所使用的磷化液不含有害的亚硝酸钠和铬等金属离子，

操作温度为常温，符合节能环保降耗要求。

[0013] 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GO)是石墨烯一种重要的衍生物，也被称为功能化

的石墨烯，主要由Hummers法制备氧化剥离石墨来制得GO。GO的结构与石墨烯大体相同，只

是在二维基面上连有一些含氧官能团(如环氧基、羟基、羧基等)。值得注意的是，石墨烯在

溶液中容易团聚，而由于GO含有较多的含氧官能团，因此其亲水性特别优异，使得它很容易

分散到各种溶剂中，极大地扩展了其应用范围。同时GO表面的含氧基团亦可以作为反应活

性位点与溶液中其它离子反应或作为成核吸附位点结出晶核，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结晶

生成和构造具有一定形貌的纳米晶体。本发明在磷化液中加入0.02-0 .5wt％的氧化石墨

烯，使之和磷化膜在钢铁的表面共沉积，形成纳米氧化石墨烯复合磷化膜，利用氧化石墨烯

和纳米材料的特性，增强磷化膜的抗腐蚀能力、耐磨性，同时减少磷化膜的制备时间和降低

反应温度。这是一种新的快速、低温和环保的磷化膜制备方法。

[0014] 本发明目的通过技术方案是实现：

[0015] 一种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磷化处理液的配制步骤和

磷化处理步骤：

[0016] 1)磷化处理液的配制：以质量份数计，将磷酸二氢盐5～8份、硝酸盐6～9份、磷酸

0.5～3份、氧化石墨烯0.05～0.5份、稳定剂0.1～1份、pH缓冲剂6～10份、水100～120份的

原料组分投入反应釜中，升温至20～40℃，控制搅拌速度在200～300转/分钟，机械搅拌20

～60分钟后出釜；

[0017] 2)磷化处理：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15～40

℃，然后将钢铁试件浸入其中，处理时间2～20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得到磷化膜。

[0018] 为进一步实现本发明目的，优选地，所述的磷酸二氢盐为磷酸二氢锰、磷酸二氢锌

和磷酸二氢钙的一种或多种。

[0019] 优选地，所述的硝酸盐为四水合硝酸锰、六水合硝酸锌和四水合硝酸钙的一种或

多种。

[0020] 优选地，所述的稳定剂为OP-10乳化剂、PVP、APEO、SE-10和TX-10的一种或多种。

[0021] 优选地，以质量份数计，所述的氧化石墨烯0.05～0.5份的用量是指氧化石墨烯的

有效质量；所述的氧化石墨烯为0.1～4.0wt％氧化石墨烯水溶液或氧化石墨烯粉末，氧化

石墨烯是通过Hummers法制备。

[0022] 优选地，步骤1)磷化处理液的配制中还包括在原料中加入碱液，控制磷化处理液

的pH值为2-3。

[0023] 本发明使用GB6458-86中性盐雾实验测试磷化膜的防腐蚀性能。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本发明采用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对工件进行磷化处理，使用了新型的

氧化石墨烯作为促进剂极大地加速了磷化膜的生成速率，磷化时间短(2～20分钟)，磷化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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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15～40℃)，常温下即可进行，磷化后的磷化池中基本无磷化沉渣，说明试件的磷化成

功率高，磷化膜外观灰亮，膜层均匀细腻，耐蚀性符合GB6458-86规定，而且磷化液中不含有

害的亚硝酸钠和铬等金属离子，在使用过程中及使用后均不危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环

境，成本低，使用方便，可满足工业化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但实施例不构成

对本发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定，基于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

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1)按重量份数计，称取如下的原料组分：磷酸二氢锌4份、磷酸二氢锰2份、硝酸锌

6份、磷酸2份、3.5wt％氧化石墨烯水溶液6份、PVP  0.2份、水100份。

[0029] (2)将步骤(1)各组分投入反应釜中，使用碱液调节pH为2，然后升温至40℃，搅拌

均匀。

[0030] (3)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28℃，然后将钢铁

试件浸入其中，处理时间5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即可得到磷化处理的试件。

[0031] 磷化后的磷化池中基本无磷化沉渣，说明试件的磷化成功率高。

[0032] 本发明使用GB6458-86中性盐雾实验测试磷化膜的防腐蚀性能。

[0033] 本实施例1得到的磷化膜外观灰亮，膜层细腻，膜厚2g/m2。

[0034] 磷化膜中性盐雾实验20小时不发生腐蚀，符合GB6458-86规定的防腐标准。

[0035] 与传统的磷化工艺如中国专利CN101029386A报道的40～60℃工艺技术相比，本发

明采用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对工件进行磷化处理，能大大简化磷化工艺，磷化

温度低，常温下即可进行。

[0036] 与现有技术如中国专利CN103469187A报道的30～60分钟的磷化处理工艺相比，本

发明采用绿色低温快速制备磷化膜的方法，处理时间仅为5分钟，磷化反应速度快，磷化时

间短。

[0037] 与现有技术如中国专利CN201610397553.4报导的使用对环境有害的亚硝酸钠和

氟化钠作为磷化处理的促进剂相比，本发明采用可生物降解的氧化石墨烯作为促进剂，无

毒无害，复合环保要求。

[0038] 实施例2

[0039] (1)按重量配比取如下的原料组分：磷酸二氢锌8份、硝酸锌4份、磷酸钙3份、磷酸

2.5份、氧化石墨烯粉末0.05份、APEO  0.2份、水100份。

[0040] (2)将各组分投入反应釜中，使用碱液调节pH为3，然后升温至30℃，搅拌均匀。

[0041] (3)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30℃，然后将钢铁

试件浸入其中，处理时间4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即可得到磷化处理的试件。

[0042] 本发明使用GB6458-86中性盐雾实验测试磷化膜的防腐蚀性能。

[0043] 本实施例2得到的磷化膜外观灰亮，膜层细腻，膜厚1.5g/m2。

[0044] 磷化膜中性盐雾实验14小时不发生腐蚀，符合GB6458-86规定的防腐标准。

[0045]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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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按重量配比取如下的原料组分：磷酸二氢锌7份、硝酸锌6份、磷酸1份、2.2wt％

氧化石墨烯水溶液0.2份、OP-10乳化剂0.2份、TX-10  0.3份、水120份

[0047] (2)将各组分投入反应釜中，使用碱液调节pH为3，然后升温至25℃，搅拌均匀。

[0048] (3)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20℃，然后将钢铁

试件浸入其中，处理时间10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即可得到磷化处理的试件。

[0049] 本发明使用GB6458-86中性盐雾实验测试磷化膜的防腐蚀性能。

[0050] 本实施例3得到的磷化膜外观灰亮，膜层细腻，膜厚3.0g/m2。

[0051] 磷化膜中性盐雾实验20小时不发生腐蚀，符合GB6458-86规定的防腐标准。

[0052] 实施例4

[0053] (1)按重量配比取如下的原料组分：磷酸二氢锰5份、硝酸锌9份、磷酸3份、氧化石

墨烯粉末0.5份、OP-10乳化剂1份、水100份

[0054] (2)将各组分投入反应釜中，升温至30℃，搅拌速度在300转/分钟，搅拌均匀。

[0055] (3)将配制的磷化处理液放入磷化池内，使磷化处理的温度升至40℃，然后将钢铁

试件浸入其中，处理时间2分钟，用水冲净晾干即可得到磷化处理的试件。

[0056] 本发明使用GB6458-86中性盐雾实验测试磷化膜的防腐蚀性能。

[0057] 本实施例4得到的磷化膜外观灰亮，膜层细腻，膜厚2.2g/m2。

[0058] 磷化膜中性盐雾实验10小时不发生腐蚀，符合GB6458-86规定的防腐标准。

[005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技术人

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

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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